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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algae, as a large amount of renewable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potential raw material for biofuel
production. Anaerobic diges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for microalgae to be converted into biofuels.
However, the special properties of microalgae cell walls will limit the hydrolysis stage of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
resulting in low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less than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biogas produc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biogas
production, microalgae must be pretreated to break down their hard cell walls and accelerate cell dissolution to increase biogas
production. The methods of breaking the cell wall of microalgae are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production of bioga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easy to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achiev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Biotechnolog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production of biogas, but also is an environment-friendly pretreatment process with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low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efficiency, no corrosion, less derivative products, etc. However, pure enzyme reagent is expensive and
economic benefits are not feasible. At present, low temperature pretreatment can make full use of process waste heat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will not cause secondary pollution, which is the most economically and technically feasible method.
Keywords: Microalgae, Anaerobic Digestion, Biogas, Pre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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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微藻作为一种数量巨大的可再生资源，是生产生物燃料潜在的重要原料资源。厌氧消化是微藻转化为生物燃料
最节能技术之一，但是微藻细胞壁的特殊性质会限制厌氧消化过程的水解阶段，导致转化效率较低，沼气产量达不到
理论值。为了提高沼气产量，必须对微藻进行预处理，打破其坚硬的细胞壁加速细胞溶解提高沼气产量。打破微藻细
胞壁的方法有物理、化学、生物三大类技术。物理和化学技术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沼气产量，但是能耗高、容易引起
环境污染，使其无法实现工业化应用。生物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沼气产量，而且是一种环保型的预处理工艺，具有能耗
低、效率高、无腐蚀、衍生产物少等诸多优点，但是，纯酶试剂价格高昂，经济效益不可行。目前来看，低温预处理
可充分利用工艺余热降低能耗，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是最具经济技术可行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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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物理预处理

化石燃料的缺乏、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推动了对清洁
能源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实施。生物能源作为一种可
再生清洁能源，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和循环经济理念，
已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沼气作为一种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即能满足能源需求，又可以利用
各种生物质原料持续性生产，是当今能源研究的重点。各
种生物质是沼气生产的重要原料，玉米、大豆等能源作物
存在占用大量耕地，产气率低等缺点，无法满足沼气持续
生产的需求。微藻因分布广泛，光合作用效率高、环境适
应能力强、生长周期短且不占用耕地，被认为是替代化石
能源的最佳生物质[1]。利用微藻生产第三代生物燃料具有
土地利用率低、CO2减排和废水处理耦合等诸多优势。
微藻已被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生物沼气、生物制氢、
生物乙醇等不同类型的生物燃料。其中微藻生产生物柴油
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微藻油脂含量较低仅为10%~30%，脂
质提取必须先将微藻干燥脱水，干燥过程消耗整个生产过
程所需能量的50%-80%，提炼生物柴油的下游加工成本高
昂，大规模生产受到限制。与之相比，厌氧消化不需要干
燥、油脂提取和燃料转化等环节，且污水处理系统普遍具
备厌氧发酵装置，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备，可有效将
污水处理与厌氧发酵有效组合。另一方面，微藻发酵过程
中藻毒素得到一定程度的降解，实现藻类的减量化、无害
化和资源化[2]。
与猪粪和二沉污泥等典型生物质相比，微藻生物质具
有更优异的产甲烷潜力。然而，微藻细胞含有大量无法在
常规条件下降解的有机物，导致厌氧消化程度低，甲烷转
化率一般不足50%，实际甲烷产率甚至低于活性污泥[3]。
鉴于此，本文将对提升微藻厌氧发酵溶解率和产气率
的预处理方法进行总结，并对后续研究提出展望和建议。

物理预处理具体包括热预处理、水热预处理、超声波
预处理、微波预处理和机械预处理。机械预处理如剪切，
碾磨主要是减小颗粒尺寸，增大比表面积，以促进水解速
度。超声波预处理可以破解微藻细胞壁并溶解有机物，超
声波预处理比较适合固体浓度较高的微藻原料，但是不宜
过高，过高的固体浓度将增加黏性，会抑制空化气泡形成，
固体浓度以2.3~3.2%为宜[7]。根据处理温度的不同，热处
理技术可分为高温预处理和低温预处理（≤100°C）。

2．
．预处理

2.1.1．
．热预处理
热预处理是利用热效应分解微藻生物质的物理崩解
方式。在热预处理过程中，施加的热能破坏生物质结构的
化学键使细胞膜解体，导致细胞壁破裂释放出胞内物质[8]。
有机物液化的温度范围从50°C到270°C不等，最佳温度范
围取决于原料特性，微藻热预处理的最佳温度范围为55°C
到170°C[9]。根据处理温度的不同，热处理技术可分为高
温预处理和低温预处理（≤100°C）。
低温预处理的主要机理是破坏结合较弱的氢键和部
分溶解微藻细胞，温度低于70°C可水解胞外聚合物；温度
高于80°C可有效破坏细胞壁释放胞内物质。高温预处理的
关键因素是预处理温度，预处理时间是次要因素；相反，
相比于预处理温度，预处理时间对低温预处理效果更为关
键[3]。当然，预处理时间相同条件下，高温预处理比低温
预处理效果更好，但是低温预处理可以利用工业余热满足
能量需求，有利于实现系统的能量平衡。
Passos[10]分别用55°C、75°C、95°C低温预处理藻-菌
絮体，甲烷产量分别14%、53%、62%的提升，55°C到75°C
随着温度的提高甲烷产量有着明显提升，温度再次升高
（75°C-95°C）甲烷产量提升效果不显著。低温预处理温
度的选择不能以甲烷产量作为单一考量标准，需要能量需
求和甲烷产量综合考虑。
2.1.2．
．微波预处理

微藻细胞对细胞裂解过程具有抗性，从而降低微藻细
胞的生物降解能力。微藻细胞壁的结构主要由纤维素、半
纤维素、胶质和糖蛋白组成，其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对酶
具有很高的抵抗力，限制厌氧消化的进行[4]。活的微藻细
胞的细胞壁会遏制水解过程，发酵环境下长时间无法被突
破，从而成为时间上的控制因素。
一定的预处理可以有效促进微藻细胞壁破裂，加快
水解进程，从而有小缩短发酵时间，提高沼气产量[5]。
预处理主要是破坏细胞壁、减小颗粒尺寸和增加比表面
积、降低某些纤维材料的结晶度、溶解难降解材料、水
解胞内聚合物、使有毒物质失活[6]。提高微藻的生物降
解性、厌氧消化性能和产甲烷率常用的预处理技术有物
理预处理、化学预处理、生物预处理，和各种预处理技
术的联合预处理。

微波是电磁短波，频率从300MHz到300GHz不等。微
波预处理通过运动分子的摩擦力来激发热效应，微波预处
理提供的大量能量无法破坏生物质的化学键，只能破坏氢
键。输出功率和处理时间决定微波预处理效果的主要操作
参数。
2.1.3．
．超声波预处理
超声波预处理包含超声波快速加压和减压过程。原料
中存在液体和空隙，反复加压减压会导致空化效应，常称
微气泡。微气泡是液体分子通过声波运动而形成的。在超
声波强度的作用下，这些微泡被裂解到最小尺寸并坍塌，
产生热效应、羟基自由基、高压和冲击波，最终裂解微藻
细胞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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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理预处理对微藻产甲烷能力的影响如表1，研
究发现，低温预处理（90°C，10h）产甲烷能力最好(181.3
mL CH4/ gVS)，甲烷产率比未经预处理的产沼能力提高
72%，超声波预处理产甲烷能力113.7 mL CH4/ gVS（提高
8%）与未预处理相比无显著差异[12]。

物理预处理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产甲烷能力，但是需
要大量的能量投入，通常沼气增量不足以平衡能量投入
[13]。很多研究表明低温预处理可显著提高甲烷产率,且能
耗较低，可充分利用工业余热，十分有利于实现整体的能
量平衡。

表1 各类物理预处理方法对微藻产甲烷产率提升的影响。
预处理方法
机械法
微波
超声波
水热

低温预处理

高温预处理

条件
碾磨
900W,3min
700W,30min
130°C，15min
90°C，10h
55°C，10h
75°C，10h
95°C，10h
110°C，15min
高压蒸汽170°C，6.4bar

藻类
栅藻
绿藻+硅藻
绿藻+硅藻
绿藻+硅藻
绿藻+硅藻
藻-菌絮体
藻-菌絮体
藻-菌絮体
微孢藻
混合藻

2.2．
．化学预处理
化学预处理分为酸性、碱性和氧化性预处理[17]。酸
处理与碱处理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化学预处理方法，氧化性
预处理应用较少，本文不做氧化性预处理介绍。酸碱预处
理可有效溶解细胞壁和胞内组分，降低聚合物的聚合度和
结晶度。利用亚硝酸盐预处理微藻，亚硝酸盐水解产生的
游离亚硝酸可以促进细胞裂解强化微藻的可消化程度，使
细胞内的有机物快速释放，提高SCOD浓度[18]。采用浓
度200mg/L的亚硝酸盐预处理蓝藻9h，沼气产率约142
mL/gVS，未经预处理组沼气产率约66 mL/gVS，与之相比
沼气产率提高2.15倍[5]。XUE[19]等利用浓度2.31mg/L游
离亚硝酸酸预处理扁藻，甲烷产率提升了51%。亚硝酸盐
预处理可有效提高最大产甲烷量，但是预处理后会残留大
量亚硝酸氮，不仅会破环厌氧消化的长期稳定性，还会对
产甲烷菌产生抑制。采用碱用量3%，温度78.2°C，预处理
蓝藻5.64h累积产气量为425.4 mL/gVS，而未经预处理的蓝
藻累积产气量为90.13 mL/gVS，相比之下，采用预处理沼
气产量提高了3.72倍[20]。
酸、碱预处理各有侧重，酸处理对碳水化合物的降解
效果较好，碱处理则对蛋白质降解效果更好。若采用酸预
处理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微藻，或采用碱预处理纤维素或多
糖含量高的微藻，都会导致细胞溶解度很低。单独采用酸、
碱对微藻进行预处理，对甲烷产率的提升有限，甚至可能
降低甲烷产率[21]。小球藻经H2SO4预处理后，甲烷产率
反而降低了19%[21]，微拟球藻经NaOH预处理后甲烷产率
降低10%~30%[22]。
化学预处理可有效提高微藻的产气率，但也存在一系
列缺点，过程容易受到抑制使化学预处理过程无法持续进
行，会产生抑制水解或污染环境的有毒物质，如糠醛、羟
甲基糠醛、钠等，这无疑限制了其工业应用的前景[23]。
2.3．
．生物预处理
生物预处理
生物预处理是利用不同来源的酶选择性水解微藻细
胞壁和胞内组分。根据酶的来源和产生方式不同，可将生
物处理分为3类：（1）利用微藻细胞自身分泌的胞外水解

甲烷产率
113mL/gVS
127.7 mL/gVS
113.7 mL/gVS
134.9mL/gVS
181.3 mL/gVS
127 mL/gVSS
160 mL/gVSS
170 mL/gVSS
413 mL/gVSS
307 mL/gVSS

提升率
76%
21%
8%
28%
72%
14%
53%
62%
6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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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加各种纯化酶。常用于水解微藻的主要酶类有葡聚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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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中投加浓度为1%,2%,4%,和8%的地衣芽孢杆菌，甲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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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6±8.3mLCH4 /gVS，对照组甲烷产量338.78% mLCH4
/gVS，不同实验组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甲烷产量[25]。利
用从成牛瘤胃液体中提取的水解细菌预处理墨西哥克雷
塔罗州某湖泊的微藻，对比不同微藻/瘤胃液体比（S/X）
预处理效果，微藻/瘤胃液体比率(S/X)为0.5时，水解效率
最高 (29%)，甲烷产量达到193 mL CH4 /gCOD[26]。
Sevcan Aydin利用奶牛瘤胃微生物预处理微藻，不论瘤胃
微生物接种比例如何，甲烷产量的增加相同的数量级，瘤
胃微生物接种比例为20%时沼气产量提升41%，微藻降解
率提升91% [27]。投加富集裂解细菌或真菌可以有效预处
理微藻，但是预处理效果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如细菌和
真菌生长周期[28]
用浓度25~350 U mL−1的纯酶制剂和混合酶制剂50°C
条件下处理小球藻24小时，150 U mL−1的纤维素酶和半乳
糖醛酸酶的混合酶，酯酶和蛋白酶的混合酶处理效果最好，
sCOD释放量最大[13]，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吻合。Yin
LJ用浓度150 U mL−1 的纤维素酶50°C条件下预处理小球
藻3小时，不溶性固体总量减少约30%[29]。使用溶菌酶和
硫化酶混合处理小球藻UTEX 395，渗透率可以达到98.6%，
单独使用溶菌酶或硫酸盐酶预处理或不采取预处理措施
时，渗透率分别为7.6%、1.2%和1.1%[30]。
生物预处理的常用温度为50°C，pH介于4.5和8之间。
为达到更好的实验效果，实验条件的选取一般选择酶生产
者提供参考数据。 工业降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环境波动
从而改变环境条件，破坏酶蛋白的功能结构。不同的酶最
佳操作条件不同，商业酶混合使用时，需要对微藻组成和
操作成本进行成本和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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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预处理

and research needs [J]. Adv. Biofuels Bioprod. 2013, 873–
975.

采取不同的工业操作组合是降低运营成本的常见做
[7]
法[28]。最常见的联合预处理是热-酸预处理、热-碱预处
处理。热-碱联合预处理主要是通过协同作用破坏微藻细
[8]
胞壁，溶解大分子，诱导纤维素膨化，增加比表面积和降
低聚合度和结晶度[3]。小球藻采用热-酸预处理 (加硫酸
至PH=2后，120°C条件下热处理40min)，甲烷产率提高65%，
采用热-碱预处理（加NaOH至PH=10），甲烷产率提高
74%[15]；仅采用酸、碱预处理，甲烷产率反而降低了19%、 [9]
14%[31]。

吴宇涵,张晓然,胡沅胜.微藻厌氧消化产甲烷:潜能、瓶颈及
解决方案[J].化工进展,2018,37(11):4237-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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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结语与展望
微藻具有优异的生物能源潜力，微藻细胞破壁困难是
制约微藻厌氧消化的瓶颈，使得微藻的甲烷转化率较低。
能量平衡是选择预处理方法的前提，机械、超声波、热水
解、微波等物理预处理虽可有效提高甲烷产率，但是甲烷
增量可能无法弥补预处理能耗，难以实现能量平衡，无法
工业化应用。化学预处理需要投加大量的化学试剂，不仅
会对厌氧发酵设备造成腐蚀，还会产生抑制水解或污染环
境的有毒物质。生物预处理虽能耗较低，但是使用纯化酶
预处理价格昂贵，从经济效益来看不可行。目前来看，低
温预处理不仅能耗需求低，可充分利用工艺余热，也不会
引起二次污染，是最具经济技术可行性的方法。后续研究
可对低温预处理反应器设计和运行进行优化。有关微藻预
处理与厌氧消化协同作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应得到充分
的后续研究，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微藻生物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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