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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test research advances on catalytic hydrolysis of cellulose using solid acid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cidic

site and pore structure of solid acids，the cellulose hydrolysis effiency could be improved by the abrasive pre-treatment and uniform hydroly⁃
si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ellulose and solid acids were analyzed，and the prospects of cellulose hydrolysis using solid acids were dis⁃
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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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化石能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基
于可再生木质纤维素的燃料和生物化学品的发展有望
减少人类对传统化石资源的依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以生产葡萄糖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基于糖平台的生
物精炼的工业化技术瓶颈[6]。

酶 （纤维素酶） 和均相 Brønsted 酸 （如硫酸和盐

并提高能源安全 。木质纤维中的纤维素可水解为葡

酸） 是水解纤维素最常用的催化剂[7]。然而，纤维素

萄糖，进一步转化为有价值的下游化学品 （如糠醛、

酶生产成本高且难回收，且酶水解需要进行高能耗和

5-羟甲基糠醛、乙酰丙酸） 和可再生生物燃料 （如生

高成本的预处理以消除其结构顽固性[1]；硫酸和盐酸

纤维素通过酸或酶 （纤维素酶） 的催化水解作用

蚀、酸回收和废水处理困难等问题。因此，用于纤维

[1]

物乙醇、生物丁醇和碳氢化合物） [2]。

[3-4]

裂解糖单元之间的 β-1,4 糖苷键以生产葡萄糖 。然
而，纤维素的晶体结构和纤维素分子间致密的氢键网
络 （如图 1 所示） 使之不溶于水和大多数有机溶剂，
化学反应性差[5]。此外，纤维素被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包裹在木质纤维中，进一步降低了反应可及性。因
此，通过经济有效地方法水解木质纤维素中的纤维素
·90 ·

虽然成本较低，但存在不良降解、糖酸分离、设备腐
素水解的固体酸催化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 20 年来，人们在高性能固体酸催化剂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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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分子间的氢键作用

Hydrogen bondng between cellulose molecules

催化机理、提高纤维素水解的水热稳定性和可回收性
[8]

离子交换法是将活性组分 （通常是阳离子） 与载体表

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然而在成功应用于纤维素

面可交换的离子进行置换，再经洗涤、焙烧等处理得

水解之前，固体酸仍有许多未知问题。用于催化的固

到金属负载型催化剂，多用于制备低含量、高利用率

体酸酸性位点、孔隙结构和与纤维素的相互作用是固

的贵金属催化剂。

体酸的关键结构特征和性质，对其水解纤维素的性能

随着对固体酸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演变和发展了

有重要影响。本文总结了固体酸高效催化纤维素水解

一些新的制备方法，比如化学气相沉积法、溶胶-凝

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纤维素与固体酸之间的相互作

胶法和微乳液法等。

用，并对固体酸水解纤维素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2

1

固体酸分类及制备方法

1. 1

固体酸的酸解机理
纤维素是由 D-葡萄糖以 β-1,4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

固体酸分类

固体酸是带有表面酸性位点 （Lewis 酸或 Brønst⁃

长链多糖化合物，聚合度通常在 100~20000 之间，聚
合度越高，β-1,4 葡聚糖链之间的氢键作用越强，溶

ed 酸位点） 的固体框架结构酸，可用于纤维素的催

解性越差。酸解过程是将纤维素水解为寡糖或单糖，

等优势 。固体酸主要包括类型如表 1 所示 。

酸表面的酸性基团产生质子，质子随机攻击纤维素中

化水解。固体酸具有可回收、腐蚀性小和对环境友好
[9]

[10]

表1
Table 1

固体酸分类及优点[10]

Classification and advantages of solid acids[10]

固体酸
金属氧化物

优点
具有大量 Lewis 酸性位点，大的比表面积和孔径

固体酸水解纤维素的原理与其他酸类似。首先，固体
的 β-1,4 糖苷键，纤维素发生水解生成纤维二糖；然
后酸性基团使纤维二糖的 β-1,4 糖苷键发生断裂，水
解成葡萄糖[11]。不同固体酸的具体水解机理也不相
同，以碳基固体酸水解纤维素为例：Kitano 等人[12] 发

现，一系列具有单一基团强 Brønsted 固体酸催化剂不

能成功水解水溶性 β-1,4-葡聚糖，这是由于固体酸酸

磺化碳

可回收，原料廉价

杂多酸

高酸度、高质子迁移率和良好的稳定性

性位点不能分解葡聚糖的氢键和 β-1,4-糖苷键。与之

无毒，易回收，具有多孔结构，可容纳多种阳离子

相反，无定形碳催化剂含有高密度的磺酸基、羧基和

具有加氢活性

羟基，能有效水解长链 β-1,4-葡聚糖，这归因于磺酸

H 型沸石
负载型金属催化剂
磁性固体酸

回收高效，催化性强，稳定性好，污染少

仿酶固体酸

可破坏纤维素的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

基的强 Brønsted 酸性位点、羟基和羧基提供有效吸附
位点和无定形碳高可及性三者形成的协同效应。因
此，碳基催化剂可随机攻击纤维素 β-1,4-糖苷键产生

1. 2

制备方法
固体酸传统制备方法有沉淀法、浸渍法、离子交

换法、混合法及热熔融法。沉淀法主要用于制备高含
量的非贵金属、金属氧化物或催化剂载体；混合法是
将多种组分在机械作用下混合制备成多组分催化剂；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12 期

葡萄糖，且没有 5-羟甲基糠醛和乙酰丙酸等副产物生
成。其他催化剂如负载型金属催化剂，在固体酸的质

子将纤维素水解为糖以后，在 H2 存在下金属催化剂
还将其进一步转化为糖醇。杂多酸在催化水解纤维素
时，除了 H+ 参与水解反应切断糖苷外，杂多阴离子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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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中间体形成稳定配合物，降低反应活化能，提高

子中间体。快速结合水分子后，另一个葡萄糖和一个

反应效率，且其特殊的空间结构能促进纤维素无定形

自由质子被释放出来。水解液中的游离质子和固体酸

区选择性水解。因此，固体酸的水解效率受到固体酸

继续水解纤维素的 β-1,4 糖苷键。固体酸从分子链末

酸性位点及催化活性、吸附性能、孔隙结构和反应条

端和任意位置随机攻击糖苷键，导致纤维素水解。固

件等因素的影响。

体酸和纤维素之间的初始接触、分子间的亲和力和水

3

催化纤维素水解固体酸的酸性位点
固体酸将纤维素水解为葡萄糖需要酸性位点。大

多数固体酸带有 Brønsted 酸基团，如强磺酸 （SO3H）
或弱羧酸 （COOH）。还有一些固体酸，如 H 型沸石

和金属氧化物，不仅具有强的 Brønsted 酸性，而且有
Lewis 酸性 。
[13]

3. 1

SO3H 基团和催化活性

SO3H 作为一种强酸基团，能在纤维素水解过程

的存在对纤维素的有效水解是不可缺少的。
苯酚羟基 （pKa=9.9） 等弱酸位点的酸性不足以
直接水解纤维素时，他们及含氧基团 （如酮和内酯结
构） 的存在通过氢键提高固体酸对纤维素和低聚葡聚
糖的亲和力，在纤维素水解中表现协同效应[17]，从而
对纤维素进行水解。弱酸位点与含氧基团并列相邻
时，协同效应更明显，因为官能团可与 β-1,4 糖苷键
的氧原子形成氢键，并增加相邻 COOH 或 SO3H 酸性
基团攻击 β-1,4 糖苷键的能力。

中为 β-1,4 糖苷键提供质子，聚合物基固体酸、无机

3. 4

酸 性 位 点[14]。 Pang 等 人[15] 制 备 的 磺 化 碳 催 化 剂 具 有

维素水解的影响。例如，镧(Ⅲ)离子可以在水溶液中

够在 150℃下、24 h 内将球磨纤维素水解成葡萄糖，

有效催化纤维素水解，总水溶性产物在 150 s 时达到

固体酸和碳基固体酸都可使用 SO3H 作为强 Brønsted
2.39 mmol/g 的总酸密度 （SO3H 密度 0.63 mmol/g），能

水解效率为 74.5%。固体酸的水解性能主要受 2 个方
面影响：①SO3H 酸性位点越多，催化活性越高；②

SO3H 基团的分布和位置会影响表面酸性位点活跃程

固体酸的其他催化位点

除了 Brønsted 酸位点，研究了 Lewis 酸位点对纤

保持 Lewis 酸性。Seri 等人[18] 报道氯化镧(Ⅲ)在 250℃
最大产率 （54.2%），但葡萄糖产率仅为 5.8%，主要
降解产物为 5-羟甲基-2-呋喃甲醛 （产率 19.2%）。

固体酸的 Lewis 酸位点也能够裂解 β-1,4 糖苷键。

度，内部 SO3H 基团的可及性易受碳催化剂碳化条件

因此，将 Lewis 酸位点结合到固体酸增加总酸度以有

糖脱水成 5-羟甲基糠醛，并进一步分解成乙酰丙酸和

及其与 Brønsted 酸位点在纤维素水解中的协同作用是

的影响 。然而，SO3H 基团的强酸性可以催化葡萄
[16]

甲酸。
3. 2

弱酸位基团和催化活性

仅含 COOH 等弱酸位基团的固体酸和纤维素酶的

弱酸基团都能催化水解纤维素的糖苷键。To 等人[16]用

羧酸、酚羟基和内酯基团官能化得到的中孔碳 （总酸

效水解纤维素。Lewis 酸位点水解纤维素的潜在机理
未来研究的重点。
4
4. 1

固体酸的孔隙结构
与水解性能的关系
固体酸水解纤维素的性能不仅与功能性酸位点有

度 2.2 mmol/g） 显示出水解 Avicel 纤维的良好能力，

关，还与比表面积和多孔结构有关。研究发现，含

固体酸的吸附中起关键作用，这对于纤维素的有效水

4.8 mmol/g，但对纤维素的水解性能却比 SO3H 密度为

葡萄糖产率 67.2%。此外，弱酸位还在纤维素底物对

解是必不可少的，且含碳固体酸上的酚羟基与纤维素
水解的葡萄糖产率间成非正比的相关性。
3. 3

Brønsted 酸性位点的催化机理

与催化剂类型无关，β-1,4 糖苷键的分解基本上
是由酸 （质子） 催化的。例如，来自均质酸电离产生
的质子或纤维素酶催化域中的弱酸位点都能够催化纤
维素水解。以纤维二糖为例，固体酸催化水解纤维素
的机理如下[8]。
首先，固体酸接近并与纤维二糖碰撞，表面酸性
位点攻击 β-1,4 糖苷键的氧原子，形成共轭酸。随后

C—O 键断裂，共轭酸分解释放葡萄糖，形成氧碳离
·92 ·

SO3H 的传统 Amberlyst-15 树脂中虽然 SO3H 密度高达

1.9 mmol/g 的碳材料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Amber⁃
lyst-15 的比表面积仅为 50 m2/g，主要为外部大孔。由
于许多由天然聚合物碳化和磺化制备的碳固体酸 （如
糖、纤维素、淀粉和木质纤维素生物质） 无孔结构，
BET 比表面积低 （通常小于 5 m2/g），纤维素的催化水
解性能效果较差[19-21]。相比之下，比表面积大的固体
酸在纤维素水解中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22-24]。Zhang 等

人[24]报道了酸密度相对较低 （SO3H 密度 0.44 mmol/g），
但 BET 比 表 面 积 较 高 （762 m2/g） 的 磺 化 活 性 炭 在

150℃ 下 、 水 解 24 h 时 获 得 葡 萄 糖 ， 产 率 为 62.6%，
优于酸密度高但比表面积低的纤维素衍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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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40，No. 12，2021

专题论坛

4. 2

介孔和微孔的作用
固体酸的多孔结构对纤维素大分子的催化水解起
[25]

成型产物，如葡萄糖生成 5-羟甲基糠醛和乙酰丙酸
的副反应。

关键作用 。研究表明，固体酸介孔比微孔具有更高

5. 2

的催化活性，这可能与介孔的大比表面积和孔内酸性

5. 2. 1

位点有关，更易与纤维素底物接触，反应物和产物易
于传质

[26-27]

[27]

。Zhong 等人 发现介孔碳纳米颗粒可以吸

附高达 30% 的可溶性长链 β-1,4 葡聚糖，而缺乏内部

介孔的石墨烯型碳纳米粉末在类似条件下仅吸附不到
1% 的葡聚糖。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介孔碳材料的

辅助方法
碾磨预处理

纤维素由于受到氢键和纤维素链间存在的紧密的
轴向堆积的影响而产生高度结晶，难以被固体酸水
解。Kobayashi 等人[33] 受球磨纤维素代替微晶纤维素
为固体酸底物可显著提高水解效率[34]的启发，开发了
一种混合研磨技术，将纤维素和催化剂放在一起球

内部孔隙对葡聚糖吸附的重要性，且葡聚糖吸附能力

磨，以增加固体酸催化剂和纤维素的接触，通过硬氧

随着暴露的碳介孔比表面积和中孔尺寸增大而增加，

化铝球的冲击将结晶纤维素粉碎成更小的无定形颗

直径 5~8 Å 的微孔不易吸附葡聚糖 。
[28]

粒，并将无定形纤维素和含碳固体酸催化剂彻底混

可溶性长链 β-1,4 葡聚糖可以快速吸附到沸石模

板碳 （ZTC） 催化剂的直径为 10~15Å 的微孔中，达

ZTC 质量的 80%，并在 180℃下处理 3 h 后，吸附的葡
聚糖水解率较高 （73%）

[29-30]

。ZTC 表面引入的 COOH

合。这种方法增强了纤维素和碳催化剂的物理接触，
纤维素转化率达 93%，缺点是能耗高、耗时长。
5. 2. 2

均匀水解

为增强固体酸对纤维素的可及性，发现可以将纤

可以使纤维素水解效率高达 87%。尽管 β-1,4 葡聚糖

维素在离子液体等纤维素溶剂中进行溶解后再被固体

ZTC 内部微孔内，而不是外表面。在扩散中观察到类

糖苷键易于水解。100℃下，磺化树脂 Amberlyst 15 可

的回转半径比微孔直径大几倍，但葡聚糖吸附发生在

酸水解[35]。纤维素的溶解破坏了晶体结构，使 β-1,4

似的现象，柔性聚合物链通过构象变化进入多孔膜。

在 1-丁基-3-甲基咪唑氯盐中将纤维素水解成纤维素

与上述观察相反的是，在多孔碳催化剂吸附和解聚葡
聚糖方面，微孔可能比中孔具有功能优势，这为设计
和制造用于纤维素水解和转化的多孔固体酸打开了新
的途径。
5

低聚物[36]。然而离子液体会影响固体酸的催化活性，
Amberlyst 15 在离子液体中失活是由于 SO3H 基团通过
与离子液体阳离子进行离子交换而浸出。离子液体也

可通过浸出金属物影响金属负载催化剂的催化活性。
此外，在工业应用中，离子液体价格昂贵、难回收。

提高固体酸水解纤维素效率

微波辐射能有效促进固体酸对纤维素的催化水
[37]

尽管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来提高固体酸对纤维素水

解 。微波既可削弱和破坏纤维素链之间的氢键，又

解的催化活性，但大多数现有固体酸的性能仍不能与

可增强纤维素和固体酸间的碰撞，促进纤维素的非均

液体酸和纤维素酶相比。其原因在于固体酸对纤维素

相水解。但由于能耗大，大规模工业应用仍有很多

[26]

的亲和力差和受限于纤维素的结晶结构 。

挑战。

5. 1

5. 3

固体酸对底物和中间产物的吸附特性
固体酸对底物和中间产物的吸附效果是不同的。

Yabushita 等人 [29] 在研究中发现碳和 β-1,4 葡聚糖间的

亲和力强于纤维素和 β-1,4 葡聚糖之间的亲和力，因
[31]

此可以在纤维素上剥离出葡聚糖链；Chung 等人 系

改善纤维素和固体酸之间的相互作用
固体酸水解纤维素时，固体酸和底物之间的充分

吸附和接触至关重要，否则固体酸的活性酸性位点就
不能接近糖苷键从而完成水解。目前有 2 种方法，一
是改善纤维素与固体酸的物理接触，如混合研磨；另

统地研究了纤维二糖、纤维三糖和长链 β-1,4 葡聚糖

一种方法是提高附着或结合纤维素的亲和力来修饰固

优先吸附长链葡聚糖，吸附自由能随着葡聚糖链长

糖的 2 个重要机制。

在介孔碳纳米颗粒 （MCN） 上的吸附，并证实 MCN
度的增加而单调降低，且与氢键的强度相比，吸附
自 由 能 的 降 低 相 对 较 小 。 Dornath 等 人

[32]

在亲本

体酸[38]。氢键和 CH—π 相互作用是固体酸吸附葡聚
5. 3. 1

氢键结合

Kitano 等人[12] 发现，含高密度 SO3H、COOH 和酚

3DOm 碳和 SO3H-3DOm 碳上也有同样的发现，葡聚

羟基的无定形碳基固体酸可以有效地吸附和水解可溶

现葡聚糖低聚物长链在非晶态碳材料上的良好吸附

由于其与葡聚糖之间缺乏密切的相互作用而不能水解

糖低聚物吸附量随链长的增加而单调增加，同时发

使选择性水解成为可能，可抑制 Brønsted 酸催化的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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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聚糖。研究表明，酚羟基和 COOH 能够吸附 β-1,4
·93 ·

专题论坛

葡聚糖 （酚羟基是主要的吸附位点），而 SO3H 不能。

在固体酸中引入纤维素结合功能区，增强了纤维

因此，碳催化剂中纤维素的糖苷键和羟基间形成的强

素和固体酸之间的相互结合，这是传统单功能固体酸

极化的羟基氢键，是纤维素在碳上吸附的原因。这种

的主要局限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纤维素仿生固体酸的

氢键比纤维素的分子间和分子内氢键更强，纤维素的

性能，应注意选择更有效和稳定的纤维素结合基团，

β-1,4 糖苷键可以更好地与水解催化剂的酸性活性位

增加纤维素水解/结合位点的密度，操纵多孔结构，

点结合。因此，碳质固体酸的良好性能归因于酚羟基

以及提高仿酶固体酸的可回收性。

和 COOH 作为纤维素结合的吸附位点和强 SO3H 基团
作为纤维素水解的有效酸性位点间的协同作用。
5. 3. 2

CH—π 相互作用

6

固体酸水解与纤维素的结晶度和聚合度的关系
结晶度和聚合度是纤维素的重要特性，对纤维素

Kobayashi 等人[39] 证明纤维素与含氧官能团的亲

的固体酸水解有重要的影响。固体酸催化水解纤维素

碳石墨烯片的 π 电子之间的疏水相互作用是吸附的主

点密度、多孔结构和官能团的种类；另一方面，通过

水相互作用不是纤维素吸附的原因，轴向 CH 基团和

要驱动力。Dornath 等人[32] 发现葡聚糖低聚物在三维
有序介孔碳催化剂上的吸附是热焓和熵增加的，吸附
量随葡聚糖链长的增加而增加。较长的葡聚糖低聚物
在碳表面上具有更有效的堆积，因此较长葡聚糖的吸
附量大于短葡聚糖低聚物和葡萄糖的吸附量。这些发

现表明疏水作用而非亲水作用是纤维素在碳催化剂上
吸附的可能驱动力之一。此外，范德华力，包括纤维

素链的轴向疏水 C—H 基团和碳结构的多芳香环中的
π 电子之间的 CH—π 相互作用，对吸附驱动力有很

大贡献。CH—π 相互作用类似于纤维素水解酶和纤
维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纤维素酶通过疏水性芳香
族氨基酸残基组成的碳水化合物结合位点吸附在纤维
素上。
5. 3. 3

仿纤维素酶双功能固体酸催化剂

由于固体酸和纤维素底物间的无效相互作用，固
体酸水解纤维素通常需要很高的底物催化剂负载量。
而纤维素酶在水解时非常活跃，因为纤维素酶有一个
与纤维素表面结合的底物结合域和一个负责水解 β-1,4
糖苷键的催化结构域。为了改善固体酸和纤维素之间
的相互结合，提出了纤维素仿生固体酸的概念，引入
额外的纤维素结合基团，制备双功能固体酸。Shuai
等人[40] 制造了磺化氯甲基聚苯乙烯树脂 （CP），作为

纤维素水解的双官能固体酸 （CP-SO3H）。固体酸上

的氯化物通过与纤维素的羟基形成氢键作为纤维素结
合基团 （CBGs），并促进纤维素内部氢键的断裂，作

的效率，一方面与固体酸本身的性质有关，如酸性位
改变固体酸用量、水解温度、研磨、微波辐射等措施
可以改进反应性能。

Rinaldi 等人[41]研究了固体酸催化水解纤维素过程

聚合度的变化，发现断裂速率和催化剂量间存在线性
相关性，且酸浓提高可加速纤维素的水解和 5-羟甲基

糠醛的形成。温度也影响纤维素的水解速率，100℃
下比 80℃下的反应快 100 倍。Zhang 等人[42] 发现结晶
度和聚合度对纤维素酶水解有重要影响，木质纤维素

的水解速率和结晶度间的反比例关系可表现在化学预
处理和球磨段。
综上所述，高的纤维素结晶度与聚合度相应需要
强的固体酸酸解条件，固体酸酸解程度的增大相应会
降低结晶度和聚合度。
7

固体酸回收
固体酸相较液体酸在回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有

的 固 体 酸 本 身 就 很 容 易 从 体 系 中 分 离 出 来 。 Jin 等

人[43] 使用仿酶固体酸 A-15-Cl 在水介质中水解球磨微

晶纤维素，并用 80 目筛轻易将 A-15-Cl 分离了出来，
且回收利用 5 次催化性能仍保持在 80% 以上。Sug⁃
anuma 等人[14] 报道，通过简单的倾析从水解产物中回
收了超过 99% 的碳催化剂，并且回收的催化剂在纤
维素水解的 25 次重复使用后没有显示出活性降低。

对于不易分离固体酸可采用合成磁性固体酸等方

为催化域的磺酸基 （—SO3H） 负责水解 β-1,4 糖苷键。

法，如磁性磺化介孔二氧化硅 （Fe3O4-SBA-SO3H） [44]，

化活性明显高于硫酸和其他固体酸，在相对温和的条

50% 的 葡 萄 糖 产 率 ， 另 外 当 水 解 纤 维 二 糖 时 ， 在

由于 CP-SO3H 的底物结合能力，在同等酸负载下，催
件下 （120℃，10 h） 水解纤维素效率高达 93%。此

外，纤维素水解的表观活化能比硫酸低得多。这就是

CP-SO3H 能够在较低温度下水解纤维素，避免或减少
在高温下发生的葡萄糖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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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好 ， 易 回 收 ， 在 水 解 纤 维 素 时 ， 150℃ 下 获 得

120℃ 下 水 解 1 h， 葡 萄 糖 产 率 高 达 96.0%， 远 高 于

H2SO4，在第一次反应后，Fe3O4-SBA-SO3H 可以很容

易地通过外部永磁体从反应混合物中分离出来重复使
用，且没有明显的催化活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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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7］ JUTURU V， WU J C.

论

Microbial cellulases： Engineering，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s［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纤维素水解固体酸催化剂的设计、制造和应用取
得了重大进展。纤维素水解固体酸催化剂的设计主要
针对催化活性、水热稳定性、固体酸和纤维素间相互
作用以及可回收性等方面展开研究。
制造具有高催化活性、高表面积、中孔和高密度
酸位点的固体酸，进一步深化固体酸和纤维素间的相
互作用的认识，如底物 （纤维素）、中间体 （低聚葡
聚糖和纤维二糖） 和产物 （葡萄糖） 在固体酸上的相
对亲和力和选择性吸附，对于设计和制造底物亲和性
的固体酸，以增强纤维素和固体酸之间的相互作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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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另外，合成水热稳定且易于回收的固体

［11］ 叶科丽，唐艳军，傅丹宁，等 . 纤维素水解制备葡萄糖的研究进

出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一种方法是在较低的温

YE K L，TANG Y J，FU D N，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Prepara⁃

酸用于纤维素水解，保护固体酸的 SO3H 免受高温浸

度下水解纤维素，但需要较多的固体酸用量和较长的
水解时间。具有超高催化活性的固体酸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潜在方法。另一种方法是制造密度低于水固体
酸，固体酸可以通过离心 （从水解产物和残余木质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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