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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对水稻秸秆糖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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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寻环境友好的秸秆预处理方法，提高秸秆等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水稻秸秆为原料，采用 3
种不同的低温等离子体装置：灭菌柜、介质阻止放电及射频电容耦合对其进行预处理，分别对 3 种方法的处理条件
进行优化，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预处理后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能力及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糖化效率。结果表明，与
未处理的秸秆对照相比，3 种方法均可以降低水稻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能力，同时提高秸秆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的糖化率；其中，介质阻挡空气放电对秸秆的处理效果最好，秸秆对酶的吸附率比未处理秸秆的对照组降低了
67.6%，而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糖化率分别比未处理秸秆的对照组提高了 34.6%和 44.7%。该研究为今后利用低温
等离子体预处理秸秆相关技术的改进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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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key issue for utilization of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is the disruption of complex matrix of polymers
to liberate the monosaccharides. Thus, development of pretreatment methods that increase the material digestibility
for the subsequent enzymatic hydrolysis becomes a focu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of rice straw, three low temperature plasma technologies including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terilizer
(LTPS),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DBD), and capacitively coupled radio-frequency discharge plasma
(CCRFD) were employed to pretreat rice straw. Firstly,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each of the three plasma technologi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optimum parameters were found to be: (1)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terilizer: discharging with a power of 360 W and reaction time of 10 min; (2)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discharging in
air with a voltage of 45 V and electric current of 3.53 A; (3) Capacitively coupled radio-frequency discharge plasma:
discharging with a power of 10 W, reaction time of 5 min and discharge pressure of 20 Pa. Secondly, the effects of
plasma pretreatments on enzyme adsorption ability and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of rice straw we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optimum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l of the three plasma pretreatments could
reduce the enzyme adsorption and enhance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of rice straw, among which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had the highest efficiency. Compared to the untreated rice straw,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contributed to a 67.6% reduction of enzyme adsorption, and increases of 34.6% of cellulose saccharification and
44.7% of hemicelluloses saccharification, respectively. The effect of capacitively coupled radio-frequency discharge
plasma on saccharification of rice straw was less than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which led to a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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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of enzyme adsorption, and increases of 22.5% of cellulose saccharification and 19.2% of hemicelluloses
saccharification, respectively. The 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s saccharification of rice straw pretreated by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terilizer were only increased by 12.1% and 14.2%, although the enzyme adsorption of it was reduced by 48.9%.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w temperature plasma pretreatment may partially disrupt the lignin
structure and expose more accessible surface area of cellulose to cellulase. Furthermore, lignin removal could also
reduce unproductive binding of cellulase to lignin. Consequently, it improved enzymatic biocatalysis, increased the
yields of desired products, and recycled more cellulase. Thus,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of
biomass could be remarkably reduced. The present work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low temperature plasma technology in straw pretreatment.
Key words: rice straw; low temperature plasm; pretreatment;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界中最廉价、最丰富的可再
生有机资源，中国每年仅农作物秸秆产量就达到
7×109 t 以上[1-2]。秸秆复杂刚性结构中包裹的有效糖
分可以被转化成许多有价值的产物（乙醇，L-乳酸
等），因此秸秆的高效利用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
破坏秸秆内聚合体的复杂结构并释放出更多的单
糖，是秸秆利用技术中一个首要的难题，所以发展
秸秆预处理技术，提高后继酶水解效率是该领域研
究的焦点[2-4]。目前，非催化汽爆、稀酸水解、湿氧
化和氨化等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木质纤维素的预处理
研究中[5-8]。这些方法的中心思想均是去除和改变半
纤维素及木质素，降低纤维素的结晶度，增加酶或
微生物与秸秆接触的表面积[9-10]。然而，大部分的
预处理方法具有以下缺点：需要高温/高压，能耗较
高；需要加入一定剂量的化学试剂，会对后继酶或
微生物发酵产生毒害作用；而有毒物质的去除又会
使得处理方法繁琐且成本高昂。因此，探寻环境友
好、且能应用于秸秆预处理的新技术，是提高秸秆
原料利用效率、实现秸秆资源多级利用的必经途径。
低温等离子是随着科技发展应运而生的一项重
要技术，可以使物质通过吸收电能进行气相干式化
学反应，具有节水省能、有效利用资源、有益环境
保护的绿色化学特征[11]，已广泛应用于材料、化工、
纺织及环保等领域[12-14]。其所含有的高能粒子，一
般具有约为几至几十电子伏特能量，大于聚合物材
料分子的结合键能(几至十几电子伏特)，完全可以
使有机大分子链发生断裂[15]。因此，常被应用于材
料的表面改性处理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物
理过程看，低温等离子体粒子可以将自身的能量传
递给材料表面的原子或分子，在表面产生刻蚀、解
吸、溅射、掺杂等过程；从化学过程看，低温等离
子体在材料表面产生自由基，通过自身所具有的自
由基离解能引起材料表面各种化学反应，如脱氢、
加成、氧化等[16-18]。通过上述 2 种过程，达到改善
材料表面的亲水性、黏合性以及吸附性的目的。目

前，低温等离子技术在秸秆转化中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 2 方面[19-23]：(1)通过低温等离子体改性秸秆
表面，提高秸秆胶合强度，解决其在复合材料产业
利用中胶合困难的问题。(2)利用低温等离子体，进
行生物质液化新技术研究。已有研究报道表明[22]：
低温等离子体处理可以有效破坏秸秆表面的弱界面
层，并引入羟基、羰基和羧基等含氧官能团，从而
提高秸秆的表面活性。然而，将低温等离子技术应
用于秸秆预处理，通过改善秸秆表面结构，提高其
后继酶糖化效率的研究，目前还鲜有报道。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根据放电原理的不同，
选用低温等离子灭菌柜、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和
射频电容耦合等离子体 3 种不同装置对秸秆进行预
处理。分别对 3 种处理方法的条件和参数进行了优
化，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预处理后秸秆对纤维素酶
的吸附能力以及秸秆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糖化
率，旨在综合评价 3 种低温等离子装置对水稻秸秆
的预处理效果，以期为后继相关技术的改进和深入
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低温等离子体装置及试验设计
3 种低温等离子装置均由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
物理研究所低温等离子体应用研究室研制。
1.1.1 低温等离子灭菌柜 如图 1 所示，低温等离
子灭菌装置主体为两个不锈钢圆柱电极，内径约
150 mm，深度 300 mm。内电极接射频电源，外电
极接地，由于内电极是网状结构的，在两电极之间
产生的等离子体通过扩散进入内电极腔体，形成均
匀的等离子体，从而与样品支架台上的样品进行反
应。放电条件：采用 13.56 MHz 的射频（RF）电源，
功率 360 W。
试验设计：通过单因子试验考察不同预处理时
间（0~30 min）对水稻秸秆纤维素糖化率、半纤维
素糖化率以及纤维素酶吸附能力的影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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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温等离子灭菌装置
Figure 1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terilizer

图 2 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装置
Figure 2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1.1.2 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装置（DBD） 图 2 为试
验装置示意图，采用介质阻挡放电形式，放电在两
个不锈钢平板电极间发生，电极直径为 5 cm，上、
下电极分别覆盖直径为 10 和 9 cm 的石英玻璃培养
皿作为阻挡介质，介质厚度分别为 2 和 1 mm。试
验中放电间距取为 4 mm。电压测量采用 Tek6015A
高压探头，带宽 75 MHz，分压比 1000︰1；电流测
量取串联在回路中的阻值为 0.0256 Ω 的无感电阻两
端的电压；放电电量通过测量电路中电容值为 0.47
μF 两 端 的 电 压 。 测 量 的 信 号 存 储 到 二 通 道 的
Tektronix TDS 3032B 数字示波器中，其带宽 300
MHz，采样频率为 2.5 GHz。放电条件：电源为 μs
级中频谐振高压电源，输出电压峰值最高 30 kV；
频率范围 42~70 kHz，试验中电源频率设定为 60
kHz；采用多种气体放电，包括：空气、氮气、氦
气、氩气以及氦气和氧气的混合气（流量比为 500
mL/min︰16 mL/min）。不同气体放电时的最佳电压
和电流见表 1。
试验设计：（1）根据表 1 中气体的放电电压和
电流，考察上述 5 种不同气体在相同的放电时间下
（10 min）对水稻秸秆预处理效果的影响。（2）基
于 1）获得最佳放电气体，通过单因素试验考察不
同放电时间（0~30 min）对秸秆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1.1.3 射频电容耦合等离子体（CCRFD） 如图 3
所示，试验装置主要由供气系统、真空系统、电源
系统以及反应室等部分组成。在该试验装置上，真
空泵可使反应室达到 2 Pa 的本底真空。反应室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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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直径为 20 cm，高为 15 cm，主体由不锈钢制
成。在反应室正面有一个活动的样品窗口兼石英玻
璃制成的观察窗口。试验中样品通过样品窗口进出
反应室，通过观察窗口观察反应室中的等离子体状
态以及获取等离子体放电过程中的光谱信息。反应
室内部有两块平行不锈钢板，它们为等离子体放电
时的上下极板。上极板直径为 9 cm，试验时接射频
电源；其内部中空，试验中通入冷却水对其进行水
冷。下极板直径 10 cm，同反应室外壳一起接地。
上下两极板之间的距离一直保持在 5 cm。放电条
件：电源系统为 13.56 MHz 射频电源；电源功率可
调为 0~30 W。
表 1 不同气体放电的最佳电压和电流
Table 1 Optimum gas discharging electric voltage and current
放电气体
电压 U/V
电流 I /A
Discharging gas
45
3.53
空气 Air
氮气 Nitrogen

45

3.53

氦气 Argon

45

1.60

氩气 Helium

45

1.36

氦气/氧气 Helium/Oxygen

45

1.36

Figure 3

图 3 射频电容耦合等离子装置
Capacitively coupled radio-frequency plasma

试验设计：（1）在放电电压 20 Pa，放电时间
10 min 的条件下，考察放电功率（0~30 W）对水稻
秸秆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2）基于（1）中获得的最
佳放电功率，通过单因素试验考察不同放电时间
（0~30 min）对秸秆预处理效果的影响。
1.2 试验原料
农业废弃物—水稻秸秆取自本试验室试验田
（2012 年 10 月收割后），秸秆收集后在室外晾干，
粉碎至 20~40 目，常温下密封保存。表 2 为水稻秸
秆的组成成份。固体质量分数为 94.6％，其中 70.1
％为中性洗涤纤维，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
质量分数分别为总固体的 33.4%、16.2%和 8.9%。
1.3 试验方法
1.3.1 低温等离子处理秸秆 秸秆分别在上述 3 种
低温等离子装置中进行预处理。利用单因子试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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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每种装置不同的操作条件对秸秆后继糖化率的影
响。分别称取 1.0 g 秸秆粉，平铺于直径为 10 cm 的
石英玻璃培养皿中，放置在反应腔内，反应结束后，
直接将各组样品进行下一步酶解试验。每组试验 3
个平行。
表 2 水稻秸秆化学成分（以干物质计算）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calculated by dry weight) of
rice straw
成分
质量分数/%
Composition
Content
5.4±0.2
水分 Moisture
干物质量 Total solids

94.6±0.2

挥发性物质含量 Volatile solids

83.8±0.2

灰分 Ash

16.2±0.2

纤维素 Cellulose

33.4±0.9

半纤维素 Hemicellulose

16.2±0.2

酸溶木质素 Acid-soluble lignin

2.1±0.0

酸不溶木质素 Acid-insoluble lignin

6.8±0.8

1.3.2 秸秆的纤维素酶水解 纤维素酶是由广州东
莞高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惠赠的李氏木酶纤维素酶
液（高宝纤维素酶）。该酶葡萄糖内切酶（CMC 糖
化酶）活力、滤纸酶活力、纤维二糖酶活力和半纤
维素酶活力分别为 5.82×104 U·mL-1、826 FP U·mL-1、
9.1 U·mL-1 和 285 U·mL-1。酶解试验在 100 mL 的锥
形瓶中进行，由 1.0 g 秸秆、600 μL 纤维素酶液和
20 mL 醋酸缓冲溶液（pH 4.8）组成。其中，缓冲
溶液中添加 40 mg·L-1 四环素类抗生素和 30 mg·L-1
放线菌酮以防止微生物的污染。混合物放置气浴摇
床中 40℃酶解，摇床转速为 110 r·min-1。酶解 100 h
后，样品收集并离心用于糖含量分析。每组试验 3
个平行，以未经低温等离子体预处理的水稻秸秆为
对照。
1.3.3 纤维素酶吸附试验 将秸秆样品称量并一次
加入醋酸缓冲溶液和纤维素酶液，放入 100 mL 锥
形瓶中于气浴摇床中 40℃吸附，摇床转速为 110
r·min-1。以不加入秸秆样品的为对照。培养 90 min
后[24-25]，取样并于 15000 r·min-1 离心 10 min，并测
定上清液中葡萄糖内切酶酶活。每组试验 3 个平行。
1.4 分析测试及计算方法
葡萄糖浓度由 SBA-40C 生物传感器（山东省科
学院生物研究所）进行分析，将收集到的上清液稀
释后用针管吸出 25 μL，注入传感器中即可。木糖
含量利用间苯三酚法测定 [26]。葡萄糖内切酶（CMC
糖化酶）活力测定按照 Mandels 的方法[27]。
分别在葡萄糖和木糖产量的基础上，计算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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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纤维素糖化率（CS）和半纤维素糖化率（HS）。
CS 是指生物质（未处理或处理过的水稻秸秆）所含
纤维素中被消化纤维素所占的总量。纤维素在水解
过程中因水的加入而产生的误差，可以通过葡萄糖
量乘以系数 0.9 进行修正[28]。具体见下式：
CS% =

葡萄糖量（g）× 0.9
× 100%
秸秆中纤维素的量（g）

尽管半纤维素是由多种糖组成的聚糖混合物，
但因木糖是水稻秸秆半纤维素中最重要的糖，也是
含量较高的糖[29]，因此水稻秸秆的 HS 由木糖进行
计算，计算公式如下[30-31]：
木糖的量（ g）× 0.88
HS% =
× 100%
秸秆中半纤维素的量（ g）

2

结果与分析

低温等离子灭菌柜处理秸秆的条件优化
低温等离子灭菌柜的主要特点是能够大批量处
理样品，但由于是在低气压下放电，因此需要抽真
空。内外两电极之间产生的等离子体，通过网状的
内电极扩散进入反应腔，形成均匀的等离子体，与
样品支架台上的秸秆进行反应。由于电源功率不可
调，固定为 360 W，因此只能通过调节放电时间对
处理效果进行研究。
2.1

图 4 低温等离子灭菌柜处理时间对秸秆糖化率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reaction time on straw saccharification in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terilizer

图 4 为反应时间对秸秆糖化率的影响，可以看
出无论纤维素糖化率还是半纤维素糖化率，均随放
电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马鞍形曲线，在 10 min 时两
者均达到最大值，而 25 min 时又达到第 2 个相对较
小的波峰。有关研究表明处于非热力学平衡状态下
的低温等离子体中，电子具有较高能量，其加热和
刻蚀作用可以断裂材料表面分子的化学键，提高其
他粒子的化学反应活性[32]。同时低温等离子体可以
发射出红外光、可见光和紫外光[33]，尤其是紫外光
的比例大、强度高，被秸秆吸收后容易在表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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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从而减弱和破坏木质纤维素微纤维之间的
连接。因此，在一定的反应时间内，低温等离子的
处理有利于秸秆表面结构的破坏，增加秸秆酶解的
糖化率。然而，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自由基引起
的一系列反应继续进行，而纤维素分子之间也不可
避免的产生交联甚至聚合反应，因此反而增加了纤
维素酶解的难度，出现图中的波谷。
2.2 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处理秸秆的条件优化
与电子束辐射相比，介质阻挡放电设备结构简
单、系统造价低，且由于电极间绝缘介质的存在，
避免了电晕放电过程中易出现的局部放电或弧光放
电，系统可靠性强[34-35]。本研究中使用的介质阻挡
放电等离子体装置可以适用于多种气体的放电，且
放电时不需要抽真空，方便适用。可以通过选择适
合的气体和控制反应时间，从而考察秸秆的处理效
果。
本研究分别选择空气、氮气、氦气、氩气以及
氦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作为放电气体对秸秆进行预
处理。图 5 为上述各气体放电 10 min 对秸秆酶解的
效果，可以看出各种气体放电处理，对秸秆的糖化
率均比对照高，其中空气处理的效果最佳，尤其是
对半纤维素的糖化率影响较大。氮气和氩气相当，
尽管在试验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氦气的放电是最均匀
的，但是其对秸秆的处理效果相对较差。利用 Excel
软件中单因素方差分析命令，分别对未处理秸秆和
不同气体处理的秸秆组中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空气组、氮气组以及氩气组纤维素糖化率及
半纤维素糖化率 F 统计量值分别为 2901.34 和
1900.01、331.9 和 34.62、484.90 和 73.02，均大于
临界值 F0.05 = 7.71 和 F0.01 = 21.20，说明以空气、氮
气和氩气作为放电气体进行预处理，秸秆的纤维素
糖化率和半纤维素糖化率均与未处理的对照组有极
显著性差异。此外，氦气组和混合气体组（氦气和
氮气）的纤维素糖化率与半纤维素糖化率 F 统计量
值分别为 28.20 和 3.10、7.51 和 19.96。说明氦气对
纤维素糖化率具有极显著影响，而混合气体组对半
纤维素糖化率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对不同放电气体
各组之间的方差分析表明：只有空气组与其他各组
中的纤维素糖化率及半纤维素糖化率均存在极显著
性差异。这进一步说明，相对于其他气体，以空气
作为放电气体能够极显著的改善水稻秸秆的预处理
效果，使得秸秆纤维素糖化率及半纤维素糖化率得
到明显提高。
以空气为载体进行放电，其放电时间对秸秆的
处理效果的影响见图 6。与低温等离子灭菌柜的处

大

学

学

报

2014 年

理情况相似，当空气放电对秸秆处理 10 min 时，秸
秆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糖化率均最好，分别为
38.9%和 20.4%。

预处理的各组放电电压均为 45 V，电流分别为：空气
3.53 A，氮气 3.53 A，氦气 1.60 A，氩气 1.36 A，氦气/氧气
1.36 A
Discharge voltages of different groups in pretreatments
were of 45 V, and electric current were: air, 3.53; nitrogen, 3.53;
argon, 1.60A; helium, 1.36; helium/oxygen, 1.36
图 5 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中不同放电气体对秸秆糖化
率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discharging gases on straw saccharification in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图 6 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反应时间对秸秆糖化率影响
Figure 6 Effect of reaction time on straw saccharification in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图 7 射频电容放电等离子体放电功率对秸秆糖化率影响
Figure 7 Effect of discharging power on straw saccharification
in capacitively coupled radio-frequency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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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射频电容放电等离子体放电时间对秸秆糖化率影响
Figure 8 Effect of reaction time on straw saccharification in
capacitively coupled radio-frequency discharge

射频电容放电等离子体处理秸秆的条件优化
射频电容放电等离子体装置相对复杂，气体放
电在低压下进行，因此需要真空处理。与低温等离
子灭菌柜不同的是，放电过程中的离子及所发射的
光是直接作用于样品表面，而不需要经过扩散，因
此，放电区域内的活性粒子密度相对较高。可以通
过调控放电功率和放电时间对样品进行处理。
图 7 是放电气压在 20 Pa，放电时间 10 min 的
条件下，不同放电功率对秸秆处理效果的影响。可
以看出随着放电功率的增大，秸秆的糖化率也有所
提高，当功率达到 10 W 时而达到最大，而继续增
加功率，糖化率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同样如图 8
所示，在放电气压 20 Pa，放电功率 10 W 时，处理
5 min 的秸秆糖化率最高，继续增加时间反而降低
了秸秆的酶解效果。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功率和反应
时间的增加，输入反应器的能量增大，产生的高能
电子和自由基增多，放电区域内活性粒子的密度提
高，这些活性组分在电场作用下定向迁移时增大了
与秸秆的碰撞几率，因此反应腔内粒子的刻蚀等物
理作用以及高能粒子对表面分子化学键的断链等化
学作用加强，使得秸秆表面覆盖的蜡质甚至木质纤
维素本身的复杂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破坏，增加
了纤维素酶与纤维的接触面积，促进糖化率的提高。
然而有关研究表明[36]，随着处理功率的增加，高能
粒子具有很高的化学活性，可以参加各种化学反应，
除直接促使样品表面发生聚合外，还可以使表面分
子之间形成交联，从而增加样品的机械和物化性能。
因此在本研究中，随着功率和反应时间的增加，反
而得到了较低的秸秆糖化率。
2.4 3 种低温等离子处理前后秸秆对纤维素酶吸附
能力的变化及糖化率比较
在生物质资源的利用，尤其是燃料乙醇的生产
过程中，纤维素酶的成本十分高昂，而预处理技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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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后继酶的催化效率、用量以及回
收问题[26]。因此，综合考虑目标产物的得率和纤维
素酶的用量，是评估预处理方法可行性的一个重要
的指标。酶解体系液相中葡萄糖内切酶（CMC 糖化
酶）酶活力的变化可以用于评估秸秆吸附纤维素酶
的能力[24,27]。基于此，本研究考察了预处理前后秸
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率以及酶解后样品纤维素、半
纤维素糖化率，并共同罗列在图 9 中进行比较。秸
秆的 3 种预处理均在 3 种低温等离子的优化条件下
进行，即：1）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柜电源功率 360 W，
处理 10 min；2）介质阻挡放电，以空气为放电气
体，电压 45 V，电流 3.53A，处理 10 min；3）射频
电容放电，放电气压 20 Pa，放电功率 10 W，处理
5 min。吸附率、纤维素糖化率及半纤维素糖化率的
测定结果为 3 组平行的平均值。

图 9

3 种低温等离子对水稻秸秆吸附纤维素酶能力及糖化
率的影响
Figure 9 Effect of plasma pretreatments on enzyme adsorption
ability of rice straw

分析图 9 数据可以得知，酶解 90 min 后，未经
预处理的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率为 78.6%，远远
高于低温等离子处理后的秸秆；而其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的糖化率却均低于等离子处理后的秸秆，分别
为 28.9%和 14.1%。3 种低温等离子装置中，经介质
阻挡放电预处理的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率最低
（仅为 25.5%），比对照降低了 67.6%；而其纤维素
和半纤维素糖化率却最高，分别达到了 38.9%和
20.4%，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34.6%和 44.7%。射频电
容放电预处理的效果次之，其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
附率降低了 58.4%，而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糖化率分
别提高了 22.5%和 19.1%；低温等离子体灭菌柜处
理效果一般，纤维素糖化率和半纤维素糖化率只分
别提高了 12.1%和 14.2%，尽管其处理后的秸秆对
酶的吸附降低了 48.9%。分别对未处理秸秆和 3 种
等离子体处理的秸秆组中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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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纤维素酶吸附率、纤维素糖化率及半纤维
素糖化率经低温等离子灭菌柜、介质阻挡放电和射
频电容放电后 F 统计量值分别为 7973.22、561.80
和 177.05，44748.02、4530.05 和 1009.83，24876.64、
1552.36 和 252.35，均大于临界值 F0.05 = 7.71 和
F0.01 = 21.20，说明通过 3 种等离子体技术对水稻秸
秆进行预处理，均能够对秸秆的纤维素酶吸附能力、
纤维素糖化率和半纤维素糖化率产生极显著的影
响。此外，对 3 组经预处理的秸秆之间进行方差分
析得出：除了射频电容放电和低温等离子体对秸秆
半纤维素糖化率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之外（F 统
计量值为 17.06），其余各组之间均存在极显著性差
异（F 统计量值均远高于 F0.01 = 21.20）。综合图 9
试验结果可知，相对于低温等离子灭菌柜和射频电
容放电技术，介质阻挡放电对水稻秸秆的预处理效
果具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
木质素是水稻秸秆的天然屏障，不仅能够阻止
纤维素酶和纤维素成分的有效结合，而且其本身对
纤维素酶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降低了体系中纤维
素酶的有效浓度[10]。由图 9 可知，3 种低温等离子
体预处理方法均可以降低水稻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
附，并提高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糖化率。其主要原
因可能是：3 种低温等离子体装置在预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活性粒子（电子、光子、自由基等）可以通
过轰击、刻蚀等作用破坏水稻秸秆表面的木质素、
蜡质等天然抗降解屏障，增加纤维素的可及度。因
此，经过预处理后的秸秆中木质素对纤维素酶的无
效吸附减少，同时木质素的破坏增加了纤维素与酶
的接触面积，导致水稻秸秆糖化率增加。
经过综合比较可以得知：在 3 种等离子体装置
中，介质阻挡放电预处理后的秸秆不仅能够明显减
少酶的吸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纤维素酶的
酶解效率，这对于实际应用中酶的回收、用量以及
成本都是有利的。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与
不同的低温等离子体装置所产生的高能粒子密度和
强度有关。介质阻挡放电所产生的粒子能够更有效
的破坏秸秆表面木质素结构，减少了木质素以及蜡
质等提取物对纤维素酶的无效吸附，使得更多的酶
残留在溶液中。而低温等离子灭菌柜，由于其所产
生的离子是通过扩散的形式进入反应腔内，因此作
用于秸秆上的粒子密度和强度都相对较低，处理效
果一般。

3

讨论
在本研究考察的 3 种低温等离子体中，介质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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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放电是通过绝缘介质插入放电空间的气体放电，
具有很高的击穿电场强度、高电子密度以及特殊的
光、热、电、自溅射等物理化学过程。因此，相对
射频电容放电和低温等离子灭菌柜，其对水稻秸秆
表面木质纤维素结构的加热和刻蚀作用更加明显，
能够更有效的断裂秸秆表面分子的化学键；通过减
弱和破坏水稻秸秆表面的木质素、蜡质等结构，减
少此类秸秆对纤维素酶的无效吸附，提高酶分子对
纤维素的可及度以及水稻秸秆的糖化率。同时，介
质阻挡放电还具有设备结构简单、系统造价低、可
靠性强、适用于多种气体放电、不需要抽真空及方
便适用等特点，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与低温等离
子灭菌柜不同，射频电容放电在两电极之间产生的
等离子体不需要通过扩散进入反应腔内再与秸秆上
化学键反应，其所产生的离子与所发射的光是直接
作用于样品表面，因此放电区域内的活性粒子密度、
作用强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秸秆糖化率都相对高于低
温等离子灭菌柜。然而，3 种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对
水稻秸秆的预处理作用机理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秸秆
结构成分、纤维素结晶区变化等方面的表征以及低
温等离子体在线监测技术的完善等 2 方面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验证。
此外，改变和去除木质纤维素结构的天然屏障，
一直是生物质资源高效炼制研究领域的重点[37]。由
于低温等离子体中的绝大多数活性粒子能量高于生
物质原料中常见的化学键键能[38]，因此在合适的条
件下，其具有足够的能量断开生物质原料中的化学
键。在生物质炼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与微
波纯水相预处理技术相比[3]，介质阻挡放电预处理
水稻秸秆具有以下优势：（1）可以获得更高的纤维
素糖化率（微波处理为 37.8%，介质阻挡处理为
38.9%）以及与微波处理效果相当的半纤维素糖化
率（微波处理为 20.2%，介质阻挡处理为 20.4%）
。
通过方差分析可知：2 种方法对纤维素糖化率的影
响具有极显著性差异（F 统计量值为 25.13，大于临
界值 F0.01 = 21.20）
。（2）介质阻挡放电能更有效减
少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率（微波处理为 27.82%，
介质阻挡处理为 25.5%，方差分析得到 F 统计量值
为 199.01，大于临界值 F0.01 = 21.20）
。（3）介质阻
挡放电技术具有反应速度快、温度低、能量高、低
腐蚀性、低成本等一系列优点。
尽管如此，目前利用低温等离子体对木质纤维
素类原料进行预处理的研究还较少。相对于传统的
化学酸碱处理法，低温等离子技术预处理秸秆的效
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针对木质纤维素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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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特点，选择合适的低温等离子技术，并且设
计结构和大小更为合理的低温等离子体处理装置；
或将低温等离子体预处理技术与其他生物质炼制技
术相结合，设计合理的工艺流程，发挥该技术清洁、
高能量反应的优势，将成为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4

结论

本研究选择了 3 种不同的低温等离子装置对水
稻秸秆进行预处理，在对 3 种处理方法进行优化的
基础上，考察了预处理后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能
力以及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糖化率，并将结果与未
经处理的秸秆进行比较，主要结论如下：
（1）3 种低温等离子装置均可以显著降低水稻
秸秆对纤维素酶的吸附能力（比未处理秸秆的对照
组降低 48.9~67.6%），同时明显提高秸秆中纤维素
糖化率（比未处理秸秆的对照组增加了 12.1~34.6%）
和半纤维素糖化率（比未处理秸秆的对照组增加了
14.2~44.7%）
。
（2）介质阻挡空气放电对秸秆的处理效果最
好，能够有效减少秸秆对酶的吸附（比对照降低了
67.6%）
，同时极显著的提高纤维素酶的酶解效率，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糖化率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34.6%
和 44.3%。射频电容放电处理的效果次之，低温等
离子灭菌柜处理效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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