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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预处理条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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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效果，根据餐厨废弃物生物质组分特点及不同酶作用条件，以固形颗粒去

除率、还原糖含量及淀粉水解率为衡量指标，调整并优化了复合酶解配方及作用条件。结果表明，在以液化酶、糖
化酶、纤维素酶和脂肪酶为配方组成的复合酶作用下，按照每克干重（TS）餐厨废弃物分别添加液化酶 9 U·g-1、
糖化酶 150 U·g-1、纤维素酶 45 U·g-1 和脂肪酶 150 U·g-1；酶解工艺为：将分选后去除非生物质组分的餐厨废弃物进
行粉碎匀浆，先投加脂肪酶并于 40℃酶解 24 h，再投加液化酶、糖化酶及纤维素酶于 55℃酶解 90 min。本研究所
建立的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预处理方法有助于提高其后续厌氧发酵效率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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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for multi-enzyme hydrolysis of foo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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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multi-enzyme hydrolysis of food waste, the composition and hydrolysis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based on the biomass components of food waste and the conditions of enzymatic reactions.
The whole solid removal rate, reducing sugar content and hydrolysis rate of starch were determined. The optimum
parameters for the food waste hydrolysis were: the mixed enzyme was composed of α-amylase, α-1,4-glucan glucohydrolase, cellulase and lipase. The dose of each enzyme was 9, 150, 45 and 150 U/g,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total
solid (TS) weight of the food waste. The food waste was first digested by lipase at 40℃ for 24 h, and then α-amylase,
α-1,4-glucan glucohydrolase and cellulose were added for additional digestion at 55℃ for 90 min.
Key words: food waste; multi-enzyme hydrolysis; pretreatment; anaerobic digestion
中国餐厨废弃物年产生量超过 5000 万 t，其资
2

行厌氧发酵时，如采用传统针对粪污等原料的一步

源浪费相当于 233 万 hm 玉米的能量产出和 200 万
hm2 大豆的蛋白质产出，可养活 2～3 亿人 [1-4]。餐

法直接厌氧发酵工艺，常由于餐厨废弃物组分极易
水解酸化，致使发酵系统有机酸积累过快，pH 值下

厨废弃物含有大量淀粉、糖类、蛋白质、油脂等营
养物质，以及氮、磷、钾、钙及多种微量元素，是

降过低而导致不适合产甲烷菌生长，系统效率下降
甚至崩溃。同时，所含油脂的水解产物为长链脂肪

良好的生物质资源，可用于好氧堆肥、厌氧发酵产
甲烷和氢气、生产微生物油脂及乙醇等 [5-13]。在进

酸（LCFAs）和甘油。LCFAs 会吸附于厌氧菌的细
胞壁或细胞膜上，干扰其运输或防御功能，还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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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活性污泥流失，从而对厌氧消化过程产生明显的

粗脂肪采用索氏标准抽提法[30]；固形颗粒物含量测

抑制作用[14-17]。尽管工程上可采取降低有机负荷或
延长水力滞留时间的方式来解决，但都会带来厌氧

定采用离心分离、重力法；还原糖含量测定采用
DNS 法[31]；淀粉含量测定采用盐酸水解法[32]；餐厨

工程效率降低、工程投资增加的问题。因此，大量
研究报道采用酸、热、酸-热结合、高温水解、高压

废弃物热值采用氧弹法，采用美国 Parr 公司 6300
型量热仪测定。

-低压、冷冻-融化、微波、超声波、巴氏杀菌等方
法对餐厨废弃物先进行预处理[18-26]，再进行厌氧发

1.2.2 复合酶配方的调整

酵，可获得良好的试验效果。但这些方法实际应用
中往往存在能耗、设备投资、预处理成本以及对后
续发酵微生物的影响等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在研究团队前期开发的复合酶
解预处理技术 [27-28]基础上，本研究针对餐厨废弃物
不同组分特点，对复合酶配方及作用条件进行调整
及优化，建立基于不同油脂含量的餐厨废弃物复合
酶解配方及应用条件，以期提高后续厌氧发酵效率
及系统运行稳定性。

主的复合酶配方，以及每克餐厨废弃物添加液化酶
6～10 U、糖化酶 50～200 U、蛋白酶 20～50 U、纤
维素酶 20～50 U，温度 50～60℃，时间 2～4 h 的
基本酶解工艺参数。但考虑到一方面，餐厨废弃物
中通常含有 3～5%的油脂，且蛋白酶会抑制其他酶
的催化活性；另一方面，蛋白质在厌氧环境下的降
解速度相对较快，而油脂的降解速度相对较慢 [33]，
且其水解产物会对厌氧发酵过程产生一定的抑制作

1.2.3 复合酶解条件的优化设计 （1）复合酶解顺

1.1 材料
1.1.1 餐厨废弃物及接种物

餐厨废弃物取自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食堂中
午时段，接种物为本试验室 35℃培养的正常厌氧活
性污泥。其基本理化性质参见表 1。
表 1 餐厨废弃物及接种污泥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waste and sludge
样品 Sample
油脂/% Fat
TS/% VS/%
pH

1.1.2

初步建立以液化酶、糖化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为

用。因此，在调整后的复合酶配方中增加脂肪酶，
同时去除蛋白酶。

1 材料与方法

餐厨废弃物
Food waste and sludge
接种物 Inoculum

本团队前期研究[27-28]已

15.75

87.95

6.34

4.28

13.43

47.39

8.50

0

主要试 剂 与药 品

液化 酶 （酶 活≥ 50000

-1

U·g ）
、糖化酶（酶活≥300000 U·g-1）均为食品级，
购于南京添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纤维素酶购于东
莞高宝技术有限公司，其葡萄糖内切酶活力、滤纸
酶活力分别为 5.82×104 U·mL-1、826 FPU·mL-1；脂
肪酶（酶活≥200000 U·g-1 ），为假丝酵母脂肪酶
LS20，购于北京凯泰新世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各
酶酶活均为商品酶活，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序。由于脂肪酶的适宜酶解温度较低（30～45℃）
、
pH 值较高（6.0～10.0），而液化酶、糖化酶等的适
宜酶解温度较高（50～80℃）、pH 值较低（3.5～5.0）
。
因此，在进行复合酶解时，先添加脂肪酶进行酶解，
再添加液化酶、糖化酶和纤维素酶进行复合酶解。
（2）复合酶解效果评价。参考前期研究结果及
不同酶产品推荐的使用条件，首先通过单因素试验
确定不同酶的适宜酶用量、酶解时间及酶解温度，
再对所获得的适宜酶解条件进行综合试验验证，确
定最佳酶解条件。复合酶解的作用主要是将餐厨废
弃物中淀粉、纤维素、油脂等大分子有机物水解为
易于被厌氧分解的还原糖、挥发性有机酸（VFAs）
等。因此选择固形颗粒去除率、还原糖含量及淀粉
水解率等来衡量复合酶解效果，进而确定适宜的酶
解条件。
（3）复合酶解单因素试验设计。针对复合酶用
量的单因素试验水平设计见表 2。其他酶解条件为：
经人工分选、粉碎匀浆之后的餐厨废弃物用量为
500 g，脂肪酶 40℃酶解 24 h，液化酶、糖化酶和纤
维素酶 60℃酶解 2 h。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总固体（TS）及挥发性固体（VS）

含量测定采用重量法 [29]；pH 值采用数显 pH 计测定；
表 2 复合酶添加量试验水平设计
Table 2 Experimental design of added ratio on multi-enzyme hydrolysis

U·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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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 Lipase

液化酶 α-amylase

A1

0

0

0

0

B1

50

3

50

15

试验组 Treatment group

糖化酶 α-1,4-glucan

125
纤维素酶 Cellulase

C1

100

6

100

30

D1

150

9

150

45

E1

200

试验组
Treatment group
A2

12
200
60
表 3 复合酶解时间试验水平设计
Table 3 Experimental design on multi-enzyme hydrolysis time
脂肪酶/h
液化酶、糖化酶和纤维素酶/min
Lipase
Mixture of α-amylase, α-1,4-glucan and cellulase
0
0

B2

8

30

C2

16

60

D2

24

90

E2

36

120

试验组
Treatment group
A3

表 4 复合酶解温度试验水平设计
Table 4 Experimental design on multi-enzyme hydrolysis temperature
脂肪酶/h
液化酶、糖化酶和纤维素酶/min
Lipase
Mixture of α-amylase, α-1,4-glucan and cellulase
30
45

B3

35

50

C3

40

55

D3

45

60

E3

50

65

在确定适宜的复合酶添加量的基础上，针对复
合酶解时间的单因素试验水平设计见表 3，试验采
用的酶解温度仍为脂肪酶 40℃、其他酶 60℃，餐厨
废弃物用量为 500 g。
1.2.4 复合酶解优化条件验证试验设计

验证试验

是在以上单因素试验确定的最佳酶解条件下进行酶
解量扩大的重复试验，以验证所得参数的重复性，
同时为后续厌氧发酵工艺制备原料。餐厨废弃物用
量为 5000 g。

2 结果与分析
2.1 复合酶解用量对酶解效果的影响
在试验设计的不同复合酶用量条件下，各组固
形颗粒去除率、还原糖及淀粉水解率变化见图 1。

℃

图 1 复合酶用量对餐厨废弃物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the added ratio on multi-enzyme hydrolysis

可以看出，从未添加任何复合酶解的 A1 组至
添加量最高的 E1 组，其固形颗粒去除率、还原糖
及淀粉水解率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最高可分别
达 56.84%、16.14%及 96.27%。说明随着复合酶用
量的增加，在试验设计条件内，餐厨废弃物主要组
分被较彻底的水解为还原糖及有机酸等小分子。但
也可以看出，C1 组水解效果显著优于 B1 组，但与
D1、E1 组差异并不明显，说明随着复合酶用量的
线性增加，水解率增加并不明显。因此综合酶解效
果，从稳定性及酶成本的方面考虑，选择 D1 组复
合酶用量为适宜条件，即复合酶用量分别为：脂肪
酶 150 U·g-1、液化酶 9 U·g-1、糖化酶 150 U·g-1 和纤
维素酶 45 U·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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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率，还原糖及淀粉水解率分别达到 55.07%，
16.95%和 96.19%的最高值。但当酶解温度进一步提
高时，其各项水解指标均有较大程度下降。根据试
验采用酶产品的使用说明，其原因可能是糖化酶耐
热性较差，酶解温度高于 60℃、酶解时间超过 45
min 时，酶活易损失。同时也发现，脂肪酶解温度
40℃、其他酶解温度 55℃的 C3 试验组，其各项酶
图 2 酶解时间对餐厨废弃物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the multi-enzyme hydrolysis time on the
enzymolysis of food waste and sludge

2.2 复合酶解时间对酶解效果的影响
按照以上试验确定的适宜复合酶用量，并设置
酶解温度仍为脂肪酶 40℃、其他酶 60℃，分别取不
同酶解时间下样品，测量固形颗粒、还原糖及淀粉
含量，并计算其相应转化率，结果见图 2。
图 2 的结果表明，随着酶解时间的延长，试验
各组的固形颗粒去除率、还原糖及淀粉水解率均呈
现持续增加的趋势，至脂肪酶酶解 36 h，其他酶酶
解 120 min 时，
其相应数据分别达到 57.16%、15.49%
及 95.83%，同样说明餐厨废弃物得到了较为彻底的
水解。但比较各组数据可以看出，试验组 D2 数据
均高于 C2，但与 E2 组试验数据无显著差异。因此
从能耗及效率的方面考虑，选择 D2 组酶解时间为
适宜条件，即脂肪酶酶解 24 h、其他酶酶解 90 min。
2.3 复合酶解温度对酶解效果的影响
根据复合酶产品的推荐使用条件，按照 5℃的温
度梯度，研究了脂肪酶从 30～50℃、其他酶从 45～
65℃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复合酶解效果，结果见图 3。

解数据与 D3 组相当。因此，选择 C3 组为适宜的酶
解温度。
2.4 复合酶解最佳条件的验证
在以上单因素试验获得的优化酶解条件下，增
加餐厨废弃物酶解用量 10 倍至 5000 g，进行重复及
验证试验。其固形颗粒去除率、还原糖及淀粉水解
率分别达到了 58.27%、17.39%和 97.18%。说明餐
厨废弃物复合酶解效果良好，底物水解较为彻底，
所得酶解参数重复性良好，可作为复合酶解的最佳
条件。
另外经测定，餐厨废弃物复合酶解后样品 TS
为 18.22%，VS 为 89.75%，与原料相比略升高，其
原因应与酶解过程水分蒸发及酶解能够起到一定的
沉砂作用[34-35]有关；pH 值为 4.28，也是由于酶解之
后脂肪酸的产生。

3 结论
根据餐厨废弃物组分特点及各种酶之间的相互
作用，酶解配方组成调整为：液化酶、糖化酶、纤
维素酶和脂肪酶。
根据所采用不同酶的作用条件，对餐厨废弃物
的复合酶解顺序为：先添加脂肪酶酶解，再添加液
化酶、糖化酶和纤维素酶酶解。
选择固形颗粒去除率、还原糖含量及淀粉水解
率为复合酶解效果的衡量指标，通过单因素实验，
获得的适宜复合酶用量为：每克干重（TS）餐厨废
弃物酶用量分别为脂肪酶 150 U·g-1、液化酶 9 U·g-1、
糖化酶 150 U·g-1、纤维素酶 45 U·g-1；最佳的酶解
工艺条件是：将经人工分选去除非生物质组分的餐
厨废弃物进行粉碎匀浆后，先投加脂肪酶进行酶解
24 h、酶解温度 40℃，再投加液化酶、糖化酶及纤

图 3 酶解温度对餐厨废弃物酶解效果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the multi-enzyme hydrolysis temperature
on the enzymolysis of food waste and sludge

维素酶酶解 90 min、酶解温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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