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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木质纤维是制造材料、能源和化学品的重要资源。关于木质纤维中纤维素、木素和半纤维

素分离的工作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探究半纤维素的降解和结构变化对于实现植物纤维三
大素分离、拓宽生物质精炼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制浆造纸工艺和生物质基材料的发展提供
新方法和新思路。本文重点阐述了半纤维素在碱性蒸煮过程中的主要降解产物 4-O-甲基葡萄糖醛酸

（meGlcA） 及其转化物己烯糖醛酸 （HexA） 含量的测定方法，meGlcA 含量的准确测定有助于改进制
浆蒸煮工艺条件，提高纤维分离的纯度和成纸质量，更好实现纤维素高值化利用；HexA 在制浆过程
中影响着漂白工艺化学品的消耗，测定其成分变化能够为降低漂白剂用量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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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gnocellulose plant is an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 for manufacturing material，energy，and chemicals，the fractionation of cel⁃
lulose，lignin，and hemicellulose is a hot topic being concerned for years. Exploring the degradation rules of hemicellulose and the change of

its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efficient separation of the plants’three main components.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determi⁃
nation methods of the main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hemicelluloses during alkaline cooking process，i. e. ，4-O-methylglucuronic acid（meGl⁃
cA）and its derivative hexane uronic acid（HexA）. Accurately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meGlcA would help improve the pulping process

and the purity of separated fibers and the quality of resultant paper，so as to achieve high-value application of cellulose. HexA affects the
consumption of bleaching chemicalsin bleaching process，its determination could provide helpful message to bleaching stage.
Key words：hemicelluose；4-O-methylglucuronic acid；hexene uronic acid

木质纤维 （Lignocellulose） 是地球上丰富可再生

聚糖，是影响生物质组分分离的重要因素。在植物天

的生物质资源，被人们用于能源、建材、家具以及化

然结构中，木质纤维细胞壁主要以纤维素为骨架物

学品的生产。近年来，随着绿色经济的兴起，生物质

质，半纤维素覆盖在纤维素微纤丝表面并以氢键连

基液体原料、生物质基可再生材料的研究和利用成为

接，半纤维素还与木素间以共价键连接，从而形成疏

热门研究课题，被人们所关注。木质纤维资源传统利

水结构[2]，也就是半纤维素与木素形成的木素-碳水化

用，主要是通过脱除木质纤维中的木素，或者木素和

合物复合体 （LCC）。

半纤维素获得纸浆或者纤维素产品；大部分脱除的木

当植物纤维用于化学法制浆时，原料中的木素需

素和半纤维素被焚烧后为碱回收提供部分热能，只有

要尽可能多地脱去，使纤维易于分散，同时纤维素降

[1]

少部分的木素和半纤维素用于生产高值化产品 。实
际上，生物质中的半纤维素脱除或者保留对纤维素的
降解与转化，以及纤维素纤维的功能化具有重要影
响。众所周知，半纤维素是由多种糖基构成的不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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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尽可能少，适当保留部分半纤维素[3]。当植物纤维
用于生物炼制时，则主要是打开植物纤维致密结构和
聚合物的分子链，使纤维素、木素和半纤维素得到有
效分离，然后纤维素糖化、发酵成为能源和化学品。

少 。 每 10 μmol/g 的 HexA 对 卡 伯 值 的 贡 献 为 0.84～

0.86，在硫酸盐法蒸煮中，针叶木的 HexA 含量约为
20～30 μmol/g，阔叶木则为 50～60 μmol/g[10]。

如果要实现生物质组分高效分离，并有利于纤维素后
续利用，则需要深入研究半纤维素的降解产物，特别
是半纤维素的降解模式与规律。无论是制浆过程，还
是生物炼制过程，半纤维素降解和溶出伴随葡萄糖醛
酸的降解和转化。本文将概述半纤维素的降解反应，
并对糖醛酸和己烯糖醛酸的测定进行详细介绍。
1

半纤维素碱性降解反应
Fig. 1

不同植物材种中半纤维素聚糖类型和结构不同，
针叶木以聚半乳糖葡萄糖甘露糖为主，而阔叶木以
聚-O-乙酰基-4-O 甲基葡萄糖醛酸木糖为主[4]。各类半

2

图1

碱性蒸煮下 HexA 的形成[10]

Formation of HexA after alkaline cooking[10]

降解产物的测定方法

纤维素聚糖在碱性条件下会发生降解反应，可根据反

在生物炼制过程中，要提高生物质组分的分离效

应条件和程度分为碱性水解和剥皮反应。在较为剧烈

率，需要测定其在分离过程中的降解产物含量和分

的 反 应 条 件 下 与 纤 维 素 水 解 类 似 ， 如 170℃ 、 10%
NaOH 溶液中，半纤维素糖苷键水解断裂形成小分子
糖基和糖醛酸基。在较为温和的反应条件下，半纤维
素会发生剥皮反应[5]，生成新的短链多聚糖，其上含
有不均一的还原性末端基 （即异变糖酸基），而降解
下来的末端基在碱液中进一步互变异构转变成乳酸等
降解产物。

降解产物中含有大量甲酸、乙酸以及 20 种以上

的羟基羧酸、16 种以上的羟基二元酸和不饱和酸[6]。
当还原性末端基转变为偏变糖酸基时，剥皮反应终
止，不再进行半纤维素的降解。除了化学降解，半纤
维素的溶解也受到传质效应的控制，水解产物中的木
素降解产物也会阻碍半纤维素的溶解[7]。

布，以实现纤维素能源转化或者材料制备。如前所
述，半纤维素在制浆蒸煮中有很大程度的残留，保留
的半纤维素含有糖基、糖醛酸、HexA 等成分。研究
人员为了测定这些成分做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其中甲

基葡萄糖醛酸的降解转化和 HexA 的产生备受关注，
其定量测定十分重要，下面将重点介绍其测定方法。
2. 1

糖醛酸类物质的测定

2. 1. 1

光谱法

糖类物质一般不具备紫外吸收或荧光基团，较为
常用的方法是将其衍生化后使用比色法测定。此方法
测定的优点是快速显色、方便快捷、对仪器设备要求
较低，适宜于大批量样品分析，但存在衍生化后产物

在 碱 性 制 浆 蒸 煮 中 ， 4-O- 甲 基 葡 萄 糖 醛 酸 基

不稳定，测量结果误差较大，并且容易受中性杂质干

聚木糖链支链减少，聚合度降低，容易随着碱液参数

糖醛酸 （葡萄糖醛酸） 与浓硫酸在沸水浴条件下

（meGlcA） 易于脱除，因此蒸煮后所得到的半纤维素

变化而发生变化。4-O-甲基葡萄糖醛酸在蒸煮液中受
到高温强碱 （OH-） 的作用，发生 β-甲醇消除反应形

扰等缺点。
能够发生水解反应，生成呋喃化合物 5-甲酰基-2-呋

喃甲酸 （5FF） [11]，水解产物再与显色试剂反应能够

成双键，生成 4-脱氧-己烯糖醛酸 （HexA），反应过

生成具有显色基团的化合物，根据显色基团的吸光度

阻止聚木糖分子链发生剥皮反应，但随着蒸煮时间增

和戊糖也会酸水解为 5-羟甲基-2-呋喃甲酸、2-呋喃甲

程如图 1 所示。HexA 在碱性条件下相对稳定，可以

能够测定出糖醛酸的含量。但是，样品中存在的己糖

加，HexA 会发生部分降解，同时，由于其对酸不稳

酸醛等产物，对糖醛酸测定造成干扰。常用的显色试

[8]

定，易被水解成呋喃衍生物 。在后续纸浆漂白过程

剂有咔唑、间羟基联苯、3,5-二甲基苯酚等，根据不

中，会与漂白试剂发生反应，从而增加漂白试剂的消

同的显色反应发展了其相应的测定方法[12]。

耗。在制浆中，蒸煮方法和碱液浓度会影响纸浆中最
后残留的 HexA 含量 。由于针叶木中所含聚 4-O-甲
[9]

基葡萄糖醛酸木糖较少，其产生的 HexA 也相应较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6 期

咔唑-硫酸法通过咔唑与葡萄糖醛酸水解产物生
成紫红色化合物，其吸光度与葡萄糖醛酸浓度成正
比，测定波长范围在 523～530 nm。Gregory[13] 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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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硫酸中加入硼酸盐能够改变中间体的形成，增强葡

量，用盐酸/甲醇溶液将糖醛酸样品处理后，进一步

萄糖和葡萄糖醛酸酮的羟甲基和羧甲基反应，进而加

三 甲 基 硅 烷 化 （TMSi）， 利 用 火 焰 离 子 化 检 测 器

[14]

快显色时间，增加颜色的稳定性。李敏等人 采用改

（FID） 进行分析检测，并使用核磁共振光谱测定的

良咔唑-硫酸法测定糖醛酸的含量，在酸水解后采用

摩尔比作为纯化标准品的定量。糖醛酸在酸性甲醇醇

冰水浴迅速冷却的方法，延长了显色体系的稳定时

解过程中会发生部分内酯化，从而在气相色谱中产生

间，有利于样品的测定。需要注意的是，中性糖在加
热酸水解的过程中会发生褐变，对显色反应造成较大
干扰，特别是二次加热，需要对测定结果进行校准。
间羟基联苯法是通过葡萄糖醛酸与硫酸-硼砂溶

6 个糖苷峰，与纯化标准样品的校准曲线结合，能够
更好地估计待测 meGlcA 的含量。

对于糖醛酸的衍生化反应使用最多的是还原胺

化，反应原理是将糖的醛、酮等还原端羰基与伯氨基

色，生成粉红色化合物，并利用比色法测定糖醛酸的

化合物反应，生成 Shiff 碱结构化合物后被 NaBH3CN

含量。相较于咔唑-硫酸法，间羟基联苯法可以在初

于柱前衍生化后色谱分离检测，葡萄糖与对氨基苯甲

液反应，水解产物与间羟基联苯 （MHDP） 络合显

次加热水解糖醛酸后与 MHDP 在环境温度下反应，避

免了二次加热，减少了中性糖的干扰。Filisetti 等人[15]

还原为仲胺，利用其紫外吸收或荧光进行检测，常用
酸的反应过程如图 2 所示。

为解决加入 MHDP 前第一次加热过程中发生的褐变，
在反应混合物中加入少量氨基磺酸盐以消除褐变，而

不会影响 MHDP 对糖醛酸的灵敏检测，特别是当糖醛
酸含量比中性糖少得多时。Albert 等人[11] 研究了不同

反应时间下 MHDP/5FF 发色基团在 520 nm 处的吸光
度随糖醛酸含量的变化，发现读数结果稳定性差，需

要在测定时建立新的方法以提高数据的重现性。林妲
等人[16]探究了最佳反应条件，有效测定了碱分级分离
提取所得半纤维素中葡萄糖醛酸的含量，并能够保证
显色反应完成后 2 h 内吸光度变化不大。
2. 1. 2

色谱法

木质纤维水解液中产物的色谱测定方法主要有气
相色谱法 （GC）、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离子色
谱法 （IC） 等。GC 主要通过将产物衍生化后转化为
易挥发的物质进行测定，衍生化过程往往较为复杂、
重现性差，常用的衍生化方法有硅烷化、乙酰化等；

图2

Fig. 2

葡萄糖与对氨基苯甲酸的反应示意图[1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action between glucose
and p-aminobenzoic acid[19]

郝桂堂等人[19]利用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将

HPLC 是采用聚葡萄糖凝胶色谱柱分离后测定成分含

氨基苯甲酸 （p-AMBA） 衍生化为反相离子后通过反

结合，如还原胺化；IC 是利用待测组分电荷数差异

相色谱柱分离检测单糖及糖醛酸组成，对分离柱系

量，常与柱前/柱后衍生化反应与紫外或荧光检测相
在洗脱液中解离成阴离子后实现交换分离，操作简单
方便，且无需衍生化就可以进行检测分析，检测灵
敏、准确度高、外在干扰小，且重现性好，但对仪器
要求较高[12]。

常用的多糖产物测定方法是利用硫酸解聚处理，
但 α-(1→2)-糖醛酸和木糖残基之间的连接键较为稳定
而不易断裂，此外酸水解也会引起糖醛酸的脱羧反

统、流动相洗脱条件等进行分析，探究了适合 p-AM⁃
BA 糖衍生物分离的色谱梯度洗脱分离程序，并优化

了反应温度 70℃和反应时间 40 min 等衍生化条件，达

到了较高的分离检测结果。Silva 等人[20]同样利用反向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测定了中性糖和酸性糖含
量，并提出衍生物的荧光检测与流动相的 pH 值有很

强的相关性，将此法与传统气相色谱法-火焰离子化

应。相比之下，酸性甲醇醇解法可以主要解聚非纤维

检测法 （GC-FID） 对比分析，发现两种方法对中性

素多糖链，从而更好地断裂糖醛酸连接键，无需预先

糖的检测无显著差异。

[17]

[18]

脱木素处理 。Chong 等人 利用酸性甲醇醇解法和
气相色谱法研究了桦木中 4-O-甲基葡萄糖醛酸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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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等人[21] 采用阴离子交换与脉冲安培检测法
（PAD），建立了几种单糖和糖醛酸的分离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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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发现当洗脱液浓度为 5 mmol/L、淋洗液流速为

应条件[25]。本文将重点介绍近年来测定 HexA 的改进

准偏差小于 3，可以在 46 min 内实现多种单糖和糖醛

2. 2. 1

0.8 mL/min、柱温为 20℃时，分离度大于 1.9，相对标

方法，具有实验方法简便快捷、重复性高等优点。
水解法

汞盐可以水解释放 2-乙酰氨基-2-脱氧-3-O-(β-D-

酸的完全分离，并且可以根据糖醛酸的酸度系数

苏式-4-吡喃葡萄糖醛酸)-D-葡萄糖，此水解产物能够

（pKa） 值 的 不 同 ， 改 变 条 件 使 其 达 到 良 好 的 分 离
效果。

吸收紫外光从而通过光谱法测定含量。Gellerstedt 等

与紫外可见光检测 （UV/VIS） 结合的方法，通过 2-

的糖苷键，再用高碘酸盐氧化形成 3-甲酰丙酮酸后与

Lorenzo 等人[22]采用高效阴离子交换色谱 （HPAEC）

人[27] 采用乙酸汞溶液选择性水解 HexA 和聚木糖链间

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生成红色化合物，但实验测定中水

氨基苯甲酸 （2-AA） 对糖醛酸进行还原胺化，并与
常规的磷酸-HPAEC 法和 13C NMR 光谱相比，发现所

解缓冲液的紫外吸收较高，产生误差较大；相比之

规硼酸-HPAEC 法更灵敏，这表现在相比常规方法，

生干扰。

下，氯化汞的紫外吸收较低，不易对 HexA 的含量产

检测到的葡萄糖醛酸浓度有了极大提高，新方法比常
测定的检测极限要低很多。

Chai 等人[28]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简单快

Jacobs 等 人[23] 利 用 基 质 辅 助 激 光 解 吸/电 离 质 谱

速测定 HexA 的方法，利用氯化汞-乙酸钠溶液高度选

萄糖醛酸残基在木材聚木糖多糖链上的分布，并结合

30 min 内完全水解 HexA，然后通过紫外分光光度法

（MALDI-MS） 的检测分析方法，研究了 4-O-甲基葡

尺寸排阻色谱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针叶木聚木糖的
糖醛酸残基主要规则地分布在每 7 个或 8 个木糖残基
上，而阔叶木聚木糖中的糖醛酸残基分布不规则。各
色谱法测定糖醛酸含量的条件对比见表 1。
2. 2

HexA 的测定方法

HexA 是制浆过程中糖醛酸残基转变而来的降解

产物，它能与亲电漂白试剂 （如 Cl2、ClO2、ClO3 和过
氧酸等） 反应，从而影响后续漂白化学品的消耗，反

应产物降解后会形成草酸钙，使得管路和容器结

垢 。此外，HexA 含有不饱和化学键，当用 KMnO4
[24]

测量纸浆卡伯值时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一些金属

离子容易与 HexA 的双键发生螯合而影响纸浆过氧化
[25]

物的漂白性能 ，其分子中的共轭双键是一些发色基
团的主要来源，会导致纸浆返黄。因此，对 HexA 进

行定量检测和含量控制对制浆漂白工艺和提高纸张性
[26]

能有重要意义 。

传 统 的 HexA 测 量 方 法 有 聚 木 糖 酶 解 核 磁 检 测

法、酸化后紫外检测法、乙酸汞水解液相色谱分离检
测法等，但实验耗时长、实验步骤繁琐且不易控制反
表1
Table 1

择性水解 HexA，在适宜的水解条件和温度下能够在
在 260、290 nm 处测定其含量。该研究还表明，纸浆
漂白前后此法所得产物的光谱特征相同，表明木素等

化合物对测定结果的影响较小，可通过双波长分光光
度法校正后得到准确测量数值，校正如式（1）所示。
此法由于简便迅速、样品用量少，在 2007 年被列入

美国制浆造纸学会的标准检测方法[25]。
( A 260 - 1.2A 290 ) ⋅ V
C HexA = 0.287 ×
（1）
w
式中，CHexA 为 HexA 的含量，μmol/g；A260、A290 分

别为 260、290 nm 处的吸光度；V 为水解液的体积，
mL；w 为纸浆样品的绝干质量，g；常数 0.235 为使用
标准纸浆样品获得的校准系数[28]。

也有学者提出以氧化镉溶液为水解液的 UV 测定

法 ，测定波长为 231、280 nm，并且可由含有 HexA
[29]

的聚木糖模型物的紫外吸收强度，计算得到氧化镉溶

液中 HexA 的浓度，见式（2）。该方法是基于纸浆样
品在镉试剂中的溶解，可以同时测定 HexA 和残余木

素，其中木素的吸收必须从总吸收值中减去[30]。
( A 231 ⋅ ε 280 Lig - A 280 ⋅ ε 231 Lig )
C HexA =
（2）
( ε 231 Hex ⋅ ε 280 Lig - ε 231 Lig ⋅ ε 280 Hex )

色谱法测定糖醛酸含量的条件对比

Comparison of conditions for determination of uronic acid content by chromatography

检测方法
气相色谱法[18]
柱前衍生化液相色谱[19]
阴离子交换-脉冲安培检测法

衍生化试剂

分离柱

检测器

洗脱液

三甲基硅烷

DB-1 毛细管柱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无

荧光检测器

磷酸盐-甲醇

脉冲安培检测器

氢氧化钠-乙酸钠

紫外可见光

氢氧化钠-乙酸钠

对氨基苯甲酸
[21]

阴离子色谱-紫外可见光检测法

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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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HexA 为 HexA 的含量，g/L；A231、A280 分别

为 231、 280 nm 处 的 吸 光 度 ； ε231、 ε280 分 别 为 231、
280 nm 下的吸收系数。
2. 2. 2

酸解法

HexA 在与酸发生水解反应时，能够形成呋喃-2-

糠 酸 和 5- 羧 基 -2- 糠 醛 ， 其 产 物 含 量 分 别 是 90% 和

10%，其反应过程见图 3。两种产物分别在 245、290
nm 处有紫外吸收。Jiang 等人 用阴离子交换色谱法

素和 HexA 含量的新方法，这是根据不饱和结构 C=O
和 C=C 的 UVRR 条带高度确定的，其他不饱和结构
含量在纸浆中是恒定的，因此该条带高度与 HexA 含

量具有线性关系，与其他方法相比，此法较为快速，
且样品用量少，预处理过程简单，操作简便，不需要

化学处理，但仪器成本高，适用于木素含量小于 3%
的半漂浆和全漂白纸浆。

不 同 材 种 原 料 用 不 同 方 法 所 测 定 的 HexA 含 量

[31]

分离呋喃酸产物后用抑制电导法定量，该方法耗时不
超过 4 h，重复性好，可用于各类化学浆中 HexA 的测

定。Jiang 等人[32]用同样的检测方法研究了传统硫酸盐
浆和 3 种改性硫酸盐浆 （蒽醌浆、聚硫浆、聚硫蒽醌

见表 2。
表2
Table 2

盐浆中 HexA 的酸水解具有非均相性，反应可分为两
为了避免使用危险化学品，Zhang 等人[33] 在 N2 条

件下，用 pH 值 3.5 的甲酸/甲酸钠缓存溶液在 110℃下

水解纸浆样品 1 h，通过紫外可见光谱法分析所得水
解呋喃衍生物的吸光度，能够确定 HexA 的含量。此

HexA content of different material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methods

浆） 中 HexA 的酸水解动力学，结果表明，改性硫酸
个准一级动力学相，每个动力学相的速率常数不同。

不同材种原料用不同方法所测定的 HexA 含量

原料

水解液

桉木[36]

HgCl2-NaAc 溶液

麦草[37]

甲酸/甲酸钠溶液

尾叶桉[38] 甲酸/甲酸钠溶液

法温和而环保，但未考虑木素等干扰物的影响，适用
于漂白后纸浆中 HexA 含量测定。詹怀宇等人[34] 利用

湿地松[38] 甲酸/甲酸钠溶液

检测

吸收波

方法

长/nm

紫外可

260、290

见光谱
紫外可
见光谱
紫外可
见光谱
紫外可
见光谱

所测 HexA 含量
/μmol·g-1

未漂硫酸盐浆 55

水预水解浆 2～14

245

硫酸盐浆 8～10

245

硫酸盐浆 50～60

245

硫酸盐浆 10～20

此法测定对比了不同木材原料的未漂常规硫酸盐浆

（CK） 和改良硫酸盐浆 （EK） 酸水解前后 HexA 的含
量 ， 结 果 表 明 ， 针 叶 木 （湿 地 松 和 加 勒 比 松） 浆

HexA 含量一般为 10～30 mmol/kg，阔叶木 （尾叶桉、
雷林桉） 浆的一般为 40～70 mmol /kg，约为针叶木
浆的 2～3 倍，

Anna-Stiina 等人 提出了通过紫外共振拉曼光谱
[35]

（UVRR） 结合偏最小二乘法校正同时测定纸浆中木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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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

结

语

长久以来，造纸行业的学者对制浆过程中的组分
分离进行了大量研究，致力于清洁高效地制备纸浆，
提升纸张质量，并且探究木质纤维的高值化利用，开
发生物质精炼新模式。半纤维素在制浆和生物炼制中
起重要作用，这与半纤维素的溶出或降解对纸浆纤维

HexA 基团酸降解产物[33]

Acid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HexA groups[33]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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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产生影响有关。对半纤维素的研究，需要探究
其在植物纤维中的降解程度和降解机理，并分析其结
构、测定其含量。纤维原料，特别是阔叶木纤维，在
高温碱性蒸煮过程中，由于发生剥皮反应、氧化反
应、水解反应，部分会降解成为低聚糖或单糖，这些

糖类进一步降解得到的 4-O-甲基葡萄糖醛酸及其碱性

转化产物己烯糖醛酸，这是影响制浆工艺化学品消
耗、制约下游纤维素加工利用的关键因素，对二者的
结构和含量变化进行分析测定，将对木质纤维素的结
构性能和降解机理的探讨提供指导，为改性生物质基
材料的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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