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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源

微藻類
固碳工程
■闕壯群
目前開發中的微藻類生物技術
是讓藻類善用土地與水資源，

二氧化碳與氣候變遷
地球擁有其他星球沒有的大氣層，是個
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在白天，大氣層會

除了能彌補越來越嚴重的能源短缺外，
還有助於改善水污染問題。
如能善加運用，

吸收太陽的輻射能，使地面不致太熱；到
了晚上，則能阻擋地球散失輻射熱，而不
致太冷。大氣層中這些具有吸熱能力的氣
體統稱為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水蒸
氣、臭氧、甲烷、一氧化二氮、氟氯碳化

將使微藻類固碳工程具有二氧化碳減量
與能源再生的雙重優點。

物等，如同覆蓋溫室屋頂的玻璃一樣，為
地球阻擋強光，但是又保存一定的熱能，
扮演著調控地球平均溫度和氣候的重要角
色。
由於人類的活動日趨頻繁，使得大氣中
溫室氣體的濃度增加，促使地球的平均溫
度上升，造成全球氣候的異常，引發嚴重
的環境問題。在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中，
數量最多的就是二氧化碳，這是人類大量
燃燒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加上
開墾森林綠地做為耕地或生活空間，使得
二氧化碳經由植物轉化成有機物的機會下
降，以及工業發展所造成的廢氣排放所
致。近 100 年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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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遠東生物科技公司

這是微藻生質能源工廠預想圖，以八里火力發電廠空照實景規模來設計，利用其他工廠排放的廢水及 CO2 廢氣
提供微藻生長所需的碳源、氮源及無機鹽分，再利用產出的生物質量做為生質能源。

經上升了約 30 ％，導致地球的平均溫度上
升了攝氏 0.6 度。

之一。
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水和太陽能來

若全球溫室效應持續惡化，日本科學家

合成有機物。二氧化碳是微藻類進行同化

預估到 21 世紀末，因為氣溫升高造成的冰

作用中最重要的無機碳來源，理論上每公

山融化，將使海平面上升並且淹沒 171 萬平

斤二氧化碳約可長出 0.57 公斤的藍綠藻，

方公里的土地，相當於 48 個台灣大。

並放出 0.73 公斤的氧氣，顯示微細藻類有
很高的二氧化碳利用能力。

利用微藻回收二氧化碳

若選用可生產高附加價值產物的藻種，

為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尤其是二氧

使藻類在固碳時也生產各種特用化學品，

化碳，各國專家試圖從幾個方向著手，包括

如生理活性物質、色素、脂肪酸等，更是

物理處理、化學處理及生物固定 3 類，另外

另一個生技產品的來源。

也積極開發可替代化石燃料的再生能源。其
中生物固定法是利用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生

微藻培養系統

物，把二氧化碳轉換成碳氫化合物，同時產

目前利用藻類進行光合生物固碳的型

生大量的生質（biomass）
，可以做為飼料、

態，不外乎利用廣大的土地面積進行淺水

肥料、燃料等再加以利用。因此，生物固碳

平面式的養殖，但因氣體溶入不易，並不

方式在目前是最節約能源且兼顧環保的方式

適合於回收廢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氣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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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各國專家試圖從幾個方向著手，
其中生物固定法是利用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生物，
把二氧化碳轉換成碳氫化合物，同時產生大量可再利用的生物質量。

微藻的分類
綠藻門

藍綠藻門

輪藻門

裸藻門

依據：色素組成、細
胞壁有無及組成、細
胞核種類、儲存物種
類、鞭毛等可把微藻
分為

甲藻門

金黃藻門

隱藻門

褐藻門

紅藻門

依據色素組成、細胞壁有無及組成、細胞核種類、儲存物種類、鞭毛等可把微藻分為 9 類。

淺水平面式養殖池的有效光源僅限於接受

養液中二氧化碳濃度偏低等問題。基本

日光的液面，單位土地面積的光照光合能

上，含二氧化碳的氣體由底部打入後經主

量有限，無法進行高效率光合生物反應以

體從頂部流出，含藻體的液體則從頂部緩

大量生產生物質量，整體固碳速率也相對

慢流下時與二氧化碳接觸反應。立體向上

低落到不具工業化潛力。

疊架的特殊透明斜板薄層可大幅增加光照
面積，大量接受光合能量。這些立體向上

術中常見的光照面積不足、耐候不佳、培

疊架的培養器皿，增加培養空間但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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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Simple_photosynthesis_overview.svg

立體光反應培養器可以解決上述現有技

暗反應

葡萄糖
6CO2 ＋ 12H2O ＋ photons → C6H12O6 ＋ 6 O2 +6H2O
光合作用及其化學方程式

科學發展

2009 年 1 月， 433 期

血球藻經刺激可產生蝦紅素，生
長中的血紅藻呈綠色（右方瓶）
，
產生蝦紅素的血球藻呈紅色（左
方瓶）
。

綠藻粉及綠藻錠

9
若選用可生產高附加價值產物的藻種，
使藻類在固碳時也生產各種特用化學品，如生理活性物質、色素、脂肪酸等，
更是另一個生技產品的來源。

所需土地，有效地在有限的土地上增
加固碳光合反應產出的生物質量。

處裡後氣體輸出器

3 D 立體透光密
閉光合反應室

自動調控裝置可調節密閉光合反
應室內部的各項條件，使光照、養
分、溫度、酸鹼值、生物質量濃度等
生長因子都得到良好的掌控，避免傳

輔助光源供
應器

特殊透明斜板薄
層的高效率光合
作用反應器

統開放培養難以調控生長因子所遭遇
的種種問題。
液體輸送器把含藻體的液相由池

生物質量
自動分離
收集器

底輸往光合作用反應器中最高層的特

光照、養分、溫
度、酸鹼值、生物
質量濃度、自動控
制器

殊透明斜板薄層，當液相伴隨著藻體
向下流經其他透明斜板薄層時，藻體
都一直接收光線進行光合作用。液相

界面大幅擴增並充分混合，提高二氧

液體輸送器

化碳等氣體在培養液中的溶解量，同
時加速排出光合反應產生的氧氣，提
升液相中的氣體交換效率，進而促進

生物質量及其培養液儲存槽

氣體溶解吸收器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專利 I243205

流動也可使反應室內氣液兩相的反應

含二氧化
碳的氣體
輸入器

立體光反應培養器側視圖。立體透光的超高效率生物光合反

光合反應速率。

應裝置，可藉由內部培養的微生物進行光合作用，回收二氧
化碳等氣體以淨化廢氣，並可把二氧化碳轉為生物質量。

氣體溶解吸收器可以控制水深、
壓力、酸鹼度等方式，使引入生物質
加侖∕英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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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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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其培養液儲存槽內的氣體，充分
溶解於培養液內，大量地回收氣體中
的二氧化碳。
藉由生物質量自動收集器、光

向日葵

102

油菜籽

127

照、養分、溫度、酸鹼值與生物質量

棕欖油

635

濃度的自動控制器及輔助光源，可使

1850

反應器 24 小時日夜不停、自動高效率

微藻

地回收二氧化碳，並生產出光合生物
質量。
各種來源的生質能源年產量比較，可見微藻產出的生質柴油量最高。

綜合上述的創新特點，立體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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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源是一種把太陽能以化學能形式儲存於生物質量中，
以生物質量做為載體的能量，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綠色植物、藻類或微生物的光合作用。

圖片來源：遠東藍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淺水平面式的薇藻養殖池，土體面積需求大，且氣體溶入不易，並不適合回收廢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氣體。

應培養器可以有效提高單位土地面積上的
光合作用效率，對於當前的環境保護及微

微藻生質能源的利用

藻產業的發展都具創新性。兩個主要用途

生質能源是一種把太陽能以化學能形式

是：第一，可以大幅降低燃燒化石燃料或

儲存於生物質量中，以生物質量做為載體的

大量生物體呼吸產生的二氧化碳。第二，

能量，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綠色植物、藻類

可以做為高效率的光合生物反應裝置，減

或微生物的光合作用。地球上每年由植物經

少傳統開放式所需的土地面積，並把大量

光合作用固定的碳達 2 × 1011 公噸，儲存的

的二氧化碳轉為生物質量。

能量達 3 × 1021 焦耳。也就是說每年通過光
合作用貯存在植物枝、莖、葉中的
太陽能，相當於全世界每年耗能量
的 10 倍。
生質能源可轉化為常規的固
態、液態或氣態的燃料，是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一種再生資源。微藻
類的生物質量經過乾燥後，可以像
高等植物木材般用來燃燒產能。也
有研究指出，特殊品系微藻類的產
油能力可達油脂作物的數倍，萃取
藻體中的油脂並轉酯化後，就可產
出生質柴油。在相同的栽培面積
圖片來源： Huang ,Yu-Ming

綠藻生質油（圓底瓶中）的純化

科學發展

2009 年 1 月， 433 期

下，養殖藻類所產製的生質柴油約
可達黃豆產製的 30 倍。
生質能源釋放的方式，包括生
物質量直接燃燒產生熱能，或先轉
型成燃料，再轉換成電能。目前對

11

CO 2 回收
裝置
噴霧乾燥器

立體光反
應培養器

藻粉燃燒產能設備
藻體收集槽
當做生質燃料
藻粉收集器
製造生質柴油

製造食品或飼料

其他微藻應用

利用立體光反應培養器可回收二氧化碳，且能生產藻體以製備成藻粉做為生質燃料。藻粉經過燃燒產熱，
可用於乾燥製備新一批的藻粉燃料。

於生質能源的利用，多著眼於以化學方法

目前開發中的微藻類生物技術是讓藻類

（氣化及熱裂解）或生物方法處理生物質

善用土地與水資源，除不致與糧食作物競

量，先轉型成燃料，再轉換成電能。然而

爭耕作資源外，更可利用廢水做為營養來

因為轉型成燃料的程序複雜，並且需要部

源，有助於改善污水問題。產出的生物質

分純化提煉，導致產率過低，反而喪失生

量中蘊含的生質能源，則提供了環保的再

產與使用的經濟效益。

生能源，彌補越來越嚴重的能源短缺。如

若是採用燃燒產熱的方式利用生質能
源，微藻類的生物質量經過乾燥後，可以

能善加運用，將使微藻類固碳工程具有二
氧化碳減量與能源再生的雙重優點。

□

像高等植物木材般用來燃燒產能，配合燃
燒熱發電的方式，小規模廠房所需的電力
可以自給自足。燃燒產出的二氧化碳又可
由微藻進行光合作用再利用。這樣的再生
能源應用系統簡單又具經濟和環保效益，

闕壯群
遠東生物科技公司

極具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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