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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共熔溶剂预处理的木质纤维素
生物质精炼研究进展
冯晓萌

超*

段

秦小渝

张艳玲

高

昆

王欣奇

卢万里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省造纸技术与特种纸开发重点实验室，
轻化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陕西西安，710021）
作者简介：冯晓萌女士，

摘

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

可循环再生、分子极性强和可设计性等特点，在生物质精炼、催化转化及功能材料构筑等领域展现

从事纤维改性及功能化
的研究。

要：低共熔溶剂 （DES） 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溶剂，具有制备简单、成本低廉、生物相容性好、

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结合 DES 预处理技术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领域的最新研究报道，重点

综述了不同组成和性质的 DES 采用单独或协同预处理分别对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木素三大组分的溶

解机理、影响因素及分离效果，分析并展望了基于 DES 预处理后木质纤维素各组分的功能化及高值

化利用的优势、不足及发展现状，以期为采用新型绿色溶剂促进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研究与应用
提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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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ep eutectic solvent（DES）as one of new kinds of green solvent，exhibited easy availability，low cost，good biocompatibility，
recyclability，strong molecular polarity and designability. It was used in wide areas including biorefinery，catalysis，biomass conversion and
functional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Therefore，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S pretreatment in lignocellulose

biorefinery，this review mainly focused on the dissolution mechanism，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eparation efficiencies of cellulose，hemicellu⁃
lose and lignin by separate or cooperative pretreatment of DE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nd properties.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functionalization and high-value utilization of DES-fractionated components of lignocellulose were also dis⁃
cussed. It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new insights/inspirations for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DE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r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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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石化资源大量消耗以及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1]

开发绿色新型的生物质燃料与功能材料刻不容缓 。

临能源消耗巨大、产品输出单一、经济和环境综合效
益不高等瓶颈问题[4]。因此，基于木质生物质精炼理

木质纤维素是地球上储量最为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以及
有机碳主要来源，不仅可用于生产生物乙醇、生物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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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等清洁能源，还可以制备各种生物质基化学品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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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材料 。传统制浆造纸作为最早且最大规模利用木
质纤维原料并致力于纸浆产品开发的大型工业，在利
用木质生物质原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面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3 期

科学基金 （2018JQ3013）；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201908610074）；
“生物质化学与材料”院士工作室项目 （134090002）。
*通信作者：段

超，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纤维素改性及功

能化、智能纸基功能材料开发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71 ·

专题论坛

念实现木质纤维素高效预处理及全组分开发利用，进

值利用的主要制约瓶颈和研究热点。

而转化为更多的化学制品、能量载体和功能材料，对

现有的木质生物质预处理方法包括物理法 （机械

于代替非可再生石化资源，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粉碎、微波、超声等）、物理化学法 （蒸汽爆破、热

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化学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水预水解等）、化学法 （稀酸、稀碱、有机溶剂、离

木质纤维素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素组
成，其中由纤维素组成的微细纤维构成了纤维细胞壁
的骨架，木素和半纤维素等则是作为微细纤维间的
“胶黏剂”和“填充剂”，通过它们分子链的相互缠绕
及部分氢键和化学键相互结合，由此组成了结构复杂
且紧密的纤维细胞壁结构。对生物乙醇燃料而言，其
制备过程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预处理作用将木质纤维素
的组分进行分离，再通过酶解作用将纤维素和半纤维
[2]

素水解为单糖，最后经发酵技术制备出生物乙醇 。
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组分分离对生物乙醇的制备至关重

子液体、低共熔溶剂等） 和生物法等[7]。在上述众多

的预处理方法中，低共熔溶剂 （deep eutectic solvent，
DES） 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溶剂，于 2003 年被 Abbott
等人[8]首次报道，并于 2012 年首次被用于木质纤维素

预 处 理 的 应 用 研 究[9]。 DES 的 物 化 性 质 与 离 子 液 体

（IL） 类似，也被称为“新型离子液体”
，但相比于 IL，
DES 具备无毒性，易于制备、价格低廉 （约为 IL 合成

成本的 20%）、环境友好、生物相容性好、结构可设

计性及可循环利用等独特优势，在生物质精炼、催化
转化和功能材料等领域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10-13]。

近年来，关于 DES 的研究报道呈指数增长，其

要，其分离关键技术也是实现制备高品质生物质化学
品及功能材料的前提。然而，由于天然木质纤维素原

在木质纤维素各组分分离、化学合成反应、纳米功能

料物理、化学结构复杂，对普通化学试剂及纤维素酶

材料、电化学储能及生物制药等领域均有相关报道

等表现出一定的“顽抗性”，极大地抑制了木质纤维
素的酶解效率[5]。因此，采用高效的预处理手段对天
然木质纤维素的结构与组成进行拆解分离，包括降低
宏观尺寸大小、弱化网络交织强度及分离化学组分

（见图 1） [12-14]。本文重点综述了 DES 在木质生物质精
炼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进展，主要分析了不同结构、性

质和组成的 DES 单独或协同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三
大组分的溶解机理及分离效果，并对分离后各组分的

等，对于提高多糖与木素组分高效分离及后续组分利

功能化及高值化利用进行了展望，以期为采用新型绿

用效率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预处理技术不

色溶剂促进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研究与应用提供新

仅是有效实现木质生物质精炼的前提，也是木质纤维

的思路与借鉴。

素制备生物质燃料及功能材料过程中成本相对昂贵的
环节，决定了木质纤维素基生物燃料及功能材料的规
模化应用前景[6]。因此，开发绿色高效、价格低廉的
预处理技术成为木质纤维素组分高效分离及全组分高

1
1. 1

DES 的组成和性质
DES 的组成

DES 是由氢键供体 （HBD）（多元醇、酰胺和羧

注 （a）天然 DES 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12]；
（b）DES 预处理对木质纤维素各组分高效分离及高值利用[13]。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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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ES 在生物质预处理及其他领域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DES in biomass pretreatment and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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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物质等） 和氢键受体 （HBA）（如氯化胆碱、丙

化学性质，特别是氢键结合强度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氨酸和甜菜碱等） 按照一定比例，采用简单的物理混

并最终会影响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处理效果[20]。通

的强氢键作用和范德华力会阻碍单个分子的重结晶过

化性质主要包括黏度、组分摩尔比、酸性或碱性和极

合合成 （图 2(b)和图 2(c)） [15-17]。由于供体和受体之间

程，因此 DES 的熔点显著低于各组分纯物质的熔点，
且合成过程不产生任何副产物[18-19] （图 2(a)）。常见的

常而言，与木质纤维素生物质预处理相关的 DES 理
性等，其中部分参数相互关联且与温度密切相关[22]。

DES 的 黏 度 在 室 温 下 通 常 大 于 水 的 黏 度

HBD 和 HBA 如 图 2(c) 和 表 1 所 示 ， 根 据 其 HBD 和

（>100 mPa∙s），其黏度主要取决于 DES 体系的温度、

中，第 3 类 DES 因其组成组分通常为可降解有机物，

的迁移和扩散，且在生产过程中，高黏度意味着溶剂

HBA 的种类，DES 通常可被分成 4 类 。在 4 类 DES
[20]

且可源自于天然生物体的代谢产物，是最具绿色、环

保和研究潜力的新型 DES 溶剂，其在木质生物质精
炼领域也是最受关注的一类 DES 溶剂[21]。
1. 2

DES 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DES 是 一 种 “ 设 计 型 ” 溶 剂 ， 不 同 的 HBA 和

HBD 的选择以及 HBA 与 HBD 摩尔比的改变，其物理
表1
Table 1
DES 类型
1
2
3
4

DES 中 HBA 和 HBD 组分分类[20]

Classification of HBA and HBD components in DES [20]
组分 1（HBA）

组分 2（HBD）

季铵盐（氯化胆碱）

水合金属卤化物（CrCl3·6H2O、等）

季铵盐（氯化胆碱）

氢键供体（尿素、羧酸、多元醇等）

季铵盐（氯化胆碱） 非水合金属卤化物（ZnCl2、FeCl3 等）

金属卤化物（ZnCl2） 氢键供体（氨基化合物、多元醇等）

注

化学组分以及氢键网络。高的黏度会限制 DES 分子

的搅拌和泵送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通常希望 DES
具有相对较低的黏度[16]。此外，DES 的酸、碱度对其
在生物质预处理中的表现也至关重要。Hou 等人[23] 以
氯化胆碱作为氢键受体，分别对比了以乙二醇、乙醇
酸、乳酸和甲酸等作为氢键供体合成的 DES 对稻草

进行预处理，发现 DES 去除半纤维素及提高纤维酶
解的能力与 DES 的酸性大小密切相关，其中氯化胆

碱-草酸组成的 DES 酸性最强，其作用效果也最佳。
Tian 等人[24] 用酸性 DES （氯化胆碱-甲酸、氯化胆碱乙酸、氯化胆碱-乳酸） 处理杨木，发现其木素的碎
片化与缩合程度与 3 种 DES 的酸性正相关。其次，不

同 HBA 与 HBD 摩尔比的 DES 对生物质原料中木素溶
出及酶水解总糖效率有影响[22]。一定程度上，增加

HBD 的摩尔量有利于 DES 对木素等物质的溶出。Ku⁃

(a)HBD 与 HBA 共混合成 DES[16]；(b)HBD 和 HBA 之间的共熔点示意图[17]；(c) 常见的 HBD 和 HBA 化学物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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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2

DES 的基本组成和结构

The basic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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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等人[25]采用氯化胆碱-乳酸组合的 DES 以不同摩尔

对纤维素的溶解性均表现不佳。因此，探究 DES 与

结果发现随着乳酸 （HBD） 摩尔用量的增加，木素溶

超声、固体酸、表面活性剂、多元 DES 等用于改善

的结构和官能团，如不同的链长，羟基或羧基的位置

对纤维素的溶解，从而促进纤维素功能化改性及再生

比 （1∶1~1∶9） 对稻草原料在 121℃下进行预处理，
出由 33% 增至 76%。再者，不同 HBA 或 HBD 有不同
和数目、直链饱和或环状支链等，均会导致 DES 有
[22]

[26]

不同的酸度和极性 。Tan 等人 发现具有较高极性

的 DES 有利于其对原料中木素的提取。并研究了 DES

纤维素溶解的相关性质，同时开发各种辅助手段，如

DES 预处理对纤维素氢键和结晶结构的破坏，提高其
合成已成为 DES 预处理纤维素研究的热点。
2. 2

2. 2. 1

DES 预处理纤维素的增值利用

DES 预处理纤维素制备高附加值衍生物

的酸度系数 （pKa） 以及溶剂极性参数的影响。基于

高品质纤维素衍生物的制备通常要求纤维素原料

卡姆列特-塔虎脱 （Kamlet-Taft） 方程获得的氢键酸

具有较高的纯度、聚合度和纤维素可及性，即分子链

性 （α）、氢键碱性 （β） 和极化度 （π*） 等，与 DES

对生物质预处理效果具有一定的关联性[23,26]。通常 α/β
越高，表明 DES 作为氢键供体/氢键受体形成氢键的

能力更强，对后续木质纤维素内部氢键的破坏能力也
相应增大。因此，DES 组分的合理选择以及摩尔比对

后续生物质预处理的效果至关重要，同时有关 DES
分子层面上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具体机理关系也有待
进一步深入研究。
2
2. 1

是酸性 DES 可通过离子作用力与纤维素产生分子内

或分子间氢键，对其结构产生局部破坏和润胀作用。
Tian 等人[24] 采用水热-酸性 DES 两步法处理杨木木屑
选择性脱出木素并活化浆料纤维，结果表明浆料纤维
素聚合度显著下降 （从 839 降至 300 左右），且浆料纤

维的化学反应活性显著增加，制备的醋酸纤维素的取
代度和转化率均与商品漂白硫酸盐浆相当。因此，基
于 DES 对纤维素的活化作用，可进一步将 DES 预处

DES 与纤维素的相互作用
DES 对纤维素的作用效果和影响因素

通常而言，由于纤维素的分子内/间的多重氢键
网络结构及高度取向的超分子结晶结构，极大地限制
了 DES 对纤维素的溶解性，导致纤维素在 DES 中的
[27]

溶解极具挑战。Slrvlö 等人 用盐酸胍和无水结晶磷
酸 （摩尔比 1∶2） 合成 DES，在室温条件下 24 h 可

溶 解 质 量 分 数 5% 的 针 叶 木 溶 解 浆 和 微 晶 纤 维 素

（MCC），且针叶木溶解浆的聚合度 （1800） 和 MCC
的聚合度 （373） 均显著下降至 80，并提出纤维素的
溶解并非物理溶解，而是生成了纤维素衍生物，即磷

酸酯化纤维素。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与离子液体类
似，DES 较高的氢键碱性 （β） 有利于减弱纤维素晶
体分子内和分子链之间的氢键，从而改善 DES 对纤
[20]

上羟基具有较高的反应性能[28]。一般而言，DES 特别

[19]

维素的溶解效果 。Ren 等人 以氯化胆碱为受体，
合成了氯化胆碱-咪唑 （摩尔比 3∶7）、氯化胆碱-尿

素 （摩尔比 1∶2）、氯化胆碱-硫氰酸铵 （摩尔比 1∶
1）、氯化胆碱-己内酰胺 （摩尔比 1∶1）、氯化胆碱己酰胺 （摩尔比 1∶2） 5 种类型 DES，其中氯化胆碱咪唑 （摩尔比 3∶7） DES 黏度最低 （<10 cP），氢键

理用于部分解聚及活化聚合度和结晶度相对较低的溶
解浆或 MCC 底物，用于制备更高附加值的纤维素酯
和纤维素醚等纤维素功能材料。
2. 2. 2

DES 预处理纤维素制备纳米纤维素

近年来，纳米纤维素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及应用
性能而广受关注。DES 作为一种新型绿色溶剂，已在
制备纳米纤维素预处理阶段成功应用。Slrvlö 等人[29]
首先采用氯化胆碱-尿素组成的 DES 对漂白桦木浆进

行预处理，再经微射流处理，成功制备出纤维素纳米
纤丝 （CNF）。其制备原理主要是通过 DES 溶解去除

部分半纤维素，促进 DES 在纤维素微纤维丝的内部
渗透，并对纤维素间氢键结构进行局部破坏，造成纤

维素微纤丝间结构松弛，从而提高了后续机械处理过
程中纳米纤化的效率。相比碱性 DES，酸性 DES 在制
备 CNF 的 预 处 理 过 程 中 作 用 效 果 更 加 明 显 。 Yu 等

人[30] 用氯化胆碱-草酸合成的 DES 对苎麻纤维进行预

处理制备 CNF，发现含酸性的 DES 不仅可溶解部分半
纤维素外，还可以破坏纤维素的无定形区，降低纤维

素的聚合度，并溶解部分低分子质量的纤维素。同
时，草酸还可以与纤维素发生酯化反应，促进后续纤

碱度 （β） 最高 （0.864），对纤维素的溶解效果最好，

维的微纤化作用。其次，Smirnov 等人[31] 利用氯化胆

后续通过添加共溶剂聚乙烯醇 （PEG），可将纤维素

(CNC)，初步揭示了氯化胆碱中 Cl-和尿素中的羰基与

但即便如此溶解的纤维素质量分数也仅达到 2.48%，
的溶解度提高至质量分数 4.57%。Chen 等人[20]综述了

DES 对纤维素的溶解性能，结果表明现有合成的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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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尿素 DES 成功将 MCC 制备得到纤维素纳米晶体
纤维素羟基之间的氢键作用对于解构 MCC 纤维素结

晶结构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经 DES 预处理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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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NC 化学修饰较少，可为后续进一步化学改性与

生化合物会对酶的活性产生抑制[38-39]。DES 对生物质

DES 预处理纳米纤维素的应用领域。Ling 等人 在用

变，进而影响后续酶水解作用机制及效率。Lin 等

官能团定制提供基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基于
[32]

棉纤维制备 CNC 时发现酸性 DES 预处理后纤维表面
非常粗糙，且产生褶皱和收缩，同时随着 DES 处理

条件更加剧烈，纤维横截面暴露出更加分散的微细
纤维。

此外，考虑到 DES 对纤维素润胀和溶解性能的

局限性，可采用一定的辅助手段，如微波、化学催化

和超声等预处理，将更有利于强化 DSE 预处理润胀

及后续分丝帚化效果。Liu 等人 采用微波辅助 DES
[33]

（氯化胆碱-草酸） 超短时间 （3 min） 预处理棉纤维，
结果表明微波协同处理可显著强化 DES 对棉纤维素

氢键的破坏，再经超声处理后可成功制备得率
74.2%、直径 3~25 nm，长度 100~350 nm 的 CNC （图

3(a)）。Yang 等人 采用三氯化铁协同氯化胆碱-草酸
[34]

组合的酸性 DES （三者最佳摩尔比为 4.43∶1∶0.1）

对漂白桉木浆进行处理，成功制备出直径 5~20 nm，
长 度 50~300 nm， 得 率 高 达 90% 以 上 的 CNC

（图 3(b)）。
2. 2. 3

DES 预处理纤维素提高酶解糖化作用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可以通过酶水解转化成单糖并
[21]

生成生物乙醇 。研究表明，较低的酶解效率主要是
生物质的天然物理屏障以及酶的无效吸附两大原因造

成的[35-36]。纤维素酶对纤维素的酶解效率是评价 DES
[37]

进行预处理会对纤维素酶底物的各种理化性质产生改
人[40] 通过建立 DES 预处理纤维素底物性能变化参数
与酶解效率的相关性，揭示了影响纤维素可及性提高
的主要参数分别是半纤维素的移除 （R2=0.84） ＞木

素 的 移 除 （R2=0.80） ＞ 纤 维 素 聚 合 度 的 降 低 （R2=
0.76） ＞微晶尺寸的提高 （R2=0.75），同时发现纤维
素酶酶解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 DES 预处理会导致

纤维素底物可及性的提高，为酶吸附提供了更多的结
合位点。此外，大量研究表明，DES 预处理可将后续

木质纤维素酶解糖化率提高至 90% 以上。Guo 等人[15]
利用苯三甲基氯化铵/乳酸的 DES 对玉米芯在 140℃处

理 2 h，玉米芯木素去除率 63.4% 以及酶解效率 94%，
是未经 DES 预处理玉米芯酶解效率 （31.3%） 的 3 倍

以上。Shen 等人[11] 用氯化胆碱-乳酸 （摩尔比 1∶10）
分别在不同温度下处理桉木 6 h，最终在 130℃下得到

最 高 的 木 素 去 除 率 93.2%， 以 及 适 中 的 酶 解 效 率
76.9%。而在 110℃下获得最高的酶解效率 94.3%，是

未经 DES 预处理酶解效率 （9.6%） 的近 10 倍。然而，
过于剧烈的 DES 预处理条件会导致生物质中木素的
过量移除，此时纤维素的刚性结构坍塌，纤维之间的
结构更加紧密，对酶的吸附产生不利影响。Thi 等

人[41] 用氯化胆碱-乳酸 DES （摩尔比 1∶2） 对油棕榈

进行预处理，后续通过酶水解得到的还原糖产量

对生物质预处理效果的主要指标 。在木质纤维素结

（20.7%） 低于传统硫酸处理 （32.3%） 和传统碱处理

构中，半纤维素紧密缠绕在微细纤维周围，成为酶进

（33.3%）。与传统酸、碱处理相比，DES 对木素和半

攻纤维素的天然屏障；木素则会通过疏水、静电以及

纤维素的结构破坏作用较剧烈，预处理后由高温引发

氢键等作用对纤维素酶产生无效吸附，形成木素-酶

的组分团簇和聚集现象明显，纤维表面积以及对纤维

[11]

复合体 ，对酶解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溶解的木素衍

注

素酶的可及性反而并不理想。因此，将 DES 用作提

(a)微波辅助 DES 处理棉纤维制备 CNC 及羟甲基糠醛[33]；(b)三氯化铁协同 DES 处理漂白桉木浆制备 CNC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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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DES 制备纳米纤维素

Preparation of nanocellulose by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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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纤维素酶解效率的预处理试剂，与传统的酸、碱、
[40]

生物法相比，具有绿色、环保、高效等独特优势 。
同时，通过合理调控 DES 预处理条件，实现对木质

纤维素底物的适宜拆解与破坏，并防止预处理后纤维
素结构重构以及木素或半纤维素聚集沉积现象，对充
分发挥 DES预处理木质纤维素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3
3. 1

DES 与半纤维素的相互作用

的，当 DES 中的 HBD 为多元醇或酰胺，HBA 为乳酸

时，其对木素或半纤维素的溶解效果优于氯化胆碱作
为 HBA，主要原因是由于氯化胆碱会与羟基或胺基
形成更广泛的氢键网络。最后，某些特殊官能团如强
吸电子基团 （Cl） 的存在也会显著影响 DES 对半纤维
素的溶解能力。如以氯化胆碱作为 HBA，2-氯丙酸作

为 HBD 对半纤维素的溶解度 （54%） 远大于乳酸作
为 HBD 的溶解度 （18.9%）。

DES 对半纤维素的溶解机理和影响因素

除 DES 本身的组成与结构影响外，DES 反应条

DES 与半纤维素的作用主要机理是由于 DES 与木

件，如反应温度也是影响 DES 溶解半纤维素的重要

过催化木素和半纤维素之间醚键和酯键的断裂，从而

力，从而促进释放质子或游离的吸电子基团 （如羧基

+

质纤维素底物发生作用时，DES 的解离质子 （H ） 通
促进半纤维素的溶解

[23,26,42]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DES 质子解离的能力可反映其与生物质底物发生相互
作用的效果。DES 的质子解离能力主要由 DES 的组成

和 结 构 所 决 定 ， 同 时 与 DES 的 pKa、 HBD 亲 水 性 、
HBA 和 HBD 之间的作用力、某些特殊官能团及温度
等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作用[23,26]。

首先，不同 pKa 的 DES 对半纤维素溶出效果不

同。聚木糖类半纤维素具有较高的酸敏感性，因而在
酸性 DES 中的溶出效果也较好 。Hou 等人 以氯化
[23]

[23]

因素。较高的温度可以减小 DES 组分间的氢键作用
等），进而促进 DES 对半纤维素的溶解[23]。此外，随
着温度升高，DES 的黏度随之下降，流动性增强，从

而促进 DES 与木质纤维素原料之间的传质与反应。
最后，相对较高的温度条件有利于木质纤维素中木素
和半纤维素间化学键的断裂[43]，从而有利于 DES 对它

们 的 可 及 性 与 溶 解 作 用 。 因 此 ， 在 选 用 DES 时 ，
HBD 和 HBA 的合理选择以及后续反应条件的调控对
半纤维素的溶解至关重要。
3. 2

胆碱作为氢键受体，分别以二元醇、一元羧酸和二元

DES 预处理半纤维素的增值利用

采用 DES 预处理可提高木糖酶及残余底物的酶

羧酸等作为氢键供体合成的 DES 对稻草进行预处理，

解效率，同时也可将聚木糖转化成单糖生产生物乙醇

DES 的 pKa 值呈线性负相关，其中氯化胆碱-草酸合

碱-乳酸的 DES 对竹渣进行预处理，木糖酶对固体残

发 现 在 120℃ 的 条 件 下 上 述 DES 的 去 聚 木 糖 能 力 与

成的 DES 酸性最强，预处理后半纤维素含量降幅也
最大 （由 20.6% 降至 1.1%）。Guo 等人 分别对比了
[15]

苯三甲基氯化铵/乳酸和苯三乙基氯化铵/乳酸两种类
型 DES 对玉米芯聚木糖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酸性

较强的苯三甲基氯化铵/乳酸对聚木糖的溶出率达到
80.8%，而后者仅为 66%。Tan 等人 以氯化胆碱为受
[26]

体，分别以乳酸、苹果酸、柠檬酸 3 种不同的 α-羟基

酸作为 HBD 合成的 DES 处理油棕榈，对半纤维素均
表 现 出 较 好 的 去 除 效 果 。 其 次 ， HBD 的 亲 水 性 对
DES 的作用效果也有一定影响。多元醇类 DES 脱除半

纤维素或木素的效果随着 HBD 亲水性的增强而逐渐
下降，具体表现为：氯化胆碱-乙二醇＞氯化胆碱-甘

油＞氯化胆碱-木糖醇 ；同时 HBA 和 HBD 间相互作
[23]

用力大小也会影响 DES 的作用效果，作用力越大则

需要更多的能量输入以解离自由的质子。如 ChCl-2氯丙酸 （2.83） 和氯化胆碱-丙二酸 （2.85） 两种 DES

或低聚木糖等高附加值产品。Lin 等人[40] 采用氯化胆
渣的酶解率从 8.0% 提高到 39.4%。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从预处理液中有效提取高分子质量的聚木糖具
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木糖在酸性 DES 环境中极易

发生降解形成低聚木糖或单糖，其他聚合物的降解产
物也会对聚木糖的回收产生一定干扰[44]。另外，大量
研究表明，半纤维素在酸性预处理过程中被部分乙酰
化，酯键可被裂解生成乙酸，糖基中的聚糖也被水解
并转化为戊糖和己糖，其中戊糖可被分解为糠醛，进
一步分解为甲酸，而己糖则降解为羟甲基糠醛，进一

步降解为甲酸[45-47]。因此，通过 DES 预处理半纤维素
定向制备一系列目标平台化合物仍存在一些困难，若

要得到更多的高附加值目标产物，需在有效的 DES
预处理前提下避免其剧烈的降解，实现聚合物的定向
催化解聚。
4

DES 与木素的相互作用

的 pKa 值大体一致，但前者去半纤维素能力优于后

4. 1

体链，限制了整个系统的移动性和传质作用。类似

酶水解效率及制备木素基功能材料具有重要意义[15]。

者，主要原因是氯化胆碱-丙二酸形成了广泛的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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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效预处理以去除或改性木素对提高后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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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具有较高的木素溶解度和选择性，可有效从木质

可以促进其对木素的溶解[52]。如尿素解构形成的氨具

纤维素原料中分离木素组分[9]。DES 溶解木素的作用

有一定的碱度，从而在溶解木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

机理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DES 中具有某些强氢键

作用[42]。

结合的离子特性在其脱木素过程中起到影响作用[17,48]，

通常，作为碱溶性高分子聚合物，木素在碱性条

如 氯 化 胆 碱 中 的 Cl 可 以 和 木 素 中 的 酚 羟 基 形 成 氢

件下的溶解效果相对较好，因此可采用碱性 DES 对

（LCC） 之间的醚键和酯键，导致它们断裂[17]，从而

素） 对油棕榈进行预处理，发现其对木素有较好的抽

-

[48]

键 ，也可以进攻木素和半纤维素碳水化合物
促 进 木 素 和 半 纤 维 素 的 溶 出 （图 4）。 其 次 ， 酸 性

DES 的催化解聚作用，Alvarez-vasco 等人[42] 分别以氯
化胆碱-乙酸或乳酸或乙酰丙酸合成的 DES 分别处理

杨木和冷杉，发现 DES 可以通过断裂木素中的醚键
使木素碎片化，且获得的木素碎片分散性较好，不会

发生二次缩合。通过反应产物推断其具体反应机理与

HCl 等酸催化降解水解木素类似 。再者，碱性 DES，
[49]

如氯化胆碱和尿素形成的 DES 可在 80℃的条件下解
[50]

构形成氨 ，氨中的—OH 是一种有效的木素亲核试
[51]

剂，对木素-碳水化合物的结构破坏起重要作用 。
最后，也有研究发现较高的碱度 （β） 和极化率 （π*）

注

木素进行抽提。Thi 等人[41] 用碱性 DES （氯化胆碱-尿
提效果。Hou 等人[23]发现以氯化胆碱作为 HBA，碱性
的酰胺类物质 （甲酰胺、尿素） 作为 HBD 对木素的
萃取效果优于多元醇类 DES （甘油、乙二醇等）。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酸性官能团的存在对木素的溶解
也有很大的影响作用[26]。相比于醇类 DES，如将其中

的 1 个羟基替换成羧基，木素的溶解效果显著提升，
如氯化胆碱-乙醇酸＞氯化胆碱-乙二醇。Tan 等人[26]
发现与半纤维素的去除效果类似，对于 α-羟基酸类

型的 DES，一元羧酸 （乳酸） 对木素的萃取效果优于
二元羧酸 （苹果酸） 和三元羧酸 （柠檬酸），其对于

木素的萃取效果与 DES 的 pKa 值负相关。对于线性饱

(a)DES（氯化胆碱-尿素）与木素典型反应；(b)DES（氯化胆碱-甲酸）进攻木质纤维素 LCC 中醚键和酯键的反应。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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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DES 与木质纤维素的作用机理[48]

The re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DES and lignocellulos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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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酸 （C1~C4） 类 DES，随着碳链的增长，DES 对木

DES-再生木素成功制备表面光滑的 DES-木素纳米颗

团，增加了氢和氧之间的氢键强度导致形成弱酸，

DES 和乙醇-有机溶剂制备了两种类型的均匀 LNPs，

素的萃取效率越低，其原因主要是烷基作为供电子基
pKa 值随之增大。然而，尽管 DES 的 pKa 会影响到木
素的碎片化和溶解，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DES 对木

素的溶解能力，但并不能作为酸性 DES 对木素溶解

粒 （LNPs，直径 200~420 nm）。Tian 等人[56] 分别使用

两种 LNPs 均显示出具有独特核-壳纳米结构的球形形
态 ， 其 中 DES-LNPs 显 示 出 更 均 匀 的 粒 径 分 布 。 此

外，富含多功能基团的木素纳米颗粒是一种极具潜力

效果的评价标准。

的多功能材料平台，可在各种下游产品，尤其是在新

4. 2

兴的纳米复合材料领域中获得高值化利用，如当掺入

DES-再生木素的性能分析

DES 抽提的木素通过分离、提纯和再生制备成高

附加值的木素基功能材料，对于进一步拓宽和发展生
物质精炼新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常，初次提

取的木素含不同溶剂污染物和残留糖基，可通过水乙醇混合液对木素进行醇沉处理，以获得较高产率和

传统的聚合物基体时，这些 LNPs 产品即可形成透明

的纳米复合材料，具有额外的紫外线屏蔽功效和抗氧
化功能[54,56]。
5

DES 与其他辅助手段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协同
处理

纯度的再生木素[21]。相比传统预处理方式 （酸、碱、
热水预水解等），采用 DES 预处理抽提的木素产率和

5. 1

高。Shen 等人[11]用氯化胆碱-乳酸 （摩尔比 1∶10） 在

学、机械、热、生物法等） 均被使用以提高生物质聚

64%。Chen 等人[53]用微波和 ChCl-乳酸 （摩尔比 1∶2）

术结合以提高处理效率[58]。微波则是 DES 处理中常用

在生物质加工过程中，各种预处理技术 （如化

纯度较高，且木素化学结构保留较为完整、活性较

130℃的条件下处理桉木 4 h，得到的再生木素产率为

对玉米秸秆协同处理得到的再生木素产率为 70.84%，
纯度高达 85%。Alvarez-vasco 等人 用 ChCl-乳酸处理
[42]

冷杉得到的再生木素纯度高达 95.4%，其摩尔质量分

布在 490~2600 g/mol，峰值摩尔质量约为 890 g/mol，
与传统的磨木木质素 （MWL） 相比，DES 预处理获
得的再生木素中的醚键含量减少，酚羟基含量增
[24]

多 ，这种与现存木素不同的独有特性使其在增值利
用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Guo 等人[15] 用苯三甲基氯
化铵和苯三乙基氯化铵作为 HBA，乳酸作为 HBD 合

DES 与微波协同作用

合物的可及性[57]。常规处理手段通常将多种预处理技
的辅助强化手段，微波辐射可使 DES 的离子特性最

大化并增加其分子极性，从而起到降低预处理温度和
反应时间的效果[17]。Chen 等人[53] 用微波和氯化胆碱乳酸 （摩尔比 1∶2） 对玉米秸秆协同处理，仅 45 s
即可溶解 79.6% 的木素以及 90.6% 的聚木糖。微波辅

助 DES 预处理是一种高效节能的协同预处理手段，
同时对木质纤维素的抽提物质化学结构改变甚微[21]。
5. 2

DES 与超声波协同作用

利用超声波的能量辐射对生物质预处理或去木素

成 DES 处理玉米芯，得到的再生木素摩尔质量分布

是当前新颖的手段之一。超声波处理过程中的空化作

以得到不同范围内摩尔质量分布的再生木素，且多分

破坏细胞壁并形成穿孔，有利于木质纤维素结构的破

有较高的得率、纯度及较低的分子质量和多分散性指

效 果[59-60]。 Ong 等 人[61] 采 用 氯 化 胆 碱 - 尿 素 （摩 尔 比

在 3840~9770 g/mol，通过控制不同的预处理条件可
散性指数 （PDI） ＜2。经 DES 预处理后所得木素具

数，有利于后续对木素的化学修饰及木素基生物功能
材料的制备。
4. 3

DES-再生木素的高附加值利用

尽管天然木素产品有望用于制造各种基于聚合物
的功能复合材料，但由于天然木素的结构复杂性和不

用会产生大量微泡，它们破灭时产生的微射流可有效
坏和组分溶出，进而增加 DES 的渗透、传质和处理

1∶2） DES （120℃、4 h、投料比 1∶10） 对木素的

去 除 率 仅 为 14.02%， 而 采 用 超 声 协 同 DES （分 步）
预处理油棕榈果串，木素的去除率可以增至 36.42%。
5. 3

DES 与无机盐协同作用

酸性 DES 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预处理效果更

均匀性，其高附加值利用仍然面临挑战 。采用 DES

为显著，但在实际生产中 DES 所含的质子酸对设备

提高纤维素的酶解糖化及功能化利用，同时 DES 对

有学者尝试利用较为温和的 DES 和无机盐对生物质

[54]

预处理可进一步分离木素，纯化纤维素，不仅有利于

木素的高效分离、提取、修饰和解聚，可为制备高产
量、高纯度和分子质量分布均一的再生木素基衍生产
[55]

品提供保障，因而也备受人们关注。Lyu 等人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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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酸腐蚀性较强，增加了设备和工艺成本[45]。因此，
进 行 协 同 处 理 。 Loow 等 人[62] 用 氯 化 胆 碱 - 尿 素

（120℃，4 h） 和 0.4 mol/L CuCl2 先后对油棕榈进行处

理，水解产物含有 14.76 g/L 的木糖，比单独使用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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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2 的木糖产率 （11.87 g/L） 高 25％。Wang 等人[45] 通

高效利用、分离与再生以及后续抽提产物的高效、高

实现了对鼠尾草的高效分离和全组分利用，改进后的

质精炼预处理方面的进一步推广。因此，有关 DES

过将 FeCl3 与氯化胆碱-甘油配位得到一种新型 DES，
新型 DES 对木素和半纤维素的溶解度分别可以达到
95.2% 和 93.6%，纤维素的保留度高达 95.2%。Xia 等

值转化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制约了 DES 在木质生物
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拓展。

人[63] 将 AlCl3 加入氯化胆碱-甘油中，AlCl3 提供的活性

质子和酸性位点显著增强了 DES 去除木素的效果。
DES 与无机盐的协同作用为非酸性 DES 在生物质精炼

领域的应用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并提供了一种新型
DES 的设计思路。

多元 DES 组合

5. 4

通过在现有双元 DES 中引入第三或其他组分进

而构成多元 DES，既不会妨碍原有 DES 的作用效果，
同时可进一步耦合不同组分的作用效果，促进其协同

作用与功能的进一步发挥。考虑到多元醇组成的 DES
的通用加工属性以及在预处理过程中活性质子的重要

性，多元醇和酸性溶剂可同时作为氢键供体被引入。
Chen 等人[44] 利用盐酸胍/乙二醇/对甲基苯磺酸 （GHEG-PTSA） 设 计 出 一 种 新 型 三 元 DES， 在 120℃ 和

10％固含量下，仅 6 min 即可去除柳枝中 79％的聚木

糖和 82％的木素，即使在固含量为 35％的情况下，

图5

Fig. 5

基于 DES 预处理的生物质精炼模式
DES-based biomass refining model

（1） DES 自 身 结 构 与 性 能 方 面 的 改 善 。 首 先 ，

GH-EG-PTSA 和 ChCl-EG-PTSA 仍 能 在 30 min 内 去 除

DES 的吸湿性。DES 对空气中的水分极为敏感，一定

下可达到较好的酶解效果，进一步证实了新型三元

续的预处理效果；其次，DES 的高黏度。常温条件下

60％以上的聚木糖和木素，且在较低纤维素酶添加量

量水分的存在会改变 DES 的电解质体系从而影响后

DES 解构木质纤维素的高效性。此外，Kandanelli 等

大多数 DES 黏度高，影响了反应的传质和速率；再

OL，摩尔比 2∶1），并对不同农林废弃生物质 （稻

度下持续较长时间，部分 DES 体系的热稳定性达不

含量 15%），脱木素率显著提高 （达到近 50%）。

酸大量挥发[26]，影响预处理效果；最后，反应底物固

人 利用氯化胆碱-甲酸/丁醇组成的三元 DES （DES[64]

壳、稻草和麦草） 进行脱木素预处理 （120℃，1 h，固
6

基于 DES 预处理的生物质精炼的应用前景及挑战
综上所述，DES 是一种在生物质精炼预处理应用

中 极 具 潜 力 的 绿 色 溶 剂 ， 通 过 选 择 和 调 控 HBA 和

HBD 的组成和配比，实现木质纤维素各组分的选择

性的溶出与分离，另外可借助微波、超声、无机盐、
酸化和多元辅助等手段，进一步强化 DES 预处理作

用和效果，与此同时可将分离出来的三大组分分别进
行高值化利用和转化，制备出各种高附加值的生物燃
料、平台化合物及功能材料 （见图 5）。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已有大量关于 DES 预处理木质纤维素的基

者，DES 的热稳定性。DES 预处理体系通常在一定温
到预期，如氯化胆碱-甲酸 DES 在 101℃左右会导致甲
含量相对较低 （5%~15%），影响了 DES 预处理的进
一步推广和规模化应用[13,44]。因此，对 DES 内部结构

进行优化或通过多元组合来弥补 DES 自身结构缺陷，
将是提高 DES 预处理效果的有效手段。Chen 等人[13]尝

试在氯化胆碱-乙二醇体系中加入微量 H2SO4，或利用

盐酸胍-乙二醇-对苯甲磺酸三元 DES 体系[44] 对柳枝进

行预处理，实现了 DES 黏度的适当降低，提高了 DES
的传质效率，从而保证在较高底物浓度反应下 （分别

为 27% 和 35%），促进了木素和半纤维素的良好溶出

（溶出率 60%~70%）。

（2） 不同酸、碱程度的 DES 在预处理木质生物

础研究，但 DES 预处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是一个复

质过程中调控与优化。首先，酸性 DES 对生物质预

件等多变量因素影响，且有关 DES 与木质纤维素各

一定的局限性，如对设备的腐蚀作用，并在预处理过

杂的体系，预处理效果受原料、DES 结构以及反应条
组分的作用机理及强化策略有待进一步明晰，DE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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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效率明显高于中碱性 DES，但酸性 DES 仍具有

程中，脱木素程度和纤维素的酶解率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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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碱性 DES 在预处理中没有酸性 DES 高效，但因其

处理策略，结合 DES 及木质纤维素三大组分特性进

重点关注。建议发挥 DES 作为设计型溶剂的优势，

7

出色的可回收性，和微生物的相容性等方面仍被人们
结合基础化学知识，灵活设计多组分 DES 体系以弥

补其性能的短板，并针对不同目的可灵活选择使用不

行可控处理，实现生物质全组分利用和增值处理。
结语与展望

DES 是一种新型绿色溶剂，拥有与离子液体类似

同种类的 DES。如若要实现生物质三大组分高效分离

的理化性质，同时具有价格低廉、环境友好、易于回

较强且对氢键具有较强破坏作用的酸性 DES，如草

的潜力，通过高效溶解半纤维素和木素，选择性保留

或 CNC 的制备，可借助对木素和半纤维素溶解能力

收等独特优势。DES 在木质纤维素的加工领域有很大

酸、乳酸和对甲苯磺酸等；若要对纤维素起到一定的

纤维素组分，从而实现生物质组分的高效分离与拆

润胀作用且避免其发生降解，可选用多元醇类或碱性

解，对后续纤维素高效的酶解糖化，同时得到高品质

DES，如乙二醇尿素等，而制备 CNF 产品则主要选用

以带氨基的盐类作为 HBD 的 DES，如尿素和氨基磺

的木素副产物，以及在纳米纤维素等功能材料方面的
应用均有重要意义。借助微波、超声、酸化、无机盐

酸等。

和多元化等辅助手段或试剂与 DES 协同处理可以有

影响机理，DES 组分结构和摩尔比对系统中分子内氢

成及其性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关于 DES

（3） 深入研究 DES 对后续生物质预处理效率的

键的影响作用；DES 的某些溶剂特性 （如酸度、极
性、官能团等） 对生物质预处理效率系统性的量化总

结；与 DES 预处理具有高度可适性生物质原料的筛
选；协同考虑反应条件，如温度、固液比和反应时间

等综合因素，这些均有利于挖掘 DES 在生物质精炼

效提高其反应效率。然而，目前关于 DES 的分子组

与木质生物质三大组分在微观分子层面上的具体作用
机理以及后续促进酶解的作用机制有待完善。值得一
提的是，DES 作为一种设计型溶剂，在设计方面的灵
活性以及和其他手段的兼容性为其在目前生物质精炼
方面的应用提供了诸多思路。因此，建议结合基础化

领域应用的无限潜力。

学知识加深对 DES 分子组成和性能之间关系的理解，

料进行预处理时，三大组分中的纤维素部分降解产生

理及影响机制，从理论上指导溶剂的合理选择、设

（4） DES 回用中的纯化问题。DES 在对生物质原

的可溶性糖，木素和半纤维素大量溶解产生的木素小
分子和可溶性糖以及原料中可溶抽出物等杂质均会不
可避免地造成 DES 体系的黏度增加、作用减弱，且

随着回用次数的增加，杂质的累积会对 DES 的回收

成本和处理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议在利
用 DES 进行预处理时，应合理选择实验原料，控制
回用次数，同时完善 DES 回收体系；与此同时，基

于 DES 溶剂体系对已溶出组分进行针对性后处理，
如水解、糖化与发酵，并将上述 3 组分产品及其衍生

物进行有效的分离与纯化处理，从而提高回用 DES
的纯度和利用率。

（5） 在后续产物转化和增值处理方面，构建基于

DES 预处理木质纤维素全组分利用的通用策略将是研
究的重中之重。首先，有关提高纤维素酶解糖化产率
以及制备纳米纤维素材料等课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

如何提高 DES 处理效率、热稳定性及回用率仍是上

述研究的难点；其次，DES-再生木素作为后续功能
化材料和改性的研究与应用较少，且 DES 部分分解
会对再生木素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再者，由于半纤

维素对酸的敏感性，在预处理过程中会发生大量降
解，回收难度增大。因此，建议采用“分步走”的预
·80 ·

逐步明确 DES 对木质纤维素原料中各组分的作用机
计、优化加工条件，做到合理把脉、精准施策，相信

DES 在木质生物质精炼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将更加
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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