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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蔗糖为原料，在加热条件下，通过水解可以制备乙酰丙酸类化合物，但是生产过程中存在副反应，脱水产物生物炭是副反应产物

之一。本文以蔗糖为原料，以酸碱度、温度为实验参数，采用热重(TG)和高效液相色谱(HPLC)对样品的液体产物进行了表征，探索了蔗糖水溶

液热转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蔗糖水溶液在酸性、碱性及中性条件下热转化脱水产物生物炭生成量随温度的变化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热转

化后的水溶液中也具有不同的转化产物，说明蔗糖水溶液在中性、酸性、碱性条件下热分解转化机制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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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sucrose as raw material, levulinic acid compounds can be prepared by hydrolys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eating. In this paper, the liquid 
products of sucrose were characterized by TG and HPLC,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rmal transformation of sucrose aqueous solution was explor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crose solu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cid, alkaline and neutral thermal conversion dehydration product biochar generation rule,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with different heat transfer in aqueous solution, after also have different products, that of sucrose solu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utral, acidic and alkaline thermal decomposition mechanism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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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能源危机逐渐加重，自然界生态平衡被破坏，化石能源

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将可再生的生物能源转化为能替代传统化
石燃料的生物能源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2]。自然界大约每年通过光合作用产生 1.7×1012吨的生物质，这
相当于 2010 年全世界各国石油天然气消耗总量的 20 倍[3]。其中
约 75 %属于碳水化合物[4]，然而这其中仅有 3 %~4 %的碳水化合
物以食用或者非食用的用途利用[5]。因此充分利用生物质降解或
者转化为化工中间体或者石油替代品，这将会极大地缓解当前石
油危机，并具有及其光明的前景[6-7]。 

蔗糖(β-D-呋喃果糖基-α-D-吡喃葡萄糖苷)是生物质中常见的
糖类，分子量为 342.3，是自然界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产物[8]，在
甘蔗、甜菜以及部分水果中的含量丰富[9]。平时生活中常见的白
糖、红糖都属于蔗糖。在酸性环境下，蔗糖易水解为等量的 D-
葡糖糖与 D-果糖[10]。“蔗糖化学”这一概念首次由美国砂糖研究
基金会主席 H.H.Hass 博士于 1952 年提出[11-12]，简略言之就是以
蔗糖为原料，通过各种化学或者生物的方式，来制取各种有用的
化工产品，并研究其反应规律和探讨相关制备途径的方法[13-14]。
但基于生物质结构的复杂和多样性，导致生物质难以高效转化为
乙酸丙酯类化合物。因此，深入认识其中的反应机制是生物质能
源利用的关键。 

大连农业大学[15]以稻草为原料，采用两步法制备乙酸丙酰
(LA)。该方法原理是将稻草酸解为己糖，然后将己糖进行深度水
解得到 LA，他们研究得出温度 250 ℃，时间 40 min 是制取 LA
的 佳条件，LA 的收率可达到 34.14 %。常春、马晓建等[16]利用
小麦秸秆进行了生物质制备 LA 的研究。该研究表明：硫酸 3 %，
固液比为 15∶1，反应时间为 30 min，温度 230 ℃时，在 适宜
的实验条件下，LA 的产率可达到 19.2 %。华南理工大学隋小玉、
林鹿等[17]用分子筛(ZSM-5)催化葡萄糖制备 LA。在 佳反应条件
下 LA 的摩尔得率可达到 69.3 %，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18]采用
固体催化剂(SO4

2-/ZrO2)水解葡萄糖制取 LA，通过正交实验确定
佳反应条件为催化剂用量 2 g/L，糖浓度 3 g/L，温度 180 ℃，

反应时间 6 h。在此条件下，LA 的产率可达到 18.8 %。虽然通过
添加催化剂，改变基底物质来提高了乙酰丙酸类的产率，但是对
于生物质转化的机制并没有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本文选用蔗糖为生物质，利用温度及酸碱度为实验参数，采
用热重(TG)、高效液相色谱(HPLC)对样品的液体产物进行表征，
探索了蔗糖水溶液转化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与试剂 

实验所用的蔗糖、浓硫酸、氢氧化钠等均为分析纯。 
1.2 实验方法 

反应液置于高压反应釜(西安莫吉娜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WCGF)进行反应。反应条件：0.05 mol/L H2SO4、0.05 mol/L NaOH
及纯水溶液条件下的蔗糖 ( 固液比 1 ∶ 10) ；温度条件为
160~280 ℃，反应时间均为 1 h。 

首先将分别含有 5 g 蔗糖(105 ℃烘干至恒重)的 50 mL 纯水、
0.05 mol/L 的 H2SO4、0.05 mol/L NaOH 溶液，在 160~280 ℃温度
范围内加热 1 h；反应冷却后，过滤；得到的固体在 105 ℃下烘
干至恒重得到脱水生物炭均为黑色固体；得到的滤液，测定其 pH。 

然后将分别含有 5 g 蔗糖(105 ℃烘干至恒重)的 50 mL 纯水、
0.05 mol/L H2SO4溶液、0.05 mol/L NaOH 溶液，在 220 ℃条件下
加热 1 h，反应冷却后，过滤，得到的滤液，测定 HPLC 曲线。 

后称取 10 mg 蔗糖，在升温速率为 10 K/min 测定蔗糖在水
溶液中 TG 曲线。 
1.3 分析与表征 

采用热重分析仪(北京恒久，HCT-2)进行蔗糖的热重分析，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Thermo Fisher 公司，UltiMate 3000)及 pH
计(雷磁，PHS-3C)对液体产物进行分析，液相色谱流动相为 0.025 
mol/L 的硫酸溶液，流动相流速 0.3 mL/min，样品为液体产物纯
水稀释 20 倍，进样量 5 uL，检测器为示差检测器。 

炭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100yield Char 
M

m  

式中 m：脱水后剩余固体的干重；M：加入的反应物蔗糖
(105 ℃烘干至恒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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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蔗糖溶液热转化固体产物与温度的关系 

图 1 是蔗糖溶液热转化固体产物与温度的关系曲线。从图 1
可以看出，蔗糖溶液随着温度的升高，固体产物不断增加，但它
们有着不同的变化规律。当温度在 180℃时，酸性溶液、碱性溶
液以及中性溶液中碳产量分别为：0.72 g、0.15 g、0 g，即酸性＞
碱性＞中性，这表明蔗糖在硫酸溶液中脱水生成生物炭的反应速
率与碱或中性条件时是不一致的，硫酸的存在降低了脱水活化能，
使脱水能在较低温度下进行，硫酸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当温度达
到 180 ℃时，蔗糖开始在纯水中脱水，并且产量随着温度的升高
线性增加。当温度逐渐升高时，碱性(≥200 ℃)和酸性(≥260 ℃)
条件下固体产物的产率逐渐达到 大值，与中性条件下对比，酸
性条件下固体产物的产率较低。 

 

 
图 1  蔗糖溶液热转化固体产物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Fig.1  The curves of char yield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2 温度对蔗糖溶液的影响 
图 2 是蔗糖 TG 曲线。由图 2 可以看出，在 18 min(温度低于

180 ℃)前样品质量没有明显变化，在第 18 min(温度为 180 ℃)
时，样品开始发生失重反应，在 23 min(温度为 230 ℃)左右时反
应速率达到 大，对照图 1，纯水条件下 180 ℃时生物炭开始生
成，220 ℃时有较高的生物炭产率，两者结果相一致。 

 

 
图 2  蔗糖热重分析曲线(sample weight: 10 mg) 

Fig.2  TG curve for sucrose with a heating rate of 10 ℃/min 
(sample weight: 10 mg) 

 
2.3 蔗糖溶液热转化液体产物 pH 与温度的关系 

图 3 是蔗糖溶液热转化液体产物 pH 与温度的关系曲线。由
图 3 可以看出，碱性溶液中蔗糖加热分解后的溶液 pH 在 3~4 之
间，说明蔗糖分解产生了有机酸性物质，当 200~220 ℃时，pH
较低，说明酸性产物较高；纯水条件下，也会分解产生有机酸，
低温条件下(≤200 ℃)pH 较低，当温度＞220 ℃时，pH 增加，
这说明水解产物有机酸的产率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温度高时，
有机酸产率会降低。对比图 1 可知，温度升高时脱水产物生物炭
产率增大，这说明水解产酸和脱水生成生物炭是两个竞争反应；
在 0.05 M 酸性溶液中， 终 pH 趋近于 1，这可能是由于无机强
酸的存在，少量的有机弱酸对 pH 影响不大。 

 

 
图 3  蔗糖溶液热转化液体产物 pH 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 and temperature of the product 
of sucrose solution 

 
2.4 蔗糖不同条件下热脱水反应液的 HPLC 曲线 
 

 
图 4  蔗糖不同条件下热脱水反应液的 HPLC 曲线 

Fig.4  HPLC chromatograms of the hydrolysates of sucrose at 
220 ℃ 

 
图 4 为蔗糖不同条件下热脱水反应液的 HPLC 曲线，与标准

品对照，可得到水解产物六碳糖、乙酰丙酸、甲酸的出峰时间及
其各组分的水解产率。(1)号峰为六碳糖(葡萄糖、果糖)峰，出峰
时间为 20.72 min；(2)号峰为甲酸，出峰时间为 31.33 min；(3)号
峰为乙酰丙酸，出峰时间为 39.11 min。从图中可以看出，蔗糖在
0.05 M 的 NaOH 水溶液中，220 ℃时剩余了很少量的六碳糖，且
转化产物中没有乙酰丙酸和甲酸，其 HPLC 曲线起伏不平，可能
是由于生成了一些示差检测条件灵敏度较低的化合物；与碱性条
件下不同，在纯水与硫酸溶液的转化产物中，六碳糖、乙酰丙酸
和甲酸均存在，说明蔗糖在中性或酸性条件下可以水解生成六碳
糖，而六碳糖还可以进一步水解生成乙酰丙酸和甲酸，水和酸相
比，酸存在条件下乙酰丙酸和甲酸的产率较高，有较高的峰。 
2.5 反应机制分析 

从以上实验可以知道，蔗糖在加热条件下，存在着脱水反应
和水解反应，其反应机制可以用下式来描述： 

                                                      Decomposed products
                           C6H12O6
Sucrose                                        Char + H2O
                           Char + H2O  
蔗糖在加热状态下，一方面受热分解，转化为六碳糖，另一

方面直接生成生物炭及水；在温度不断地升高过程中，六碳糖进
一步转化为乙酰丙酸、甲酸等小分子化合物。在第一阶段，存在
着与水解的竞争反应—脱水反应。 
3 结论 

本文以蔗糖为反应物，温度及酸碱度为实验参数，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HPLC)对样品的液体产物进行表征，得出以下结论： 

(1)蔗糖水溶液在高温下存在着水解和脱水两个平行的竞争
反应； 

(2)在酸性条件下，较低温度即可有脱水炭化产物，其水解产
物为甲酸和乙酰丙酸； 

(下转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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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他采样方法 

文献[6]提出了一种焦油取样方案，该方案使用两段式冷凝
来对木质生物质热解产生的焦油进行采样。第一段是一段由加
热夹套加热至 50 ℃的长 114 毫米，内径 4 毫米的石英管，管内
填充玻璃珠，大多数焦油都将在这个阶段冷凝。第二段是一段
冷却至约 20 ℃的洗气瓶来溶解焦油，这一段的目的是确保较轻

组分焦油的冷凝。不过根据试验结果，这种方法的焦油捕集率
较低，在进行质量平衡计算时，产物(含焦油、颗粒物、气体)
的质量只相当于原料质量的约 80 %，其中未补集到的物质中有
相当于原料 10 %~12 %的质量是水，其余的质量损失主要是焦
油。 

 

 
图 6  改进两段法焦油采样流程图 

Fig.6  Flow chart of the improved two-stage tar sampling 
 

3 结语 
对焦油采样要达到良好的准确度，需要采用等速采样的方

法。物理截留、低温冷凝和溶剂溶解是使得焦油达到较高的采
样捕集率的关键。目前取得良好采样效率的几种方法中都需要
低于室温的冷却条件，但是通过精巧的设备设计可以大幅减轻
操作条件的严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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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蔗糖在 180 ℃时开始发生分解，并在 220 ℃时反应速率较
高； 

(4)碱溶液和酸溶液其水解产物不同，酸溶液水解产物为乙酰
丙酸和甲酸，碱溶液也是酸性产物，但不是乙酰丙酸和甲酸，具
体是哪种酸性化合物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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