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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申請案號：彳6（3彳247 Ci^A/>2（2006.01）

探申請日期：q「q们 分類：C12M %6（2°06・OH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CD2F%2d006・0"

管狀之微生物生長系統 C72飲伽2006.0,

TUBULAR MICROBIAL GROWTH SYSTEM

二、申請人：（共1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英文）

美商派特洛艾格有限公司

PETROALGAELLC

代表人：仲文/英文）

馬克默勒

MOHLER, MARK

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中文/英文）

美國佛羅里達州米爾伯尼市南哈柏市大道1901號

1901 S. HARBOR CITY BLVD, STE・ 300, MELBOURNE FL 32901，U. S. A.

國籍：仲文/英文）

美國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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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明人：（共3人）

姓名：仲文/英文）

1. 葛瑞A艾莉安尼 

ALIANELL, GARYA.

2. 佛瑞德德威奇 

DERWITSCH, FRED

3. 艾瑞特E霍華 

HOWARD, EVERETT E.

國籍：仲文/英文）

1. 美國 U.S.A・

2. 美國 U.S.A・

3. 美國 U.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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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0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冲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0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美國；2006年09 月 13 日；60/825,475

2.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2.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0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國內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0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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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大致上係關於生長諸如藻類及藍藻細菌之微生物 

之系統及方法，且尤其係關於使用管狀或類管狀生物反應 

. 管系統生長微生物之系統及方法，該生物反應管係自生物

反應器接種起始培養物。

【先前技術】

當前微生物生長方法通常包括光生物反應器，其可達成

• 高產率，但需要高投資成本。替代生長方法包括自然池

塘，其具有低投資成本之優勢，但亦具有低產率之缺點。 

本發明之實施例提供混合生長系統及方法，其在與當前系 

統相比較低之成本下可達成高產率。

【發明內容】

本發明之實施例包括生長微生物之系統,該系統包括一 

由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製成之管狀容器、一添加培養 

基之入口、一收集微生物之出口、一能量來源、一培養基

• 供給源及可選自以下微生物之微生物：擬綠球藻屬

｛Pseudo chi or ococcum sp.)、綠球藻屬｛Chlor ococcum sp.)、

• 細球藻屬｛Chlorella sp.)、月形藻屬｛Scenedesmus sp.)、集

, 球 藻 屬 (Palm ellococcus sp.)、 柱孑包 藻 屬

(Cylindr ο spermop sis sp.)及浮絲藻屬(Planktothrix sp.) ° 在

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為聚

乙烯。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

料可為PEEK。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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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撓性材料可為抗紫外線材料。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 

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特定波長之光通過，或經塗佈以選擇 

性地使綠色光通過且反射藍色光。在本發明 之各種實施例 

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波長 

約5 10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在 

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 

佈以使藍色光通過且反射綠色光。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 

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波長 

約475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510n m之可見光。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能量來源可包括由系統產生 

之生質之燃燒或可包括自系統之生質產生之乙醇。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培養基可為包括CAFO廢水 

之廢水。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微生物可為擬綠球藻 

屬。

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包括生長微生物之方法，該方法可 

包括添加培養基至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管狀容器中，且用 

可選自包括以下微生物之群的微生物無菌接種管狀容器 ： 

擬綠球藻屬、綠球藻屬、細球藻屬、月形藻屬、集球藻 

屬、柱砲藻屬及浮絲藻屬。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可包括監 

測諸如pH值、溫度、Ch濃度、CO?濃度、NCh'/POq八含 

量、傳導率或混濁度之培養物參數的構件。本發明之一些 

實施例可包括當培養物參數超過諸如pH值、溫度、Ο?濃 

度、CO?濃度、NO37PO43·含量、傳導率或混濁度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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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收集至少一部分培養物。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管狀容器材料可具大體上透 

明性及/或可撓性。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 

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特定波長之光通

• 過，或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綠色光通過且反射藍色光。在 

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 料可經 塗 

佈以選擇性地使波長約5 10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 

475 nm之可見光。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

• 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佈以使藍色光通過且反射綠色光。在 

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 

佈以選擇性地使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

5 10 nm之可見光。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 

之可撓性材料可為聚乙烯。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 

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為PEEK。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 

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為抗紫外線材料。

■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能量來源可包括由系統產生

之生質之燃燒，或包括自系統之生質產生之乙醇。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培養基可為包括CAFO廢水 

' 之廢水。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5微生物可為擬綠球藻

•屬。

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可包括一生長微生物之裝置5且該 

裝置可包括一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管狀容器。在本發明之 

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容器可由聚乙烯製 

成。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容器 

124923.doc * 8 -



200825169

可由PEEK製成。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 

之可撓性材料可為抗紫外線材料。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該裝置可包括用以將培養基 

引入該裝置中之構件，及/或將諸如擬綠球藻屬、綠球藻 

屬、細球藻屬、月形藻屬、集球藻屬、柱砲藻屬或浮絲藻 

屬之微生物引入培養物之構件。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可包 

括監測培養物之參數的構件，且該等參數可包括pH值、溫 

度、。2濃度、CO2濃度、ΝΟ3·/ΡΟ/·含量、傳導率及混濁 

度。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可包括當培養物參數超過諸如pH 

值、溫度、。2濃度、CO?濃度、NCV/POf含量、傳導率或 

混濁度之參數時，收集至少一部分培養物之構件。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器之管材料可具大 

體上透明性及/或可撓性。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 

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特定波長之 

光通過，或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綠色光通過且反射藍色 

光。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 

可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波長約510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 

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在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中，大體 

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經塗佈以使藍色光通過且反射綠色 

光。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 

可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 

波長約5 10 nm之可見光。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大體 

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為聚乙烯。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 

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為PEEK。在本發明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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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實施例中，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可為抗紫外線材 

料。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能量來源可包括由系統產生 

之生質之燃燒，或可包括自系統之生質產生之乙醇。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培養基可為包括CAFO廢水 

之廢水。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微生物可為擬綠球藻 

屬。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培養基可為包括CAFO廢水 

之廢水。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微生物可為擬綠球藻 

屬。

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可包括生長微生物之多個系統 。

【實施方式】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大規模地連續收集微生物之方法。大 

量管狀生長系統可各自自一單一無菌”苗圃”生物反應器中 

接種，且其生長週期可在各管狀生長單元（生物反應管）之 

間偏移以使得每天始終有至少一個生物反應管準備收集。 

亦涵蓋其他收集方法，例如生物反應 管可藉由以設定速率 

取出培養物來連續收集，同時連續添加相似量之培養基。 

為簡單起見，術語”微生物"將用於本申請案；然而，應瞭 

解術語”微生物”可意謂（例如）藻類、藍藻細菌或其類似 

物。

藻類生長系統之實例於以下各案中揭示：臨時美國專利

申請案第60/782,564號，申請於2006年3月15日；臨時美國

專利申請案第60/825,464號，申請於2006年9月13日；及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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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美國專利申請案第60/825,592號，申請於2006年9月14 

日；美國專利申請案第11/728,297號，申請於2007年3月15 

日；及PCT申請案第PCT/US2007/006466號，申請於2007 

年3 月 15 日，標 題均為"SYSTEMS AND METHODS FOR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HARVESTING OF 

OIL-RICH ALGAE”，其各者均以全文引用的方式併入本 

文中。

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係指生長微生物之系統及方法。包 

括生物反應管之管狀生長系統可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之生 

產生物柴油之構件。用大量來自無菌光生物反應器之接種 

體經由可關閉管接種生物反應管，形成微生物培養物。可 

使得微生物歷時較佳時間生長以達到最佳階段。在已經達 

成最佳產率目標（根據生質或副產物）之時間點，可收集微 

生物。

重力流動可提供培養物至收集採集區域之運動。可將大 

量培養物移動至配備有過濾器之收集槽中。當培養物通過 

過濾器時，可採集目標微生物。取決於過濾器，目標可在 

過濾器上或在通過之液體中得到。若為後者，則可包括離 

心步驟以自該液體中分離目標微生物。涵蓋其他微生物採 

集方法。舉例而言，絮凝亦可用以採集微生物。該等化學 

品導致藻類在液體中聚集，形成絮凝物，且因此增加所懸 

浮之藻類的沈積。

一旦液體培養基已經分離，則微生物或目標產物可機械 

地（舉例而言'藉由物理研磨、壓入法式壓床（French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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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或等效結構或其類似方法）、化學地或藉由超聲波 

處理來加工以提取包括油類之所要產物。產物提取之實例 

包括（例如）使用超臨界狀態之二氧化碳或丙烷（參照：美國 

專利 第5,539,133號，G・Kohn等 人，1996年7月23日）、己 

烷或乙醇溶劑、機械壓榨、超聲波、化學品溶解及其類似 

物。

對商業上可行產品舉例而言，對作為石油柴油替代物之 

生物柴油之關注增加。關於此方法存在兩個問題：第一， 

此將取代經生長以供給人類之糧食作物，及第二，傳統含 

油種子作物既非最多產的亦非最有效率的植物油來源。然 

而，微藻類為（對於棕櫚油而言為8至25倍且對於油菜籽而 

言為40至120倍）最高潛在能量產率之適度植物油作物。微 

藻類為最快生長之進行光合作用的有機體，且每隔幾天可 

完成完整之生長週期。另外，藻類與農業無養分之競爭， 

既不需要農田亦不需要淡水。

藻類含有脂肪、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質。一些含有多達 

60%之脂肪，且在一些情況下可回收多達彼量之70%。在 

其他情況下，可回收70%以上之存在於藻類細胞中之脂 

肪。在收集脂肪後，該油可用作（例如）脂肪酸、洗滌劑應 

用、生物柴油、棕櫚油及大豆油替代物及其類似物之來 

源。在應力狀態下，一些藻類可產生優質色素。在收集或 

加工步驟期間可將該等色素分離，且將其用於諸如藥物封 

裝、醫學成像、食物著色及其類似應用之領域。藻類軀體 

可在食物產品中用作肥料或直接燃燒以發電。在一些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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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藻類軀體可用以生產 纖維素乙醇。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微生物為藻類。藻類為各種 

含有葉綠素且進行光合作用之真核生物群。一些含有可給 

予有機體特徵顏色之其他光合色素。藻類以介於微觀形式 

與宏觀形式之間廣泛範圍的形式存在，例如海藻，其中一· 

些可長達30公尺。舉例而言，微藻類以單細胞形態存在 

（例如矽藻），以群體形態存在（例如團藻（Volvox））或以長絲 

形態存在（例如水綿（S0厂Og“Q）），及其類似物。除最低量 

之微量營養物之外，本發明之實施例利用可光合地利用 

CO?及日光生長之藻類。

舉例而言，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可利用諸如擬綠球藻 

屬、綠球藻屬、細球藻屬、月形藻屬、集球藻屬、柱胞藻 

屬及浮絲藻屬及其類似物之藻類品系。

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包括設計用以生長微生物之生物反 

應管。合適生物反應管可具有各種尺寸，其限制條件為其 

可使得足夠的日光穿透生物反應管內部且提供充足的內部  

體積以使得可引起當前循環。舉例而言，生物反應管之長 

度可為25,與30（Γ之間、長度可為5（Γ與20（Γ之間或長度可為 

75,與150」之間。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之 

長度可為100「在生物反應管之長度、直徑及/或厚度的一 

些組態中，壓力可在整個生物反應管中變化，然而，壓力 

變化係因諸如直徑、生物反應管斜度及其類似參數之生物 

反應管參數之變化而引起。

生物反應管可由例如包括聚乙烯、聚瞇瞇酮（PEEK）・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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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彈性體或其類似物之任何合適材料製成。該材料可具有 

足以經得起（例如）攪動力、通氣力、外部操作力及其類似 

力之研磨作用的厚度。舉例而言，材料之厚度可為4密耳 

（mil）與15密耳之間，或6密耳與12密耳之間，或8密耳與10 

密耳之間。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材料之厚度可為8 

密耳。在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可為拋棄式的。在一 

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可經紫外線（UV）處理以抵抗日光 

之破壞作用。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置放生物反應管之位置可為 

在每一端具有升起之平臺的平坦區域。升起之平臺之間的 

距離可為25'與300'之間、5（Γ與200f之間或75'與15（Γ之間。 

在一些實施例中，平臺之間的距離可為1001 ο在一些實施 

例中，該位置可為完全平坦的。在其他實施例中，該位置 

可為地下之凹地，例如窪地、山谷、涵洞或其類似物。取 

決於年度時間及位置區域之緯度，生物反應管之長軸可在 

特定方向上定向。舉例而言，生物反應管之長軸可（例如） 

由北至南、由東至西、由東北至西南或其類似方向來放 

置。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沿著生物反應管之所要軸製

備淺槽。該槽可限制生物反應管之側向移動。在一些實施

例中，生物反應管之側向移動可藉由（例如）楔狀物、框

架、樁子或其類似物 來限制。槽可藉由（例如）人工挖掘、

挖土機・推土、拖曳已製備之形式或其類似方法來製備。

可製備多個槽以調節多個生物反應管，且可間隔開該等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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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除或最小化生物反應管表面上之遮蔽。可置放生物反 

應管之 末端以使得其與其餘生物反應管相比較高。舉例而 

言，生物反應管末端可置放於平臺上。可輕微傾斜安置生 

物反應管，例如每10（Γ傾斜3吋，以達到利用重力排水之目 

的。

生物反應管之側邊之間的距離為”光路”，其影響可持續 

之微生物濃度、光合效率及生物生產力。在各種實施例 

中，生物反應管之光路直徑可介於「與42和之間，或12称與 

36“之間，或18”與30”之間，或22”與26”之間。在本發明之 

一些實施例中，光路為24”。所給申請案之最佳光路將至 

少部分地取決於包括待生長之特定微生物品系及/或待產 

生之特定所要產物的因素。

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可包括至少一種外部動力來源以操 

作（例如）泵、感應器、控制單元及其類似物。合適動力來 

源可包括（例如）太陽能、水電力、風力、電池電源、基於 

燃燒之動力及其類似物。在一些實施例中，加工由生物反 

應器生產之生質，然後使其燃燒以提供至少一部分由系統 

使用之電力。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經由使用該系統 

可自然增加碳信用額度。

本發明之實施例可包括給水。給水可自之前所用之水再

循環。可在用於該系統之前處理給水，且該等處理可包括

（例如）紫外線輻射、臭氧處理、超聲處理、過濾·中空纖

維過濾、沙濾、砂礫過濾、矽藻土處理、活性炭處理及其

類似處理。給水可包括各種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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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中，添加水至生物 反應管之前將 

養分添加至給水中。在某些實施例中，所添加之養分可包 

括（例如）碳、硝酸鹽、磷酸鹽、Μ、鎂、鉀、磷及其類似 

物。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系統包括量測所選養分 

（例如）碳、硝酸鹽、磷酸鹽、鎰、鎂、鉀*磷及其類似物 

之含量的反饋環，且若不符合臨限值位準則添加養分。

適當生長培養基之量可為任何適於以任何目的培養藻類 

的量，其為標準實驗室培養或為用於（例如）生物治理、脂 

質生產、藻類生質生產或其類似用途之大規模培養。合適 

藻類生長培養基可為包括（例如）BG-11生長培養基（參見， 

例如Rippka，1979）及其類似物之任何該等培養基。

合適培養基之實例包括（但不限於）Luria肉湯*淡鹽水· 

添加有養分之水、乳製品溢流物、鹽度小於或等於1%之 

培養基、鹽度大於1%之培養基・鹽度大於2%之培養基、 

鹽度大於3%之培養基、鹽度大於4%之培養基及其組合。 

氮來源可包括（例如）硝酸鹽、氨♦尿素、亞硝酸鹽、銭 

鹽、氫氧化銭、硝酸銭、鬆胺酸一錮、可溶性蛋白質、不 

溶性蛋白質、水解蛋白質・動物副產品、乳製品廢料、酪 

蛋白、乳清、水解酪蛋白、水解乳清、大豆製品、水解大 

豆製品、酵母、水解酵母、玉米浸漬液、玉米浸漬水、玉 

米浸漬固體、酒糟、酵母提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及 

其類似物。碳來源可包括（例如）糖、單醃、雙醃、糖醇・ 

脂肪、脂肪酸、磷脂♦脂肪醇、酯、寡醯、多醃、混合釀 

類、甘油・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澱粉、水解澱粉及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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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物。

額外培養基成份可包括緩衝液、礦物質、生長因子、消 

泡劑、酸、鹼、抗生素、界面活性劑或抑制不合乎需要之 

細胞生長之物質。在某些實施例中，不添加養分至給水 

中Ο

在本發明之各種實施例中，對培養微生物有用之生長培 

養基包含廢水或廢氣。在一些實施例中，當廢水用於製備 

培養基時 > 廢水具養分污染性（例如，工業廢水、農業廢 

水、家庭廢水、經污染之地下水及地表水）。在一些實施 

例中，生長培養基包括自燃燒天然氣或沼氣之發電機發出 

之廢氣，或自燃 燒化石 燃料之發電廠放出之煙道氣。在一 

些實施例中，微生物可首先於原始生長培養基中培養，之 

後添加廢水及/或廢氣。或者，微生物可只於廢液來源中 

培養。當將特定養分或元素添加至培養基中時，其將正如 

其他養分般藉由微生物吸收且同化。最終，將廢水所含之 

養分與所添加之養分移出且轉化為以微生物生質儲存之大 

分子（諸如脂質 ' 蛋白質或碳水化合物）。

在一些實施例中，廢水以所要比率添加至培養基中。該

自廢水來源供給之水可含有額外養分，諸如磷酸鹽及/或

痕量元素（諸如鐵、鋅），其補充微生物之生長。在一實施

例中，若經處理之廢水含有足夠養分以維持微生物生長 ，

則其可能使用較少生長培養基。當由於微生物吸收養分使

廢水變得清潔時，可增加生長培養基之量。影響廢水輸入

速率之因素包括微生物成長速率、光強度、培養溫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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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廢水養分濃度及某些養分之特定藻類之吸收速率。

在本發明之其他實施例中，廢水可來自諸如乳製品農場 

之集中動物飼養操作（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CAFO），其可含有高濃度氨（數百至數千毫克/ 

公升氨形式之氮）及磷酸鹽（數十至數百毫克/公升磷酸鹽形 

式之磷）。足夠濃度之CAFO廢水可用作”平衡生長培養基竹 

以維持所選微生物品系在如上所述之生物反應管中迅速生 

長。在一些情況下，CAFO廢水可稀釋至某一程度以加速 

本發明之細球藻屬之生長及增殖。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碳來源可為來源於（例如）醱 

酵、碳酸鈣之減少、乾冰昇華或其類似方式之CO2。在本 

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CO2可經由微鼓泡或通氣來提供。 

在一些實施例中，CO2係自鋼瓶添加至系統中。

培養物之pH值可在開始階段或在生長週期過程中經由使 

用緩衝液或藉由添加酸或鹼來控制。在一些情況下，酸與 

鹼可在相同或不同時間在生物反應管之不同區域或在相同  

區域中使用以達成對pH值之所需控制程度。緩衝系統之非 

限制性實例包括（例如）磷酸鹽、TRIS、TAPS、N，N-雙（2- 

痙乙基）甘胺酸、N・三（幾甲基）甲基甘胺酸、HEPES、 

TES、MOPS、PIPES、二甲肿酸鹽、MES、乙酸鹽及其類 

似物。酸之非限制性實例包括（例如）硫酸、鹽酸、乳酸、 

乙酸及其類似酸。鹼之非限制性實例包括（例如）氫氧化 

鉀、氫氧化鈿、氫氧化銭、氨、碳酸氫鈿、氫氧化鈣、碳 

酸鈿及其類似鹼。除改變pH值之外，該等酸及鹼中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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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充當細胞之養分。遍及整個生長週期過程，培養物的 

pH值可控制至近似為定值，或其可在生長週期期間變化。 

該等變化可用以（例如）起始或終止不同分子途徑，促使一 

種特定產物產生，促使諸如脂肪、染料或生物活性化合物

• 之產物積聚，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長，抑制或促進泡沫產 

生，促使細胞休眠，使細胞自休眠中蘇醒或其類似用途。

同樣地，在一些實施例中培養物之溫度可控制至近似為 

特定值，或其可在醱酵過程期間以相同或不同之目的隨列

• 出之pH值變化來變化。在某些該等實施例中，可提供一溫 

度控制裝置，其包含一量測該系統內部溫度（諸如培養基 

之溫度）之溫度量測組件及一可響應該量測控制該溫度之 

控制組件。該控制組件可包含位於生物反應管側邊或底部 

之一內部沈浸旋管或一外部護套。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使用10°C與38°C之間的培養 

溫度；在其他實施例中，使用15°C與30°C之間的溫度範 

亠 圍，且在其他實施例中，使用20°C與25°C之間的溫度範

圍。

同樣地，在某些實施例中5使用20 μmol m^s'1至1000

• μπιοί πι·^·1之間的光強度；在各種其他實施例中，該範圍

• 可為 100 μπιοί me2s_1 至 500 μmol m^s'1 或 1 50 pmol m^s-1 至

250 gmol m^s-1之間。另外，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

用0%與20%之間的CO?進行通氣；在各種其他實施例中，

用0.5%與10%之間的CO?，0.5%至5%之間的CO?或0.5%與

2%之間的CO?進行通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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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某些實施例可含有攪動微生物之機構。在本發明 

之一些實施例中，使用泵以推動培養基通過生物反應管。 

合適泵可包括（例如）蠕動泵、提昇泵及其類似物。可經由 

使用（例如）生物反應管內部之直徑變化或其類似方法來產 

生擾流。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藉由經由較大生物反應管內 

之較小管泵入培養基來產生攪動。在某些實施例中，此較 

小管可具有對於生物反應管之中心定向之開口。在某些實 

施例中，在較小管中心處之開口可促使泵入之培養基以沿 

生物反應管之側邊流動且於生物反應管頂端或頂端 附近相 

交。在某些實施例中，傾斜擋板可自生物反應管之側邊向 

中心延伸，且可在生物反應管內部產生擾流型式。

本發明之實施例可含有通氣微生物 之機構。在本說明書 

中使用之術語'‘通氣”意謂包含傳遞氣體至生物反應管中之 

培養物 之細胞中的所有形式。所傳遞氣體可包括（例如）空 

氣、氧氣、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氮氣·氫 

氣、惰性氣體、諸如來自發電廠之排出氣體及其類似氣 

體。氣體可加壓或不加壓，且可鼓泡或噴射，可引入醱酵 

培養物之表面，可當場產生，或可經由多孔或半透膜或障 

壁擴散。在一些實施例中，較大生物反應管內之較小管可 

傳送較大生物反應管內之氣體。在一些實施例中，自此較 

小管中伸出具有加重末端之中空、可撓性軟管。當推動加 

壓氣體通過軟管時，該等軟管將以隨機方式往復擺動。在 

某些實施例中，進入之氣體可加熱或冷卻以幫助維持微生 

物之適當生長條件。在一些實施例中，可藉由掩埋氣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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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至足夠深度使地下水覆蓋該管線來達成氣體冷卻。在一 

些實施例中，可用水槽以冷卻氣體管線。在一些實施例 

中，可藉由（例如）暴露於日光下、暴露於熱水中或其類似 

形式來達成氣體管線加熱。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用於混合・通氣及/或當前 

流動之機構可為（例如）擋板、混合箔、空氣提昇裝置、開 

槽排氣管或其類似物。注入空氣產生氣泡與水之混合物， 

其與排放管外面之水相比較在重量上較輕，迫使空氣/水 

混合物上升。當co?為藻類生長及再生所必需時，預期將 

CO2注入氣流中。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可用（例如）油 

漆、顏料、塑膠或其類似物塗佈。在一些實施例中，可設 

計生物反應管之塗佈以使某些波長之光通過同時反射其他 

波長之光。舉例而言，生物反應管可以此方法塗佈以反射 

某些顏色之光同時使其他顏色之光通過。在某些實施例 

中，可設計生物反應管之末端以使得固定，以致生物反應 

管靜置於地面上方或地面上。在一些實施例中5生物反應 

管可包括一壓力釋放機構。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之末端可用（例

如）剛性承台、紮帶或其類似物密封。在某些實施例中，

生物反應管末端可包括端口，資料及電力線可經由該端口

置放。資料及電力線可包括（例如）乙太網路電纜、光纜、

同軸電纜及其類似物。在一些實施例中，資料可自生物反

應管內無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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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5生物反應管包括一入口端。 

此端口可用以 添加各種物質至反應器管中，例 如培養基、 

藻類混懸液、水、廢水、養分溶液、酸、鹼、緩衝液及其 

類似物均可以此方式添加。

- 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包括一（例如）在收集、排水、清洗

或其類似操作期間自生物反應管移除物質之出口端。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包括感應器，例 

如對pH值、溫度、。2濃度、CO2濃度・NO37PO43"含量、

• 傳導率、混濁度或其類似物之感應器。在一些實施例中，

該等感應器可經由如上所述之構件傳輸生物反應管外之資 

料。

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包括一控制單元,例如電腦♦連接 

於網路之終端機或其類似物。該控制單元可記錄・追蹤及 

直觀描述例如pH值・溫度、。2濃度、CO?濃度、NO3，/ 

PO43·含量、傳導率、混濁度或其類似參數之培養物參數。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藉由能夠經由垂 

直軸與水平軸以傾斜生物反應管之機械裝置來支撐。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該系統包括一用以用微生物

〜 接種生物反應管之苗圃生物反應器。該苗圃生物反應器可

- 與生物反應管流體連接。在一些實施例中，可無菌操作苗

圃生物反應器。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一旦培養物已達成足夠生長

程度，則可收集藻類。可直接自生物反應管中或在轉移培

養物至儲存槽之後進行收集。收集步驟可包括（例如）殺死

124923.doc -22-



200825169

細胞或促使其休眠，自大批培養基中分離細胞，乾燥細 

胞5溶解細胞，分離需要之組份，隔離所要之產物及其類 

似步驟。在一些實施例中，並非所有該等步驟一起實行； 

各種實施例可組合各種不同步驟且亦可包括額外步驟及/ 

或組合各種功能成為一個或若干步驟。另外，實際實行之 

步驟可以與此列表中存在之次序相比不同之次序實行。

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使用一種收集藻類 之方法，其利用 

諸如經固定之培養基過濾器之市售設備以移除弱結合水直 

至小於重量之50%。隨後，將保留物（藉由過濾培養基而保 

留）以壓濾機壓縮直至榨出油。參考US Filter Corp。舉例 

而言，本發明之實施例可包括具有對於在50%之生物反應 

管體積中生產1/天之給定數目之合適體積的生物反應管。

在某些實施例中，殺死細胞或促使細胞休眠可藉由取決 

於細胞及所要產品之大量方法來完成。合適方法包括（例 

如）加熱、冷卻、添加諸如酸、鹼、次氯酸鈿、酶、疊氮 

化鈿、抗生素之化學試劑或其類似方法。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可以多種方式完成自大批生 

長培養基中分離細胞團塊。非限制性實例包括篩檢、離 

心、旋轉式真空過濾、壓濾、旋流分離、浮選♦脫脂、篩 

分、重力沈降及其類似方式。諸如添加沈澱劑、絮結劑或 

凝聚劑之其他技術亦可與該等技術結合使用。絮結劑可包 

括（例如）含磷酸鹽之黏土及其類似物。在一些實施例中， 

絮結劑可用（例如）旋流器或其類似物來移除，且隨後再使 

用。在一些實施例中，所要產物將處於來自分離裝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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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流中且在其他情況下其將處於其他物流中。在一些實施 

例中，可執行兩個或兩個以上階段之分離。當使用多階段 

時，其可基於相同或不同之技術。非限制性實例包括篩檢 

大批生物反應管內含物5之後過濾或離心來自最初階段之 

流出物。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可機械地或化學地達成細胞 

溶解。機械溶解方法之非限制 性實例包括諸如法式壓力機 

或壓降均質機之壓降裝置、膠體磨、珠磨或球磨、高剪切 

混合器、熱衝擊、熱處理・滲透壓衝擊、超聲波處理、壓 

榨、加壓、研磨、壓榨機加壓及蒸汽爆炸。化學方法之非 

限制性實例包括使用酶、氧化劑♦溶劑、界面活性劑及螯 

合劑。取決於所使用之技術的精確性質，可進行無水溶 

解，或可在諸如水或其類似物之溶劑或蒸汽存在下溶解。 

可用於溶解或用以參與溶解之溶劑包括（但不 限於）己烷、 

庚烷、超臨界流體、氯化溶劑、醇、丙酮、乙醇、甲醇、 

異丙醇、醛・酮、氯化溶劑、氟化氯化溶劑及該等溶劑之 

組合。例示性界面活性劑包括（但不限於）清潔劑、脂肪 

酸、偏甘油酯、磷脂、溶血磷脂、醇、醛、聚山梨醇酯化 

合物及該等物質之組合。例示性超臨界流體包括（例如）二 

氧化碳、乙烷、乙烯、丙烷、丙烯、三氟甲烷、氯三氟甲 

烷、氨、水♦環己烷、正戊烷、甲苯及其類似物。超臨界 

流體溶劑亦可藉由包括水或一些其他化合物來改質以改變 

流體之溶劑性質。化學溶解之合適酶包括 蛋白酶=纖維素 

酶、脂肪酶♦磷脂酶♦溶菌酶、多醯酶及其組合。合適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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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劑包括（例如）EDTA、4 吩（porphine）、DTPA、NTA、 

HEDTA、PDTA、EDDHA、葡萄 糖酸鹽、磷酸根離子（經 

各種質子化及非質子化）及其類似物。在一些情況下，可 

使用化學方法與機械方法之組合。

在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中J可藉由例如離心、旋流分 

離、過濾、浮選、重力沈降及其類似技術之各種技術來完 

成自含有產物之部分或相中分離溶解之細胞。在一些實施 

例中5可需要包括溶劑或超臨界流體，例如以使所要產物 

溶液化，減少產物與破損細胞之間的交互作用，減少分離 

後歸於破損細胞之產物的量，或提供一洗滌步驟以進一步 

減少損失。合適溶劑包括（例如）己烷、庚烷 ' 超臨界流 

體♦氯化溶劑、醇、丙酮、乙醇、甲醇、異丙醇♦醛、酮 

及氟化·■氯化溶劑。例示性超臨界流體包括二氧化碳、乙 

烷·乙烯、丙烷、丙烯、三氟甲烷·氯三氟甲烷、氨、 

水、環己烷、正戊烷、甲苯及其類似物以及該等物質之組 

合。超臨界流體溶劑亦可藉由包括水或其他化合物來改質 

以改變流體之溶劑性質。

在本發明之一些實施例中5將需要在進一步加工之前乾

燥細胞物質。舉例而言，當後續加工在遠端位置處發生或

需要與藉由單一醱酵批次所提供之量相比更大量之物質

時，或若必須徹底使用該物質直至達成更具成本有效性之

加工，或若水之存在將導致諸如乳液形成之加工困難，或

由於未列於此處之其他原因，可要求乾燥。合適乾燥系統

包括（例如）空氣乾燥・日光乾燥、轉鼓式乾燥、噴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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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流化床乾燥、盤式乾燥、旋轉乾燥、間接乾燥、直接 

乾燥及其類似系統。

在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中，用以清洗、清潔及消毒生物 

反應管之方法包括使用（例如）低壓蒸汽、清潔劑、界面活 

性劑、氯、漂白劑、臭氧、紫外光、過氧化物及其類似物 

及其組合。在一實施例中，生物反應管可用水沖洗，用清 

潔劑洗滌，用水沖洗?用漂白劑溶液（次氯酸錮）噴霧，且 

隨後用培養基及接種體填充。在其他實施例中，生物反應 

管可用漂白劑溶液填充且排出，且隨後漂白劑溶液可用諸 

如硫代硫酸纳之還原劑中和。

在一些實施例中，本發明可包括具有連接至生物反應管 

系統之無菌接種中心（舉例而言光生物反應器）的大規模受 

控連續培養系統。生物反應管可具有作為閉合系統內裝之 

生物反應器。各生物反應管在各末端具有連接器密封件 。 

第一末端可提供培養基輸入量及接種體至生物反應管中 ， 

且第二末端可包括排空生物反應管之藻類之構件，因此收 

集藻類。在一包括生物反應管之實施例中可有具有通風孔 

之另外管，其可蔓延塑膠生物反應管之整個長度且用以提 

供通氣。通氣用以使培養基循環以使藻類生長最佳。

本發明之多種改變及其他實施例將為熟習此項技術者所

瞭解，其具有存在於先前描述及相關圖式中之教示的益

處。因此，應 瞭解本發明不限於所揭示之特定實施例，且

改變及替代實施例意欲包括於由本說明書所支持之申請專

利範圍之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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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以下實例提供某些例示性方法之詳述。如本文所揭示，

在本發明之範疇內改變方法以調節位置、季節、氣候、培

養基可用性及生物反應管體積上之變化。因此，本實例僅

表示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

實例1・包括一 24U10（V生物反應管之生長系統

使用鐘藉由手工來製備6個由北至南定向之淺平行槽。 

將槽挖掘至大約6"之深度且隔開大約8'之間隔以最小化由 

鄰近槽引起之遮蔽。該等槽橫跨每一末端具有土製平臺之 

大體上平坦之區域。各槽之總長度為大約1001。用於該實 

例之總面積為大約50'乘1001。

各槽裏置放自聚乙烯塑料壓製之未填充之100,生物反應 

管。該等生物反應管經抗紫外線（UV）處理以使得增加管對 

於UV射線破壞作用之恢復力。

各生物反應管內有管道，該管道含有端口，加壓之CO? 

經由該端口泵入。管道含有經安置之小孔，加壓之CO?經 

由其通過以通氣及攪動藻類培養物。與周圍之水相比較 

輕，co2/水混合物上升，且將培養物通氣且攪動。

在生物反應管內亦有用以量測pH值、溫度、。2濃度、

CO?濃度、NOs'PO/·含量「專導率及混濁度之感應器。生

物反應管之末端位於平臺上以使得末端在生物反應管主體

長度之上。生物反應管之末端用紮帶密封。經由生物反應

管之一末端通過氣體管道以及電纜，其將生物反應管內之

pH值、溫度、。2濃度、CO?濃度、NChVPO/·含量、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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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混濁度感應器連接至生物反應管外之控制單元。培養 

基入口端位於生物反應管之一末端，且收集端口位於生物 

反應管之相對末端。

系統之動力藉由地方性電力系統來提供。管狀生長系統 

之控制單元電腦接收來自該系統之動力，生物反應管內之 

各種感應器同樣接收來自該系統之動力。

製備培養基之水藉由地方性供 水系統來提供。培養基經 

由蠕動泵添加至系統直至管大體上充滿5然而管之末端並 

未完全填充。

co?罐與進入生物反應管之氣體管線相連接。

將製備之培養基添加至生物反應管中直至生物反應管大 

體上充滿。生物反應管裝滿之後，將感應器”加電”以確保 

其正確操作。藉由打開位於”苗圃'‘生物反應器與生物反應 

管之間的閥門來接種生物反應管。用於接種之藻類品系為 

擬綠球藻屬。

監測培養物之溫度、pH值、傳導率及混濁度以確保不超 

過操作參數。

可使得培養物生長直至生長減緩，例如由混濁度之增加 

以及每毫升培養物之細胞數的平穩狀態所指示。當藻類生 

長減緩時，經由收集出口收集50%之培養物，且經由經入 

口端添加培養基來補充自管中移除之近似量之培養物 。

【圖式簡單說明】

圖1為與本發明之教示一致之管狀之微生物生長系統之

生物反應管部分的局部圖示說明。

圖2為圖1中生物反應管之一部分的圖示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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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揭示微生物生長之系統及方法。該等系統包括生

長大量微生物之連續培養方法。

六、英文發明摘要：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microorganism growth are disclosed. The systems include 
continuous-culture processes for the growth of large volumes of micro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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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利範圍：

ι. 一種用以生長微生物之系統，其包含：

(a) —管狀之容器，其包含；

(i) 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 ；

(ii) 一用以添加培養基之入口 ；

(iii) 一用以收集該等微生物之出口 ；

(b) —能量來源；

(c) 一培養基供給源；及

(d) 至少一種選自由擬綠球藻屬(Pseudochlorococcum 

sp.)、綠球藻屬｛Chlorococcum sp.)、細球藻屬(Chloyella 

sp.)、月 形藻屬(Scenedesmus sp.)、集 球藻屬 

(Palmellococcus sp.)、柱孑包藻屬(Cyl indr o spermop sis sp.) 

及浮絲藻屬｛Planktothrix sp.)所組成之群的微生物。

2. 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聚乙烯。

3. 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PEEK。

4. 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抗紫外線材料。

5. 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係 

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特定波長之光通過。

6. 如請求項5之系統，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綠色光通過5且反射藍色光。

7. 如請求項6之系統，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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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長約5 10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475 nm之可 

見光。

8.如請求項5之系統，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藍色光通過5且反射綠色光。

9・ 如請求項8之系統，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510 nm之可 

見光。

10・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能量來源包含由該系統生產 

之生質之燃燒。

11・如請求項1之系統5其中該培養基包含廢水。

12. 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培養基包含CAFO廢水。

13. 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微生物包含分離自擬綠球藻 

之藻類品系。

14. 一種用以生長微生物之方法，其包含：

(a) 添加培養基至該微生物所在之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 

管狀容器中；

(b) 無菌接種選自由擬綠球藻屬、綠球藻屬、細球藻 

屬、月形藻屬・集球藻屬、柱孑包藻屬及浮絲藻屬所組成 

之群的微生物至該管狀容器；

(c) 監測該培養物之至少一種預定參數，該參數係選自 

由pH值、溫度、。2濃度、CO?濃度、NC^/PO/·含量・傳 

導率、混濁度所組成之群；及

(d) 當該培養物參數超過至少一種選自由pH值、溫 

度、。2濃度・CO2濃度、Νθ3·/Ρθ4-含量、傳導率及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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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組成之群的預定參數時，收集至少一部分該培養

物。

15.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聚乙烯。

16.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PEEK。

17.如請求項14之方法 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抗紫外線材料。

18.如請求項14之方法 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係

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特定波長之光通過。

19.如請求項18之方法，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綠色光通過，且反射藍色光。

20.如請求項19之方法，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波長約5 10 nm之可見光通過5且反射波長約475 nm之可 

見光。

21. 如請求項18之方法，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藍色光通過，且反射綠色光。

22. 如請求項21之方法，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通過5且反射波長約510 nm之可 

見光。

23.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該能量來源包含由該系統生產 

之生質之燃燒。

24.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該培養基包含廢水。

25.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該培養基包含CAFO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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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該微生物包含分離自擬綠球藻 

屬之藻類品系。

27. —種用以生長微生物之裝置，其包含：

(a)—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管狀容器，其中該容器包

含；

(i)用以將培養基引入該裝置之構件；

(ii)用以將至少一種選自由擬綠球藻屬、綠球藻屬、

細球藻屬、月形藻屬、集球藻屬・柱砲藻屬及浮絲藻 

屬所組成之群的微生物引入該培養物之構件 ；

(iii) 用以監測該培養物之至少一種參數之構件，該 

參數選自由pH值、溫度、02濃度、CO?濃度、ΝΟ3· 

/po/·含量、傳導率及混濁度所組成之群；及

(iv) 當該培養物參數超過至少一種選自由pH值、溫 

度、。2濃度、CO?濃度、NCV/PO/·含量、傳導率及混 

濁度所組成之群的預定參數時，用以收集至少一部分

該培養物之構件。

28. 如請求項27之裝置，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聚乙烯。

29. 如請求項27之裝置，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PEEK。

30. 如請求項27之裝置，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包 

含抗紫外線材料。

31. 如請求項27之裝置，其中該大體上透明之可撓性材料係

經塗佈以選擇性地使特定波長之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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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如請求項31之裝置，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綠色光通過，且反射藍色光。

33. 如請求項32之裝置，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波長約510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475 nm之可 

見光。

34. 如請求項3 1之裝置，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藍色光通過，且反射綠色光。

35. 如請求項34之裝置，其中該透明之可撓性經塗佈材料使 

波長約475 nm之可見光通過，且反射波長約510 nm之可 

見光。

36. 如請求項27,之裝置

37. 如請求項27之裝置

其進一步包含產生電力的構件。

其中該培養基包含廢水°

38.如請求項27之裝置 其中該培養基包含CAFO廢水。

39.如請求項27之裝置' 其中該微生物包含分離自擬綠球藻

屬之藻類品系。

40. —種用以生長微生物之裝置，其包含：

a）複數個如請求項1之系統，其中該複數個系統中之每

一者流體性連接至單一生物反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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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圖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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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無元件符號說明）

•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 > 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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