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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产甲烷

和乙醇的方法，属于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领域。

将稻草生物质与瘤胃液及缓冲液混合后进行厌

氧产酸发酵，获得挥发性脂肪酸；将厌氧发酵后

的混合物固液分离；液体部分进行产甲烷发酵，

固体部分烘干至恒重，即为发酵纤维；将发酵纤

维再进行预处理，得到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将

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进行酶解，再添加酿酒酵母

菌发酵产乙醇。本发明不仅能够同时获得甲烷和

乙醇两种清洁生物能源，实现了清洁能源的联合

生产，提高了纤维素能量转化率，增加了生物能

源的产量，而且降低当前由屠宰场废弃物排放及

由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并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能源危机，为清洁能源的合理化生产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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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稻草高效生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稻草生物质与接种瘤胃

液和缓冲液混合后进行厌氧产酸发酵，获得挥发性脂肪酸；将厌氧发酵后的混合物进行固

液分离，液体部分进行甲烷发酵；固体部分烘干至恒重，即为发酵纤维；将发酵纤维再进行

预处理，得到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将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进行酶解，再添加酿酒酵母菌进

行发酵产乙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瘤胃微生物发酵条件为39℃，产酸

发酵固体浓度为2.5-10％(m/v)，接种量为40-60％(v/v) ,运行时间为2-5d。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产酸发酵缓冲液成分为:NaHCO3 ,

5.0g/L；KH2PO4,1.2g/L；K2HPO4,2.4g/L；CaCl2·2H2O,0.1g/L；MgCl2,0.03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产甲烷发酵条件为35℃，接种量为50-

70％(v/v)，运行时间为1-3d。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液分离为在4000rmp条件下离心

20min,去除上清液后将消化产物在40-100℃的条件下烘干至恒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纤维预处理采用化学处理或机械

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纤维的预处理为化学处理，将发

酵纤维和NaOH溶液混合，发酵纤维与NaOH溶液的固液比为15-25％，NaOH溶液浓度为0.5-

1.5％，于400-700W的微波炉下处理10-40min。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纤维的预处理为物理处理，将4-

8g消化纤维加入球磨机，于600-800rpm处理60-180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酶解反应，将预处理后的消化纤维加

入纤维素酶、β-葡萄糖苷酶、木聚糖酶中得至少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纤维加入纤维素酶与pH为4.8醋

酸钠缓冲液混匀后，在40-60℃，150rpm条件下酶解24-72h,消化纤维与缓冲液的固液比为

1-5％。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乙醇发酵，所选菌株为酿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具体步骤如下：

A、配制培养基，成分为：葡萄糖,50g/L；酵母膏,5g/L；蛋白胨,5g/L；MgSO4·7H2O,1g/L；

K2HPO4,1g/L;

B、在121℃的高温灭菌锅灭菌30min，冷却后，将酿酒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在30℃的条件下，活化12-48h;

C、活化后，在1000rmp转速下对其进行浓缩10-30min;

D、将浓缩后的活化酵母培养物与水解液以1:5-1:15的体积比例混合，在30℃的条件下

发酵12-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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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属于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能源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化石能源的有限储量和化石燃料使用对环境的危害(温室效应、酸雨、雾霾等)使可再生的

生物能源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生物能源的生产通常以甘蔗、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原

料，然而会导致潜在的粮食危机。因此探寻以废弃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成为国际社会

的共识。

[0003] 反刍动物内瘤胃微生物能够有效消化木质纤维素生物质材料，每毫升瘤胃液中大

约包含1010个细菌、106个纤毛原生动物以及105个可降解纤维素的真菌，这些微生物相互作

用，可实现木质纤维素的高效降解。Nair等研究表明，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分解的瘤胃容积产

率约为18g  COD/L瘤胃容积·d(以测量的挥发性脂肪酸生产速度表示)，而传统的厌氧沼气池只

有6g  COD/L瘤胃容积·d，动物瘤胃消化的固体降解速率几乎是厌氧反应器的三倍。Yue等人通

过比较接种瘤胃液和厌氧消化污泥时水生植物芦苇的厌氧消化，产物生成速率分别为

207.2mg  COD/L·d和120.4mg  COD/L·d(以测量的挥发性脂肪酸和甲烷总和的生产速度表

示)，瘤胃微生物时产物生成速率更高。上述研究表明瘤胃微生物能够高效降解木质纤维

素。同时，瘤胃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代谢产物主要为挥发性脂肪酸，容易被转变为甲

烷。同时，屠宰场每天产生大量废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牛羊的瘤胃内容物，这些废物

排放到污水处理厂，不仅增加环境负担，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处理。

[0004] 瘤胃微生物发酵后所产生残渣纤维有较高的纤维素含量、较低的半纤维素含量，

是生产乙醇的理想原料。以瘤胃微生物发酵残渣纤维为原料生产乙醇，从而构建瘤胃微生

物主导厌氧发酵和乙醇生产过程鲜见报道。更重要的是，合理处理剩余发酵残渣能够大大

减少环境负担。本专利提出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合生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提高了以木质

纤维素生物质稻草为原料的生物能源转化率，增加了生物能源的产量，节省了反应时间，具

有成本低，无污染，效率高的优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填补现有相关技术的空白，提供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产甲烷和乙

醇的方法。本发明首先进行稻草生物质的瘤胃液厌氧产酸发酵，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进行

产甲烷发酵，然后瘤胃液发酵残渣纤维继续进行产乙醇发酵。本发明不仅提高了木质纤维

素生物质稻草的能源转化率、增加了生物能源的产量、节省了反应时间、同时具有成本低、

无污染、效率高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利用稻草高效联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稻草生物质与接种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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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液和缓冲液混合后进行厌氧产酸发酵，获得挥发性脂肪酸；将厌氧发酵后的混合物进行

固液分离；液体部分直接进行产甲烷发酵，固体部分烘干至恒重，即为发酵纤维；将发酵纤

维再进行预处理，得到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将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进行酶解，再添加酿酒

酵母菌进行发酵产乙醇。

[0008] 所述瘤胃微生物发酵条件为39℃，产酸发酵系统含固率为2.5-10％(m/v)，接种量

为40-60％(v/v)，运行时间为2-5d。

[0009] 所述产酸发酵缓冲液成分为:NaHCO3 ,5 .0g/L；KH2PO4 ,1 .2g/L；K2HPO4 ,2 .4g/L；

CaCl2·2H2O,0.1g/L；MgCl2,0.03g/L。

[0010] 所述产甲烷发酵条件为35℃，接种量为50-70％(v/v)，运行时间为1-3d。

[0011] 所述固液分离为在4000rpm条件下离心20min,去除上清液后将消化产物在80℃的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

[0012] 所述发酵纤维预处理采用化学处理或机械处理。

[0013] 所述发酵纤维的预处理为化学处理，将发酵纤维和NaOH溶液混合，发酵纤维与

NaOH溶液的固液比为15-25％，NaOH溶液浓度为0.5-1.5％，于400-700W的微波炉下处理10-

40min。

[0014] 所述发酵纤维的预处理为物理处理，将4-8g消化纤维加入球磨机，于600-800rpm

处理60-180min。

[0015] 所述酶解反应，将预处理后的发酵纤维加入纤维素酶、β-葡萄糖苷酶、木聚糖酶中

的至少一种。

[0016] 所述发酵纤维加入纤维素酶与pH为4.8醋酸钠缓冲液混匀后，在40-60℃，150rpm

条件下酶解24-72h,消化纤维与缓冲液的固液比为1-5％。

[0017] 所述乙醇发酵，所选菌株为酿酒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具体步骤

如下：

[0018] A、配制培养基，成分为：葡萄糖,50g/L；酵母膏,5g/L；蛋白胨,5g/L；MgSO4·7H2O,

1g/L；K2HPO4,1g/L。

[0019] B、在121℃的高温灭菌锅灭菌30min，冷却后，将酿酒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在30℃的条件下，活化12-48h。

[0020] C、活化后，在1000rmp转速下对其进行浓缩20min。

[0021] D、将浓缩后的活化酵母培养物与水解液以1:5-1:15的体积比例混合，在30℃的条

件下发酵12-72h。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3] 本发明将稻草生物质先进行瘤胃微生物主导的厌氧发酵，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进

行甲烷发酵，剩余的发酵纤维经预处理后进行酶解糖化及酵母菌发酵产乙醇，提供了一种

高效、低成本、可再生、环境友好的联产甲烷和乙醇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该发明不仅能够

同时获得甲烷和乙醇两种清洁生物能源，实现了清洁能源的联合生产，提高了纤维素能量

转化率，增加了生物能源的产量，而且降低当前由屠宰场废弃物排放及由化石燃料所产生

的环境污染，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危机，为清洁能源的合理化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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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具体事例对本发明进一步阐述，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

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以下的实例。

[0025] 本实例中所用的水稻秸秆，风干后粉碎，过30目筛，所用的瘤胃液取自屠宰场新鲜

的牛瘤胃，过滤后密闭保存备用。瘤胃液的pH为6.5，TS为10.7g/L，VS为6.8g/L。本实例中所

用的接种污泥为富含甲烷菌的厌氧消化污泥pH为7.8，TS为27.9g/L，VS为17.2g/L。本实例

中得纤维素酶和酵母菌均来自购买。下述实例中得其它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

均从商业途径获得。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8] (1)瘤胃微生物主导的厌氧发酵：称取过30目筛的干稻草(RS)10g于1L的厌氧发酵

瓶中，分别加入瘤胃液和缓冲溶液，接种量为50％(v/v，瘤胃液和缓冲液体积比),反应的有

效体积为400mL ,固体浓度为2 .5％，发酵温度为39℃，发酵时间为3d。发酵结束后，在

4000rmp条件下离心20min得到上清液和固体消化纤维，将固体部分在60℃的条件下烘干至

恒重。

[0029] (2)甲烷发酵：将步骤(1)得到的上清液加入到富含甲烷菌厌氧消化污泥中，接种

量为60％(v/v,厌氧消化污泥和去离子水体积比)，反应温度为35℃，运行时间为2d.用排水

法测定产气量，气象色谱测定甲烷的含量。

[0030] (3)预处理(MAP)：在500mL的反应器中分别加入5g由步骤(1)制备的样品和100mL 

1％的NaOH溶液，将加入回流装置的的三角瓶置于微波炉中，在700W的条件下处理25min。反

应完全后，取出反应器，冷却后，将预处理的样品于4000rmp条件下离心20min，去除上清液，

所得到的固体部分于70℃的条件下烘干至恒重。

[0031] (4)酶解糖化：在100mL的反应器中分别加入1g步骤(3)制备的样品和46mL醋酸钠

缓冲液(0.2M,pH  4.8)。将样品混匀后，加入纤维素酶(30FPU/g 样品)。然后将其置于150rpm，

50℃的恒温震荡培养箱中培养48h，得到酶解液。

[0032] (5)乙醇发酵：配制培养基：葡萄糖,50g/L；酵母膏,5g/L；蛋白胨,5g/L；MgSO4·

7H2O ,1g/L；K2HPO4 ,1g/L。在121℃的高温灭菌锅灭菌30min，冷却后，将酿酒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在30℃的条件下，活化24h。活化后，在1000rpm转速下对其进

行浓缩20min。将浓缩后的活化酵母培养物与步骤(4)制备的水解液以1:10的体积比例混

合，在30℃，发酵48h。

[0033] (6)实验结果：经过2d的甲烷发酵后，最终累积甲烷产量达到1285.7mL,相应的甲

烷产率为128.6L/kg干稻草,经过48h乙醇发酵，乙醇的产量达到64g/kg干稻草。如表1所示，

根据质量平衡分析得知，每kg稻草经过瘤胃微生物主导的厌氧消化和乙醇发酵共产生甲烷

4950g,乙醇1792g，生物能源共计6742KJ。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例与实例1相同之处不再重复，不同之处在于所选消化纤维的预处理为球磨

(BMP)，称取4g消化纤维于750rmp条件下球磨120min。预处理后的消化纤维再进行酶解，乙

醇发酵。该实例证明了较实例一球磨预处理可以提高每kg稻草的乙醇产量，乙醇的的产量

达到70g·kg-1干稻草(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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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实例与实例1和实例2的相同之处不再重复，不同之处在于瘤胃液主导的厌氧发

酵所选的固体浓度为10％，发酵后分离的液体进行甲烷发酵，固体经过实例1和实例2所述

预处理后，再进行酶解和乙醇发酵。实验结果表明甲烷产率较实例1和实例2降低，为58.4L/

kg干稻草，而乙醇产量较实例1和实例2有明显提高，分别为105mg/kg干稻草(MAP)和113mg/

kg干稻草(BMP)。

[0038] 实施例4

[0039] 本实例为对比实例，本对比实例中所选的稻草未经瘤胃微生物主导的厌氧发酵过

程，而是直接进行与实例1、2和3相同的预处理，酶解和乙醇发酵过程。所得实验结果如表1

所示。该对比实例的结果表明将稻草直接应用于乙醇发酵所得每kg干稻草总能量输出远低

于实例1、2和3(表1)，证明了瘤胃微生物主导的厌氧发酵过程能有利于提高其能源转化率。

[0040] 表1每千克稻草总产能效果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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