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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生物电解产氢工艺是借助能够直接与电极传递电子的功能菌在阳极降解有机质并将产生的电子在阴极与质子结合回收氢气能源的新

技术．采用市政废水在固定外加电压相同条件下直接启动 15 个反应器，以葡萄糖为碳源驯化获得电极功能菌群，稳定运行 1 个月获得反应器

稳定产氢和伴随产甲烷效能．初始稳定时采用 pH 为 7 的磷酸盐缓冲液可以获得稳定的产气量，平行反应器表现出不同的氢气和甲烷产量．最

高产氢反应器的氢气转化率为 32．2%，氢气产率为( 3．9±0．6) mol·mol－1( 以每 mol 葡萄糖产生的 H2量( mol) 计，下同) ; 相同条件下最低产氢效

率反应器的甲烷转化率则可达到 48．4%．通过 48 h 阳极生物膜的酸性冲击试验对阳极菌群功能恢复效果进行分析，发现消除冲击 10～ 15 d 反

应器的电子传递效率得到恢复，但功能菌群多样性增加，氢气与甲烷比例发生变化．最高产氢反应器氢气产率降低 1．8 mol·mol－1，而甲烷增量

为 0．4 mol·mol－1( 以每 mol 葡萄糖产生的 CH4量( mol) 计，下同) ．通过关键功能基因分析发现，初始产氢效能高的反应器功能菌群中电子传递

功能菌优势较大; 阳极功能菌群受到短暂酸性冲击后，基于细胞色素 C 基因的相关菌群能够较快恢复，其电子传递能力恢复更快; 与碳源降解

和产甲烷相关基因群落受酸性冲击后变化较为显著，甲烷增量与氢气减少量基本符合反应计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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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al electrolysis cells ( MECs) has been recently developed as a new technology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The organics are degraded by

exoelectrogens in anode biofilm and transport electrons directly to anode，while hydrogen is produced by combining electrons and protons on the surface of

Pt-catalyzing cathode under a small external voltage between anode and cathode． Municipal waste water was used as the same inoculum to enrich functional

communities in 15 single chamber MEC reactors． Various gas production ( hydrogen and methane) was maintained over 1 month using glucose as the sole

carbon source in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 50 mmol·L－1，pH= 7．0) ． The highest hydrogen production rate was up to ( 3．9±0．6) mol H2 /mol glucose

with conversion rate of 32．2% for high-H2 generation MECs． The highest methane conversion rate was 48．4% in low-H2 generation MECs． A 48 h low pH

shock was put into anode biofilm and MEC performances were recovered to their functions in 10 ～ 15 d． The microbial diversities increased and gas

production rates were changed after low pH shock． Hydrogen yield was reduced by 1．8 mol H2 /mol glucose in high- H2 generation MECs，while the

methane yield increased by 0．4 mol CH4 /mol glucose． Based on Geochip analysis，cytochrome C genes were mostly enriched in high-H2 yield MECs． Thus

functional genes were still recovered dominantly after low pH shock and it supported the recovery of electron transport． The carbon degradation gen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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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ly changed among anodic communities in most MECs． The functional genes of labile carbon degradation and methane produ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after microbial community recovery． The carbon degradation gene structure was mo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high-H2 yield MECs

than high-methane yield MECs． The methane increase and hydrogen decrease matched well with their stoichiometric relationship．

Keywords: microbial electrolysis cell; electron transport; functional gene; hydrogen; community structure

1 引言( Introduction)

微生 物 电 解 电 池 ( Microbial electrolysis cell，
MEC) 是借助能够直接与电极传递电子的功能菌在

阳极降解有机质并将产生的电子在阴极与质子结

合回收氢气能源的新技术( Liu et al．，2005; Logan，

2010) ．作为最新发展的一种环境微生物厌氧处理技

术，在废水处理和资源回收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 Cheng et al．，2007) ．MEC 阳极反应为阳极生物膜

电子传递菌氧化代谢有机物并将电子传递到电极

的过程，在一定辅助电压下电子通过外电路在阴极

催化剂表面与质子反应形成氢气．
研究表明，MEC 反应器在辅助电压下可以直接

降解多种有机物，包括各种有机酸、糖类、蛋白质，

甚至复杂底物纤维素等( Cheng et al．，2007) ．但处理

不同底物时其最终氢气转化效率存在差异，实质上

是由于功能菌群结构不同所致( Chae et al．，2009) ，

这对实际工艺的运行和调控产生了很大的不可掌

控性．目前，有关阳极功能菌群多样性对体系的影响

与反应器效能影响的生态学内在联系的探索十分

有限，一方面阳极生物膜的形成过程初始状态存在

随机性构建现象( Zhou et al．，2013) ，另一方面在于

微生物电解体系是一个电子传递菌与发酵菌群、产
甲烷菌群共存的复杂体系( Liu et al．，2012; Varrone
et al．，2014) ．当前作为以产氢为目的的废水处理技

术，产甲烷问题是微生物电解反应器尚需要深入探

讨的问题( Lu et al．，2011; Wang et al．，2009) ．MEC
工艺( 尤其是单极室反应器) 中产甲烷菌与电子传

递菌由于生态位十分接近( Clauwaert et al．，2009) ，

产甲烷与产氢的竞争现象成为实际工艺运行中必

须面对的问题．最近两年内甲烷问题在 MEC 产氢研

究中被不断提及，通常认为产甲烷菌在电子传递功

能菌群中的存在会导致底物的竞争性消耗 ( Chae
et al．，2010) ，从而使体系中底物到氢气的回收率

降低．
由于较低的 pH 阳极区域环境对电子传递菌群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Yuan et al．，2011; He et al．，
2008) ，目前，MEC 体系采用一定浓度的磷酸盐缓冲

液( 50～100 mmol·L－1 ) 提供较好的离子强度和保持

中性环境( Chen et al．，2012; Qu et al．，2012) ．然而

在实际工艺运行时，由于传质和内阻等因素导致质

子局部失衡的现象十分普遍( Nam et al．，2011) ．阳
极生物膜在形成后，电子传递功能菌群与其他功能

菌群的优势关系及其变化与不同菌群间的竞争与

协作 平 衡 后 趋 于 不 同 的 稳 定 结 构 和 状 态 ( Law
et al．，1993) ，作为实际工艺中较为敏感的调控因

子，较低的 pH 对阳极菌群的冲击和抑制将会对功

能菌的生长和群落结构产生明显影响．为了探索这

种 pH 失衡对 MEC 产气效能的影响，本文借助功能

基因分析对冲击体系的工艺效能和关键功能菌群

及其功能基因进行分析，以揭示反应器效能与群落

功能的内在关联．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MEC 反应器功能菌驯化

试验采用聚碳酸酯有机玻璃为材料的单极室

MEC 反应器( Call et al．，2008) ，其内部空间为内径

3 cm、长度 4 cm 的圆柱体，体积为 28 mL．阳极为碳

纤维 与 钛 丝 构 成 的 碳 刷 ( PANEX 33，160 K，

ZOLTEK) ，尺寸为 25 mm( 直径) ×25 mm( 长度) ，表

面积为 0．22 m2，比表面积为 18200 m2·m－ 3，孔隙率

为 95%．阴极采用防水碳布制备的载铂阴极，铂含量

为 0．5 mg·cm－ 2，表面积为 7 cm2．反应器顶端接有一

段厌氧管作为导气管，容积为 15 mL．
单极室 MEC 反应器的阴极为厌氧密闭构造，反

应器启动以市政污水处理厂的生化池出水作为接

种菌源，以 50 mmol·L－1的磷酸盐缓冲液与污水以体

积比 1: 1 进行混合后接入反应器．接种后直接在两

极之间添加 0．7 V 的外加电压进行阳极功能菌的生

物膜驯化启动．启动阶段每 48 h 更换一次培养基缓

冲液( 25 mL) ，4 d 后则每间隔 24 h 更换一次培养基

作为一个周期循环．反应器持续运行 2 个月，反应器

电流、氢气产量等参数趋于平稳．培养基磷酸盐缓冲

液( 50 mmol·L－1，pH = 7． 0) 主要成分如下: NH4 Cl
0．31 g，KCl 0． 13 mg，NaH2 PO4·2H2 O 5． 618 g，

Na2HPO4·12H2O 6．155 g，去离子水 1000 mL，2 mL
Wolfe 微量元素液．实验中均采用 1000 mg·L－1 葡萄

糖为碳源，运行温度为室温( 22～25 ℃ ) ．

8503



10 期 刘充等: 酸性冲击对微生物电解产氢阳极菌群影响及功能基因变化解析

试验共启动 15 个相同的单极室 MEC 反应器，

其中一个采用开路方式与其他反应器同步操作，即

无外加电压、没有电流的运行状态作为空白试验反

应器．待 所 有 反 应 器 持 续 稳 定 15 d 后，采 用 50
mmol·L－1磷酸二氢钠与磷酸混合液( pH = 4．0) 对反

应器进行酸性 pH 冲击，冲击 48 h 之后恢复采用

pH= 7．0 的缓冲液体系持续运行 15 d，待反应器产

气恢复并再次基本稳定，测定最后 7 d 的产气效能．
2．2 检测与计算方法

各气体组分( H2、CH4、CO2 ) 同样采用气相色谱

法进行分析测定( 浙江福立仪器公司，9790II) ．具体

色谱条件为: 色谱柱( TDX-01 填充柱，2 m) 、桥电流

100 mA、柱温 100 ℃、检测器温度 100 ℃、气化室温

度 100 ℃、进样量 200 μL．气体出峰顺序为 H2、CH4、
CO2．电路电流通过与反应器串联的 10 Ω 电阻测量

获得 ( Keithley 数 据 记 录 仪，model 2700，Keithley
Instruments，Inc．) ．库仑效率( CE) 是阳极微生物降

解有机物转化到电路的实际电量( Q) 与同样底物氧

化的理论计算电量( QT ) 的比值，用来衡量微生物阳

极的电子回收效率．计算公式为: CE =Q /QT ×100%，

其中，阳极到电路的电量根据实际产生的电流电量

计算，Q = I × t = ∫i·dt ; 底物( 葡萄糖) 代谢全部转

化为电子的库仑数即理论电量: QT = F·b·m /M．其
中，F 为 Faraday 常数，取值为 96485 C·mol－1 ; b 为 1
mol 底物全部氧化失去的电子量; m 为底物消耗质

量; M 为底物的摩尔质量．
2．3 微生物群落与功能基因分析

每周期反应器出水经过离心收集微生物细胞，

样品存于－80 ℃ 冰箱中用于 DNA 的提取和分析．
DNA 提 取 后，每 个 样 品 定 量 取 100 ng DNA 用

Templiphi 试剂盒放大．放大后的 DNA ( ～ 28 μL) 用

染料 Cy－5 进行标记，根据 QIAquick 纯化试剂盒操

作说明进行纯化，采用 GeoChip 3．1 在 42 ℃杂交 12
h ( He et al．，2010) ．杂交后的芯片经过芯片扫描仪

和图片处理软件处理后获得基因信息．得到的信号

需要将信号噪音比低于 2．0 的噪音信号值去除．所
有信号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选择不低于 1∶3 的杂

交探针点作为有效数据( Wu et al．，2008) ．

3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MEC 产气运行效果与阳极菌群结构

氢气、甲烷及二氧化碳是 MEC 反应器效能差异

表现的直接和关键的依据因素．通过对所有 MEC 反

应器运行获得的气体产物进行分析，发现在稳定后

的 15 d 内各个反应器的各种气体产物成分随运行

时间变化不大．在后续的运行时间内在一定的波动

范围内呈现稳定．如图 1 所示，从反应器主要气体产

量可以看出，反应器氢气产量差异最为明显，最高

产氢量达到( 12±2) mL，氢气转化率为 32．2%，氢气

产率为( 3．9±0．6) mol·mol－1( 以每 mol 葡萄糖产生

的 H2量( mol) 计，下同) ，相应甲烷转化率为 40．8%，

甲烷产率为( 1．2±0．1) mol·mol－1( 以每 mol 葡萄糖

产生的 CH4量( mol) 计，下同) ．反应器中最高甲烷产

量为( 4．5±1．5) mL，甲烷转化率为 48．4%，甲烷产率

为( 1．5±0．1) mol·mol－1，相应氢气转化率为 12．1%，

氢气产率为( 1．5±0．2) mol·mol－1 ．采用降趋势分析

法对反应器产生的气体成分组成进行相似性分析，

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在反应器气体产物组成上所有

反应器可以分为以下 5 组:①高氢气产量: 氢气含量

50%～60%，甲烷含量 20%～30%; ②中等氢气产量:

氢气含量 25% ～ 50%，甲烷含量 30% ～ 55%; ③高甲

烷产量: 甲烷含量 55%～75%，氢气含量 10%～25%;

④基本不产气组; ⑤空白反应器．通过库仑效率对各

个反应器的底物电子转化效率进行分析( 图 2) ，发

图 1 反应器运行气体产物产量

Fig．1 Gas production changes before low pH shock

图 2 酸性冲击前反应器库仑效率对比

Fig．2 Variation of coulombic efficiency before pH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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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每个 反 应 器 的 库 仑 效 率 差 异 很 小，平 均 值 为

57．3%±5．5%．可见未经冲击前 14 个平行反应器之

间的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其中，反应器 2#、3#、7#、
9#、13#和 14#的库仑效率超过 60%，库仑效率最低的

10#和 11#反应器还不足 50%．结合氢气与甲烷转化

率分析表明，产氢量最高的反应器葡萄糖转化为能

源气的回收效率达到 70%以上，而随着甲烷含量增

加，葡萄糖的能源气回收效率降低到 60%．
通过与乙酸盐为底物的 MEC 运行效果对比发

现，以葡萄糖为唯一碳源的运行过程产甲烷现象更

加明显，而氢气产量相应比以乙酸盐为碳源时更低

( Wang et al．，2009) ，最高产氢反应器的底物转化

为氢气的效率比乙酸盐为碳源时降低了 50%以上

( Liu et al．，2010) ．葡萄糖作为底物时的库仑效率同

样低于以乙酸盐为碳源时的运行效果．因此，葡萄糖

有利于更多微生物的生长利用．部分微生物利用葡

萄糖生长但对电子传递过程没有贡献从而导致体

系效率损失．由于乙酸盐只能被微生物用于有限的

代谢过程，与之相比葡萄糖可以用于更丰富的代谢

过程，在底物能量分流上更加明显，这与前面所分

析的结论一致．通过功能基因分析( 图 3) ，15 个反应

器的群落结构与主要功能菌群主要为 26 个种属，而

每个反应器中的优势功能菌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

与以乙酸盐形成的以 Proteobacteria 为明显优势群落

结构特征不同( Liu et al．，2010) ．这进一步表明，葡

萄糖可以增加 MEC 中功能菌群的多样性，对电子传

递菌群的功能定向驯化不如乙酸盐有优势．

图 3 MEC 群落结构与主要功能菌群分析

Fig．3 Functional gene structure analysis in MECs

3．2 酸性 pH 冲击对 MEC 效能和菌群功能结构

影响

反应器持续稳定 15 d 后，第 16 d 进行酸性 pH
的冲击试验，连续冲击 2 个周期( 48 h) 后恢复中性

pH 磷酸盐缓冲条件．第 18 d 消除冲击后反应器体

系 pH 在之前的条件下运行 2 周，待反应器产气效

能稳定后，反应器氢气产量均呈现下降趋势，甲烷

平均产率呈现增加．通过库仑效率对各个反应器的

底物电子转化效率进行分析( 图 4) ，发现冲击后的

反应器库仑效率差异度增加，波动范围从冲击前的

6%以内增加到 10%; 其中，3#、9#、13#和 14#反应器

的效率能够得到高效恢复，仍然超过 60%，效率最

低的 11#反应器降低到 43%; 其他的反应器冲击后

的电子传递效率变化仍然保持在 50% ～ 60%之间．
如图 5 所示; 最高产氢反应器( 9# ) 的氢气转化率下

图 4 pH 冲击后反应器库仑效率对比

Fig．4 Variation of coulombic efficiency after pH shock

降为 16．8%，氢气产率变为( 2．1±0．5) mol·mol－1，相

应甲烷转化率升高到 53．8%，甲烷产率变为( 1．6±
0．1) mol·mol－1 ．反应器中最高甲烷产量为 7#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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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 转 化 率 为 75． 3%，甲 烷 产 率 为 ( 2． 3 ± 0． 1 )

mol·mol－1，相应氢气转化率为 8． 1%，氢气产率为

( 1．0±0．1) mol·mol－1 ．
研究表明，48 h 的酸性冲击对阳极功能菌群的

冲击是可恢复的，电子传递功能菌群受到短暂抑制

后基本能够恢复到冲击前的库仑效率，这意味着其

他菌群的优势生长导致了氢气转化率的损失，其

中，甲烷产量的部分增加表明产生的部分氢气由产

甲烷菌转化为甲烷．以 9#反应器进行核算，冲击前后

甲烷产率增加了 0．4 mol·mol－1，体系库仑效率基本

恢复至冲击前，基于阴极氢气还原效率变化不大，

这部分甲烷增量相当于 1．6 mol·mol－1 的氢气损失．
而冲击前后氢气产率从( 3．9±0．6) mol·mol－1降低到

( 2．1±0．5) mol·mol－1，实际降低值为 1．8 mol·mol－1，
与贡献于产甲烷增量的氢气量基本吻合． Cheng 等

( 2009) 在利用乙酸盐培养的 MEC 反应器中获得甲

烷转化率高达 90%以上时氢气几乎检测不到．通常

认为 MEC 中的产甲烷过程主要是利用氢气还原二

氧化碳的途径( Clauwaert et al．，2009) ．但尚未有研

究通过菌群结构调控阐述氢气产量与甲烷产量的

对应关系．

图 5 pH 冲击后反应器气体产物产量

Fig．5 Gas production changes after low pH shock

根据反应器的产气状况，选择 4#、7#、9#、11#、
13#反应器作为不同产气的典型反应器，对其功能基

因结构随时间的变化进行 DCA 分析，结果如图 6 所

示．5 个代表反应器在 15 d 之前的群落结构与酸性

pH 冲击后相比相似性更高，冲击后各反应器的功能

菌群分布在 DCA 分析中分散性增加，表明菌群结构

变化显著．Simpson 多样性指数对群落功能基因结构

分析结果( 图 7) 进一步表明，反应器菌群在酸性冲

击后的多样性有所增加．对于开始甲烷产量比较高

的反应器( 4#和 7# ) 和中等产氢反应器( 13# ) 在 pH
冲击后功能菌多样性增加最明显; 对于高产氢反应

器( 9# ) 和不产气反应器( 11# ) 则影响最小．

图 6 pH 冲击对群落结构影响的 DCA 分析

Fig．6 DCA analysis on microbial community changes by pH shock

图 7 群落结构 Simpson 多样性指数分析

Fig．7 Simpson index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通过功能基因分析发现，反应器整体功能菌群

结构在酸性 pH 冲击后对阳极菌群的菌群数量和种

类均产生影响．酸性 pH 冲击 48 h 后，消除酸性冲击

后体系得到一定恢复，但体系的电子传递功能菌会

受到负面影响，表现为高库仑效率的反应器数量减

少，所有平行反应器平均库仑效率整体上降低 5% ～
10%．对于反应器的产气效能改变比较大，主要表现

在氢气产量降低后无法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这意味

着酸性冲击后阳极生物膜的功能菌群结构发生变

化，在电子传递菌受到抑制后，其他功能菌群得到

优势生长，体系的生物多样性增加．通过反应器产气
效能比较分析，发现以氢气为主要气体产物的反应

器系统电子传递功能菌功能优势较大，在酸性冲击

后菌群结构比其他系统变化较小或者恢复能力更

大．初始启动过程获得产甲烷优势的体系受冲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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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结构变化最大，如 4#和 11#反应器．由此可见，决

定 MEC 反应器最终能源气体构成及功能菌群结构

变化的关键因素与阳极功能菌的主要功能密切相

关，主要包括电子传递、碳源利用和转化、产甲烷 3
个主要方面．
3．3 酸性 pH 冲击对相关功能基因的影响

以上述 5 个典型反应器( 4#、7#、9#、11#、13#，图

8 对应 A、B、C、D、E) 的功能菌群在 pH 冲击前后对

电子传递、碳源利用和转化、产甲烷 3 类关键基因进

行比较，基因变化通过 Ttest( 以 p 值进行表示，变化

显著 p＜0．10，变化十分显著 p＜0． 05 ) 进行显著性

分析．
与电子传递相关的微生物主要涉及细胞色素 C

基因，通过基因芯片检测到的相关功能菌为 9 种

( 图 8 ) ，分 别 为 Anaeromyxobacter、Bradyrhizobium、
Candida、 Desulfovibrio、 Geobacter、 Halorubrum、
Pseudomonas、 Ｒhodobacter、 Shewanella． 其 中，

Geobacter、Shewanella 是目前报道的与电子传递贡献

最直接、能力最好的功能菌群 ( Logan，2009 ) ，而

Desulfovibrio 和 Pseudomonas 则具有辅助其他微生物

电子传递的作用( Liu et al．，2012; Pisciotta et al．，
2012) ．通过结果分析可以发现，产氢气较少的反应

器 体 系 中 Geobacter、Shewanella、Desulfovibrio 和

Pseudomonas 均显著减少，而产氢较好的反应器中这

些主要电子传递菌的变化并不显著．这表明阳极生

物膜形成后，电子传递功能菌在阳极功能菌群中的

优势越大其受短暂的酸性冲击后的细胞色素 C 基

因相关菌群优势恢复更好．

图 8 与细胞色素( Cytochrome C) 相关的电子传递基因变化 ( A、B、C、D、E 分别对应 4#、7#、9#、11#、13# 反应器，pH 冲击前后分别用 b

( before) 和 a( after) 标记; ＊＊p＜0．05，* p＜0．10)

Fig．8 Changes of electron transport genes based on cytochrome C( A、B、C、D、E standing for Ｒeactor 4#、7#、9#、11#、13# and b( before) and a( after)

standing for before and after pH shock respectively; ＊＊p＜0．05，* p＜0．10)

碳源降解与利用是体系中所有功能菌相关的

一类基因( 刘文宗，2011) ，反应器功能菌的碳源降

解基因十分丰富．按照碳源降解难易的功能基因进

行排列，可以发现 MEC 体系中具有涉及淀粉等易降

解碳源的基因，同时也具有更复杂碳源降解相关的

基因，包括纤维素和木质素降解基因等，这比以乙

酸盐为唯一底物的 MEC 产氢系统中所发现的功能

基因更加丰富( Liu et al．，2010) ．结合反应器产氢效

能差异，pH 冲击前后的功能基因变化对比分析结果

表明，对于阳极功能菌群中以电子传递功能和产氢

为主的 9#反应器，冲击后其与简单碳源利用相关的

基因变化最为显著，其次是中等产氢反应器( 13# )

具有类似规律，均比产甲烷较多的反应器中的相关

基因变化显著．

48 h 酸性冲击期间对体系的功能基因性明显

抑制，消除冲击恢复 15 d 后各种功能菌群结构发生

优势变化．导致氢气产率的变化主要是嗜氢产甲烷

菌的快速生长( Demirel et al．，2008) ，以 7#反应器产

甲烷量在冲击后变化最为明显，但与产甲烷相关的

基因( mcrA) 在 7#反应器生物膜中的增加量并不显

著．所有运行反应器中，初期产甲烷比例较高的 4#反

应器的产甲烷基因变化显著( p＜0．05) ．初步推测导

致产甲烷增加的菌群主要是阴极附近或者溶液中

的产甲烷菌，在 Tartakovsky 等( 2008) 的研究中曾发

现，通过隔膜分离的阴极体系可以发生 50%左右的

氢气在阴极区域转变为甲烷．尽管其研究没有进一

步对阴极附近菌群的结构分析进行深入阐述，但相

关结果表明了在特定条件下产甲烷的增加并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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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阳极生物膜体系．Ｒozendal 等( 2008) 在其双室

MEC 反应器中指出，碳酸氢盐或者二氧化碳含量的

增加能够发生明显的产甲烷过程，从而导致 MEC 氢

气产率快速下降．Ｒotaru 等( 2014) 则在近期的研究

中进一步表明，部分产甲烷过程可以直接与电子传

递菌作用，借助电子传递将二氧化碳直接还原为甲

烷．尽管在反应器产甲烷与氢气降低的当量上证明

冲击后产甲烷的增长是导致氢气产率变化和甲烷

变化的主要因素，但该部分气体变化在总底物转化

率中的变化比例在 15%以下．因此，产甲烷基因的非

显著增加并不能充分揭示 MEC 体系中产气效能和

产甲烷菌变化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4 结论( Conclusions)

稳定运行 15 个单极室微生物电解产氢反应器，

通过功能基因芯片分析阳极功能菌群的结构特征，

研究表明，阳极功能菌群多样性与产氢和产甲烷效

果呈现显著关联性．通过对阳极生物膜适量酸性冲

击，对阳极生物膜菌群的功能恢复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MEC 反应器电子传递库仑效率可以得到有效

恢复，但功能菌群的结构和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并

导致氢气和甲烷转化率发生改变．在初始产氢效率

最高的 9#反应器，氢气产率从( 3．9±0．6) mol·mol－1

降低到( 2．1±0．5) mol·mol－1，氢气转化率下降 16%，

而甲烷产量从( 1．2 ± 0．1) mol·mol－1 增加到( 1． 6 ±
0．1) mol·mol－1 ．而冲击前后氢气产率降低量与贡献

于产甲烷增量的氢气量基本吻合．通过关键功能基

因分析发现，产氢效能较好的功能菌群中电子传递

功能菌优势较大，受短暂的酸性冲击后基于细胞色

素 C 基因的相关菌群优势恢复更好．而初始产氢气

效果不佳的体系在酸性冲击后的菌群结构变化更

加明显，主要表现为与简单碳源降解相关的基因变

化受酸性冲击最大．通过产甲烷功能基因的不显著

增加分析发现，在特定条件下产甲烷的增加并不局

限于阳极生物膜体系，阴极与溶液中的产甲烷过程

同样对 MEC 产气效能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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