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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对稻秆酶解糖化的影响 

张耿崚，陈细妹，韩业钜，王小琴，李韵莹，文章，邱晓盛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和环境健康与污染控制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酶解糖化是木质纤维素材料制备生物质乙醇的关键环节，因此提高稻秆等木质纤维素材料的酶解糖化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以稻秆为原料，采用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为预处理方法，考察预处理温度、时间、表面活性

剂的添加比例对稻秆酶解的影响。结果表明，预处理温度为 110℃、时间为 60 min、表面活性剂添加比例为 1%，

稻秆的酶解效果最佳，与单独离子液体处理的稻秆相比，纤维转化率可提高 8%～15%。同时分别通过稻秆成分分

析、FTIR、XRD、SEM 等对预处理前后的稻秆结构进行表征，证实预处理后酶解效率提高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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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urfactant-assisted ionic liquid pretreatment on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CHANG Ken-Lin, CHEN Ximei, HAN Yeju, WANG Xiaoqin, LI Yunying, WEN Zhang, QIU Xiaosheng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ollution Control,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lignocellulosic materials is a key stage for fuel ethanol production. 
Therefore, the pretreatment of lignocellulosic materials (as rice straw)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saccharification. In this study, the rice straw was used as raw material and pretreatment by surfactant- 
assisted ionic liquid. Effects of pretreatment temperature and time, and adding proportion of surfactants on the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were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optimal condition for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was at 110℃ for 60 min with 1% surfactants. To compare with the ionic liquid 
pretreatment of rice straw, cellulose conversion was increased by 8%—15%. The improvement of enzymatic 
hydrolysis was confirmed by rice straw composition analysis, FTIR, XRD, SEM of untreated and pretreated rice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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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农业生物质能产业规划（2007～2015 年）[1]

的估算，我国秸秆年产量达 6 亿吨，其中水稻、玉

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秸秆数量最多，分别为 2.1
亿吨、2.09 亿吨与 1.1 亿吨[2-3]。这些农业废弃物绝

大部分被烧掉或废弃，其利用率极低，不仅造成大

量资源的浪费，而且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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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转化为生物燃料，使这些废弃物得到综合利用，

将可大量取代交通燃料对石油、煤炭的依赖，改善

自然环境。因此，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制备生物质

乙醇是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热点技术，该技术是利

用农业秸秆、城市垃圾等木质纤维素原料进行加工

得到乙醇等清洁燃料。但是纤维素本身是由大量葡

萄糖基构成的链状高分子化合物，其结构复杂且存

在大量结晶区，再加上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的包裹作

用，使其很难溶于水和一般的有机溶剂[4]，降低了

酶与底物的接触机会，影响酶解糖化效率，进而影

响乙醇产量，这也是环境领域中农林废弃物综合利

用的瓶颈。因此酶解糖化是稻秆等木质纤维素材料

制备生物质乙醇的关键环节，对稻秆等木质纤维素材

料进行预处理以提高酶解糖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离子液体因具有优良溶解性、强极性、

不挥发、不氧化、对水和空气稳定等特点，作为绿

色溶剂具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关于离子液体的研究

和开发十分活跃，已渗透到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燃料电池、功能材料以及生命科学、环

境工程、能源等诸多领域 [5-6]。离子液体作为纤维

素溶剂，不仅有效克服了传统溶剂的缺陷，而且大

大拓展了纤维素工业的应用前景，将纤维素工业应

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2002 年，Swatloski 等[7]首先发现纤维素可以在

离子液体 1-丁基-3-甲基咪唑氯（[BMIM]Cl）中溶

解，这一发现使纤维素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此后的研究还表明，离子液体也可以溶解一部分半

纤维素[8]、木质素[9]、壳聚糖[10]和蛋白质[11]等成分，

有效提高纤维素的酶解产率[12]。然而离子液体处理

纤维素材料后在洗涤过程中，会导致纤维素重结晶，

从而影响纤维素酶解效率。而表面活性剂可以降低

离子液体的张力，有利于处理过程中离子液体与底

物更充分接触，增加离子液体溶解能力，提高酶解

效率。目前关于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预处理木

质纤维素材料仍鲜有报道[13-14]。本文用表面活性剂

耦合离子液体作为预处理，研究不同处理条件对稻

秆的酶解效果的影响，并通过预处理前后的稻秆的

成分、FTIR、XRD、SEM 等，为此预处理技术的

应用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1  实验部分 

1.1  木质纤维素样品的采集 
本次实验的木质纤维素原料为稻草秸秆。稻草

秸秆样品是生长期为 5 个月的日本稻米，这些样品

采收于台湾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的实验农场（北纬

25°020′32.79″，西经 121°360′47.40″，海拔高度为

18 m)。稻草秸秆收集之后进行风干处理，研磨成粉

即为本次实验的样品。将稻草秸秆储存在密封的塑

料袋中，于干燥处室温保存。用网筛对稻草秸秆进

行筛分，得到实验稻草秸秆粉末的粒径范围及其含

量分别为：粒径大于 300 mm 的占 3.39%；粒径为

300~150 mm 的占 47.95%；粒径为 150~106 mm 的

占 15.52%；粒径为 106~75 mm 的占 20.57%；粒径

小于 75 mm 的占 2.63%。 
1.2  实验药品与仪器 

氯化-1-丁基-3-甲基咪唑（上海成捷化学有限公

司），99%；十二烷基硫酸钠（SDS）（上海泰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5%；十六烷基三甲基溴

化铵（CTAB）（Sigma-Aldrich），＞98%；3,5-二
硝基水杨酸（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98%；

酶（NS22086、NS22118）（Novozymes 公司）。 
HC-MS-100 型恒温混匀仪（杭州奥盛仪器有限

公司）；UV756CRT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佑

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Nicolet6700 傅里叶红外光

谱仪（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UItima X 射线衍

射仪（日本理学）S-3400N（Ⅱ）扫描电子显微镜。 
1.3  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预处理 

预处理稻秆前，将离子液体在 120℃下加热  
30 min，并不断搅拌，目的是去除离子液体中的水

分[15]。称取 0.5 g 稻秆加入带螺旋塞的瓶子中，加

入 5 g 离子液体及 1%的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

（g）/离子液体（g）= 1%]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或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置于磁力搅拌

器上，在 70～130℃条件下搅拌 0.5～4 h 后，加入

45 ml 去离子水，将混合液置于 50 ml 的离心管中，

以 7000 r·min−1高速离心 15 min 后分离。移出上

层清液，储存。 
取下层沉淀物，用去离子水反复清洗，去除离

子液体，在 60 ℃真空干燥至少 18 h，取出称重，保

存样品以进行下一步的酶解实验。 
1.4  木质纤维素样品的成分分析 

硝酸乙醇法和亚氯酸钠法测定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浓硫酸法测定木质素[5]。 
1.5  木质纤维素样品的表征 

①未处理稻秆、预处理稻秆红外谱图（FTIR）
分析 

采用 KBr 压片方式制备试样，扫描范围 4000～
400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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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未处理稻秆、预处理稻秆 X 射线衍射（XRD）

分析 
采用 Cu 靶产生 X 射线，管压 40 kV，管流 20 

mA，扫描步长 0.02 (°)·s−1。样品的结晶度指数利

用式（1）[16]进行计算 
002 AM

002

CrI 100%I I
I
−

= ×              (1) 

式中，CrI 表示结晶度指数，I002 是晶体衍射最

大强度，IAM是在 2θ = 16.6°的衍射强度。 

s cos
kCs

B
λ
θ

=                   (2) 

式中，Cs 表示晶粒大小，k 表示谢乐常数，λ
表示 X 射线波长，θ是衍射角度，Bs 是最大半宽高。 

③未处理稻秆、预处理稻秆扫描电镜（SEM）

分析 
稻秆样品经过一系列前处理后，用导电胶带固

定在铜台上，喷金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1.6  预处理前后的木质纤维素样品酶解糖化 

取 25 g·L−1预处理前后稻秆试样分别置于 50 
ml 锥形瓶中，加入 0.1 mol·L−1 pH 4.8 的柠檬酸钠

缓冲溶液和 100 μl 0.02%叠氮化钠溶液，摇匀，再

添加 50 FPU·(g 稻秆)−1[实际酶活 250 FPU·(g 纤

维素酶)−1]及 40 CBU·(g 稻秆)−1[实际酶活 320 
CBU·(g 葡萄糖苷酶)−1]，置于 （50±0.5）℃恒温

水浴振荡器中，转速为 150 r·min−1下糖化 0、3、
6、12、24、48、72 h。反应完毕，在 13500 r·min−1

离心，得酶解液，取样用 DNS 测定法分析还原糖

含量，计算纤维转化率[17]。 

( )
0.9 100%cV

mη η
×

= ×
+纤维素 半纤维素

纤维转化率      (3) 

式中，c 表示 72 h 反应生成还原糖浓度，

mg·ml−1；V 表示反应液总体积，ml；η 表示纤维

素、半纤维素的占比，%；m 表示使用原始稻秆   
量，mg。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预处理条件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分析 
2.1.1  预处理温度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由于[BMIM]Cl 离子液体的熔点为 65℃，

故将初实验温度设为 70℃，在反应时间为 60 min
条件下，研究 70、90、110、130℃等不同加热温度

的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预处理后稻秆酶解产糖

量受预处理温度的影响比较明显，还原糖产量逐渐

升高。主要原因是温度升高促进生物质分子间氢键 

 
图 1  预处理温度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的断裂，从而使大量的羟基暴露出来，有利于酶解

反应。离子液体预处理生物质材料的温度通常是

110℃[12]与 120℃[18-19]，固液比为 1:20[19-20]，本研究

由于 110℃与 130℃产糖量差别不大，且考虑 130℃
所需要的能量消耗比较多，因此选择 110℃为最佳

预处理温度，此温度下酶解 72 h 的产糖量为 4.897 
g·L−1，其还原糖产率为 32.92%。 
2.1.2  预处理时间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响  从图 2
可知，在 60℃条件下，当预处理时间为 30 min 和

60 min 时得到的预处理稻秆酶解产糖量变化较明

显，而预处理时间从 60 min 增加到 195 min 产糖量

只从 4.897 g·L−1增加到 4.969 g·L−1，其纤维转化

率从 32.92%增加到 33.40%，酶解产糖量变化幅度

不大，推测原因为 60 min 已经足够让 0.5 g 的稻秆

与 5 g 的离子液体进行充分反应，即使再增加反应

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离子液体进行反应。考虑能耗问

题，以 60 min 为最佳预处理时间。 
2.1.3  表面活性剂添加比例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 

响  由图 3 得知，纤维素转化率随表面活性剂添加 

 
图 2  预处理时间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ime on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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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面活性剂添加比例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surfactant added proportion on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图 4  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对稻秆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surfactant-assisted ionic liquid on enzymatic 
hydrolysis of rice straw 

量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表面活性剂添加

量为底物的 1%时，还原糖产量达到最大。表面活性

剂的添加有利于去除稻秆中的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从而提高预处理效果。表面活性剂添加过多，可能

会在溶液中形成胶团，对木质素与表面活性剂疏水

基团的疏水作用产生副作用，导致酶解效果下降。 
2.2  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对稻秆酶解效果影响 

从图 4 可知，所有样品在 0～24 h 的酶解效果

比较明显，延长酶解至 72 h 产糖量基本保持不变，

这是因为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没有足够的基质或

纤维素酶进行反应；添加表面活性剂 SDS 或 CTAB
处理后的稻秆与未处理的稻秆相比，转化率分别提

高了 53.72%和 49.82%，这主要是由于在处理过程

中，表面活性剂对木质素的降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降低样品木质素的含量[21]。而在表面活性剂

耦合离子液体预处理稻秆过程中，表面活性剂的添

加有利于预处理过程中离子液体与底物接触，增大

离子液体的溶解能力，使处理过程更加充分，从而

更容易破坏木质素的包裹作用，也使处理后稻秆中

不易被酶解的成分大大降低，提高酶解产糖量。 
2.3  预处理前后的稻秆成分分析 

由表 1 可看出，稻秆在最佳预处理条件下，半

纤维素和木质素有明显的下降，纤维素损失不大。

其中分别单独添加 1% SDS、1% CTAB、[BMIM]Cl
处理稻秆木质素的脱除率依次为 12.66%、8.66%、

24.98%，而 1% SDS 耦合[BMIM]Cl 及 1% CTAB 耦

合[BMIM]Cl 预处理稻秆木质素脱除率分别提高到

49.38%和 34.48%。表明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处

理稻秆更容易破坏木质素的包裹作用，大幅度增加

纤维转化率。 
2.4  红外图谱分析 

由文献得知[22]，3420、1160 cm−1 处的吸收峰代

表纤维素 OH 键的伸缩振动峰，2923 和 1641 cm−1

处的吸收峰为纤维素的骨架碳键（CH2 ）吸收峰；

在 1378 cm−1 处代表纤维素 C H 键的弯曲振动峰。

半纤维素的特征吸收峰为 1740 cm−1；木质素的特征

吸收峰为 1510 cm−1。从图 5 中明显看出预处理后各

吸收峰降低，说明处理后稻秆中分子间作用力减弱；

经[BMIM]Cl、[BMIM]Cl+1% SDS、[BMIM]Cl+1% 
CTAB 处理后的红外光谱图中特征峰出现的位置与

未处理稻秆红外光谱图保持一致，表明基团结构一

致，纤维素并没有发生衍生化，也没有新的官能团

产生，只是波数有所不同，2923 cm−1 处纤维素 OH
振动峰向高波数移动，出现“蓝移”现象，这表明 

表 1  不同预处理对稻秆成分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pretreatments of rice straw on its component 

Method Cellulose/% Hemicellulose/% Klason lignin/% Lignin decreasing ratio/% 

untreated 35.36±0.01 24.15±0.05 25.98±0.04 — 

1%SDS 37.41±0.02 22.60±0.04 22.69±0.06 12.66±0.46 

1%CTAB 37.67±0.00 21.21±0.02 23.73±0.05 8.66±0.23 

[BMIM]Cl 33.58±0.01 22.19±0.05 19.49±0.08 24.98±0.80 

[BMIM]Cl+1%SDS 31.94±0.01 20.41±0.02 13.15±0.03 49.38±0.39 

[BMIM]Cl+1%CTAB 31.78±0.03 22.81±0.03 16.95±0.06 34.4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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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预处理方式得到的稻秆的 FTIR 谱图 

Fig.5  FTIR of rice straw after diffident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1—untreated; 2—[BMIM]Cl; 3—[BMIM]Cl+1%SDS; 

4—[BMIM]Cl+1%CTAB 

氢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其中与单独加

[BMIM]Cl 预处理后的稻秆相比，加入 CTAB 洗涤

稻秆红外光谱图中出现了 CTAB 分子的特征峰

（2843 cm−1 处饱和 C H 伸缩振动)，说明 CTAB
分子与稻秆中的纤维素分子链接，形成较强的氢键，

阻止离子液体处理后水洗过程中的纤维素重结晶，

使得纤维素结晶度下降。在 1437 cm−1 和 899 cm−1

处的吸收强度的比值作为结晶度的指度（LOI）[12]，

图 5 中 4 个处理条件下，纤维素的结晶度分别为

0.9302、0.8870、0.8750、0.8372，表面活性剂耦合

离子液体处理稻秆时，纤维素结晶度下降更明显，

解释了酶解加速的原因。 
2.5  X 射线衍射（XRD）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与未处理稻秆相比，预处理

后的稻秆结晶指数及晶体尺寸变小。与单独离子液

体处理的稻秆相比，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的稻

秆结晶指数和晶体尺寸变小。表明预处理稻秆降低

结晶度，有效提高酶解效果。 
2.6  SEM 图谱分析 

从图 6 中观察发现，未处理的稻秆纤维素结构

非常紧致，表面较光滑，没有裂痕。单独表面活性 

表 2  不同预处理方法得到的稻秆结晶指数与晶体尺寸 
Table 2  Crystallinity index, crystalline size of rice straw 

after different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Method Crystallinity index Crystallite size/nm 

untreated 0.43 48 

[BMIM]Cl 0.41 42 

[BMIM]Cl+1%SDS 0.39 44 

[BMIM]Cl+1%CTAB 0.39 45 

 
图 6  不同预处理方式得到的稻秆 SEM 图 

Fig.6  SEM of rice straw after different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a—untreated; b—1%SDS; c—1%CTAB; d—[BMIM]Cl; 

e—[BMIM]Cl+1%SDS; f—[BMIM]Cl+1%CTAB 

剂和单独离子液体处理的稻秆表面的微观形貌失去

原有杆状骨架结构，变得空洞破碎并伴有不规则空

洞和凹槽。而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处理的稻秆

表面遭到更大的破坏，稻秆结构变得更加疏松，完

全看不出稻秆原来的杆状骨架结构，呈不规则的颗

粒状或团状，从而使纤维素与酶可及度增加，提高

酶解效果。 

3  结  论 

（1）离子液体处理纤维素材料后在洗涤过程

中，会导致纤维素重结晶，从而影响纤维素酶解的

效果，添加 SDS 和 CTAB 两种不同表面活性剂可以

降低离子液体的张力，有利于处理过程中离子液体

与底物更充分接触，增加离子液体的溶解能力，提

高纤维转化率。 
（2）不同表面活性剂耦合离子液体处理稻秆

的最佳预处理条件：温度为 110℃，时间为 60 min，
SDS 和 CTAB 添加量均为 1%，72 h 酶解还原糖产

量分别为 23.09 mg/100 mg 稻秆、21.92 mg/100 mg
稻秆，比未处理稻秆纤维转化率分别提高 53.72%和

49.82%；与单独离子液体处理稻秆相比，纤维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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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提高了 15.16%和 8.00%。 
（3）通过稻秆成分分析表明稻秆在 110℃条件

下，处理 60 min，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有明显下降，

纤维素损失不大；红外光谱图（FTIR）表明处理后

的稻秆基团结构未发生衍生化；X 射线衍射（XRD）

分析表明经处理后稻秆结晶指数下降，晶体尺寸也

变小，说明预处理能有效降低结晶度。SEM 结果显

示处理后的稻秆失去原有杆状骨架，遭到很大程度

的破坏，使纤维素与酶可及度增加，证实了酶解效

果提高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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