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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简称“水质学实验室 ”） 由汤鸿霄院士于 1989 年创建，是环境污染
模拟与控制国家联合重点实验室的组成部分 。水质学实验室面向国家水污染控制和饮用水安全保障的重大

需求和国际水科技领域的研究前沿 ，深入探索天然水体和水处理过程中水质转化的基本规律 ，发展水处理高
新技术，建立并完善环境水质学的学科体系 。经过几代科研人员 30 年的努力，水质学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本
领域高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自主研发平台 ，形成了基础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格局与特色。 依托水质
学实验室建有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北方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饮用水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
室、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平台 ，在水质风险识别与评估、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业
废水处理与资源化以及农村污水治理等方向产生了丰硕成果 ，为解决工程难题及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
的科技支撑，为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 此外，依托中国科学院 － 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水与环境卓越中心，水质学实验室大力推进与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等国家的合作，助力“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解决水安全问题。
《环境科学学报》密切关注环境水质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学术前沿，多年来，水质学实验室作为协办单
位与学报倾力合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的优秀科研成果 。早在 2003 年，学报就发表了汤鸿霄院士主
编的“环境微界面过程研究论文”专辑，汤鸿霄院士亲自为该专辑作序并发表了“环境纳米污染物与微界面
水质过程”的研究论文，对环境纳米微界面问题给出了全面和准确的定义 ，进而开启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系统
性研究工作。2006 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曲久辉研究员牵头开展了“环境微界面过程与污染控
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环境水质学理论与工程技术 ； 2009 年，学报发表了“环境微界面过
程与污染控制”专辑，曲久辉院士亲自为该专辑作序，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和引领了我国环境工程学科的进
步。近年来，学报又相继发表了多个“环境水质学前沿”专辑，这些专辑从吸附机制与材料、饮用水质风险与
对策、饮用水净化技术等方向系统地展现了环境水质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 。
值此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 30 周年之际，学报特别策划组织了“水质学技术前沿 ”专辑，该专
辑由 6 篇论文组成，集中展示了水质学实验室面向国际前沿在水科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最后，衷心感谢
水质学实验室一直以来对《环境科学学报》给予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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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控膜生物反应器（ Electrical membrane bioreactor，eMBＲ） 在膜生物反应器中引入电极反应、电场效应，将膜分离技术、微生物降解以及电
化学水处理技术有机结合，提升出水水质、减缓膜污染、强化产生物气，对构建“碳中和”型污水处理技术模式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近
年来，膜材料科学和反应器设计不断发展，推动 eMBＲ 技术进步，在强化污染物去除、电化学控制膜污染和微生物电化学响应原理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 对 eMBＲ 的研究出现新态势： 注重导电膜 / 膜电极材料研制与应用、回收污水中资源与能源、短流程 － 无药剂的反应器构造和工艺设计．
本文总结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了 eMBＲ 的基本特征和优势功能，重点关注膜污染电控原理以及微生物的电场响应机制，并展望了
eMBＲ 的发展趋势，以期推动电驱动膜分离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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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electrical membrane bioreacto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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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al membrane bioreactor （ eMBＲ） introduces electrode reaction and electric field into membrane bioreactor，which combines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microbiol degradation and electrochemical technology，lead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effluent water quality，reduction of membrane
fouling，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gas production． It has exhibited important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for constructing " carbon
neutral"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membrane material science and reactor design hav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MBＲ technology，and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strengthening the removal of pollutants，electrochemical control of membrane fouling
and microbial electrochemical response mechanism． New trends have emerged in the eMBＲ research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are now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nductive membrane / membrane electrode materials，the recovery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in sewage，and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hort-process-no-dosage reacto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eMBＲ，
focuses on the electrical control mechanism of membrane fouling and the response of microorganisms to electric field． The prospect of eMBＲ has been
discussed as well，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ly driven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Keywords： membrane bioreactor； membrane fouling； electrochemistry； membrane electrode； ultrafiltration

1

引言（ Introduction）
污水处理与回用是影响水的社会良性循环与

否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市政污水还是工业废水，都
具有高效处理，循环利用的实际需求． 膜生物反应器
（ MBＲ） 在废水处理领域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可以
在高效处理污水的同时，减少占地面积，提升处理
负荷（ Huang et al．，2015； Krzeminski et al．，2017） ．
1969 年，美国 Smith 等将活性污泥法与超滤膜分离
结合研究城市污水处理工艺，首次提出 MBＲ 概念．

水质、减缓膜污染，电化学和膜分离过程具有良好
的协同效应． 2007 年，Chen 等 （ 2007a； 2007b） 首次
将直流电场引入 MBＲ，稳定膜通量、减缓膜污染，开
启和引发了 eMBＲ 的研究与应用热潮．
检索显示，从 2005—2019 年，全世界范围内以
eMBＲ 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频次均逐年上
升（ 图 1） ．eMBＲ 技术与 MBＲ 技术相比，可以更有效
地去除污染物、减缓膜污染，甚至可以调控微生物
群落结构、调控生物能回收，eMBＲ 在市政和工业废
水处理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此外，电化学和膜

进入到 21 世纪以来，材料科学的进步与制膜工艺的
提高推动了 MBＲ 技术发展，2006 年我国首次运行
万吨级 MBＲ 项目，MBＲ 在我国市政与工业废水处
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 Xiao et al．，2014） ． 但膜污染造
成的通量下降、能耗药耗上升成为限制 MBＲ 技术应
用的 主 要 因 素 （ Drews，2010； Wang et al．，2014；
Meng et al．，2017） ．
控制 MBＲ 膜污染主要方法有絮凝、氧化、曝气
反冲洗、加强水力扰动等方法． 这些预处理或膜污染
控制方法均可在电化学反应器中同时实现 ，因此，
将电化学和膜分离结合形成电控 MBＲ，可有效减缓
膜污染，提升反应器效率，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
用价值，已经成为膜分离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电控

图1

膜生物反应器（ eMBＲ） 可有效发挥电化学定向转移
电子、强化生物化学反应的优势，改善膜分离出水

Fig． 1

根据 Web of Science 检索电控膜生物反应器领域的科学
计量研究（ 2010—2019）
Bibliometric study about the field of electric / electro
membrane bioreactor（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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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技术易于设备化和自动化，节省占地且处理过
程不需要外加药剂，因此可以形成无药剂-短流程水
处理工艺，非常适用于分散型饮用水或污水处理工
程． 本 文 综 合 近 年 来 国 内 外 的 研 究 进 展，归 纳 了
eMBＲ 的结构特点，分析了电化学控制膜污染的机
理、微生物的电响应机制，并总结了反应器中膜材
料的研究趋势，最后对 eMBＲ 的研究和工程应用进
行了展望．

2

电控膜生物反应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特
征 （ Working principle and structure feature
of eMBＲ）

图2
Fig．2

电化学与 MBＲ 结合的特征和优势

Features and benefits of coupling electrochemical processes
with MBＲ

eMBＲ 是在传统 MBＲ 基础上，引入电极反应、
电场效应，将膜分离、生化和电化学三者优势结合
的新型水处理技术 （ 图 2） ． 反应器生化系统降解有
机污染物，膜组件进行高效泥水分离，电极电场促
进污染物降解、减缓膜污染． 由于这 3 部分操作单元
自身的多样性，eMBＲ 存在多种类型，如图 3 所示，
根据反应器中生化反应的微生物分类 ，可分为好氧
eMBＲ（ 图 3a） 和厌氧 eMBＲ（ 图 3b） ，好氧 eMBＲ 在
反应器中设置曝气装置为微生物提供溶解氧 （ Borea
et al．，2019； Al-Qodah et al．，2019） ，厌氧 eMBＲ 要
严格封闭，杜绝空气渗入． 用铁或铝做阳极时，如图
3 c 所 示 ，构 成 电 絮 凝 膜 生 物 反 应 器 （ Bani-Melhem

图3
Fig．3

et al．，2012； Sun et al．，2018） ，牺牲阳极电解氧化
释放的铁或铝离子发生絮凝反应 ，将小分子 / 小尺
寸污染物转化为大颗粒物 （ Hakizimana et al．，2016；
Sardari et al．，2018 ） ． 当膜材料本身导电，将膜与电极
一体化，
构成膜电极生物反应器（ Zheng et al．，2018） ，
3e 所示，
如图 3d、
可以分为膜阴极生物反应器和膜阳
极生物反应器．此外，
向反应器内投加颗粒填料，
构成流
，
3f
，
化床电控膜生物反应器 如图 所示 导电颗粒填料在
承载微生物的同时也促进了电子传递 （ Chen et al．，
2019a） ．电化学工艺与 MBＲ 集成构造短流程-无药剂反
应器，
内部配置紧凑，
可有效去除有机物、营养盐和微
量污染物，
可大规模应用．

电控膜生物反应器装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ical membrane bio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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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控 膜 生 物 反 应 器 的 功 能 优 势
（ Functional advantage of eMBＲ）

3．1

增强污染物去除
外加电压 / 电流有效增强了 MBＲ 对污染物的去

除效能． 在 eMBＲ 中，负电性有机污染物在电场力驱
动下向阳极移动，阳极表面发生氧化反应将大分子
有机物转化为小分子有机物或者直接矿化． 阴极表
面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活性氧，有助于去除有
机污染物 （ Modin et al．，2012； Wang et al．，2013 ） ．
全燮课题组 （ Yang et al．，2019a； 2019b； 2019d） 合
成碳纳米管中空纤维导电膜 （ CNTs-HFMs） ，当在好
氧膜生物反应器中使用 CNTs-HFMs 做膜阳极，同时
发生阳极氧化和膜过滤的作用，与 MBＲ 相比，eMBＲ
+
具有更好的 COD 和 NH 4 -N 去除效率； 而在厌氧膜
生物反应器中采用 CNTs-HFMs 阴极膜，COD 去除

率可达到 95% 以上． 胡承志课题组研究 （ Su et al．，

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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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证明电絮凝膜生物反应器的 COD、NH +4 -N、TP
去除 率 分 别 比 传 统 MBＲ 增 加 了 15． 4%、6． 7%、
39．7%．eMBＲ 也可以强化去除难降解有毒污染物，
Chen 等（ 2019a） 搭建 MBＲ 以石墨板做反应器阳极、
－1
复合导电 PVDF 膜做膜阴极，施加 2 V·cm 的电场、
连续运 行 42 d，对 磺 胺 甲 恶 唑 （ SMX ） 去 除 率 由
11．3% 提升至 80．3%，出水毒性减弱 （ 图 4） ． Belli 等
－2
以铝做阳极，不锈钢做阴极，在 10 和 15 A·m 的电
流密度 条 件 下，色 度 去 除 率 分 别 为 50% 和 70%，
COD 去除率均在 75% ～ 77%，NH +4 去除率也均超过
90%（ Belli et al．，2019，Battistelli et al．，2018） ． 获得
高去除率的同时，Al 和 Fe 的沉淀物保留在反应器
内，随着 时 间 积 累 对 eMBＲ 微 生 物 群 落 产 生 毒 性
（ Elabbas et al．，2016） ． 因此需要确定合适的操作条
件，有效提升出水水质的同时降低对 eMBＲ 中生化
过程的影响．

电场和电极增强 MBＲ 对污染物的去除（ Chen et al．，2019a）

Electric fields and electrode enhance the removal of pollutants by MBＲ（ Chen et al．，2019a）

强化膜污染控制
膜污 染 是 MBＲ 应 用 发 展 的 主 要 限 制 因 素

积．eMBＲ 中膜污染减缓也体现在降低清洗频率、增
强清洗 效 果 方 面． Ensano 等 （ 2019 ） 证 实 电 絮 凝 使

（ Zhang et al．，2019； Chen et al．，2019b） ． 膜污染可

MBＲ 的 膜 污 染 降 低 44%，化 学 清 洗 频 率 降 低 了

分为有 机 污 染、无 机 污 染 和 生 物 污 染 （ Du et al．，
2020） ，造成膜通量下降、跨膜压差（ TMP） 上升． 研究
发现施 加 直 流 电 场 可 以 明 显 减 轻 膜 污 染 （ Sepehri

18%，减少 化 学 物 质 对 膜 的 损 伤、延 长 膜 的 寿 命．
Bani-Melhem 等（ 2011） 建立铁阳极 eMBＲ，电场强度

3．2

et al．，2018） ，Ｒonen 等（ 2015） 采用碳纳米管改性的
聚乙烯醇（ PVA） 膜做阴极，－ 1．5 V 电压下膜表面微
生物存 活 率 降 低 27%． Dudchenko 等 （ 2014 ） 采 用
PVA-CNT-COOH 改性导电膜，建立膜阴极 MBＲ 反
应器，发现在 － 5 V 条件下运行 100 min 时，TMP 降
低了 51．1%，有效降低海藻酸钠在膜表面的附着沉

1 V·cm －1 ，间歇直流电供电模式下 （ 开关比 1∶3） ，运
行 5 d 后膜渗透性相较于无电场条件提高了 16%，
膜经过物理清洗后通量恢复率也优于无电场条件．
Hua 等 （ 2015） 建立 PTEE 膜过滤-铝阳极 eMBＲ，在
20 A·m －2 条件下运行 15 d，eMBＲ 膜组件从未达到
－1
清洗条件（ TMP ≥70 kPa） ，平均结垢率 4．1 kPa·d ，
－1
比对照 MBＲ 平均结垢率（ 32．0 kPa·d ） 低 7．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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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5

3．3

eMBＲ 和常规 MBＲ 的 TMP 变化（ Yang et al．，2019c）

TMP evolution of eMBＲ and conventional MBＲ（ Yang et al．，2019c）

优化反应器产能

4

电 化 学 减 缓 膜 污 染 机 理 （ Mechanism of
electrochemistry
reducing
membrane
fouling）

4．1

调控滤饼层结构
研究表明，电化学调控滤饼层形貌结构，在膜

厌氧反应过程中产生甲烷以及许多中间体，例
如乙醇、挥发性脂肪酸 （ VFA） 和氢气，这些产物都
具有应用价值． 通过控制电极氧化还原电位，可改变
厌氧反应途径，调整产物回收率．2004 年，Mustacchi
等（ 2005） 首次将电场引入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回收
浓缩苯甲酸，苯甲酸产率提升 42%．Jiang 等 （ 2018b）
建立了电发酵反应器，用阳离子交换膜将阴阳两极
分隔开，在不同的工作电位下测量了各个产物的生
成量，在中性 pH 值条件下，降低电极电位会促进甲
烷和氢气的产生． 电极电位从 0． 2 V 增加到 1． 0 V
（ 相对于 Ag / AgCl） ，甲烷产量增加 68%，乙酸产量
增加 33%，丙 酸 和 丁 酸 的 产 量 变 化 较 小． Liu 等
（ 2019b） 在厌氧反应器中引入电极，迅速将 VFA 的
－1
－1
平均浓度从 6617 mg·L 降低至 174 mg·L ，同时甲
烷产量提高 13．5%． 微生物燃料电池 （ MFC） 和膜生
物反应器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集成后可实现
废水净化同步产电，MBＲ 增加有机负荷、提升 MFC
产能效率，在当前 MFC-MBＲ 研究产电功率密度最
－3
大可达到 6．8 W·m （ Malaeb et al．，2013） ．

图6
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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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形成疏松多孔的滤饼层，有助于控制膜污染． 在
eMBＲ 中采用 Fe 或 Al 作牺牲阳极，电絮凝作用调
节絮体疏松程度，形成透水性更强的滤饼层结构，
从而减缓膜污染． 胡承志课题组 （ Sun et al．，2017；
Sun et al．，2018； Zhao et al．，2019） 构建电控膜分
离反应器（ 图 6a） ，探究电絮凝、电氧化以及电场的
耦合作用 （ 图 6b） ，电场诱导絮凝物发生偶极化作
用，
增强滤饼层亲水性、抑制有机污染，同时减小水
渗透阻力、提高水通量． 同时，电絮凝过程耦合电氧
化作用，调节有机污染物官能团结构，提高有机污
染物极性，形成更加疏松亲水的滤饼层，更好地实
现膜污染控制． 此外，铝电极产生的絮体呈现出更高
的极化度，易聚集，相较于铁极板具有更好的抑制
膜污染的效果． 除絮体结构改变以外，滤饼层物质组

电场联合电絮凝缓解膜污染机理示意图（ Sun et al．，2017）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ic field coupled electro flocculation to alleviate membrane fouling（ Sun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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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会受到电场影响发生改变，Liu 等 （ 2019a） 证明
电絮凝降低溶解性微生物代谢产物 （ SMP ） 和紧密
结合型胞外聚合物 （ TB-EPS） 中的蛋白质和多糖含

2018； Shi et al．，2019） ． 也有研究表明 （ Yang et al．，

量，对过滤比阻（ SＲF） 的测试也显示下降的趋势．
4．2 电氧化降解污染物

2019b） ，电场导致 EPS 中蛋白质含量降低，导致带
正电荷的胺基减少，多糖、羧基、磷酸基等所带的负

电氧化是指阳极发生电化学反应直接或间接
氧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方法． 如图 7 所示，在电化学

电荷难以被中和，由此污泥显现出更强的负电性，
静电排斥力增强．

阳极氧化 过 程 中，直 接 氧 化 发 生 在 低 电 势 条 件 下
（ 低于析氧电势） ，通常反应速率较低． 工作电位高于

5

和阴极膜之间的静电排斥力增大，膜表面污泥稳定
性也随之降低，难以形成致密的滤饼层 （ Ding et al．，

微 生 物 的 电 化 学 响 应 与 应 用 （ Microbial
electrochemical response and application）

析氧电位时发生间接氧化，在阳极表面形成活性氧
簇（ 例如·OH） ，进一步提高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效果

5．1

（ Mandal et al．，2017； Paz' dzior et al．，2019） ． Fan 等
（ 2016） 自制 CNT / 陶瓷导电膜、搭建反应器，证实导

施加直流电加速电子转移，提高微生物的代谢
速率，影响微生物群落的进化，进而使微生物适应

电膜同时作为阳极时，吸附在膜表面的细菌细胞内
的胞 内 辅 酶 A 被 不 可 逆 的 直 接 氧 化 （ Ｒahaman

电场环境、发展特定功能 （ Liu et al．，2015； Ailijiang
et al．，2016； Jiang et al．，2018a ） ． 在此过程中，电场

et al．，2012） ，细胞膜降解、细菌失活，从而抑制膜的
生物污染，膜通量上升 2．9 倍． 当阳极电位超过 1．6 V

增强了微生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ElNaker 等 （ 2019）
－2
研究了不同电流密度对微生物的影响，在 3 A·m

时，会产生活性 氯，Elimelech 课 题 组 （ Wang et al．，
2020） 制备导电复合陶瓷膜，施加 3 V 生成 ＲCS（ 主
要是 HClO 和 ClO） 氧化膜表面有机污染物，通电 1
min 几乎实现膜通量的完全恢复．

微生物代谢的路径变化

的电流密度下细菌总数增加，但是电流密度分别增
－2
加到 5 和 7 A·m 时，细 菌 总 数 分 别 减 少 10% 和
18%； 还发现 5 ～ 7 A·m －2 的外加电流有助于微生物
群落进化，电场促进了多种功能菌种群数量增加 ，
可以更有 效 地 去 除 废 水 中 的 有 害 污 染 物． Chen 等
（ 2019a） 研究证实，在反应器中施加电场，放线菌和
芽孢杆菌等功能菌丰度增加，加快了对抗生素的去
除． 电絮凝过程中产生的铁离子，同样会促进微生物
的生长，Zhang 等 （ 2020） 证实亚铁离子增加反硝化
除磷相关细菌 （ Saprospiraceae 等 ） 以及硝酸盐依赖
性厌氧亚铁化相关细菌 （ Azospira 等 ） 的丰度，由此
引起的微生物演替导致氮磷去除性能增强 ．
5．2

EPS 组成与浓度改变

电场不仅影响了微生物的生长增值，同时也会
改变胞外聚合物 （ EPS） 的浓度以及组成成分． EPS

图7
Fig．7

膜电极电氧化和静电排斥污染物机理图

Mechanism diagram of electrooxidation and electrostatic
repulsion of pollutants in membrane electrode

4．3

电排斥污染物
膜组件做阴极时会减缓污泥在膜表面附着沉

积． 通常情况下，污泥表面呈负电性，污泥颗粒和阴
极相互排斥，不易在膜表面沉积，滤饼层形成速度
减慢，从而减缓膜污染 （ 图 7） ． 膜组件为阴极时，增
大电压，膜组件 附 近 和 膜 表 面 的 污 泥 Zeta 电 位 升
高，污泥表面负电荷数量增多，污泥颗粒之间、污泥

主要由蛋白质和多糖组成，是造成膜污染的主要原
因（ Lin et al．，2014） ． Shi 等 （ 2019） 研究表明，电压
－1

从 0 升高至 0．8 V·cm ，细胞代谢加速，EPS 含量降
－1
－1
低； 而电压由 0．8 V·cm 升至 1．75 V·cm ，三磷酸
腺苷（ ATP） 含量降低，影响 EPS 合成，同样会降低
EPS 含量． 同时，蛋白质和多糖的含量伴随着 EPS 含
量降低而降低． 也有研究 （ Liu et al．，2019a） 认为，
EPS 的减少可能是由于丝状菌被电场抑制，而丝状
菌的过度生长会导致过多的 EPS 产生 （ Meng et al．，
2006） ．
电场还 可 以 通 过 降 解 信 号 分 子，进 一 步 降 低
EPS． 细 胞 间 信 号，例 如 N-酰 基-高 丝 氨 酸 内 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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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Ls） ，与 EPS 的产生和生物膜的形成密切相关
（ Ｒen et al．，2013） ． Jiang 等 （ 2020a） 证明随着电压

减缓膜污染，如图 8 所示．EPS 和微生物之间关系十
分紧密，电场也会通过增大群体猝灭细菌的丰度 ，

升高，阴极产生的 H 2 O 2 浓度升高，AHLs 被降解、含
量降低，微生物难以富集，从而降低了 EPS 含量并

促进 AHLs 降解，进而降低 EPS 含量 （ Jiang et al．，
2020b） ．

图8
Fig．8

电场通过降解 AHLs 来降低 EPS 含量

The electric field reduced the content of EPS by degrading AHLs

结论（ Conclusions）

但出水水质提升，同时设备维护简化、膜更换频率
和人工成本降低，目前没有文献对 eMBＲ 运行期间

随着材料科学与表征技术的不断发展，电控膜

成本做详细估算． eMBＲ 要面对实际的工程应用，需

生物反应器技术研究日趋深入，从膜分离与电极电
场的简单结合发展到导电膜组件的研究 、从膜污染

要优化电流密度、SＲT、HＲT 以及曝气流速等运行参
数，延长电极使用寿命，深入研究新型污染物的去

缓解机理到微生物电响应机制、从关注提升水处理
效率到优化能源的回收利用，eMBＲ 技术原理与应

除机制．

用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MBＲ 技术发展至今，显
现出污染物高效去除、膜污染强化控制、废水净化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电控膜生物反应器主要研究方
向有：

6

同步产能等优势．

7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应用的态势，笔者认为

①膜电极组件研制． 高电导率高稳定性的导电

展望（ Future prospect）
eMBＲ 技术发展也遇到不少瓶颈： Al / Fe 阳极溶

解以及 污 染 物 在 阳 极 表 面 沉 积 会 缩 短 电 极 寿 命
（ Hasan et al．，2014） ，电极材料析出的金属离子可

膜材料是膜电极反应器的核心，一是研制抗污染、
抗腐蚀的导电膜材料，可长期稳定使用； 二是优化
膜组件与电极的空间组合，实现协同效应．
②反应器结构优化． 反应器结构优化可强化水
处理、膜污染控制、产能产电效率，如何充分发挥膜

能会阻碍少数细菌的生长 （ Wang et al．，2011） 、导
致污泥中重金属积累 （ Mollah et al．，2004） ，反应器
运行 过 程 中 产 生 如 氯 胺 等 有 毒 副 产 物 （ Bagastyo

分离、微生物降解以及电化学的组合优势，设计和
优化反应器构型是将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

et al．，2012） ． 此外，市场上没有廉价高效的导电膜

实现资源能源回收是电控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的研

组件，实验室制备膜组件尚难以大规模应用，反应
器中电场或电极反应强化微生物电子转移 、激活微

究重点之一，控制电极反应和电极电位，定向回收
污水中的 C、N、P，充分发挥电控膜生物反应器优势．

生物活性机理还未能突破．
eMBＲ 相比于 MBＲ 增加了电化学过程，能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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