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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的酸催化精炼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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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质精炼是有效利用自然界中最丰富且可再生的木质纤维素资源的途径之一，对缓解石

油天然气资源日益紧张问题和促进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重要意义。生物质精炼的方法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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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物法、物理法、化学法，其中化学法因其速率快、应用广等特点而被广泛研究。化学法中的酸

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

催化法在生物质精炼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将以木质纤维素的酸催化精炼为核心，重点总结

生物质资源利用。

和分析了利用固体酸、酸性低共熔溶剂、对甲苯磺酸制备平台化合物、木质素、含木质素的纳米纤
维素的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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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omass refining is one of the ways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most abundant and renewable lignocellulose resources in na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the increasing tension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promote green，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The methods of biomass refining include biological method，physical method and chemical method. Chemical method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due to its fast treatment rate and wide application. Acid catalysis method as a chemical meth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mass re⁃
fining.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reparation of platform compounds，lignin and nanocellulose containing lignin through ac⁃
id catalyzed refining of lignocellulose was summarized，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the advances on the acid catalyzed refining of lignocellulose
with solid acid，acidic deep eutectic solvent and p-toluenesulfonic acid，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biomass refining；acidic conditions；lignin；nanocellulose；platform compound

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量与

半纤维素容易被水解为单糖，并可通过调节反应条件

时骤增，将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危机，可再生资源的科

进一步转化为糠醛等平台化合物，纤维素因其高度结

[1]

学高效利用将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最有效途径 。木质
[2]

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 ，对木
质纤维素资源进行合理的高值化利用，可很大程度上
解决目前资源紧缺、污染严重、温室效应等问题。生
物质精炼[3] 是以生物质为原料，通过一系列提炼工艺
过程以获得能源、材料、化学品等的技术总称，精炼
方法包括生物法、物理法、化学法及各种方法的协同

晶而较难被水解，但通过调整酸的强弱、浓度、温度
等条件可将其转化为纤维素纳米晶体、单糖或 5-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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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其中，化学法中的酸催化法在生物质精炼中占

*通信作者：解洪祥，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物质资源利用、

有重要地位。在酸催化条件下，木质纤维素中半纤维

导师；研究方向：制浆造纸、木材化学、生物质精炼、天然产物

素-木质素之间的化学键可被破坏而解离出木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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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精炼、纳米纤维素的开发及利用。司传领，教授，博士生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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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糠醛等[3]。所使用的酸包括硫酸、盐酸、磷酸等无

mp(A)

机酸，还可以是甲酸、乙酸、草酸、柠檬酸等有机
酸[4]。近年来，酸催化转化木质纤维素发展迅速，如

mp(B)

A+液体

固体酸、酸性低共熔溶剂等新型催化体系[4-5]。

ΔTf

液体

温度

新发现了对甲苯磺酸预处理木质纤维素的突出效果，

B+液体

固体酸一般是指同时具有 Lewis 酸和 Brønsted 酸

酸性位点的不溶固体，主要用作多相反应催化剂，具

固体A+固体B

有热稳定性优越、化学稳定性好、易分离、可再生等
优点，种类包括沸石[6]、黏土[7]、碳基催化剂[8]、金属
[9]

A

B的摩尔分数

[10]

氧化物 、离子交换树脂 等。其在木质纤维素转化
为糠醛、5-羟甲基糠醛、乙酰丙酸等平台化合物方面

Fig. 1

展现出良好催化应用效果。这主要得益于固体酸的
Brønsted 酸位点与 Lewis 酸位点的协同催化，促使木

质纤维素的水解、脱水、异构化等反应过程顺利
进行。
低共熔溶剂 （DES） 是由提供氢键供体的物质
（如多元醇、酰胺和羧酸类物质等） 与提供氢键受体
的物质 （如氯化胆碱、丙氨酸和甜菜碱等） 按照一定
比例混合而成，在室温下一般呈液态。低共熔溶剂含
有大量的非对称离子，且可通过氢键作用使离子电荷

图1

B

两组分低共熔溶剂相图[11]

Phase diagram of two component eutectic solvent[11]

列高值化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塑料、能源、燃
料添加物等领域，起到了连接石油化工和生物质化工
的重要功能[6]。
1. 1

糠醛的制备
利用酸为催化剂，在合适的条件下可将木质纤维

素中的半纤维素水解为木糖，然后转化为糠醛。酸催
化剂包括无机酸、有机酸、固体酸等。无机酸催化具

发生离域，导致低共熔溶剂的晶格能很低，因此熔点

有工艺流程简单、得率高等特点。早在 2002 年 Daniel

具有熔点低、难挥发、溶解能力强等特点，但与离子

W 溶液+木质纤维素） 硫酸在 170~185℃间反应 3 h，糠醛的最

也很低[11]，如图 1 所示。DES 性质类似于离子液体，
液体相比，其制备方法更为简单，且价格低、毒性
小、易于合成、可生物降解，是一类非常具有开发前

景的绿色溶剂。由于 DES 的强氢键作用能力和催化

反应特性，使其在木质纤维素的精炼领域备受关注。
研究发现，DES 可对木质纤维素进行预处理，实现木
质素与半纤维素的脱除和纤维素聚合度的降低，另
外，还可以用于催化转化木质纤维素为平台化合物。
其中，反应效果较突出的是酸性 DES，如氯化胆碱草酸低共熔溶剂

[12-14]

、氯化胆碱-乳酸低共熔溶剂

[15-16]

、

[17]

氯化胆碱-柠檬酸低共熔溶剂 等。
本文基于酸催化转化木质纤维素的研究进展，重
点总结和分析了利用固体酸、酸性低共熔溶剂及有机
酸中的对甲苯磺酸制备平台化合物、木质素、含木质
素的纳米纤维素的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
1

酸催化木质纤维素制备平台化合物
充分且合理利用生物质，将其转化为重要的工业

原料，是缓解能源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以木质纤
维素为原料，通过酸催化热解的方法，可转化为多种
重要平台化合物，包括呋喃类化合物、乙酰丙酸及其
衍生物等
·76 ·

[18-19]

。这些平台化合物可进一步衍生出一系

等人[20] 研究发现，以橄榄核为原料，使用 3% （W 酸/
大产率达 50%。但无机酸的主要问题是对设备要求
高、不易循环和重复使用等。相比之下，固体酸对设

备腐蚀低，且易回收再利用。又因为固体酸同时含有

Brønsted 酸和 Lewis 酸催化位点，其催化木糖转化为
糠醛的路径与单一的 Brønsted 酸不同，使其具有更高
的选择性。如图 2 所示，木糖在 Brønsted 酸存在下的

反应遵循 a 路径，而在 Lewis 和 Brønsted 酸组合作用时
遵循 b 路径；即在路径 b 中，木糖首先在 Lewis 酸作

用下异构化为木酮糖，然后 Brønsted 酸将木酮糖脱水
为糠醛[21]。Zhang 等人[22] 研究用负载有硫酸铜的酸性
沸石分子筛 （HZSM-5） 为催化剂 （CuSO4/HZSM-5 的

质量比为 0.4） 催化降解蔗渣为糠醛。反应过程中，
将蔗渣和催化剂按质量比 2∶1 放置在管式石英填充
床反应器上，将样品加热至 500℃，保持 3 min，然后

冷却至室温，产率可达 28%，远高于单独使用 HZSM-5
催化剂 （产率 5%） 和 CuSO4 催化剂 （产率 6%），吡
啶 吸 附 红 外 光 谱 表 征 结 果 表 明 ， CuSO4/HZSM-5 比

HZSM-5 具有更强的 Brønsted 酸强度，进而更有利于
多聚糖的解聚，由此可见，Brønsted 酸的存在是实现
木质纤维素高效转化为糠醛的必要条件。
低共熔溶剂也可用于催化转化木质纤维素为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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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催化木糖生产糠醛路径示意图

[21]

Schematic diagram of furfural production from xylose catalyzed by acid

醛。Lee 等人[12]研究了利用氯化胆碱-草酸低共熔溶剂
体系将棕榈叶转化为糠醛的反应情况，糠醛最高产率

达 26.34%。Wang 等人 开发了一种低共熔溶剂双相
[23]

预处理系统，即甲基异丁基酮为双相萃取剂，氯化胆

碱-草酸构成低共熔溶剂，反应还引入 AlCl3 催化剂，

[21]

钠与固体酸催化剂复配具有协同作用，抑制了 5-HMF
的降解，产率可达 92.1%。同时发现，固体酸催化

剂 SBSC 经 5 轮 循 环 实 验 后 ， 5-HMF 的 产 率 仍 可 达
83.4%，具有良好的催化稳定性。

酸性低共熔溶剂因其环保、成本低等优点也被尝

以尾孢桉为原料在 140℃条件下反应 90 min，糠醛的

试用于制备 5-HMF。Chen 等人[17] 使用氯化胆碱-柠檬

取到甲基异丁基酮相，有效防止糠醛的进一步转化，

预处理木屑的酶解液为底物，在 130℃下反应 5 min，

产率可达 70.3%。反应过程中生成的糠醛可被及时萃
从而提高其产率。可见，低共熔溶剂技术在将木质纤
维素高效转化糠醛方面非常具有开发前景。
5-羟甲基糠醛的制备

1. 2

利用木质纤维素为原料，在酸性条件下将其中的
纤维素水解为葡萄糖，并进一步催化葡萄糖异构为果
糖，最后脱水转化成 5-羟甲基糠醛 （5-HMF）（见图

3） 。用于生产 5-HMF 的酸催化剂包括无机酸、有
[24]

酸 （摩尔比 2∶1） 配置成 DES，硫酸为催化剂，以

5-HMF 产率可达 23.51%，与用纯葡萄糖生产 5-HMF
的产率 （21.45%） 相当，表明这种低成本的工艺更

具有产业化前景。目前 DES 方法多以果糖为底物，
而以木质纤维素为底物直接生产 5-HMF 的研究有待
开发。
1. 3

乙酰丙酸的制备
乙酰丙酸被视为生物质和石油加工之间的重要化

机酸、离子液体、固体酸和酸性低共熔溶剂等。固体

学连接物，可以用作合成各种工业化学品的中间

酸催化法因产品易于分离、催化剂可回收而引起广泛

体[26]。利用木质纤维素可制备高附加值平台化合物乙

—SO3H 基团多孔碳材料固体酸 （BC-SO3H），可以催

反应过程中酸浓度和反应温度需要严格控制，才可以

研 究 。 Mengstie 等 人[25] 用 竹 木 粉 制 备 了 一 种 含 有
化转化玉米芯粉为 5-HMF，但产率较低，有待进一

步优化。Thanh 等人[26] 以相思木屑为原料，依次经历

不完全炭化、磷酸处理、96% H2SO4 磺化工艺过程制

备了碳基固体酸催化剂 （SBSC）。研究表明，SBSC
是一种无定形碳，由芳香族碳片组成，碳片上含有

—COOH、—OH 和—SO3H 基团。将 SBSC 与纤维素水
解酶配合使用，可将芒果木片转变为 5-HMF，具体

步骤为：首先通过碱法制浆将芒果木片转化为浆料纤
维，再经酶水解制得葡萄糖，然后在 NaHSO4 溶液中
用 SBSC 将所得葡萄糖进一步转化为 5-HMF，硫酸氢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8 期

酰丙酸，H2SO4 和 HCl 是两种最常用的催化剂[27]，但

得到较理想转化效果[28]。固体酸同样具有良好催化性
能，Chen 等人[29] 采用 S2O82-/ZrO2-SiO2-Sm2O3 固体酸催
化分解经蒸汽爆破处理的稻草 （SERS） 来制备乙酰

丙酸，在 200℃条件下反应 10 min，乙酰丙酸产率可
达 22.8%，为理论产率的 70%。Li 等人[30] 采用磁性氧

化铁/SO42-固体酸催化热解玉米秸秆来制备乙酰丙酸，
在 250℃下反应 67 min，乙酰丙酸产率可达 23.17%。
Wang 等人[31]以蔗渣为原料，采用 Sn-MMT/SO42-固体酸
经两步催化来生产糠醛和乙酰丙酸。第一步，使用该

固体酸在 170℃下反应 2.4 h，糠醛的最高产率可达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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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88.1%；第二步，继续使用该固体酸对处理后的残渣

的木粉用有机溶剂二氧六环抽提，得到的木质素结构

可达 62.1%。此方法将蔗渣中的半纤维素和纤维素逐

率较低。碱提法是实现木质纤维素脱木质素最常用方

进行水热处理，在 180℃下反应 3 h，乙酰丙酸的产率
一高效地转化为糠醛和乙酰丙酸。

平台化合物是生物质精炼的重要产品，其数量

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最接近天然木质素结构，但其得
法，在制浆工艺中应用最为普遍，在碱性条件下木质
素与半纤维的键连被破坏，且木质素经碱化成盐后具

大、种类多、可转化性强，在生物质资源利用中具有

有良好的水溶性，进而促使其从木质纤维中溶出[35]。

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已有多种成熟制备方法将木

另外，通过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处理木质纤维，可

质生物质转化为平台化合物，但生产成本、环境问

以得到纤维素酶解木质素，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酶

题、产物得率仍然不够完善，故未来仍需探索更高效

解/酸解木质素，这种方法制备的木质素得率和纯度

的制备平台化合物工艺，提高和改进催化剂性能，以

更高[36]。

实现高效且高选择性地将木质纤维素转化为有价值的
燃料和化学品。
2

利用酸水解法处理木质纤维素，通常会导致纤维
素与半纤维水解为低聚糖或单糖，而木质素大分子被

酸预处理木质纤维素提炼木质素
自然界中的原生木质素一般是由愈创木基、紫丁

香基和对羟苯基 3 种基本结构单元通过碳氧键、碳碳

游离出来。两步酸水解法[37]是定量分析木质纤维中纤
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3 组分最经典的方法，该方

法利用一定浓度的硫酸将木质纤维中的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水解为单糖，而木质素被析出，进而实现了木质

键等连接形成的复杂大分子聚合物，是自然界中含量

素的提取。对甲苯磺酸与硫酸不同，其酸性可保证木

最丰富的天然芳香类聚合物。木质素中含有芳基、酚

质素与半纤维素间断键而不至于严重破坏纤维素结

羟基、酮基以及羧基等官能团，赋予了木质素一定的

构，其芳环结构有助于木质素的溶出，因此，对甲苯

[32]

抗氧化性与抗紫外辐射性能 。木质素及其衍生物的

磺酸在木质纤维预处理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Chen

应用领域广泛，近年来在生物质阻燃剂、催化剂、吸

等人[15]的研究证实，用对甲苯磺酸来提取木质素效果

附 剂 、 复 合 材 料 、 电 池 储 能[33] 等 领 域 都 取 得 一 定

非常显著。Li 等人[38]研究了在对甲苯磺酸条件下木质

成果[34]。

纤维原料源对脱木质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木质纤维

木质素的结构决定其性能，不同方法提炼的木质

原料源对脱木质素的影响较大，其中针叶木脱木质素

素在结构上会有显著差异。结构未被破坏的天然木质

最为困难，且发现酸溶木质素中的活性键和基团与原

素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然而，目前大多数提炼

始木质素相比有所减少。总体来看，酸对分离提取木

方法都会对木质素结构造成一定的破坏。因此，探究

质素具有良好促进作用，但大部分酸都是有腐蚀性和

能够从木质纤维中高效提取高纯度和有限化学修饰的

危险性的，且设备成本、回收酸成本过高使其目前很

木质素新方法，对实现木质素的高价值利用具有重要

难推广应用。

意义。贝克曼法是最经典的预处理方法，将精细球磨
·78 ·

DES 的发现和应用为木质素提取提供了新的思
China Pulp & Paper

Vol. 40，No. 8，2021

专题论坛

路。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DES 具有溶解木质纤

步的酸水解处理去除纤维素的无定形区而保留结构中

维中木质素的能力。DES 可提供一种温和的酸碱催化

的结晶区，经纯化处理便可得到纤维素纳米晶体；若

机制，引发苯丙烷单元间不稳定醚键的受控裂解，从

通过高压均质等方法进行分丝帚化，便可得到纤维素

而导致木质素解聚，同时 DES 具有较强氢键破坏能
力，使得木质纤维素分子间氢键打开，游离出木质

纳米纤丝。
纳米纤维素具有良好的亲水性能，这导致其与

素，进而实现其从木质纤维素中分离。利用 DES 预

非极性或弱极性材料之间的相容性较差，这是很多

处理木质纤维方法可以生成低分子质量的木质素产

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含木质素

品，同时保持天然木质素的大部分性质和活性。

的纳米纤维素具有多个优点，主要表现在高热稳定

Alvarez-Vasco 等人 以氯化胆碱 （ChCl） 分别和 4 种
[16]

氢键供体 （乙酸、乳酸、乙酰丙酸和甘油） 为原料制
备的 DES 用于阔叶木 （杨树） 和针叶木 （杉木） 的

处理。结果表明，4 种 DES 处理均能选择性地从木材
中提取大量的木质素，其中对杨树平均提取率为
78%，对杉木平均提取率为 58%。提取的木质素纯度

达 95%，与磨木木质素相比相对分子质量较低且分布
[13]

窄，并且缺乏醚键。Liu 等人 以氯化胆碱和二水草
酸组成酸性低共熔溶剂，在 80℃和 800 W 微波辐射下

反 应 3 min， 提 取 的 木 质 素 具 有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低

（913 g/mol）、多分散性窄 （1.25）、纯度高 （约 96%）
等特点，在下游芳香化学品开发中非常具有潜力。Li
等人[39]用 ChCl 与乳酸 （摩尔比为 1∶10） 构成的低共
熔溶剂处理柳木粉，木质素的最佳产率达 91.8%，纯

度为 94.5%。Guo 等人 用甜菜碱-乳酸体系处理木糖
[40]

残 留 物 ， 在 120℃ 下 处 理 2 h， 脱 木 质 素 效 率 高 达

81.6%，所得木质素纯度高、相对分子质量低 （630~
2040 g/mol）、多分散性较宽 （1.07~1.76）。

可见，利用酸性低共熔溶剂提取木质素具有效率

高、所得木质素纯度高、相对分子质量低等特点，该
方法非常具有工业前景，但关于酸性低共熔溶剂提取
木质素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更为高效的低共熔溶剂
体系有待开发。
3

性 [45]、一定的疏水性 [46]、紫外线阻隔性 [47] 和抗氧化活
性 [48]。与高纯度纳米纤维素相比，它与疏水聚合物
基体具有更好的相容性 [49]，所含的木质素可有效增
强复合材料的各项性能，如机械性能、热性能和水
阻隔性能 [50]，因此，含木质素的纳米纤维素具有良
好的实用价值。
在含木质素纳米纤维素制备方面，由于木质素的
交联阻隔特性，未经预处理的木质纤维很难分解到纳
米级。研究表明，对甲苯磺酸 （p-TsOH） 作为一种
强有机酸 （在 20℃时 pKa = −2.8），可以很容易地在

水溶液中提供质子来催化反应，以打开木质素内部及
木质素-碳水化合物之间的醚键和酯键[35]，同时，对
甲苯磺酸的芳环结构特点使其对木质素具有更好的溶
解性，因此对甲苯磺酸溶液可有效溶解和去除原料中
木质素，以促使纤维素纳米纤丝化。Yang 等人[51] 将
p-TsOH 预处理与超声联合处理麦草来制备含木质素
纤维素纳米纤丝 （LCNF）。研究发现，对甲苯磺酸可
有效溶出木质素，并对木质纤维素起到良好的预处理
效果，结合约 6 min 的超声处理便可得到 LCNF，其

直径随超声功率的增大具有减小趋势。将所得 LCNF
与聚乙烯醇 （PVA） 复合成膜，结果表明，该复合膜
与 PVA 膜相比，具有更好的热性能和表面性能，虽

然断裂伸长率略有下降，但拉伸应力和杨氏模量等力

酸水解木质纤维制备含木质素的纳米纤维素
纳米纤维素为一种纤维素基纳米材料，根据形态

可 分 为 纤 维 素 纳 米 晶 体 （CNC）、 纤 维 素 纳 米 纤 丝
（CNF），一般是以木材或非木材为原料经物理、化
学、生物等手段制备而成，具有强度高、质量轻、比
[41]

表面积大、可生物降解等优点 ，在高性能功能材料
[42]

领域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近年来，对其制备与应用

学性能显著提高。Bian 等人[52]选用了高灰分废麦秸为
原 料 进 行 纳 米 纤 维 化 。 首 先 利 用 质 量 分 数 80% 的

p-TsOH 酸溶液在 80℃条件下对废麦秸预处理 20 min，
然后对预处理后所得残渣进行研磨处理，最终得到平

均直径为 57 nm 的 LCNF。Dou 等人[14]也采用了同样的

处理方法对柳树皮颗粒进行了预处理，然后结合胶体

磨处理制得 LCNF，随后将 LCNF 经热压制备了紧密

的薄膜，发现由于残余木质素与树皮中的低分子质量

的开发备受关注。在制备纳米纤维素之前，一般需要

芳香物质和羟甲基糠醛在酸性条件下原位缩合，使得

对木质纤维进行预处理，预处理主要是为了去除木质

柳树皮制成的薄膜具有很高的抗水蒸气性。可见，通

纤维中的木质素、抽提物、半纤维素等

[43-44]

，方法包

过对甲苯磺酸溶液对含木质素生物质原料进行预处

括抽提、气爆、蒸煮、漂白等。经预处理后得到的纤

理，然后结合高压均质、超声等机械手段可以制备出

维素微结构上仍包括结晶区和无定形区，若通过进一

性能优良的含木质素纤维素纳米纤丝。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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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低共熔溶剂对木质纤维素进行预处理以除去

木质素预处理方面表现出了非常优越的性能，这为木

木质素并疏解纤维素间作用力，然后结合高压均质等

质纤维素生物质更加高效的精炼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

物理手段便可制备出性能优越的纳米纤维素。Hong

的思路，未来基于此的新技术开发将会得到广泛的关

[53]

等人 采用氯化胆碱和二水草酸组成的酸性低共熔溶

注。随着新技术新理论的发展，木质纤维素的精炼技

剂从丝瓜海绵的非木材生物质中部分分离木质素和半

术将更加科学和高效，将为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纤维素，然后通过超声处理将得到的富纤维素残渣进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步分解成含木质素的纤维素纳米晶体和纳米纤丝组
分。在最佳反应条件下 （90℃下反应 150 min），得到

纤维素含量为 76.4 % （初始为 51.8 %） 和残余木质素
含量为 10.7 % （初始为 17.8 %） 的固体组分。超声处

理可得到总产率较高的含木质素纳米纤维素，其主要

由平均直径为 28 nm 的细长纤维素纳米纤丝组成。这
种简化的方法也为利用生物质废料 （如麦秸、树枝和

锯末） 生产含木质素的纳米纤维素提供了可借鉴的
方法。
纳米纤维素作为化学生产中重要强化物料以及生
轴、剑麻、木棉、菠萝叶和椰子壳[54]在内的多种一次
废弃物及未漂浆等，均已有较完整的提炼纳米纤维素
的工艺流程，纳米纤维素因其本身具有优良机械性
能、热性能、亲水性而被广泛开发应用，因木质素影
响产品白度和光学性能，通常对木质素进行了脱除，
忽略了木质素对纳米纤维素物理化学性能的改变。研
究证明，含木质素的纳米纤维素薄膜力学性能与完全
漂白材料的力学性能相当，并未因含木质素而受到显
著影响[55]。总的来说，含木质素纳米纤维素的使用不
仅减少了漂白剂的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降低
了纳米纤维素的极性和亲水性，且纳米纤维素的分散
性、热稳定性、疏水性、紫外线阻隔性和抗氧化活性
都在保留残留木质素后得到提高和改良。
结

语

基于木质纤维素生物质资源开发绿色加工技术是
发展可持续的木质纤维素经济的关键。目前，生产平
台化合物、木质素、纳米纤维素的工艺仍存在许多局
限性，如反应条件苛刻、产物得率低、酸回收难等问
题，因此，探索可工业生产的反应工艺以实现木质纤
维素的经济、高效、环保的高值化利用仍是未来一段
时间重要研究方向。开发高效催化效能的固体酸催化
剂对于解决现有酸催化剂存在的回收利用难问题和反
应选择性低、耗能大问题非常具有潜力。低共熔溶剂
所表现出的强木质纤维素处理能力也极具吸引力，但
仍需在更加高效的低共熔溶剂的开发、降低其使用成
本和基础理论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对甲苯磺酸在脱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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