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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预处理对牛粪与水稻秸秆混合厌氧发酵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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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醋酸预处理提高厌氧发酵产气量的原因，研究用醋酸预处理水稻秸秆，之后将预处理后的水
稻与牛粪混合进行厌氧发酵，测定发酵初始环境和发酵过程中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pH 及
日产气量，并且对其发酵过程中的稳定性系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稻秸秆在 4%的醋酸浓度下预处理 4 d 处
理组的总沼气产量最高为 11 605 mL，且显著高于未经预处理总沼气量 6 450 mL（P<0.01），且该处理的日产气量
的峰值提高和出现的时间提前；厌氧发酵的初始环境、过程环境、环境稳定性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受醋酸
预处理影响；醋酸预处理提高总沼气产量的主要原因是，醋酸预处理使厌氧发酵初始环境和过程环境更加协调，使
发酵系统更加稳定。研究表明，醋酸预处理能够显著提高沼气产量，为醋酸预处理技术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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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o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cow dung and rice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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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pretreatment of acetic acid to increase the gas production of
anaerobic fermentation, the study of pretreatment of rice straw with acetic acid and then mixed with cow dung for
anaerobic fermentation. Besides, the mixtur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initial fer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fermentation process by anaerobic fermentation. The enzyme activity, reducing sugar content, VFA content, pH and daily gas production, and the stability coefficient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biogas production of rice straw treated at 4%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for 4 days was 11 605 m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otal pre-treated total biogas volume of
6450mL (P<0.01), and the peak of the daily gas production of the treatment increased and time was advanced. The
initial environment, proces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are affected by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total biogas production by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is that the pretreatment of acetic acid makes the initial environment and process environment of anaerobic fermentation more coordinated and promotes the stability of the fermentation system.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iogas produc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Key words: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anaerobic fermentation; stability analysis; gas production
沼气工程化技术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重要技
术之一[1]。根据欧盟政策评估了沼气的利用现状，
发现大约有 25%的生物质能源来自于沼气[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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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能源的开发与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
点[3]，而农作物秸秆作为一种生产沼气的重要生物
质能源，其开发潜力巨大，但如今大多数农作物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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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被堆放或者露天焚烧处理，这样不仅造成资源的
浪费，还对环境造成污染。利用人畜粪便进行厌氧
发酵并综合利用，既能回收能源，又能净化环境，
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沼气的利用率在国内外
都有明显的提高，在国外，沼气工程建设的数目在
不断增长[5]；在中国，沼气用户高达 2 亿，解决了
人们的用能需求。其次厌氧发酵技术是一种合理有
效利用有机废弃物来产生沼气的方式之一，可有效
地降低环境污染，减轻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和依赖，提供更多的清洁能源，并应用于实际生产
中[6]。通过沼气发酵不仅可以解决秸秆焚烧带来的
环境问题，同时可以利用其减少水稻秸秆与牛粪混
合物中细菌病毒的繁殖传播，避免水稻直接还田引
发病虫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7]。这样一来
一方面可有效解决因农作物秸秆的不合理利用带来
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农民带
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这种方式集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于一体，应用前景可观[8]。
但秸秆种类的多样性对沼气工艺的技术和设备
要求更高[9]。由于水稻秸秆的组成与结构较复杂，
若不进行任何处理就会导致其厌氧消化时间长，降
解效率低，产气量少[10]。虽然化学预处理存在一定
的缺点，强酸会腐蚀设备，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3]，
但在本研究中，将醋酸作为一种预处理的有机酸，
其酸性较弱规避了其他强酸对设备产生二次污染的
问题，降低成本，易于将农业废弃物转化成高品质
的清洁能源，同时采用醋酸预处理发酵原料能在一
定程度上有效促进农作物秸秆的生物降解率，在厌
氧发酵过程中易于被微生物利用，产生甲烷[11]，是
提高发酵效率的关键技术之一。郑明霞等[12]、李辉
勇[13]研究发现，醋酸能够使水稻秸秆中的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自身晶体结构因吸胀作用而被
破坏，将其中大分子物质溶解，从而达到提高降解
率的目的；黎雪等[14]研究发现麦秆经过醋酸预处理
后与猪粪混合发酵可显著提高甲烷单位产量；郭
燕 [15] 研究发现醋酸预处理玉米秸秆能有效调节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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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发酵料液的碳氮比例，明显提高其产气量，是秸
秆预处理的最佳方法之一。
现今，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通过预处理对厌氧
发酵特性的影响以及对预处理条件优化进行较多研
究。Song 等[16]研究了 Ca(OH)2 预处理对水稻秸秆沼
气产量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预处理能够降解秸秆中
的半纤维素的含量；Khatri 等[17]通过碱预处理和 Fe
投加对玉米秸秆厌氧消化有显著的改善，其能进一
步 提 高 甲 烷 产 量 ； Mancini 等 [18] 研 究 发 现 通 过
NaOH 预处理水稻秸秆比添加微量元素更能提高沼
气产量。但对预处理后，发酵过程中各因素的之间
相关性及其对产气量的重要程度的研究较少，尤其
是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挥发性脂
肪酸）含量、pH 及其稳定性与日产气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较少。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研究采用
醋酸预处理的方法对水稻秸秆进行处理后与牛粪混
合进行厌氧发酵，测定发酵初始环境和发酵过程环
境中的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和
pH 值，并对发酵过程中各因子的稳定性系数进行分
析，之后利用相关性分析法和冗余分析法（RAD）
研究发酵环境中各因素与日产气量和总产气量之间
的相互关系。通过多种分析方法探讨发酵初始环境
和发酵过程环境中多因素对提高厌氧发酵产气量的
原理。以期为水稻秸秆与牛粪混合厌氧消化预处理
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为实际生产中沼气工程发酵技
术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将自然风干的水稻秸秆，用 9Z-2.5 秸秆粉碎机
粉粹成 1～2 cm 的小段备用。新鲜的牛粪取自奶牛
养殖场。沼液取自陕西省杨凌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沼气示范村沼气池，取时将其摇匀。原料和沼液的
基本性质如表 1 所示。

表 1 水稻秸秆、牛粪及沼液的性质
Characteristics of raw materials and inoculum

项目 Item

水稻秸秆 Rice straw

牛粪 Cow dung

接种物 Inoculum

全碳 TOCa Total Organic Carbon (g/kgVS)

48.43±0.15

65.12±0.50

35.50±0.30

a

全氮 TN Total nitrogen (g/kg VS)

0.85±0.02

4.59±0.03

1.69±0.20

碳氮比 aC/N Carbon to nitrogen ratio

56.98±0.12

14.20±0.20

21.01±0.20

干物质含量 TS Total Solid (%)

91.00±0.15

22.20±0.20

8.50±0.09

挥发性干物质含量 VS Volatile Solid (%)

85.00±0.17

83.97±0.70

70.20±0.60

注：a 烘干样品。Note: aDryi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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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因素全面试验设计
二因素全面试验设计中有两个自变量，利用二
因素来分析这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本实
验中，二因素分别为醋酸预处理时间和浓度，其中
预处理时间为 2、4、6 d；预处理浓度为 4 个浓度梯
度为：3%（V∶V）、4%、5%和 6%，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复，共 12 个处理。其组合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水稻秸秆与牛粪醋酸预处理试验设计
Table 2 Experimental design of CH3C00H pretreatment
浓度/% Concentration 时间/d Time

水稻秸秆 Rice straw

3

2

C3d2

3

4

C3d4

3

6

C3d6

4

2

C4d2

4

4

C4d4

4

6

C4d6

5

2

C5d2

5

4

C5d4

5

6

C5d6

6

2

C6d2

6

4

C6d4

6

6

C6d6

1.3 醋酸预处理方法
按照二因素全面试验设计的结果进行。具体操
作方法：称取 12 份 500 g 水稻秸秆与容器中，放置
备用。向 4 份含有 2 250 mL 的纯净水的烧杯中分别
加入 67.5、90、112.5、135 mL 的醋酸分析纯，配
置成醋酸与纯净水的体积比为 3%、4%、5%和 6%
的醋酸稀释液。之后将稀释液按照表 2 的设计方法，
分别加入水稻秸秆中，使水稻机别干的含量水量为
80%，搅拌均匀。加盖后室温下预处理。
1.4 厌氧发酵方法
将醋酸预处理后水稻秸秆与牛粪按照不同比例
混合，当按干物质量 1∶1 进行混合时，发现该配比
产气量最佳，并且在经过醋酸预处理后，混合物能
够充分与总产气量明显提高，此方法参考了多人的
研究方法[8]，并且在此基础上经过醋酸预处理后，
秸秆中的纤维素能够被充分降解，总产气量进一步
提高。取适量混合物质，使其干物质重量 56 g，放
入 1L 的三角瓶中，然后往该三角瓶中加入 200 g 的
沼液，最后加入一定量的纯净水使三角瓶中物质的
总重量为 700 g，保持发酵瓶中的干物质为 8%，之
后将其放入温度为（35±2）℃的水浴槽中厌氧发酵
35 d。期间每 5 d 取样测定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
含量、VFA 含量及 pH。取样前先测定产气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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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发酵罐轻轻摇匀。具体取样过程为：打开厌氧
发酵罐的盖子，迅速用抽拉式液体取样器取 10 mL
沼液放入离心管中，立刻盖上离心管的盖子放入冰
箱待测，避免氧气进入发生反应。之后将氮气充入
厌氧发酵罐，赶走空气，立刻盖上厌氧发酵罐。设
置空白试验（700 g 沼液厌氧发酵组）
。每组试验设
置 3 个平行试验。发酵装置如图 1 所示。
该装置是一个厌氧发酵装置，由温控箱、控温
传感器、发酵瓶、储气瓶等组成，各装置间通过导
管连接。其中通过温控箱和控温传感器控制发酵温
度，储气瓶收集气体，恒温箱中 3 个 1 L 的三角瓶，
表示每个处理进行 3 次重复。

1、温控箱；2、控温传感器；3、保温盖；4、保温层；
5、加热丝；6、发酵瓶；7、取样口；8、取气口；9、导气
管；10、导气口；11、导水管；12、排气口；13、储气瓶；
14、储水瓶
1.temperature control box; 2.temperature sensor; 3.insulation
cover; 4.insulation layer; 5.heating wire; 6.fermentation bottle; 7.
sampling port; 8. gas inlet; 9. airway; 10. air guide; 11. water pipe;
12. exhaust port; 13. gas cylinder; 14. water bottle
图 1 厌氧发酵装置
Figure 1 Anaerobic digestiondevice

1.5 测定项目及方法
（1）总固体（TS）质量测定：采用烘干法测
定 TS 在（105±5）℃的烘箱中烘至恒重[19]；
（2）挥发性固体（VS）测定：烘至恒重的发
酵原料再放入坩埚内，置于 550℃的马弗炉中灼烧 2
h，冷却后称量[11]；
（3）总氮（N）含量：利用凯氏定氮仪测量；
（4）总碳（C）含量：重铬酸钾一外热源法测
[20]
定 ；
（5）DNS 比色法测定还原糖含量：利用 DNS
法对纤维素酶活力进行测定。具体方法为：将 1 mL
沼液加入到 3 mL0.5%的羧甲基纤维素钠中，50℃水
浴中水浴 30 min，到时间后沸水浴 10 min，最后测
定其还原性糖含量。沼液每 min 从浓度为 0.5%的羧
甲基纤维素钠溶液中释放 1 μmoL 还原糖所需要的
酶量为一个活力单位（IU·mL-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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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挥发性脂肪酸（VFA）含量：利用紫外分
光光度仪比色法测定[22]；
（7）pH：用智能 pH 计（pHs-3CT 型）测定发
酵产物中的 pH；
（8）日产气量：采用排水集气法将厌氧发酵过
程中产生的沼气收集至 1 L 的三角瓶中[13]；
1.6 数据分析与整理
利用 Offcice 2010 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利用
IBM SPSS 软件（Version 21，IBM Inc，2012）对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稳定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利
用 canon 软件对数据进行 RDA 分析，利用 Oringin
软件制作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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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并且在高峰期维持一段时间后日产气量才
开始下降且稳定在一定水平。这是由于经过醋酸预
处理后，水稻秸秆的组分被降解，利用率提高，从
而使得发酵液中的微生物很容易利用底物来繁殖发
酵，进而产生大量气体[22]。但在反应过程中，底物
被急剧消耗减少，产气菌生长速度减慢，产气量下
降。直到最后可利用底物越来越少时，产气菌的作
用也趋于稳定，产气量从趋于稳定到产气停止[23]。

结果与分析

2.1 醋酸预处理对沼气产量的影响
2.1.1 醋酸预处理对总产气量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
看出，醋酸预处理的厌氧发酵处理组总沼气产量均
显著高于 CK 厌氧发酵总沼气量（P<0.05）。其中
C4d6 厌氧发酵处理组的总沼气量最高为 11 605 mL，
且 显 著 高 于 CK 厌 氧 发 酵 总 沼 气 量 6 450 mL
（P<0.01），说明醋酸预处理显著提高水稻秸秆和牛
粪混合厌氧发酵的沼气产气量。 因为在酸性条件
下，水稻秸秆的结构已被酸性试剂破坏，在供给微
生物大量能量时也为其提供更多的附着场所，使微
生物更有利降解水稻秸秆并转化为其他能被产气菌
利用的小分子物质，从而加快产气进程，产气量增
加。此结果与周莎等研究醋酸预处理麦秆增加产气
量结果一致[11,25]。

图 2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总产气量的影响（小写字母相
同表示差异性不显著，小写字母均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Figure 2 Effect of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on total gas production(The lowercase letters are the same, t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lowercase letters
are different, indica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2.1.2 醋酸预处理对日产气量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
出，日产气量最大值、最小值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Figure 3

图 3 醋酸预处理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Effect of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on daliy gas production

2.2 醋酸预处理对发酵初始环境的影响
醋酸预处理对水稻秸秆和牛粪混料物质厌氧发
酵初始环境中的纤维素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和 pH 值具有一定的影响（图 4）
。未经醋酸预
处理的水稻秸秆与牛粪混料（CK）厌氧发酵初始环
境中纤维素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和 pH
值分别是 1.69 IU·mL-1、9.20 mg·mL-1、713 mg·L-1、
7.2。预处理后的各处理组的纤维素活力、还原性糖
含量和 VFA 含量均升高，而 pH 值下降。可能原因
是醋酸预处理能够纤维素的分解使水稻秸秆的秸秆
变得疏松，使发酵初始环境中的纤维素酶活力提高，
从而加速了对底物中纤维素的分解[24]。醋酸分解木
质纤维素的机理是醋酸能够释放底物中的水合氢离
子，进一步反应中，水合氢离子作为催化剂降解大
分子多糖物质[19]，秸秆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被水
解成还原性糖。因此，醋酸预处理后，还原性糖含
量也升高。处理组中 VFA 含量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也
都大于 CK，因为底物被纤维素酶降解为还原性糖
的过程中，还原性糖作为合成 VFA 的中间物质，在
微生物作用下转化为 VFA，所以处理组中的 VFA
含量较 CK 高[24]；而在醋酸加速溶解水稻秸秆中木
质纤维素的过程中，醋酸显酸性，且醋酸溶解秸秆
产生的酸性物质（VFA）也促使预处理后的各处理
的 pH 小于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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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醋酸预处理对发酵初始环境的影响（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性不显著，小写字母均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Figure 4 Effect of acetic acid pretreatment on fermentation initial environment (The same big letters represent no significances and
different big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s)

Table 3

表 3 厌氧发酵过程中纤维素酶活力变化的特征
Changes of cellulase activity o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IU·mL-1

处理
Treatment

最大值
Maximum

最大值出现时间/d
Maximum time

最小值
Minimum

最小值出现时间/d
Minimum time

CK

6.19±0.18

10

1.69±0.10

35

C3d2

5.17±0.17

5

1.96±0.08

35

C3d4

5.29±0.17

5

2.03±0.08

35

C3d6

5.15±0.18

5

1.88±0.09

35

C4d2

5.53±0.19

0

2.23±0.10

35

C4d4

5.83±0.18

0

2.38±0.09

35

C4d6

5.09±0.21

5

2.00±0.09

35

C5d2

6.38±0.18

5

1.99±0.09

35

C5d4

4.67±0.17

0

1.86±0.09

35

C5d6

5.27±0.18

5

1.83±0.10

35

C6d2

5.41±0.16

5

1.88±0.08

35

C6d4

4.78±0.17

5

2.16±0.08

35

C6d6

6.44±0.19

0

1.79±0.09

35

2.3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过程环境的影响
2.3.1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过程中纤维素酶活
力的影响 在发酵初期纤维素酶活力相对较高。CK
厌氧发酵过程中纤维素酶活力最大值分别是 6.19
IU·mL-1（如表 3），且最大值出现在厌氧发酵第 10
天（如表 3），在处理组中 C5d2 的最大值为 6.38
IU·mL-1，均大于其余处理组。并且在各处理组中发
现醋酸能使发酵过程中的纤维素酶活力的最大值

升高或降低且使最大值出现的时间提前，均出现在
厌氧发酵的初始环境。但醋酸预处理使纤维素酶活
力最小值升高，出现时间无变化，均出现在厌氧发
酵结束时。因为醋酸预处理能够破坏底物中纤维素
的组分，从而增强了纤维素酶活力，所以其最大值
出现的时间提前[25]。但随着反应的进行，底物中纤
维素含量降低，能被纤维素酶分解的底物越来越
少，纤维素酶活力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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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厌氧发酵过程中还原性糖含量变化的特征
Changes of reducing sugar activity o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mg·mL-1

处理
Treatment

最大值
Maximum

最大值出现时间/d
Maximum time

最小值
Minimum

最小值出现时间/d
Minimum time

CK

19.24±0.55

5

9.20±0.32

0

C3d2

18.31±0.53

0

10.50±0.35

25

C3d4

17.71±0.50

0

9.95±0.34

25

C3d6

28.68±0.61

0

10.50±0.34

35

C4d2

18.87±0.54

0

11.20±0.35

20

C4d4

32.91±0.72

0

10.97±0.35

25

C4d6

25.24±0.68

0

10.55±0.34

35

C5d2

22.50±0.64

0

8.78±0.30

25

C5d4

24.27±0.65

0

10.83±0.35

20

C5d6

29.15±0.70

0

10.50±0.34

5

C6d2

25.75±0.71

0

10.83±0.36

35

C6d4

25.89±0.71

0

12.13±0.38

5

C6d6

19.76±0.58

0

11.43±0.36

20

表 5 厌氧发酵过程中 VFA 含量变化的特征
Table 5 Changes of VFA o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处理
Treatment

最大值
Maximum

最大值出现时间/d
Maximum time

最小值
Minimum

最小值出现时间/d
Minimum time

CK

2 490±55

10

713±18

0

C3d2

2 240±56

5

563±17

35

C3d4

1 998±52

5

656±20

35

C3d6

2 296±60

15

570±18

35

C4d2

2 235±58

5

663±18

35

C4d4

3 163±72

5

825±24

35

C4d6

2 982±75

10

892±26

35

C5d2

3 021±76

10

958±28

35

C5d4

2 642±84

5

697±20

35

C5d6

2 665±66

10

624±18

35

C6d2

3 256±76

15

790±22

35

C6d4

2 896±70

5

940±28

35

C6d6

2 859±72

5

765±22

35

2.3.2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过程中还原性糖含量
的影响 CK 厌氧发酵过程中还原性糖含量的最大
值 为 19.24 mg·mL-1 （ 如 表 4 ）， 最 小 值 为 9.20
mg·mL-1，其中最大值则出现在第 5 天（如表 4）
。
在各处理组中还原糖含量呈现先升高后降低最后趋
于稳定的趋势。因为在发酵初期，纤维素酶活力提
高加速了对底物的分解，在酶解速率加快的同时，
生成了较多的还原糖，还原糖含量升高[20]。并在各
处理组中发现，醋酸预处理也能够使发酵过程中的
还原糖含量的最大值升高或降低且使最大值出现的

时间提前，均出现在厌氧发酵的初始环境。而还原
糖含量的最小值也能够被预处理升高或降低，但出
现时间推迟。因为在纤维素酶活力降低的同时，底
物无法被纤维素酶分解成还原性糖，所以其含量也
下降。
2.3.3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过程中 VFA 含量影响
CK 中 VFA 含量最大值为 2 490 mg·mL-1，但受醋酸
预处理的影响，处理组中最大值出现的时间提前或
延迟，而最小值无变化，均为厌氧发酵第 35 天（如
表 5 ）。 其 处 理 组 中 C6d2 最 大 值 最 高 为 3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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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L-1，而 C3d2 的最小值最小为 563 mg·mL-1，因
为产酸菌可以通过其他代谢途径将大分子物质转化
为 VFA[21]，使 VFA 含量升高，但随着发酵反应的
进行，VFA 被急剧消耗，发酵反应也处于稳定状态。
由此得出在醋酸预处理使发酵过程中 VFA 含量先
升高后降低。
2.3.4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过程中 pH 的影响
CK 中 pH 最小值出现的时间不受醋酸处理的影响，
同 12 个经醋酸预处理的处理组最小值出现的时间
相同，均为厌氧发酵的第 5 天（如表 6）。其中 CK

组的最大值为 7.5，而其最小值为 6.0。而 CK 中 pH
在厌氧发酵的第 35 天达到最大值，且保持稳定，其
他处理组最大值出现的时间提前（如表 6），且 pH
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23]。每一个处理组的 pH 值呈
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VFA 含量与 pH 值成反比的
关系。因为发酵初期大分子物质在产酸菌的作用下
降解为小分子酸性物质，使发酵液处于酸性环境下，
pH 下降；当产酸菌处于适宜条件下，并且底物被消
耗，生成还原性糖和转化为 VFA 的速率减慢时，pH
逐渐升高，之后又减低[26]。

表 6 厌氧发酵过程中 pH 值变化的特征
Table 6 Changes of pH value o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处理
Treatment

最大值
Maximum

最大值出现时间/d
Maximum time

最小值
Minimum

最小值出现时间/d
Minimum time

CK

7.5±0.21

35

6.0±0.20

5

C3d2

7.4±0.23

20

5.8±0.21

5

C3d4

7.6±0.24

30

6.4±0.23

5

C3d6

7.5±0.23

35

5.7±0.19

5

C4d2

7.8±0.24

30

6.1±0.20

5

C4d4

7.4±0.23

30

6.0±0.21

5

C4d6

7.5±0.23

30

5.8±0.21

5

C5d2

7.3±0.24

35

5.8±0.20

5

C5d4

7.2±0.22

5

5.6±0.20

5

C5d6

7.2±0.22

25

5.5±0.19

5

C6d2

7.1±0.21

25

5.3±0.19

5

C6d4

7.2±0.22

35

5.5±0.20

5

C6d6

6.2±0.20

35

5.3±0.19

5

图 5 厌氧发酵过程中各因素及日产气量的稳定性
Figure 5 The stability of various factors and daily gas production on anaerobic fermentation

2.4 醋酸预处理对厌氧发酵过程环境稳定性影响
如图 5 所示，CK 组与处理组中 4 个因素的稳
定性各不相同，CK 组纤维素酶活力变异系数较处
理组纤维素酶活力变异系数大，稳定性被降低；而

其余处理组纤维素酶活力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CK，
稳定性提高，因为纤维素酶属于一种蛋白酶，其酶
活性受 pH 值、底物降解的难易程度以及其他因素
的影响，在应对复杂发酵环境的同时酶活性也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27]，稳定性也因此不同。此外，处理
组 还 原 性 糖 含 量 的 变 异 系 数 均 比 CK 组 大
（18.42%），稳定性明显下降。还原性糖未能转化
成更多的 VFA，VFA 含量较少[26]，因此处理组的变
异系数也随之降低，其稳定性升高。随着反应进行，
醋酸预处理能够使初始环境中的一些可溶性物质增
加，缩短了厌氧发酵的水解阶段，促进 VFA 的产生，
其稳定性降低。由于醋酸是有机酸，溶于水显酸性，
因此发酵过程中的 pH 值受醋酸影响较大，其变异
系 数 （ 11.63% ）， 明 显 高 于 CK 组 的 变 异 系 数
（7.67%），所以稳定性降低。
日产气量受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pH 值的影响，其稳定性也发生改变[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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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气量[28]。但在后期，pH 逐渐降低，导致了产气
菌被酸性物质抑制了活性，不能正常发酵，从而使
日产气量降低[29]，使得日产气量的变异系数随之增
大，稳定性降低。

表 7 过程环境与产气量之间的关系
Table 7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ss environment and biogas production
日产气量变异系数
因素
Daily gas production c
Factor
oefficient of variation
纤维素酶活力变异系数 Cellulase activity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0.077

总产气量
Total gas
production
–0.312

还原性糖含量变异系数 Reducing sugar conten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0.344

0.599

VFA 含量变异系数 VFA conten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0.526

0.484

pH 变异系数 pH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0.136

0.358

Figure 6

图 6 初始环境与产气量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initial environment and biogas
production

2.5 发酵环境与产气量的关系分析
用 Canoco 软件对变量：发酵初始环境中的纤
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pH、纤维
素酶活力变异系数、还原性糖含量变异系数、VFA
含量变异系数和 pH 变异系数、日产气量的变异系
数和总产气量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 RDA 分析，发
现 P 值为 0.19，模型不显著，之后对因素进行剔除
（分析过程略）。发酵初始环境中的纤维素酶活力、
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pH、日产气量的变异系
数和总产气量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 RDA 分析的模
型显著（图 6）。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发酵初始环
境中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和 pH
均与总产气量正相关，其中还原性糖含量与总产气
量的相关性最强，pH 对总产气量的相关性最小。纤

维素酶活力和 VFA 含量与日产气量的变异系数呈
正相关，还原性糖含量和 pH 值与日产气量的变异
系数呈负相关，其中 pH 值与日产气量变异的相关
最大，VFA 含量与日产气量变异的相关性最小。为
了进一步分析 RDA 剔除因子（发酵过程环境因子
稳定性）对产气量的影响，纤维素酶活力、还原性
糖含量、VFA 含量和 pH 的变异系数与日产气量的
变异系数和总产气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如表 7 所示，
发酵过程中 VFA 含量的稳定性对日产气量的稳定
性影响最大，还原性糖含量的稳定性对总产气量多
的影响最大。
2.6 醋酸预处理提高水稻秸秆和牛粪混合发酵产
气量的原因
研究结构表明，醋酸预处理能够提高水稻秸秆
和牛粪混合厌氧发酵的产气量，结合本研究分析具
体原因如下：第一，预处理提高发酵初始环境中纤
维素酶活力、还原性糖含量、VFA 含量（如图 2 所
示）以及总产气量的峰值，提高发酵初期细菌的营
养物质含量，从而加速发酵的启动，提高产气量；
第二，醋酸预处理使发酵过程中纤维素酶活力的最
大值和还原性糖含量的最大值出现的时间提前，加
入底物中纤维素的降解而提高产气量；第三，醋酸
预处理改变发酵系统中环境因子的稳定性，并且这
些因子之间相互影响，提高发酵系统整体稳定性而
提高产气量。

3

结论

醋酸预处理显著提高水稻秸秆和牛粪混合厌氧
发酵的产气量，水稻秸秆在 4%的浓度下预处理 4
天处理组的总沼气产量最高为 11 605 mL，且显著
高于未经预处理总沼气量 6 450 mL（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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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过程中环境因子的峰值和峰值出现的时间
受醋酸预处理的影响，环境因子的稳定性受预处理
条件的影响，但没有明显变化规律。
发酵初始环境中 VFA 含量及发酵过程中 VFA
含量的稳定对与日产气量的稳定性影响最大，发酵
初始环境中还原性含量及发酵过程中还原性糖含量
的稳定性对总产气量多的影响最大。
醋酸预处理改变发酵初始环境性质及改变发酵
系统中环境因子的稳定性，并且这些因子之间相互
影响，提高发酵系统整体稳定性而提高产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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