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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自十九世紀中葉的工業革命開始，

由於石油、煤炭及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大

量開發利用，礦物性原料迅速替代了生物

性原料，使得傳統生物能源的應用逐漸地

萎縮。然而，隨著人口增長與科技的進步，

不論是生活或工業方面對燃料的需求量都

越來越大，隨後伴隨的即是能源耗竭及生

態環境嚴重受汙染等問題，因此，發展再

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地

熱及水力）是未來全球追求永續能源發展

的重要策略之一。生質能是目前眾所矚目

的新能源，有機物如農作物的殘渣、動物

牲畜的排泄物、製糖副產物、工業廢水等，

經由自然或人為化學處理成液體、氣體或

固體燃料，這種能源就是生質能源。生質

能源代替石化燃料的使用，除了可降低對

石化燃料的依賴外，生質能源具有永續再

生且二氧化碳淨排放量等優點，亦可降低

對環境的傷害。因此，開發乾淨、無汙染

之再生能源儼然已成為全球關注之議題。 

目前生質能源普遍因生產成本過高而

無法進行商業量產，為了開發具有商業價

值之生質能源，降低其成本使在未來有放

大量產之可能性，在文獻中，工程師們企

圖改善發酵程序來增加氫氣的產率，方法

包括細胞回收再利用、細胞固定化等，來

降低產物帶來的抑制效應（周世凱等，

2009）。本研究即是利用固定化菌體來進行

發酵程序實驗，以期望提高氫氣的產量與

產率。 

二、 文獻回顧 

3.1 生質能源介紹 

現今人類所使用的能源有化石燃料、

太陽能、核能、火力發電及再生能源等。

目前全世界利用的能源，大約 95 %是化石

能源（如石油、煤炭及天然氣等），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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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來源。但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結果，

使得全球每年至少產生300億噸CO2、CO、

SO2、灰渣等，造成空氣污染及酸雨，進

而影響到人類的生存，及生態環境的平衡。

加上石化燃料在地球的蘊藏量有限，預估

煤炭約可使用150~200年、天然氣約55~60

年，而石油僅約 35~40 年（靳叔彥，1998），

所以迫切需要開發新的替代能源。 

早期的生質能源是指將城市垃圾、工

業廢水、製糖副產物、牲畜排泄物、林業

廢棄木屑與農作物殘渣等有機物，藉由自

然或人為化學處理成液體、氣體或固體燃

料。現今受人矚目的生質能源與上述不盡

相同，差別在於原料的選擇，即利用玉米、

薯類、大豆與高粱等農作物中的澱粉成份，

或利用草、稻稈、豆莢與樹枝等的纖維素

經水解處理後，再經微生物發酵所形成的

產物，如氫氣、甲烷、甘油、乙醇和丁醇

等。 

生質能源為一種再生能源，其優勢在

於所使用的原料為可永續生產的資源。此

外，生質能源還具有多項優點，如提供低

硫燃料，可降低空氣汙染；使用廢棄物、

家畜糞便生產能量，可減輕廢棄物處理的

負擔，減少環境公害；利用農村附近的生

物資源來製造燃料，既可減少原料的運輸

費用，殘渣又可充當農田肥料；工業廢料

與城市垃圾轉換成熱能或電力，可維護環

境品質，同時減少堆置掩埋所需的土地；

與原有的礦物燃料相比更具有高燃點、高

含氧、潤滑性佳與燃燒性能佳之特質；生

物可降解性亦對土壤及水的汙染傷害低

（周世凱等，2009）。由此可見，生質能源

對於環境保護和能源替代的效益極佳，為

目前能源開發中最具潛力之焦點。 

3.2  氫氣 

氫是宇宙中最輕且含量最豐富的元素；

在地球表面上有 0.14 %的氫氣，於空氣中

包含 0.07 %氫氣；一公升的空氣共重 1.2

公克，氫氣占了 0.09 公克；氫氣在常溫常

壓下為氣態，在超低溫高壓下又可成為液

態(Das et al., 2001)。嚴格來說，氫氣並不

是一種能源，只能算是一種能源的載體

(Energy carrier)，就如同碳元素在傳統的

化石能源的碳循環(Carbon cycle)中所扮

演的角色一般，如燃燒氫氣(H2)會與空氣

中的氧氣(O2)結合釋放出能量與產生水

(H2O)，而生成的水如再經裂解又可還原

成氫氣，週而復始的釋放和吸收能源，稱

之為氫循環(Hydroge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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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氣在燃燒過程中會產生熱能，且燃

燒後的產物為水，不會造成污染。且每單

位重量氫氣所釋出之熱能（Exothermic 

energy）約為甲烷的 2.4 倍（曾怡禎等，

2000）、石油的 3 倍；氫氣亦可填入燃料電

池（Fuel cells）而轉化成電能（黃政賢等，

2000），從發電廠、太空梭，至筆記型電腦、

行動電話，均可以氫燃料電池來提供電源。

另外，氫氣引擎幾乎可達零污染排放，且

燃燒效率高於汽油引擎，雖然目前造價較

高，但卻為未來以環保導向及替代動力的

主流。 

氫氣除可當作能源載體使用外，亦是

化學工業上的一項重要資源，如石化工業

的加氫脫硫反應(Hydro-desulfurization)、

哈伯法(Haber Process)製氨、合成甲醇及

雙氧水製造等均需使用大量的氫氣，再者

電子工業及不銹鋼製造過程中亦大量使用

氫氣作為冷凍劑並移除氧氣以防止產品的

氧化或腐蝕(曾重仁，1998；Ramachandran 

et al., 1998；Veziroglu,1995)。由此可知，

氫氣具有高熱值、可再循環利用和無汙染

等特性，因此被認為未來重要替代能源之

ㄧ。 

 

 

三、 實驗材料與方法 

3.1 實驗菌株 

本實驗所使用的菌株 Clostridium 

pasteurianum CH4，取自成功大學化工系

張嘉修老師實驗室。Clostridium 

pasteurianum 屬於革蘭氏陽性菌，外型為

短桿狀（直徑 0.5-2 um，長度 3 um），生

長於厭氧、中溫(37℃)及 pH 中性的環境

下，如圖 3-1所示。 

   

圖 3.1 Cl. pasteurianum 生長在厭氧

瓶之外觀及 SEM 型態 

3.2 探討不同碳源對產氫之影響 

目的：探討不同碳源（葡萄糖、果糖、

蔗糖、乳糖）對發酵產氫之影響。 

1. 於厭氧瓶中個別配置不同碳源

(葡萄糖、果糖、蔗糖、乳糖)之

Endo 培養基，碳源濃度為 20 

g/L。 

2. 以 5% 接菌量將菌體接至 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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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基中。 

3. 於 37℃恆溫水槽中培養 48小時，

每 12 小時取樣分析。 

3.3 探討不同產氣空間對產氫之影響 

目的：探討不同產氣空間對發酵產氫

之影響。 

1. 於厭氧瓶中個別配置不同工作體

積(50 mL、100 mL、150 mL)之

Endo 培養基。 

2. 以 5% 接菌量將菌體接至 Endo

培養基中。 

3. 於 37℃恆溫水槽中培養 48小時，

每 12 小時取樣分析。 

3.4 饋料批次發酵程序（Fed-batch） 

目的：探討饋料批次對發酵產氫之影

響。 

1. 前培養 500 mL 菌液，培養 36 小

時。 

2. 於 10 L 發酵槽中配置 Endo培養

基及填充磚頭（粒徑 2-5 mm、填

充量 2 kg）。 

3. 將前培養 500 mL 菌液接到 10 L

發酵槽中，在 37℃且 pH 控制在

6 的條件下培養 48 小時，每 12

小時取樣分析。 

4. 於第 48 小時饋料(濃縮碳源)，重

複 3 次。 

3.5 重複批次發酵程序（Repeated-batch） 

目的：探討饋料批次對發酵產氫之影

響。 

1. 前培養 500 mL 菌液，培養 36 小

時。 

2. 於 10 L 發酵槽中配置 Endo培養

基及填充磚頭（粒徑 2-5 mm、填

充量 2 kg）。 

3. 將前培養 500 mL 菌液接到 10 L

發酵槽中，在 37℃且 pH 控制在

6 的條件下培養 48 小時，每 12

小時取樣分析。 

4. 於第 48小時洩料、饋料(Endo 培

養基)，重複 3次。 



5 
 

 

圖 3.2 10 L 厭氧固定化培養系統 

 

圖 3.3 10 L 厭氧固定化培養系統(繪

圖) 

四、 結果與討論 

1. 在碳源的選擇方面，乳糖、果糖

及葡萄糖雖然能藉由添加蔗糖來

提高氫氣產量，但還是不及蔗糖

作為碳源進行發酵產氫，與文獻

結果相符，以蔗糖作為碳源有最

佳產氫量(Yung-Chung Lo et al., 

2008)。 

2. 產氣空間方面若空間太小，氫氣

分壓過大會抑制氫氣的生產，不

利於氫氣累積，空間過大容易有

氧氣的殘留，若要達到充分厭氧

狀態要消耗更多的氮氣來趕氧，

使成本提高，但若是不斷地將產

出氣體排掉減少氫氣分壓，能減

少抑制作用的產生，實驗結果與

文獻相符(白明德，2002)。 

3. 添加阻隔液方面，有無添加阻隔

液對氫氣累積產量並無太大影響，

考慮實驗成本選擇不添加。 

4. 攪拌速率方面，氫氣累積量在有

攪拌培養下明顯增高許多，與文

獻提到攪拌能增加產氫速率相符，

但攪拌太快，剪切力太大不利於

菌體生長，故選用 200 rpm作為

最佳攪拌速率(Yung-Chung Lo et 

al., 2008)。 

5. 在載體種類的選擇方面，海藻酸

鈉對菌體生長與產物生成有質傳

上的傳遞困難；而活性炭在培養

基中容易漂浮於液面上且容易產

生小碎屑，不利菌體生長及測量；

磚頭當固定化載體可以讓菌體正

常生長且能提高氫氣累積量，由

於磚頭較易沉澱，故選為最優良

之固定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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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磚頭粒徑與填充量方面，粒徑

越大或者填充量越多時，質傳效

果差，導致氫氣累積量較低；因

此粒徑越小或者填充量少時，氫

氣累積量較高，但若顆粒太小時

容易浮在培養基上面。 

7. 饋料批次發酵實驗會累積大量鹽

分，使培養基鹽度提高，不利於

菌體生長，使氫氣累積量下降。 

8. 重複批次發酵實驗顯示，以磚頭

為固定化載體加上攪拌，有良好

的重複使用效果，且氫氣累積量

也明顯提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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