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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ctor system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double helical ribbons 

impeller was constructed and combined together 

with the parts of the outer cover unit, the 

cultivating tank, the stirring device and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pH value 

feedback control unit, the solution inlet and outlet 

control unit,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unit, the 

illumination control unit and the aeration control 

unit, and held three operation modes such as the 

auto-continuous control process, the single 

control process and the manual control proces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erformance test, the illumination condition 

could be changed to 4, 8 and 12 light sources 

with 

with the respected illuminance of 2600, 5200 and 

6500 lux.  The rotation speed of the stirring 

shaft could be varied using an indirect circuit 

frequency controller between frequencies 0 and 

60 Hz. The valuable range of frequencies 

obtained was between 0 and 30 Hz, while the 

related rotation speeds were between 0 and 172 

rpm.  A regression equation between the relation 

of rotation speed and frequency was also 

established, which could be used to set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troller as the rotation speed 

required.  During 20 days of the automatic 

semi-continuous cultivating experiment, the 

cultivating conditions were set with the 

illuminance of 6500 lux, the rotation speed of 50 

rpm, the pH value of 7±0.5, the temperature of 25

℃, the daily dilution ratio of 16.67% (20/120), 

the daily inoculate rate of 5:1 (83.33%) and the 

valid 



- 254 -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a Reactor System with the Double Helical Ribbons Impeller for Algae 

 

valid cultivating volume of 120 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actor 

system could produce a high concentration 

solution of the algal cell.  The daily harvested 

amount of the algal cell solution was 20 liters 

with the average harvesting concentration 

667.27×104 cells/ml, and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the algal cell after dilution was 

about 443.97×104 cells/ml.  The daily average 

growth rate constant and the daily average 

impeller energy consumption obtained were 

0.3997 day-1 and 1.21kwh,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 also verified that the reactor system 

presently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obtained the 

capabilities of stable and long-term cultivating 

functions for the alga Isochrysis aff. gal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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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開發一套使用雙螺旋攪拌

翼之微藻反應器系統，製作完成之系統主要由

外部遮蔽本體、培養槽體、攪拌裝置及自動控

制系統所構成，其中控制系統包括 pH 迴饋控

制、進排液控制、溫度控制、光照及曝氣等單

元，具備自動連續、單動及手動控制模式。經

由基本性能測試，獲致開啟 4、8 與 12 只植物

燈光照強度分別為 2600、5200 與 6500 lux；攪

拌軸轉速於變頻控制在 0-60 Hz，獲致實際可操

作之變頻範圍在 0-30 Hz 之間，其相對應之轉

速則介於 0-172 rpm，並經迴歸分析獲致其變頻

數值與攪拌軸轉速之數學關係式，進而可依據

此關係式獲得設定轉速之變頻值。系統自動化

半連續之自動循環模式培養試驗，在光照強度

、pH值、溫度與攪拌軸轉速設定分別為6500 lux

、7.0±0.5 pH、25℃與 50 rpm（變頻數值 8.7Hz

），並以稀釋率 16.67% (20/120)、接種比例 5:1 

(83.33%) 與有效培養水體 120 公升條件下，連

續培養 20 天之測試結果，顯示本反應器系統可

生產高濃度之藻細胞，並獲致每日收穫定量平

均濃度約為 667.27×104 cells/ml 之藻體溶液 20

公升，而其稀釋後平均濃度則約為 443.97×104 

cells/ml，且單日生長速率常數與攪拌翼能量消

耗平均約為 0.3997 day-1與 1.21 kwh，亦顯示本

研究之藻類反應器已具備穩定且可長時間培養

大溪地等鞭金藻之能力。 

 

關鍵詞：反應器、大溪地等鞭金藻、雙螺旋攪

拌翼 

前言 

藻類反應器培養藻細胞時，為促進其有較

佳之生長增殖效果，反應器培養槽中之藻體溶

液需考量有適當之攪動混合作用，而攪拌式裝

置則為其目前常用之一種方法，其原理類似傳

統的發酵槽，其攪拌裝置由攪拌翼及數片擋板

所構成，而所需之空氣通常由槽底的氣體分散

器輸入槽中，再藉由攪拌翼之旋轉與擋板的配

合使氣泡及流體均勻分佈於槽中，具有混合均

勻與氣體傳遞良好等特性，且可具有較大的培

養容積，因此亦常被廣泛地使用在大規模動植

物細胞培養(1, 2, 5)。但其培養之細胞則易受到攪

拌翼旋轉產生之剪切力作用而損傷，故欲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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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槽內培養溶液之混合均勻性，則不能單以

增加攪拌翼轉速來達成，因此合適的攪拌裝置

設計與製作，以避免剪切力之作用傷害培養之

細胞(4, 6)，則為攪拌式反應器研發之重要課題。

而針對攪拌翼特性之探討，本研究則已使用六

葉平直式、門槳式與雙螺旋式三種不同型式之

攪拌翼，在簡易型之藻類反應器中進行測試，

並藉由混合時間 (mixing time) 指標評估攪拌

翼之混合性能，獲致混合性能優劣依續為雙螺

旋攪拌翼、門漿式攪拌翼及六葉平直式攪拌翼

；且在大溪地等鞭金藻 (Isochrysis aff. galbana) 

批次培養試驗，亦獲致三種型式之攪拌翼於轉

速 50 至 300 rpm 範圍內，培養溶液中產生之剪

切力均未發現有藻細胞受到損傷之情形，並以

低轉速及弱剪切力之培養環境為佳；而在混合

性能、低能量消耗及藻細胞增殖考量下，則獲

致雙螺旋攪拌翼裝置最佳，其於轉速 50 rpm 培

養 4 天即可達增殖高峰，藻細胞濃度約為

131.88×104 cells/ml，為其最適大溪地等鞭金藻

增殖之轉速條件。因此本研究之自動化半連續

培養藻類反應器系統，將以此新型式之雙流向

雙螺旋攪拌翼作為其攪拌裝置，而其相關單元

之自動化操作則以 PLC 可程式控制器作為自

動控制之核心，期能有效控制微藻之生長因子

與生產流程，並使用大溪地等鞭金藻進行系統

之測試，使其可達穩定且長時間生產高濃度之

微藻，作為未來相關魚苗培育餌料、健康食品

等之生產應用。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本研究使用大溪地等鞭金藻  (Isochrysis 

aff. galbana) 進行反應器相關設定參數之試驗

，其種原是由位於東港之水產試驗所生物技術

組蘇惠美博士所提供。 

二、系統組成 

藻類反應器主要由外部遮蔽本體、培養槽

體、攪拌裝置與自動控制系統等四部分所構成

，各結構與改良之項目茲分述如下： 

(一) 外部遮蔽本體 

藻類反應器外部遮蔽本體由上部遮罩與底

部基座所組成，上部遮罩採厚度 0.3 mm 之鋼

板與支撐骨架，焊接加工成兩只對稱之半圓筒

，一只固定於底部基座上，另一只為活動可作

180°開關，並於圓筒內側與頂端裝置植物燈 

 

圖 1. 藻類反應器上部遮罩 

Fig. 1. The upper cover of the algae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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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後、右與左方之側板 plate board of the rear, 

right and left sides 

 

(b) 前方側板 plate board of the front side 

圖 2. 藻類反應器底部基座  

Fig. 2. The basement of the algae reactor  

 

座與散熱風扇，製作完成後再烤漆（如圖 1 所

示）。此設計乃為防止系統光源流失，以利藻細

胞行光合作用生長吸收與避免光源浪費，且利

於觀察藻類生長情形、營養液添加與維修等相

關作業。底部基座為支撐整個藻反應器系統之

結構，必須承受整個系統之重量，故採厚度 0.5 

mm 之鋼板與支撐骨架加工焊接而成，並於內

部裝置植物燈預熱安定器、曝氣電磁閥與散熱

風扇等設備，而四側面板均採活動式設計，前

方側板分為兩塊可作 90°開關，後、右與左方

則採螺絲組裝固定，側板上則有適當之通風口

設計做為散熱風扇進氣，亦於製作完成後烤漆

（如圖 2 所示）。此設計乃考量空間利用，相關

配電裝置與設備均可放置底部基座內，且利於

反應器系統散熱與拆卸維修等相關作業。 

(二) 培養槽體 

藻類反應器之培養槽依結構區分為不銹鋼

上蓋、培養槽與不銹鋼底槽等三部分（如圖 1

所示），使用不鏽鋼與壓克力製成，彼此間利用

螺絲組裝連結。其中不銹鋼上蓋呈圓盤狀，直

徑與厚度分別為 500 與 8 mm，於上方裝置四

支撐桿與支撐架，以固定重達 15 kg 之攪拌馬

達，並安裝實驗相關之感測器材；培養槽採用

厚度 5 mm 之壓克力板加壓成圓筒狀，其內、

外直徑與高度分別為 450、460 與 900 mm，圓

筒狀設計具有混合良好、受光平均與結構強度

高等優點；而不銹鋼底槽亦採厚度 8 mm 之不

銹鋼雷射切割加工成漏斗狀，並於側邊裝置三

只曝氣口，作為供給系統空氣與 CO2之用，且

於漏斗下方裝置兩只排液口，一只作為藻細胞

收穫之用，另一只作為清潔阻塞之沉積物。許

(3)研究之結果顯示，不銹鋼上蓋、壓克力槽體

與不銹鋼底槽在反覆拆卸與組裝情況下，因其

接觸面不平整，使得螺絲組裝施力不平均，易

造成壓克力產生裂痕，進而產生漏水之情形，

因此必須使用橡膠軟墊與大量的矽力康膠加以

補強。有鑑於此，本研究之藻類反應器培養槽

採嚴謹之鏡面加工，加強不銹鋼上蓋、壓克力

槽壁與不銹鋼底槽各接觸面之平面度，並於各

接觸面中放置黑色泡棉組裝固定。組裝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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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培養槽裝入 120 公升水體，每日觀察有無產

生漏水之情形，經一星期之測試，結果顯示此

設計不僅具有有效防止漏水之問題，且利於清

潔時拆卸組裝之便利性。 

(三) 攪拌裝置 

本系統之攪拌系統由可調式變頻器

（DELTA VFD-M 型）、電力計  (TA TUN 

ELECTRIC AC SINGLE-PHASE TWO-WIRE) 

、 交 流 馬 達  (TUNG LEE ELECTRICAL 

1hP×4P) 、連軸器（TONG LING ENTERPRISE 

CR 型）、攪拌軸與螺旋攪拌翼等元件所組成，

依結構可區分為攪拌動力系統與雙螺旋攪拌翼

兩部分，彼此間以連軸器傳遞攪拌動力，並配

合一組 5:1 之減速齒輪組，可使轉速於交流變 

 

圖 3. 雙螺旋攪拌翼 

Fig. 3. The double helical ribbons impeller 

頻率 60(50) Hz 下，將轉速由 1680 rpm 降至約

360(300) rpm，同時配合可調式變頻器，將頻

率值設定為 0 至 60 Hz 之間，即控制攪拌軸轉

速於 0 至 360 rpm 之理論轉速範圍內。並於交

流馬達電源入口端裝置電力計，用以觀察記錄

反應器培養藻細胞期間攪拌翼所消耗之能量。 

雙螺旋攪拌翼結構尺寸依據培養槽體之直

徑與高度比例，結構由內外兩不銹鋼翼片與攪

拌軸組成，翼片寬與厚度分別為 50 與 5 mm，

彼此依逆向之螺旋線拉伸而成，內為左螺旋直

徑 90 mm，外為右螺旋直徑 280 mm，焊接於

直徑與長度分別為 40 與 1100 mm 之攪拌軸，

及直徑與長度分別為 20與 140 mm之連接桿上

，五支連接桿除了可固定螺旋翼片，並可用以

維持運轉時之穩定性（如圖 3 示所示），且其內

外攪拌翼螺旋的節距 (Pitch) 即轉一圈的行程

皆為 375 mm。當其以逆時鐘方向運轉時，內

部螺旋葉片可將液體由培養槽下層帶至上層，

外部螺旋葉片則將液體由培養槽上層帶至下層

，以此循環流動達迅速混合之目的。 

(四) 自動控制系統 

本研究採用可程式控制器 (PLC) 作為自

動控制之核心，主要由 pH 迴饋、進排液、溫

度、光照與曝氣等控制單元組成，而可程式控

制 器 是 採 用 士 林 電 機 公 司 （ SHIHLIN 

ELECTRIC AXON-24MR-ES 型）生產之 PLC

，具有 24 點操作埠之 14 點輸入 (inputs) 與 10

點輸出 (outputs) 接頭，以作為 pH 值、溫度、

攪拌轉速、曝氣與進排液等相關感測訊號之擷

取與控制。且為保持系統運作之安全性，於系

統中配置蜂嗚器（DEMEX AD26B-22 型）、緊

急停開關（DEMEX AVW410ER 型）與交流電



- 258 -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a Reactor System with the Double Helical Ribbons Impeller for Algae 

 

磁接觸器（TECO CN-16 型），以警示系統運作

異常與需相關應變之操作；同時各單元之控制

又可區分為自動連續、單動與手動三種控制模

式，茲將其各控制單元分述如下： 

1. pH 迴饋控制 

pH 迴饋控制單元主要由 CO2鋼瓶、pH 值

控制儀（SUNTEX PC-310 型）、pH 值感測器

（METTLER TOLEDO 405-60-SC 型）、電磁閥

（ PARKER ZB14 型）、調壓閥（ AQUA 

REGULATOR C203AH 型）、 CO2 計泡器

（DENNERLE D-6788 型）與 CO2 細化器

（AZOO CO2 DIFFUSER 150 型）等元件所組

成，其配置與作動流程如圖 4 所示，主要藉由

培養槽中藻類生長時之 pH 值高低，作為開啟

與關閉 CO2曝氣電磁閥之時機，即以 pH 值感

測器量測培養槽中之 pH 值，其量測值顯示於

pH 值控制儀，並與 pH 值控制儀內設定之 pH

值範圍比較，提供 PLC 訊號做判定；當量測之

pH 值達設定上限時，訊號經由 pH 值控制儀傳

遞至 PLC，作動 CO2電磁閥使之開啟輸入 CO2

氣體，而 CO2經由鋼瓶輸入調壓閥，先作鋼瓶

壓力調整，再作輸出壓力調整至適當壓力值後

，再經由 CO2計泡器觀測流量，最後經由安裝

於攪拌翼下方之 CO2細化器進入培養槽中；當

培養槽中 pH 值下降至設定之 pH 值範圍內時，

則再經由 pH 值控制儀給與 PLC 關閉電磁閥之

訊號，使系統保持在設定之 pH 值範圍進行藻

類培養。 

 

 

 

 

 

A: 可程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B: pH 值控制儀 pH controller 

C: pH 值感測器 pH sensor 

D: CO2 鋼瓶 CO2 steel vessel 

E: 調壓閥 Pressure regulator valve 

F: CO2 計泡器 CO2 bubble counter 

G: 電磁閥 Electromagnetic valve 

H: CO2 細化器 CO2 diffuser 

圖 4. pH 值回饋控制流程圖 

Fig. 4. The schematic flow chart of the pH value feedback control 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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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排液控制 

進排液控制單元主要由液位控制器

（OMRON 61F-GP-N 型）、液位感測器

（OMRON PS-3S 型）、電極棒、沉水馬達

（AZOO AZ15010 型）、漩渦式紫外線殺菌器

（AQUA-SPECIALIST FL15W 型）與電磁閥

（PARKER ZB14 型）等元件所組成，其配置

與作動流程如圖 5 所示。藉由液位電極棒有無

接觸液面產生之導電性變化，經 PLC 控制系統

內部所撰寫之程式控制電磁閥開啟與關閉，作

為反應器藻類培養時進液補充營養液與排液收

穫之時機。而進排液電磁閥開啟與關閉時機，

則是藉由計時器所設定之培養週期，及培養槽

與海水儲存槽中之六只液位電極棒為依據，其

中最長者為共通（接地）電極 E3，其配置於反

應器培養槽與海水儲存槽之底部，最短者為上

限水位電極 E2，介於中間者為下限水位電極

E1，當啟動藻類反應器控制系統時，於培養槽

上方之進液電磁閥開啟，經由海水儲存槽內之

沉水馬達注入已滅菌之海水營養液，當培養槽

水體達 E2 電極棒時，電流導通後即關閉進液

電磁閥，進行培養達計時器所設定之培養時間

，此時由 PLC 給予排液電磁閥開啟之訊號，進

行藻體溶液排液，當培養槽水體降至 E1 電極

棒無電流導通時，則關閉藻體溶液排液閥，並

開啟進液電磁閥，使儲水槽之海水營養液注入

培養槽內至 E2 電極棒，電流導通後關閉進液

電磁閥，於此過程中若儲水槽水體降至 E1 電 

 

A: 可程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B: 儲存槽液位控制器 Floatless realay 

of the new cultivating solution 

storage 

C: 培養槽液位控制器 Floatless realay 

of the cultivating tank 

D: 儲存槽液位感測器 Level Sensor of 

the new cultivating solution storage 

E: 培養槽液位感測器 Level Sensor of 

the cultivating tank 

F: 海水儲存槽 New cultivating solution 

storage tank 

G: 沉水馬達 Submersible pump 

H: 漩 渦 式 紫 外 線 殺 菌 器 Vortex 

chamber UV sterilization lamp 

I: 過濾器 Filter 

J: 進液電磁閥 Electromagnetic valve of 

the solution inlet 

K: 排液電磁閥 Electromagnetic valve of 

the solution outlet 

圖 5 進排液控制流程圖 

Fig.5 The schematic flow chart of the solution inlet and outlet contro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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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棒無電流導通時，即表示海水營養液儲存槽

中儲水量不足，此時藻類反應器控制系統作動

蜂鳴器，通知操作人員補充海水營養液至上限

水位電極 E2 後，繼續進行上述之動作，使系

統達自動進排液之運轉。 

3. 溫度控制 

溫度控制單元主要由 15 只風扇（KAKU 

KA1238HA1SAT 型）、溫度控制器（ANV 

TC1DD 型）與溫度感測器 (JW) 等元件所組成

，其配置與作動流程如圖 6 所示。主要藉由監

控培養水體溫度控制開啟散熱之時機，即以溫

度感測器量測培養水體溫度，其量測值顯示於

溫度控制器，並與溫度控制器內設定之溫度範

圍作比較，提供 PLC 之訊號判定；當量測溫度

達設定上限時，訊號經由溫度控制器傳遞至

PLC，同時開啟上部 8 只與下部 7 只風扇進行

散熱，風扇由下至上吹送帶走系統內之熱量，

使系統內部水體溫度下降至設定之溫度範圍內

時，則再經由溫度控制器給與 PLC 關閉風扇之

訊號，使系統保持在設定之溫度範圍內進行培

養。 

4. 曝氣控制 

曝氣控制單元主要由鼓風機（ YCH  

LA115B 型）、空氣濾清調理組（ POUS 

PF-2000-02 型）、UV 殺菌燈（MATSUZAWA UV 

POWER SUPPLY 型）、調壓閥（NORGREN 

 

 

 

 

 

 

A: 可程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B: 溫度控制器 Temperature controller 

C: 溫度感測器 Temperature sensor 

D: 下部風扇 Under cooling fan 

E: 上部風扇 Upper cooling fan 

圖 6. 溫度控制配置與作動流程圖 

Fig.6. The schematic flow chart of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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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7-200-RNKB 型）、電磁閥（PARKER ZB14

型）、曝氣管與曝氣盤等元件所組成，其配置與

作動流程如圖 7 所示。空氣經由鼓風機吸入壓

縮後，再經由空氣濾清調理組過濾粉塵，並以

兩只串聯 UV 殺菌燈，進行過濾後之空氣滅菌

，經 UV 殺菌燈滅菌後之空氣，再以調壓閥調

整至適當壓力，空氣經流量計設定曝氣量後，

再經由已開啟之曝氣電磁閥輸送無菌空氣至反

應器內之曝氣管，而曝氣電磁閥開啟之時機，

則是藉由計時器於排液前 10 鐘，傳遞訊號至

PLC 作動開啟兩只曝氣電磁閥，至進液完成後

10 分鐘關閉。反應器內配置一只曝氣盤與一只

曝氣管，其排列方式分別於雙螺旋攪拌翼下方

與沿著底部槽壁配置，藉由攪拌與曝氣所產生

的氣泡，使藻類與培養液產生擾動與混合，以

降低藻類附著於槽壁之情形，以保持其透光性

，使反應器具備長時間培養之能力。 

5. 光照控制 

光照控制單元主要由 12 只 40W 植物燈

（TOA LIGHTING FL40BR 型）、預熱啟動安

定器（TOA LIGHTING FG-40115H-L 型）、與

切換開關等元件所組成，其配置如圖 8 所示。

12 只植物燈管排列主要以對稱形式安裝於反

應器外部遮蔽本體內側，使系統內部能達到充

分均勻光照與避免光源流失造成浪費，且配合

切換關關可作 4、8 與 12 只開啟與關閉之操作。 

 

 

 

A: 可 程 式 控 制 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B: 計時器 Timer 

C: 鼓風機 Blower 

D: 空氣濾清調理組 Air source treatment unit 

E: UV 殺菌燈 UV sterilization  lamp 

F: 調壓閥 Pressure regulator valve 

G: 流量計 1 Air flow meter 1 

H: 流量計 2 Air flow meter 2 

I: 電磁閥 1 Electromagnetic valve 1 

J: 電磁閥 2 Electromagnetic valve 2 

K: 曝氣管 Aeration tube；L：Aeration disk 

L: 曝氣盤 Aeration disk  

圖 7. 曝氣控制配置與作動流程圖 

Fig. 7. The schematic flow chart of the aeration contro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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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植物燈管配置圖 

Fig. 8. The schematic chart of the plant lights unit. 

 

6. 系統控制模式 

系統具備三種控制模式，分別為手動、單

動與自動連續循環等模式，其中手動模式可由

控制面板，做單一控制單元之切換，以變更相

關控制條件之控制程序，進而增加反應器之操

作性能；而自動連續循環模式主要藉由培養週

期之設定作為連續循環之依據。當啟動反應器

控制系統時，首先進行海水儲存槽中培養液儲

量之檢測，若儲量足夠時，進液訊號作動開啟

培養槽上方之進液電磁閥，海水儲存槽內已滅

菌之海水營養液，則經由沉水馬達與漩渦式紫

外線殺菌器滅菌後注入培養槽，至系統所設定

之培養水位後關閉進液電磁閥，開始進行培養

；若海水儲存槽中儲量不足，反應器控制系統

作動蜂鳴器，通知操作人員補充海水營養液至

儲存槽，待補足後則繼續進行上述之動作。 

當培養水體達系統所設定之水位時，由計

時器設定培養時間，控制單一循環藻類培養週

期，同時 PLC 啟動 pH 回饋與溫度控制單元，

以監控培養槽中之 pH 值與溫度，使系統保持

在所設定之條件範圍進行藻類培養；且於培養

時間終了前 10 鐘，由計時器傳遞訊號至 PLC

作動開啟兩只曝氣電磁閥，輸送無菌空氣至反

應器內，至下次進液完成後 10 分鐘關閉，藉由

曝氣與攪拌作用達到定時清洗槽壁之功能；同

時當培養時間終了時，由 PLC 給予排液電磁閥

開啟之訊號，進行藻體溶液排液收穫，而培養

槽水體降至系統所設定之收穫水位時，則關閉

排液電磁閥閥。上述之控制動作為反應器系統

完成一次之培養運轉，亦為控制系統之單動模

式，若連續循環進行上述之單動模式，則為系

統之自動連續循環模式。 

三、量測方式 

(一) 藻細胞濃度量測法 

本試驗使用血球計數盤量測法，量測藻細

胞之濃度，其步驟為取藻體液樣本經由震盪器

（MIXER VM-200 型）均勻混合後，再以微量

吸管（Finnpiptte 5-50μl 型）吸取 30μl 之樣本

，滴於血球計數盤 (MARIENFELD) 上之凹部

，並以夾子夾取蓋玻片輕輕蓋於血球計數盤上

，等待 5-10 分鐘後藻體完全沉降於凹部網目，

再以相位差顯微鏡於放大 400 倍下進行計數，

計數時分四區劃個別計算，每區劃凹部之長、

寬及高度分別為 1、1 及 0.1 mm，因此每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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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樣本之每毫升 (ml) 藻細胞濃度為計數所得

之藻細胞數乘以 104，且計數時亦納入落於各

別區劃格線上之藻細胞。當培養之藻細胞濃度

過高時，凹部網目易產生藻細胞互相堆疊之現

象，進而導致計數之誤差，則使用超純水製造

系統（BARNSTEAD D11901 型）所製造之無

菌去離子水稀釋藻體溶液，並經由震盪器均勻

混合後再計數，其藻細胞濃度則依其稀釋倍數

加以修正。血球計數盤則於每次量測後，使用

RO 逆滲透純水機（TECO XW3602CB 型）所

製造之 RO 水及毛刷清洗計數盤，並以空氣壓

縮機（VESOA MT-2101 型）所產生之高壓空

氣清除血球計數盤上之剩餘水分，以避免下次

計數時產生誤差。 

(二) 藻細胞生長速率常數 

各試驗量測所得之藻細胞濃度數據皆取平

均值後，使用作為藻細胞之生長速率常數 

(growth rate constant) 計算，其公式可由 Monod 

動力方程式取一階項時推導獲得為(7)： 

𝜇 =
𝑙𝑛𝑁t − 𝑙𝑛𝑁0

𝑡
… … … … … … … … … … … ① 

式①中 μ 為生長速率常數 (day-1) 、Nt為

培養 t 天後藻細胞濃度、N0為培養之初始藻細

胞濃度、t 為培養天數 (day) ，並將藉由上述

公式所獲致各試驗組培養階段之生長速率常數

，進行各試驗條件生長現象之比較分析。 

四、實驗方法 

藻類反應器於建構製作完成後，將依序進

行基本性能測試、放大培養試驗與自動化半連

續培養試驗。基本性能測試於空機運轉情況下

進行，反應器將作各項控制單元之連結測試與

使用清水進行初步滅菌，接續進行放大培養試

驗，最後則進行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同時

將採前述之簡易型反應器批次轉速培養試驗所

得之數據與經驗，作為反應器培養試驗時操作

與控制條件之參考。其基本性能測試、放大培

養與自動化半連續培養之相關條件、試驗方法

與步驟，茲分述如下： 

(一) 藻類反應器基本性能測試 

藻類反應器於組裝完成後，分別進行各單

元之連結與控制系統之修正，使其達到穩定運

轉之性能，即 PLC 可程式控制系統、攪拌裝置

、光照裝置、曝氣設備、pH 值回饋裝置、進排

液系統、儲存槽、反應器遮蔽本體與各項感測

器之整合，進行運轉測試並觀察運轉時之穩定

性。空機試驗時反應器培養槽水體以 120 公升

之淡水連續運轉七天進行測試，藉以測試培養

槽本體密封性，並觀察雙螺旋攪拌翼之混合情

形，而其攪拌軸轉速以光電式轉速計 (Lutron 

DT-2234B) 做實際轉速範圍之量測，且於量測

時發現當變頻數值設定大於 30 Hz 以上，培養

槽體內液體擾動過於激烈，使培養槽體產生晃

動之情形，因此基於反應器運轉安全性考量，

僅以變頻數值 2.5 至 30 Hz 進行攪拌軸轉速量

測；而其量測是於連軸器間隔 180°之位置分別

貼上 1 張感光貼紙，在光電式轉速計量測距離

為 10 cm，分別使用變頻數值 2.5、5、7.5、10

、12.5、15、17.5、20、22.5、25、27.5 與 30 Hz

進行量測，每個變頻數值均作四重複量測並取

平均值；同時由於感光貼紙之軸角度間隔 180
o

，因此轉速量測值為實際轉速之兩倍，故實際

轉速為量測轉速值之半；並於攪拌軸轉速 50 

rpm（變頻數值 8.70 Hz）條件下，以電力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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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馬達每日所消耗之能量。光照強度則以數位

式照度計進行光照強度之量測，量測位置分別

於反應器培養槽壁中間與距離上下端 50 mm

處。 

(二) 藻類反應器培養試驗 

藻類反應器基本性能測試完成後，緊接著

將進行藻類反應器培養試驗，首先對反應器培

養槽體內部做消毒滅菌，其作法為先於反應器

培養槽內注入過濾殺菌後之海水，並添加 20 ml

的漂白水，在轉速 50 rpm 經 2 天運轉消毒殺菌

後，再加入 20 g 硫代硫酸鈉中和後排出，以避

免餘氯殘存。而藻類反應器培養試驗之培養用

水，其滅菌方式為利用逆滲透 RO 水將海水鹽

度調整為 28±0.5 ppt 後，裝入 2 公升之滅菌瓶

，經高壓滅菌釜（TRIDENT EA-635 型）以 121

℃濕熱滅菌 30 分鐘，使其達完全滅菌後，儲存

於 20 公升之密封塑膠桶中，並於密封前添加

2ml 漂白水進行二次滅菌處理，海水於使用前

24 小時則再加入適量硫代硫酸鈉以中和海水

中之餘氯。藻類反應器培養試驗時，開啟 12

只植物燈，其光照強度以培養槽壁中層之量測

值作為試驗光源標準，光照強度約 6500 lux，

並添加韋音配方(8)之培養液作為大溪地等鞭金

藻培養試驗時之營養源，試驗期間之 pH 值與

培養溫度則分別設定於 7.0±0.5 pH 與 25℃範

圍內做監控，而運轉時反應器攪拌軸轉速設定

於 50 rpm（變頻數值 8.7 Hz），並以電力計記

錄所耗之能量，且亦如上述之曝氣控制於排液

前 10 鐘，開啟兩只曝氣電磁閥，至進液完成後

10 分鐘關閉，藉以清洗培養槽壁。 

1. 放大培養程序 

本研究之放大培養程序，首先以藻細胞濃

度約 42×104 cells/ml 作為藻種，以接種比例 1:4 

(20%) ，接種至 3 只之 8 公升玻璃瓶，有效培

養水體 5 公升，置於溫度設定 25℃與光照強度

2000 lux 之植物培養箱（FAME F-360DNH 型

）培養 5 天，經顯微鏡觀察培養為純種微藻類

後，再以接種比例 1:1 (50%) ，接種至藻類反

應器培養槽內，在攪拌軸轉速設定 50 rpm 與無

曝氣下，首先進行有效培養水體 30 公升之第一

階段放大培養接種，且將藻類反應器控制模切

換單動模式，培養時間設定為 72 小時，即經 3

天培養並觀察其生長情形後，再以接種比例 1:1 

(50%) ，於藻類反應器培養槽內進行第二階段

放大接種，有效水體 60 公升，亦經 3 天培養後

，再以接種比例 1:1 (50%) ，進行第三階段放

大接種，有效水體 120 公升，培養時間設定為

96 小時，經 4 天培養後，緊接著進行藻類反應

器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而其放大階段之藻

細胞濃度量測，則每間隔 24 小時僅取單一樣本

，每樣本進行二重複量測計數，並觀察 pH 值

與溫度是否控制在設定之範圍進行運轉，同時

亦進行其每日之攪拌翼能量消耗量測記錄，以

觀察其能量消耗隨放大培養階段之變化情形。 

2.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是當上述之放大

培養程序達 120 公升藻體溶液培養 4 天後緊接

著進行之測試，此時亦將系統控制模式切換為

連續循環模式，每次循環培養週期設定為 24

小時，稀釋率取 16.67% (20/120) ，接種比例

為 5:1 (83.33%) ，即每日收穫藻體溶液 20 公

升，並再添加新海水營養液 20 公升，進行 20

天之培養試驗；而其藻細胞濃度量測亦於每日

排液收穫與進液接種後各作一次計數，計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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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二樣本，每樣本做三重複量測，並觀察 pH

值與溫度是否控制在設定之範圍進行運轉，且

亦進行其每日之攪拌翼能量消耗量測記錄。同

時藻類反應器於每日排液收穫前 10 分鐘，開啟

兩只曝氣電磁閥，至進液完成後 10 分鐘關閉，

藉由攪拌與曝氣所產生的氣泡，使藻體溶液充

分混和，防止高濃度藻細胞沉澱於培養槽底部

，造成藻細胞計數產生誤差。期藉由自動化半

連續培養試驗以獲致每日定量高濃度之藻體溶

液，其試驗結果可作為自動化半連續培養時生

長情形之分析，且亦可作為藻類反應器每日單

位生產量之參考。 

結果與討論 

一、藻類反應器基本性能測試 

藻類反應器組裝完成後，經由基本性能測

試，各單元操作皆可達其預設之功能，即系統

可依據其控制模式之選擇，分別可在自動連續

、單動與手動控制模式下進行運轉。光照強度

之量測，即分別開啟 4、8 與 12 只植物燈，取

培養槽體上、中與下層之四處對角於距離植物

燈管約 10 cm 處作為量測點，每個量測點均作

四重複量測並取平均值，結果如表 1 所示，顯

示上、下兩層之光照強度相近，而以中層有較

高之值，三種燈源數之平均照度分別為 2573、

4752 與 6131 lux；當以中層所量測值作為光照

強度設定之依據，其開啟植物燈源 4、8 與 12

只之光照強度分別約為 2600、5200 與 6500 

lux。反應器攪拌軸轉速量測結果如圖 9 所示，

獲致本反應器實際可調整轉速介於 0-172.7 

rpm 之間，而量測所獲致攪拌軸轉速與變頻數

值關係數據，其迴歸方程式之建立則使用

EXCEL 內建之統計軟體進行線性迴歸分析，獲

致其迴歸數學關係式如下： 

𝑦 = 5.7693 𝑥 −  0.1095 … … … … … … … … ② 

式②中 y 表示攪拌軸轉速 (rpm) 、x 表示

變頻數值 (Hz) ，而其決定係數 R2為 0.9999，

顯示預測具有高度相關性，且圖 9 中亦顯示預

測值與量測值幾乎重合，可準確地預測攪拌軸

轉速，未來可依據式②獲得欲設定轉速之變頻

數值進行調控。而系統基本性能測試時，亦獲

致攪拌軸在轉速 50 rpm 下，其攪拌裝置每日能

量消耗約為 0.8014 kwh，此值亦可做為未來實

際微藻培養時，攪拌翼能量消耗之比較。 

 

表 1.藻類反應器光照強度量測表 

Table 1. The measured data of illumination intensity 

植物燈源數 

Number of palnt light 

光照強度 

Illumination intensity (lux) 平均照度 

Average illuminance (lux) 上層 

upper layer 

中層 

middle laye 

下層 

bottom layer 

4 2565 2610 2545 2573 

8 4533 5205 4520 4752 

12 5910 6565 5918 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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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攪拌軸轉速與變頻數值關係圖（◆：量測值、  ：預測值） 

Fig. 9. The relation of rotation speed and frequency (◆：measured data；  ：predicted value) 

 

二、放大培養程序 

藻類反應器放大培養試驗時，經觀察系統

已可有效地監控藻體溶液之 pH 值與溫度，其

皆保持在 7.0±0.5 pH與 25℃之設定範圍內進行

運轉，同時其藻細胞濃度生長趨勢則如圖 10

所示。圖中顯示第一階段放大培養試驗，培養

3 天藻細胞皆呈現增殖之趨勢，唯藻細胞濃度

較低，經顯微鏡觀察並無感染現象，研判為初

始接種藻種源濃度過低所致，因此建議於放大

培養之藻種，應採高濃度之藻種進行第一階段

放大培養，同時為避免高濃度藻細胞附著於培

養槽壁表面，培養天數不宜超過 4 天(3)；第二

階段放大培養，以接種比例 1:1 (50%)、有效培

養水體60公升，培養時間亦設定為72小時， 經

3 天培養與觀察後，藻細胞濃度由 76.71×104 

cells/ml 增殖至 270.83×104 cells/ml，藻細胞濃

度增殖情形亦不如預期佳，因此於第三階段放

大培養時，將培養時間延長 24 小時，即以接種

比例 1:1 (50%)，有效水體 120 公升，培養時間

則設定為 96 小時，經 4 天培養與觀察後，藻細

胞濃度由149.67×104 cells/ml增殖至704.58×104 

cells/ml，此時亦發現在無曝氣之清洗作用，高

濃度藻細胞開始附著於培養槽壁表面，因此為

避免光遮蔽之現象產生，同時亦考量試驗連貫

性，緊接著進行藻類反應器自動化半連續培養

試驗。 

放大培養試驗攪拌翼能量消耗變化趨勢如

圖 11 所示，圖中獲致攪拌翼能量消耗隨著培養

水體提升而增加，於第 1 階段有效養培水體 30

公升，雙螺旋攪拌翼能量消耗單日平均為 0.44 

kwh，第 2 階段有效培養水體增加至 60 公升， 

                 y = 5.7693x - 0.1095

 R2 = 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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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放大培養試驗藻細胞濃度生長趨勢圖 

Fig. 10. The cell density changes of the alga Isochrysis aff. galbana in the enlarging cultivation tests 

 

 

圖 11. 放大培養試驗攪拌翼能量消耗變化趨勢圖 

Fig. 11.  The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s of the impeller in the enlarging cultivation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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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螺旋攪拌翼能量消耗單日平均為 0.79 kwh，

第 3 階段有效培養水體增加至 120 公升，雙螺

旋攪拌翼能量消耗單日平均約為 1.18 kwh，較

基本性能測試時高，即攪拌翼能量消耗隨著藻

細胞濃度增殖而有增大之趨勢，亦於第 3 階段

經 4 天之放大培養，藻細胞隨培養天數增加其

濃度顯現有較大之增殖現象，獲致培養水體之

黏度與阻力亦隨之增加，因此，圖 11 亦顯示攪

拌翼必須消耗較多能量，以維持均一轉速運轉。 

三、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 

藻類反應器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亦獲

致於測試期間系統皆可有效控制保持其培養槽

藻體溶液之 pH 值與溫度，在其設定之範圍內

運轉，同時其藻細胞濃生長趨勢如圖 12 所示。

由生長趨勢圖中獲致培養前 2 天稀釋前後之藻

細胞濃度略呈現衰退之趨勢，無法在稀釋後隔

天增殖至前一天稀釋前之濃度，其原因可能為

藻細胞尚未適應此培養模式所導致，而於培養

第 3 天稀釋前後之藻細胞濃度則逐漸回升，並

呈現穩定增殖之趨勢，並在培養第 11 天達本次

試驗之高峰，藻細胞濃度約為 802.50×104 

cells/ml；而培養槽壁則逐漸出現藻細胞附著之

現象，且日益嚴重，進而產生光遮蔽現象，即

培養槽體光穿透性變差，導致藻細胞增殖不佳

（如圖 13 所示），因此在測試第 12 天至試驗結

束，稀釋前後藻細胞濃度均呈現緩慢下降之趨

勢。藻類反應器經連續 20 天培養測試，每日收

穫定量之藻體溶液 20 公升，平均濃度約為

667.27×104 cells/ml，稀釋後平均濃度約為

443.97×104 cells/ml，顯示系統具有長期穩定培

養生產微藻之能力；同時亦在相同稀釋率、接 

 
圖 12.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藻細胞濃生長趨勢圖 

Fig. 12. The cell density changes of the alga Isochrysis aff. galbana in the automatic semi-continuous 

cultivating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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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反應器培養槽壁藻細胞附著現象 

Fig. 13. The contacting phenomena of the algal 

cell on the cultivating tank wall 

種量與有效水體運轉下，其亦較六葉平直式攪

拌翼系統所獲致之單日平均收穫與稀釋後濃度

，分別為 548×104 與 395×104 cells/ml 者高(3)，

亦顯示本研究以雙螺旋攪拌翼作為攪拌裝置，

於每日稀釋前後之藻細胞濃均有提升，顯示以

雙螺旋攪拌翼改善混合效能確實有助於藻細胞

增殖，進而提升反應器系統培養微藻之性能。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之生長速率常數，

依據式①計算所獲致之結果如圖 14 所示。圖

中顯示培養前 2 天藻細胞尚未適應培養模式，

生長速率常數略低，當其適應後於培養第 3 至

第 11 天之生長速率常數則呈現增高之趨勢，而

有較大之值，於培養第 8 天最大其值約為

0.5354 day-1，顯示培養初期單日之增殖情形較

為良好，同時於培養測試第 12 天至試驗結束則

受藻細胞附著培養槽壁，產生光遮蔽之影響， 

 

圖 14.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之生長速率常數趨勢圖 

Fig. 14. The growth rate constant of the alga Isochrysis aff. galbana in the automatic semi-continuous 

cultivating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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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之攪拌翼能量消耗趨勢圖 

Fig. 15. The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s of the impeller in the automatic semi-continuous cultivating tests 

 

其生長速率常數則呈現平滑下降趨勢，但此階

段單日之增殖情形亦仍良好，其生長速率常數

皆達 0.3 day-1以上；而系統整體顯示有良好穩

定之單日增殖情形，其單日均生長速率常數平

均約為 0.3997 day-1，因此獲致本反應器已具備

穩定且長時間培養大溪地等鞭金藻之能力，而

未來欲解決其藻細胞附著培養槽壁之情形，則

可於藻體溶液收穫時提昇攪拌軸轉速來加以改

善。 

自動化半連續培養試驗之攪拌翼能量消耗

如圖 15 所示，圖中顯示攪拌翼單日攪拌翼能量

消耗分布相當平均，攪拌翼單日能量消耗值介

於 1.18-1.24 kwh 之間，單日能量消耗平均為

1.21 kwh，在藻細胞濃度較高之天數，雙螺旋

攪拌翼運轉能量消耗亦相對增加，其原因如放

大培養試驗所述，即攪拌翼能量消耗隨著藻細

胞濃度增殖而增加，此一現象於每日定量收穫

藻體溶液與添加海水培養液操作模式下獲得改

善，即稀釋培養槽中藻體溶液之黏度，降低雙

螺旋攪拌翼運轉之阻力，有助於攪拌翼維持均

一轉速運轉，並疏緩培養槽內能量累積之情況。 

結論 

本研究開發完成之藻類反應器主要由外部

遮蔽本體、培養槽體、攪拌裝置與自動控制系

統構成，其中控制系統主要由 pH 迴饋控制、

進排液控制、溫度控制、光照與曝氣等單元組

成，且具備自動連續、單動與手動控制模式，

經由藻類反應器基本性能測試，開啟 4、8 與

12 只植物燈光照強度，經量測分別為 2600、

5200 與 6500 lux；攪拌軸轉速經變頻控制於 0

至 30 Hz，其轉速經量測介於 0 至 172 rpm，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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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後獲致變頻數值及攪拌軸轉速關係式

為(𝑦 = 5.7693 𝑥 −  0.1095)；藻類反應器放大

培養試驗時，反應器控制模式設定為單動模式

，光照強度約 6500 lux，接種比例 1:1 (50%) ，

pH 值與溫度分別設定於 7.0±0.5 pH 與 25℃範

圍內做監控，在攪拌軸轉速設定 50 rpm（變頻

數值 8.7 Hz）下，分別以有效水體 30、60 及

120 公升做三階段放大培養，獲致攪拌翼能量

消耗隨著培養水體增加及藻細胞濃度增殖而提

升；而自動化半連續培養時，以稀釋率 16.67% 

(20/120) 、接種比例 5:1 (83.33%) 與有效培養

水體 120 公升條件下連續培養 20 天，獲致每日

收穫定量藻體溶液 20 公升，平均濃度約為

667.27×104 cells/ml，稀釋後平均濃度則約為

443.97×104 cells/ml，並獲致其單日平均生長速

率常數約為 0.3997 day-1，且於每日定量收穫藻

體溶液及添加培養水體操作模式下，有助於維

持攪拌翼單日能量消耗，平均約為 1.21 kwh；

同時系統能有效地控制其培養藻體溶液，保持

在設定之 pH 與溫度範圍內運轉。綜合上述之

結果，本研究以雙流向雙螺旋攪拌翼作為藻類

反應器之攪拌裝置，可有效地提升藻溶液之混

合效能及穩定其能量消耗，亦證實有助於藻細

胞之增殖，顯示本研究之藻類反應器已具備穩

定且長時間培養大溪地等鞭金藻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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