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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57)摘要

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包含一入料步驟、一水解步驟以及一分離步驟，入料步驟係將 

生物體碎片置入一氣密式槽體，水解步驟係於該氣密式槽體中，在溫度為145°C至180°C且飽和水 

蒸氣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氛圍以及時間為40至120分鐘下攪拌該生物體碎片，使該生物體碎 

片進行水解反應，而得到含胺基酸產物，以及一分離步驟係分離該含胺基酸產物，而得到一油體狀 

產物、一含胺基酸之液體狀產物及一含胺基酸之固體狀產物。

A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comprising a feeding step, a hydrolysis step 
and a separation step wherein the feeding step put s the biological debris into an airtight tank, the hydrolysis 
step is carried out by stirring the biological debris in the airtight tank at a temperature of 145°C to 180°C 

under a saturated water vapor pressure of 10 to 22 atmospheres for a period of time of 40 to 120 minutes so 
that the biological debris is subjected to a hydrolysis reaction to obtain the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and a separation step separates the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into an oil-like product,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liquid product and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soli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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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 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

【英文發明名稱】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關於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特別是關於一種水解

生物體產生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

【先前技術】

[0002】 胺基酸是含有胺基及稜基的有機化合物，是構成蛋白質的基本單 

位。近年來，胺基酸廣泛應用於農、牧、及醫領域中，特別在農用方面，其可 

以增強農作物的抗體，更是農作物生長最重要的營養來源，對於動物的飼養或 

作物、肥料均有相當良好的效用。

[0003】一般胺基酸的製造方法包括水解法，其係將生物體之蛋白質降解 

為胺基酸，經此製造方法而得的產物約每100公克含有20公克的胺基酸。水解法 

又分為酸或鹼水解法、微生物水解法及酶水解法。酸或鹼水解法，大多是加入 

酸液或鹼液催化而水解生物體以獲得胺基酸。這種製造方法雖然可以快速的獲 

得胺基酸，但部分的胺基酸會遭受酸或鹼的破壞而導致營養價值減半，使得胺 

基酸品質不佳。再者，這種製造方法中所使用的酸液或鹼液具有污染環境及危 

害人體之缺點。

[0004]而微生物水解法，係採用特定的微生物培養於生物體，以分泌酵 

素分解生物體而產生胺基酸。這種方法雖然不會破壞胺基酸也不會造成環境污 

染，但是反應時間十分漫長，甚至需要數個月，並不符合經濟效益，且反應過 

程中會產生令人不舒服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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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因此，酶水解法成為目前製造胺基酸的趨勢。酶水解法係利用活 

性酶催化水解反應，反應條件溫和，且胺基酸不被破壞。然而，酶水解法雖然 

縮短了微生物水解法的反應時間，但仍需要數十個小時的冗長反應時間。並且， 

在酶水解法的反應過程中，酶的活性十分重要，因此對環境溫度和PH值有一定 

的嚴苛要求。此外，酶對蛋白質具有選擇性，在使用前須針對蛋白質的種類而 

選擇特定的酶。故，酶水解法有著反應條件嚴苛及酶的活性難以維持之缺點。

【發明內容】

【0006】 緣此，本發明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能減 

少環境污染、降低對胺基酸的破壞且同時又能夠具有高反應速度及步驟簡單之 

功效。

[0007]本發明為解決習知技術之問題所採用之技術手段係提供一種含 

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包含：一入料步驟，係將生物體碎片置入一氣密式槽 

體；一水解步驟，係於該氣密式槽體中，在溫度為145°C至180C且飽和水蒸氣 

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氛圍以及時間為40至120分鐘下攪拌該生物體碎片，使該 

生物體碎片進行水解反應，而得到含胺基酸產物；以及一分離步驟，係分離該 

含胺基酸產物，而得到一油體狀產物、一含胺基酸之液體狀產物及一含胺基酸 

之固體狀產物，其中，每100公克的經該分離步驟所得到的該液體狀產物含有25 

公克至35公克的胺基酸，以及在該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的方法中，係無額 

外添加影響反應速率之物質。

[0008]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在 

該水解步驟中，該溫度係為160°C至180°C。

【0009】 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在 

該水解步驟中，該飽和水蒸氣壓係為20至22個大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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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在 

該水解步驟與分離步驟之間，更包括一洩壓抽氣步驟，係將該氣密式槽體洩壓 

至常壓，並對該氣密式槽體進行真空抽取。

[0011]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在 

該分離步驟中，係透過靜置沉澱的方式而將該含胺基酸產物置放一預定時間， 

使該含胺基酸產物依比重分離成油體狀產物、液體狀產物及固體狀產物。

[0012]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在 

該水解步驟中，該時間係為65至85分鐘。

【0013】 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該 

影響反應速率之物質係為一催化劑。

【0014】 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在 

該入料步驟中，係將經破碎處理的動物屍體作為該生物體碎片而置入該氣密式 

槽體。

【0015】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該 

生物體碎片係為一經破碎處理的動物屍體。

【0016】 在本發明的一實施例中係提供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該 

液體狀產物係直接用於施肥之肥料。

【0017】 本發明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操作簡易，並藉由高溫、高 

壓、及充滿飽和水蒸汽壓的環境催化反應，而縮短生物體的水解反應時間，以 

及得到較高含量的胺基酸。此外，整個反應過程中無額外添加影響反應速率之 

物質，不僅可避免酸鹼物質及其他化學物質對環境及胺基酸本質的破壞，亦可 

安全應用於生物體或其他方面。例如，液體狀產物可直接做為作物的肥料使用， 

而固體狀產物經加工後可用於施肥，以及油體狀產物經處理而生成生物柴油以 

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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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另外，本發明的含胺基酸產物的的製造方法係採用動物屍體為原 

料，而可避免過去因透過掩埋或焚化處理動物屍體造成環境的問題產生。

【圖式簡單說明】

[0019]

第1圖為顯示根據本發明的一實施例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的流程 

圖。

第2圖為顯示根據本發明的一另一實施例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的流 

程圖。

【實施方式】

[0020]以下根據第1圖至第2圖，而說明本發明的實施方式。該說明並非 

為限制本發明的實施方式，而為本發明之實施例的一種。

【0021】 如第1圖所示，依據本發明的一實施例的一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 

方法，係為以生物體碎片水解而產生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包括一入料步 

驟S10、一水解步驟S20及一分離步驟S30 °

[0022】 首先，經破碎設備破碎處理的生物體碎片係以輸送設備經一氣密 

式槽體之入料口而置入該氣密式槽體中（入料步驟S10）。

【0023】 詳細而言，該氣密式槽體係為氣密鍋爐，並具有複數個攪拌棒。 

該生物體碎片係為冷凍豬隻屍體。動物蛋白中的胺基酸含量較高於植物性蛋 

白，而能製造出較高含量的胺基酸。當然，本發明不以此為限，該生物體碎片 

亦可為植物、魚類或其他動物屍體，並可為生物體的特定部位，例如羽毛或魚 

鱗，而可製造出特定種類之胺基酸。此外，該生物體碎片也可根據生物體的來 

源而選擇因應的破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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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接著，關閉該入料口，控制該氣密式槽體內之環境於溫度145°C 

至180°C及飽和水蒸氣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環境，並在時間為40至120分鐘下 

以該複數個攪拌棒攪拌該生物體碎片，促使該生物體碎片加快且均勻地進行水 

解反應，而得到含胺基酸產物（水解步驟S20）。

[0025]詳細而言，於此高溫及高壓的環境中，該生物體碎片內的大分子 

物質，包括脂肪、澱粉及蛋白質於一段時間後其立體結構會變得鬆散，再加上 

飽和水蒸氣以高密度的蒸氣分子熱運動，而不斷的快速撞擊結構已鬆散之該大 

分子物質，使其逐漸斷鏈裂解為分子量比較小的物質，例如蛋白質水解成胺基 

酸及其衍生物，脂肪水解成甘油和脂肪酸，有效地縮短整體反應時間以獲得該 

含胺基酸產物。較佳的，該溫度可設定為160°C至180C，而該飽和水蒸氣壓可 

設定為20至22個大氣壓，而該時間係可為65至85分鐘。

[0026】 最後，分離該含胺基酸產物，而得到一油體狀產物、一含胺基酸 

之液體狀產物及一含胺基酸之固體狀產物（分離步驟S30）。

【0027】 詳細而言，在本實施例中，係以靜置沉澱的方式將該含胺基酸產 

物靜置一預定時間，使該含胺基酸產物依比重分成油體狀產物、液體狀產物及 

固體狀產物後再分層取出。當然，本發明不以此為限，也可使用其他分離方法， 

例如離心分離。

[0028]經執行以上步驟，可得到每100公克的該液體狀產物中含有25公 

克至35公克的胺基酸。

【0029】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發明之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中，係無額 

外添加影響反應速率之物質，例如催化劑，而達到節省成本、不造成環境污染、 

及有害物之處置問題之功效。

【0030】 在本實施例中，該水解步驟（步驟S20）係在溫度為180°C且飽和

水蒸氣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氛圍以及下攪拌該生物體碎片於該氣密式槽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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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於時間為80分鐘內充分進行水解反應。當然，本創作不以此為限，該水解 

步驟（步驟S20）可以依據生物體的物種而在預定的範圍內，進行溫度、壓力及 

時間的調整。

• [0031]如第2圖所示，依據本發明的一另一實施例的一含胺基酸產物的* 

製造方法，與前一實施例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在該水解步驟（步驟S20） 

與分離步驟（步驟S30）之間，更包括一洩壓抽氣步驟（步驟S2T），係將該氣 

•密式槽體洩壓至常壓.，並對該氣密式槽體進行真空抽取，以抽取該氣密式槽體 

之內的水蒸氣，而能在取得該含胺基酸產物之前降低該含胺基酸產物之含水量。

[0032].如下表1所示，在本發明之另一實施例之一實施態樣中，取出經 

該分離步驟所得到的該液體狀產物而進行胺基酸含量之鑑定分析。

【表1】

（本分析報吿係委託中央畜產會（NAIF）分析，申請單編號：10307PP00197）

號- ，哄

关耕独' 103ΝΌ：06453' '— -~〜羽2£曲1血L
Glutamic acid 103N0.06453 5441-,3 mg/10Qg
Cystine lCiJNO.06453 7L5 mg/lOOg

mmSer Serine
舖胺酸gdi磅

103N0.06453
103N0.06453

*, 1608.6 mg/100g
651.1 mg/100g

骨幡孰 Glycine 103N0.06453 - 42353 mg/100g
'TtaeonW -103NO.Q6453· 598.4 mg/lOOg

精胺KArg Ar^nine 103NO.Q6453 1728.5 mg/lOOg
丙Alanine 103N0.06453 2601,9 mg/WOg

Tyrceinc Ί03Ν0.06453 -741-3 mg/lOOg
«^Val Valine Ί03Ν0.06453 1624.6 riig/IOOg
甲琬胺酸Met M^Monine W3NO.06453 4 河 mg/WOg

苯有腔酸Ph。 场翩理tab血ί容
• 103Ν0.06453
W3NO.06453

• 145.1 m^IOOg
■ wi wioot

異氏Meucine 103Ν0.06453 「 118LS' mg/lOOg -
白成酸 Leu Leueinc 103Ν0.06453 2215.6 mg/lOOg

Lysine 103NO.Q6453 2183.6 mg/lOOg
Mine 103ΝΟΌ6453 29-14.3 WlOOg：

[0033]由表1可以得知該液體狀產物至少具有如表所列之十八種胺基

酸，且每100公克的該液體狀產物含有胺基酸32025.9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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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由上述之結果證實，本發明所得到的該液體狀產物含有32公克以 

上的胺基酸。因此，依據本發明之方法所得到的該液體狀產物，具有相對較高 

含量的胺基酸，而能有效地提高產物之品質。

[0035] 較佳地，該液體狀產物可直接用於施肥之肥料，以高含量的胺基 

酸且不具有害物質之特性施灌於植物。在本實施例中，該液體狀產物係直接用 

於施肥之肥料，該固體狀產物亦含有胺基酸，可經加工而用於施肥，該油體狀 

產物可經處理而生成生物柴油以再利用，進而達到製造過程無污染且產物高利 

用率之功效。

【0036】 藉由上述方法，在本發明中，利用高溫高壓且充滿飽和蒸汽壓的 

環境，以催化縮短生物體的水解反應時間至40至120分鐘，過程中並無添加有害 

物質，而獲得較高含量（目前一般業界之其他水解法所產生的含胺基酸之液體 

狀產物約為每100公克僅含有20公克的胺基酸，而本發明所能獲之液體狀產物約 

為每100公克含有25至35公克的胺基酸）且不具有害物之該胺基酸產物，並兼顧 

環保之功效。並且，本發明能夠以高溫水解動物屍體，而製造成可利用之物質，， 

以避免過去掩埋法或焚化法之滲液污染水源或排放氣體所造成的二次污染，以 

維護人類良好生活品質。

[0037]以上之敘述以及說明僅為本發明之較佳實施例之說明，對於此項 

技術具有通常知識者當可依據以下所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以及上述之說明而作其  

他之修改，惟此些修改仍應是為本發明之創作精神而在本發明之權利範圍中 。

【符號說明】

【0038】

S10 入料步驟

S20 水解步驟

第7頁，共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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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洩壓抽氣步驟

S30 分離步驟

第8頁，共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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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105/12/12 
［發明摘要］IPC分類： 即曲ZW(2006.01)

【中文發明名稱】 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

【英文發明名稱】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中文】

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包含一入料步驟、一水解步驟以及一分離 

步驟，入料步驟係將生物體碎片置入一氣密式槽體，水解步驟係於該氣密式槽 

體中，在溫度為145°C至180°C且飽和水蒸氣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氛圍以及時 

間為40至120分鐘下攪拌該生物體碎片，使該生物體碎片進行水解反應，而得到 

含胺基酸產物'以及一分離步驟係分離該含胺基酸產物，而得到一油體狀產物、 

一含胺基酸之液體狀產物及一含胺基酸之固體狀產物。

【英文】

A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comprising a feeding 

step, a hydrolysis step and a separation step wherein the feeding step put s the 

biological debris into an airtight tank, the hydrolysis step is carried out by stirring the 

biological debris in the airtight tank at a temperature of 145 ° C to 180 ° C under a 

saturated water vapor pressure of 10 to 22 atmospheres for a period of time of 40 to 120 

minutes so that the biological debris is subjected to a hydrolysis reaction to obtain the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and a separation step separates the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into an oil-like product,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liquid product 

and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solid product.

【指定代表圖】 第1圖
第1頁，共2頁(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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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包含：

一入料步驟，係將生物體碎片置入一氣密式槽體；

一水解步驟，係於該氣密式槽體中，在溫度為145°C至18O°C且飽和水蒸 

氣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氛圍以及時間為40至120分鐘下攪拌該生物體碎 

片，使該生物體碎片進行水解反應，而得到含胺基酸產物；以及

一分離步驟，係分離該含胺基酸產物，而得到一油體狀產物、一含胺基 

酸之液體狀產物及一含胺基酸之固體狀產物，

其中，每100公克的經該分離步驟所得到的該液體狀產物含有25公克至35 

公克的胺基酸，以及在該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的方法中，係無額外添加 

影響反應速率之物質，且在該水解步驟與該分離步驟之間，更包括一洩壓抽 

氣步驟，係將該氣密式槽體洩壓至常壓，並對該氣密式槽體進行真空抽取。

【第2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在該水解步 

驟中，該溫度係為160°C至180°C。

【第3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在該水解步 

驟中，該飽和水蒸氣壓係為20至22個大氣壓。

【第4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在該分離步 

驟中，係透過靜置沉澱的方式而將該含胺基酸產物置放一預定時間，使該含 

胺基酸產物依比重分離成油體狀產物、液體狀產物及固體狀產物。

【第5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在該水解步 

驟中，該時間係為65至85分鐘。

【第6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該影響反應 

速率之物質係為一催化劑。

第1頁，共2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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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在該入料步 

驟中，係將經破碎處理的動物屍體作為該生物體碎片而置入該氣密式槽體。

【第8項】如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該生物體碎 

片係為一經破碎處理的動物屍體。

【第9項】請求項1所述的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其中該液體狀產物 

係直接用於施肥之肥料。

第2頁，共2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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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105/12/12 
［發明摘要］IPC分類： 即曲ZW(2006.01)

【中文發明名稱】 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

【英文發明名稱】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中文】

一種含胺基酸產物的製造方法，包含一入料步驟、一水解步驟以及一分離 

步驟，入料步驟係將生物體碎片置入一氣密式槽體，水解步驟係於該氣密式槽 

體中，在溫度為145°C至180°C且飽和水蒸氣壓為10至22個大氣壓之氛圍以及時 

間為40至120分鐘下攪拌該生物體碎片，使該生物體碎片進行水解反應，而得到 

含胺基酸產物'以及一分離步驟係分離該含胺基酸產物，而得到一油體狀產物、 

一含胺基酸之液體狀產物及一含胺基酸之固體狀產物。

【英文】

A method for producing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comprising a feeding 

step, a hydrolysis step and a separation step wherein the feeding step put s the 

biological debris into an airtight tank, the hydrolysis step is carried out by stirring the 

biological debris in the airtight tank at a temperature of 145 ° C to 180 ° C under a 

saturated water vapor pressure of 10 to 22 atmospheres for a period of time of 40 to 120 

minutes so that the biological debris is subjected to a hydrolysis reaction to obtain the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and a separation step separates the amino acid 

containing product into an oil-like product,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liquid product 

and an amino acid containing solid product.

【指定代表圖】 第1圖
第1頁，共2頁(發明摘要)

105140978 表單編號A0202 1063115831-0



1625320 106年04月10日修正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S10 入料步驟

S20 水解步驟

S30 分離步驟

第2頁，共2頁（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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