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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微生物燃料电池处理餐厨沼液的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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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小球藻作为双室光合藻微生物燃料电池(PAMFC)的阴极以提供电子受体,实现污水处理和能量回收的双重目的.研究生物阴极接种方式和光
照条件对生物产电性能和餐厨沼液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并通过循环伏安法(CV)研究 PAMFC 电极极化和产电机制.结果表明:微藻生物膜阴极 PAMFC
污染物去除和产电性能表现优于对照组,COD,TN 和 TP 去除率最高可达 82.4%,54.5%和 82.3%,开路电压和最大功率密度分别达 603.0mV 和 41.5mW/m2.
污染物去除主要在阳极发生,但阴极能够还原去除来自阳极的铵根离子,且阴极反应产生氧气作为阳极的电子受体,增大系统电流,提高了阳极处理效率.
持续光照下,PAMFC 产电性能和污染物去除率略高于间歇光照,但是间歇光照可以避免阳极基质不足时阴极光饱和和氧饱和情况,更符合连续运行要
求.PAMFC 阴极的 CV 曲线显示,具有微藻阴极的实验组输出电压更大,还原峰更高,功率密度更强,但需注意长期运行时微藻生物膜增厚影响氧传质效
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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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lorella was used as the cathode of the double-chamber photosynthetic algae microbial fuel cell (PAMFC) to provide
electron acceptors, and thu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ewage treatment and energy recovery. The effects of biocathode inoculation
methods and light conditions on the bioelectricity gener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kitchen biogas slurry
wastewater were studied, and the polarization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PAMFC electrode was studied by cyclic
voltammetry (CV)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croalgae biofilm cathode PAMFC had better pollutant removal and power
generation performanc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COD, TN and TP removal ratio up to 82.4%, 54.5% and 82.3%, and open circuit
voltage and maximum power density up to 603.0mV and 41.5mW/m2. While the pollutant removal mainly occurred at the anode, the
cathode reduced and removed the ammonium ions from the anode, and the cathode reaction generated oxygen as the electron
acceptor of the anode, which increased the system current and improved the anode treatment efficiency. Under continuous light
condition, PAMFC's power generation performance and pollutant removal rate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under intermittent light
condition, but intermittent light avoided cathode light saturation and oxygen saturation when the anode substrate was insufficient,
which was more in line with continuous operation requirements. The cyclic voltammetry curve of the PAMFC cathode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he microalgae cathode had higher output voltage, higher reduction peak, and stronger power density,
bu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at the thickening of the microalgae biofilm affected the oxygen mass transfer efficiency in long-term
operation.
Key words：microbial fuel cell；chlorella；biogas slurry；biological cathode；cyclic voltammetry

我国餐厨垃圾数量巨大,预计到 2020 年底达到

显示出广阔应用前景[2 3].PAMFC 利用藻类光合作

4.71 万 t/d.厌氧发酵已成为当前餐厨垃圾处理的主

用强化 MFC 产电效率,是近年来 MFC 技术的重要

-

流技术,而餐厨沼液经过厌氧发酵处理后仍含有高
浓度的氮,磷和腐植酸等污染物[1],需要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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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燃料电池(MFC)具有去除废水中氮磷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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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将有机物转化为生物电能源,在污水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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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之一.目前实验室主要采用双室 PAMFC,即

机制.此外,测试了作为藻类生长的持续光照和间

阳极仍为细菌,但在阴极引入微藻,通过光合作用将

歇光照对藻类生长量和溶解氧(DO),比较了在藻

阳极传递来的 CO2 转化为微藻生物质的同时,生成

类生长的阴极室上具有不同光周期的 PAMFC 的

氧气,后者可作为阳极室电子的受体

[4-5]

,从而持续促

产电能力.

[6]

进 MFC 电流产生和传输 .
MFC 的 COD 去除特性主要取决于阳极室中
的氧化还原反应,最常见的阳极电解液包括葡萄糖,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装置

甲酸盐,乙缩醛以及各类培养基,根据不同的碳源

采用高强玻璃设计和制造双室 MFC,单室内

种类,选择合适的阳极菌种或者进行驯化是

径为 9cm,两个腔室容积相等(250mL),由质子交换

[7]

PAMFC 运行成功的前提条件 .实验室 MFC 阳极

膜(PEM)(Nafion 115,DUPONT)分隔(图 1).将活化

室的菌落来源包括纯微生物培养物和混合微生物,

的膜插入阳极和阴极隔室之间,将方形 PEM 固定

其中厌氧污泥生物群落结构丰富,适应于阳极室厌

在垫圈之间并夹在连接两个腔室的中空管(直径

氧环境,且对高浓度废水处理能力强,常被接种到

35mm) 中 , 用 硅 胶 垫 和 法 兰 夹 固 定 . 将 碳 毡 电 极

[8]

阳极用于高浓度废水处理 .尽管阳极是废水处理

(SMZ358MM,d 津碳素厂,5×4cm,厚度 2mm,密度

的主要场所,MFC 的发电效能的限制步骤却是阴

0.13~0.16g/cm3,含碳 99%,孔隙 90% )放置在 PEM

极中和阳极电子的速率,因此需要保证阴极有大量

两侧 3.5cm 的距离处,电极的表面积均为 40cm2,

的氧化剂.常用的方法包括通过将空气或纯氧气注

阴阳极由钛丝连接,外电路由铜导线连接,且电极

入阴极室,或者在阴极上施加催化剂或向阴极电解

间连接 1000Ω(ZX21,上海东茂)的负载.阴极室保

液中添加强还原性盐(例如铁氰化钾)来增强氧气

持敞开以提供与环境空气的接触,以允许光合藻

的还原 [8].这些阴极被广泛应用但存在许多缺点,例

类接触 CO2.阳极室硅胶垫片使瓶口跟四氟塞接触

如构造空气阴极的复杂性,溶解氧阴极中的机械曝

处完全密封,以尽量保证厌氧微环境.接种后磁力

气成本,以及化学阴极再生的困难,从而导致二次

搅拌培养,转速为 200r/min(阳极和阴极),每个室设

污染

[9-10]

.生物阴极是一种改善阴极反应有前景的

有一个样品端口.

方法,PAMFC 通过在阴极室内进行藻类培养,利用
光合作用为阴极提供稳定连续的氧气来源,同时吸
收阳极 CO2 用于微藻生长,从而得到广泛关注.然
而,PAMFC 较少用于高浓度废水特别是餐厨垃圾
沼液的处理 [11].PAMFC 用于餐厨垃圾沼液的处理
需要通过选择更适宜的藻种,优化培养液成分和调
整光/暗周期等运行策略等方面开展技术应用和生
物电化学机制研究.
本研究采用微藻和细菌在阴阳极分离培养,
在阳极室利用细菌处理餐厨沼液废水,微藻在阴
极室中生长,以补充氧气,产生电能协助阳极处理
沼液,从而实现可持续的 PAMFC 操作.通过在阴极
电极上接种小球藻,分析了 PAMFC 性能和废水去

图1
Fig.1

双室 PAMFC 实验装置图

Diagram of a dual-chamber PAMFC experimental

除率.连续监测阴极室中的电位和溶解氧(DO)水

device

平来研究阴极 pH 值和生长量与 DO 水平的相关
性.利用电化学分析(包括作为时间函数的循环伏

1.2

实验材料

安法(CV)和最大开路电位)研究氧还原期间藻类

餐厨沼液废水取自某餐厨垃圾处理场厌氧发

生物可能产生微生物电流的原因以及电子转移的

酵罐的出水口(湖南,长沙),新鲜废水经高速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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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16-WS,湖南湘仪)12000r/min 离心 10min 去除大

初始微藻量浓度为 1g/L 的微藻培养瓶中富集,富集

颗 粒 物 质 ,零 下 -20℃ 保 存 . 实 验原 水 水 质 指标 为

时间为两周).实验组 R3 阴极碳毡不进行藻类生物

COD(5806±48)mg/L,氨氮(1624±35)mg/L,硝酸盐氮

膜富集.

(89.9±3)mg/L,总磷(71.17±2.6)mg/L,pH 值为 8.6,实

使用 5000lx 荧光灯以 12:12h 光/暗循环照射阴

验前稀释一倍至 COD 为 2900mg/L 左右.采集某城

极室.将对比得到的产电和去除污染物性能最佳的

市污水处理厂(湖南,长沙)兼性厌氧单元的兼性厌氧

阴极接种方式,设置 2 组分别连续照明(Z1)和 12h:

污泥作为阳极接种污泥.使用活性污泥作为接种物,

12h 亮/暗循环(Z2)的实验,更新阳极电解液和阴极电

沼液废水作为培养基按 1:5 混合后进行电耐受细菌

解液(包括藻类),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的 驯 化 . 采 用 普 通 小 球 藻 (Chlorella vulgaris,

1.4

FACHB-8,中国科学研究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作为阴
[12]

分析方法
COD 浓度使用 COD 测定仪(5B-3F,连华科技)

,在恒温培养

进行检测,NH4+-N,TN 和 TP 浓度的测定均采用

箱照明下的高压灭菌锥形瓶中预培养,具有 12h:12h

《
[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的标准方法,NH4+-N

光/暗循环,温度 25℃,每天定时摇动锥形瓶 3 次.

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TP 采用钼酸铵分光光

1.3

度法, TN 采用过硫酸钾紫外分光光度法.使用 DO

极接种藻并在 BG11 培养基中培养

实验步骤
PAMFC 由阳极(接种细菌聚生体)和阴极(接种

测定仪(Oxi3310 德国 WTW 公司)在光歇期结束及

Chlorella vulgaris)组成,用离子交换膜隔开.在阳极

光照期结束前 10min 对阴极进行 DO 测量.使用台

室中加入 210mL 新鲜废水,并接种 30mL 驯化后的

式 pH 计(PHS-3C 上海精密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测

活性污泥,用铝箔包覆以防止光合微生物的生长和

量阴极 pH 值.通过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V-

破坏厌氧环境.用 50mL 的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

1200,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绘制细胞干质量

和 BG11 培养基填充阴极室,通过施加 5000lx 的光强

对 680nm 处的吸光度来计算藻细胞生物量.在外接

度并与空气接触进行搅拌(200r/min),微藻阴极悬浮

的 1000Ω 电阻箱上测量总电池电位,并且使用连接

物的光密度(OD680nm 处)相同.所有实验均在相同

到 电 脑 的 数 据 采 集 装 置 (Keithley 2700,Keithley

的操作条件和环境温度(25±3)℃下进行.阴极室与

Instruments)每 10min 获取数据.使用电阻箱以 50Ω

空气接触提供用于微藻生长的 CO2.由 24W 的 LED

至 10000Ω 的各种负载进行极化测试.使用恒电位

灯条(YS-YDT-5630,AOS),用数字光度计(GM1020,

仪 (Autolab- PGSTAT12,Ecochemie,Netherlands)通

标智)校正光强度.并采用继电器调节亮/暗时段为

过循环伏安法(CV)原位研究阴极的生物电化学性

12/12h.测量总生物质浓度,阴极室的 OD680,pH 值

能,其中阴极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丝作为对电极,

和不同时间段阳极的污染物指标去除.

Ag/AgCl 电极作为参比电极.通过在+0.8~-0.2V 的

当电池 1d 内光照期和光歇期电压低于 50mV

范围内以 20mV/s 的扫描速率施加电位来记录循环

时,认定完成一个产电周期.在获得一周期的稳定

伏安图.电池内阻及电动势按全电路欧姆定律进行

PAMFC 性能之后,表明电极已有微生物和微藻挂膜,

线性回归(式 1)可得:

此时选择产电差距±0.01mV 的阳极电极,用于后续

U = E – Ir

对比实验.更新阳极废水和阴极的电极和培养液,然

式中:U 为输出电压;E 为电池电动势;I 为电流;r 为电

后进行对比实验.对比实验的阳极相同,均采用之前

池内阻.

驯化细菌后产电相同的电极,根据阴极的不同分为
对照组(R1)和实验组(R2,R3).其中对照组为 R1,其阴
极室仅含碳毡电极和 240mL BG11 培养液,未接种

(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阴极接种方式对微藻生长的影响

Chlorella vulgaris,通过大气复氧获取溶解氧.实验组

微藻在实验组 R2 和 R3 阴极室中的生长模式更

阴极接种 Chlorella vulgaris 50mL(OD680 = 0.72)和

为接近.初期小球藻在 R2 和 R3 阴极室 pH 值持续缓

180mL BG11 培养基,此时悬浮液微藻浓度为 0.05g/

慢地上升,在第 11d 时最大值分别达到 8.8 和 8.7,此

L.实验组 R2 阴极碳毡上接种微藻生物膜(碳毡置于

后开始持续下降,在 16d 时 pH 值分别降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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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PAMFC)和 8.5(MFC)(图 2b).相应地,R2 和 R3 显示

(b) pH值变化

阴极室中 pH 值变化的类似趋势而对应的微藻生长

9.00
pH值

量在 3d 左右适应了该条件下和部分电极吸附后实
现快速增长,前 3d 微藻并没有明显的增长,除了自适

8.00
R1

应的过程外,电极的沾附会使微藻短时间内减少.由

R2

7.00

于 R2 电极上也附有微藻,阴极室中接种微藻的量大
于 R3,在初始阶段微藻含量一直高于 R3,但从第 11d

R3

6.00

后 R3pH 值迅速下降,对应的是微藻生长速率的快速

0

2

4

6

上升,1d 后 R3 的微藻量便超过了 R2.R2 和 R3 悬浮
液 中 微 藻 量 从 投 加 0.05g/L 分 别 升 至 0.299 和
0.311g/L.张虎等人

[13]

研究发现藻液 pH 值对小球藻

8

10

12

14

16

时间(d)

图2
Fig.2

不同阴极微藻接种下的生长量和 pH 变化曲线

Growth curve and pH change curve of different cathode
microalgae inoculation

Chlorella sp. XQ-200419 生长速率有显著影响, 适
宜的 pH 值范围是 7.0~9.0.在培养过程中, 藻液的
pH 随着微藻的生长,代谢而变化.不同的藻类生长的
最佳 pH 值不同, 偏离最佳 pH 值 , 微藻生长和体

2.2

不同阴极接种方式的产电性能
对 照 组 R1( 无 接 种 微 藻 )DO 浓 度 由 开 始 的

.从生长速率可知,

6.5mg/L1d 后迅速下降到 0.5mg/L,此后在转速为

尽管第 11d 前,R2 生长速率高于 R3,但当 R3 的 pH

200r/min 的磁力搅拌下大气复氧,DO 缓慢回升,第

值迅速下降后,生长速率反超 R2,此后随后 R2 的 pH

3d 时恢复到 2mg/L(图 3b).此后由于阳极基质随着

值缓慢下降,生长速度再次超过 R3.从以上结果分析

时间不断消耗,阴极 DO 进一步缓慢上升,第 9d 时达

可知,pH 值过快下降虽然短期内能促进微藻生长,但

到最高约 3mg/L,第 9d 后观察到阴极 DO 值复急剧

是 pH 值无法恢复高值,从而长期来看 pH 值缓慢波

下降,第 11d 后 DO 基本接近 0.5mg/L,此时观察到阴

动更有利于微藻持续生长.因此观察到 R3 组 pH 值

极培养液浑浊,镜检可见大量细菌,说明 DO 下降是

快速下降后期(13~16d)的生长率要低于其他任何时

由于好氧菌在阴极消耗基质导致.产电电压变化呈

期,而 R2 组同一时期的生长率高于其他任何时期

现与 DO 相同的趋势,由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可知

(图 2).R2 的 DO 值始终高于 R3,说明阴极负载微藻

对照组电压与 DO 在 99%置信区间呈显著正相关关

生物膜有利于促进其光合作用效率.第 11d 左右,由

系(R2=0.717, P<0.05).从反应开始电压随时间开始

于 R3 组微藻快速生长导致 pH 急剧下降,此时 R3 的

急剧下降,然后缓慢恢复,3d 后的电压趋于稳定(电

DO 值最为接近 R2,此后随着 R3 的 pH 值未恢复高

压上升至 245mV),此后由于阳极基质不断降低,且

pH 值,而 R2 的 pH 值缓慢下降,R3 和 R2 的 DO 值差

阴极 DO 急剧下降,无法消耗外电路传递过来的电

距再次拉开.由此可见,阴极负载微藻对 PAMFC 系

子,导致系统 产电电压急 剧下降,第 11d 时低于

统长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50mV,对照组产电周期结束.

内有关代谢活动会受到抑制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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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0.061)mV,R2 平 均 产 电 电 压 较 R3 高 出
8.76%,显示出阴极负载微藻促进 MFC 产电效率的

8.00

潜力.而悬浮液微藻浓度主要影响光歇期的 DO 水

6.00

平,在反应前期(第 0~11d)R2 悬浮液微藻浓度约高

4.00

出 R3 的 84.02%,光歇期 R2 微藻呼吸作用强,因此

2.00

DO 值和电压值分别较 R3 低 23.67%和 75.5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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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产 电 电 压 分 别 为 (0.245±0.075)mV 和

(b)阴极DO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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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不同阴极接种方式产电电压和阴极 DO 值

Electricity generation voltage and cathode DO value of
different cathode inoculation methods

到了后期(第 12~16d),R3 悬浮液微藻浓度超过 R2,
此时光歇期 R2 微藻呼吸作用弱于 R3,DO 值和电
压值分别较 R3 高 66.10%和 50.12%(图 2,图 3).
2.3

废水处理
餐厨沼液中有机组分可转化为电能,废水中的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电压随着光暗周期(光

COD 浓度是影响发电的重要因素[18].根据文献报道,

照,12h;黑暗,12h)波动明显(图 3a).前期(第 0~9d)总

小球藻可以去除不同废水 COD 的 50.9%~83.0%,但

体变化趋势相同,但 9d 后相对于对照组 R1 电压的

是大多为二沉池出水等低浓度废水,单纯采用小球

急剧下降,R2 和 R3 均呈现出与对照组不同的产电

藻很难用于高浓度废水的处理[19].Ma 等[20]采用纯小

趋势,其中 R2 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第 12d,R3

球藻培养(阴极为空气,阳极为微藻)的 PAMFC 处理

维持较高水平到第 11d,此后 R2 和 R3 电压均缓慢

进水 COD 为 580mg/L 的人工废水,阳极为碳刷,阴极

下降,但仍高于同一时期对照组电压值.R2 和 R3 电

采用不锈钢网为小球藻提供附着.连续运行 60d,在

压随光暗周期波动与微藻的生长特性有

HRT 为 64h 和 32h 的情况下,最高 COD 去除率可达

关.PAMFC 在光照期和光歇期表现出不同的产电

80.8%,其中阳极氧化占 39.9%~52.2%,其余由微藻异

特性,光照期光合作用释放大量氧气,电压开始迅

养生长所消耗,显示出小球藻处理较高浓度废水的

速上升,而在光歇期,光合作用停止,微藻呼吸作用

潜力.本研究采用餐厨沼液废水,尽管经过离心和稀

取而代之,消耗 DO,电压值相应迅速下降.同时需要

释,进水 COD 仍然高达 2906mg/L,无论阴极接种方

指出的是,不同于对照组,实验组的电压与 DO 的

式如何,最终 COD 去除率都较高,约为 80%(图 4).其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非显著,前期相关性相对较

中 55%的 COD 在第 5d 已经去除,此阶段去除的主

强,后期相对较弱.分析原因,对照组 DO 前期处于

要为易降解的有机物,即 BOD5,此后难降解的 COD

相对稳定的非饱和状态,此时阳极电子和阴极 DO

进 一 步 被 缓 慢 降 解 ,16d 后 ,COD 浓 度 由 最 初 的

处于动态平衡,电压值亦相对稳定,因此两者的相

(2903±24)mg/L 降至(541.5±38)mg/L(图 4a).由于在

关性显著,后期对照组 DO 急剧下降,不足以为阳极

16d 后无法获得有机养分,在达到 COD 的稳定去除

提供电子受体,产电电压随之下降,因而对照组 DO

效率后,产生的电压值降低.在其他条件下,观察到较

和电压始终保持显著相关性.实验组前期微藻浓度

少的 COD 去除.尽管处理后废水 COD 浓度依然达

不高,生成的氧气未达到饱和值,产电能力与氧气

到 540mg/L 左右,未达到国家相应排放标准,但该系

[17]

,随着微藻浓度升高,后

统转化显示出对高浓度废水的处理能力.本研究采

期光照条件下 DO 值达到饱和,而阳极基质消耗殆

用双室 MFC 结构,COD 组分无法通过的质子分离膜

尽,阴极 DO 超过阳极所需电子受体浓度,此时 DO

PEM,因此 COD 的去除主要发生在阳极氧化和阳极

值与电压呈相关性进一步下降.对比 R2 和 R3,两者

细菌降解.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前期(0~10d)产电量相

累积产电量较对照组分别提高 34.05%和 31.03%,

当,因此此阶段 COD 去除率相当,第 10d 时 3 组实验

显示出微藻对提高 MFC 产电性能的显著作用.另

的大部分 COD 已经去除.此后剩余的难降解 COD

一方面,尽管 R2 累积产电量较 R3 仅高 2.3%,但是

难以通过微生物降解,无法提供质子给阴极,而难降

R2 在光照期几乎全时段电压值显著高于 R3,两者

解 COD 的阳极氧化却需要更高的电位,对照组阴极

浓度呈较强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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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细菌增多,DO 被耗尽,电位急剧下降无法有效

率较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因此 10d 后 3 组电极的

氧化 COD.实验组 R2 和 R3 尽管仍维持高电位 1~2d,

COD 去除均不多,最终 3 组电极对 COD 的去除率相

但仍无法达到难降解 COD 的降解的电位,COD 去除

当(图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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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阴极接种方式的污染物去除率

Pollutant removal rate of different cathode inoculation methods

Santoro 等[21]采用 MFC 处理市政污水(WW),

作用来完成,而 TP 的去除可以通过聚磷菌在厌氧与

磷酸缓冲液+醋酸钠合成废水(PBS+NaAc),新鲜尿

好氧环境中进行释磷与聚磷作用,最后使磷以高磷

液(FU)和水解尿液(HU)4 种不同废水时发现,原水

剩余污泥的形式沉降得以去除,为微生物有效地进

水质对系统产电和 TP 的去除率影响非常大.WW,

行脱氮除磷提供了可能[23].所以在第 5d 观察到将近

PBS+NaAc 和 FU 的 TP 去除率分别为 14.1%,2.5%

60%TP 被去除,这部分 TP 去除主要归因于鸟粪石

和 40.1%.新鲜尿液 TP 去除率显著高于其他废水的

和聚磷菌作用,此后 TP 的去除率缓慢升高则主要是

原因是废水氨氮浓度高,与磷酸盐形成了鸟粪石发

由于微生物的生长和聚磷菌作用.TP 的去除随培养

生沉淀而从废水中去除.本研究废水水质与新鲜尿

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在反应进行 16d 后,TP 分别达到

液一样含有大量的氨氮,因此部分磷酸盐可能是由

82.92%,82.65%,81.27%(图 4d).按照厌氧微生物生

鸟 粪 石 的 形 式 得 以 去 除 .Kyu 等

[22]

研究了与

长所需要的碳氮磷比(200~300:5:1),可知去除系统

Nafion117 膜传质相关的问题,包括:从阴极到阳极

80% 的 COD(2906mg/L) 需 消 耗 TP 约 7.76~

的氧泄漏,衬底损耗,阳离子迁移和积累而不是质子,

11.64mg/L, 因 此 生 物 除 磷 贡 献 的 TP 去 除 率 为

以及生物污染. 结果表明,Nafion117 对氧气具有很

21.86%~32.79%.考虑到第 1 阶段(0~5d)有部分 TP

强的渗透性.氧传质系数和氧扩散系数 Nafion 估计

去除归因于微生物生长,可知鸟粪石和聚磷菌贡献

-4

2

-6

2

为 KO = 2.80×10 cm /s,和 Do=5.35×10 cm /s.本实

的除磷率大约为 47%~60%之间.与 Santoro 等人[21]

验所用的 PAMFC 同时具备有氧及厌氧环境,总氮

处理新鲜尿液研究不同的是,尿液含有尿酸而呈酸

的部分去除可以通过微生物的硝化作用和反硝化

性(pH 值约为 6.0),而本研究处理的沼液含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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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原水 pH 值呈碱性(图 2b).本研究 TP 去除率达

处理,导致对照组 R1(未投加微藻的碳阴极)也出现了

到 80%以上,主要得益于其碱性溶液和同时具备有

氧的还原峰,峰值电流为 0.138mA,小于实验组 R2 和

氧及厌氧环境.鸟粪石生成时铵根离子脱除一个质

R3 的 0.147 和 0.148mA,说明实验组生物阴极中 DO

子,因此碱性环境更有利于反应进行.Liu 等[24]的研

更高,能够更多更快的消耗来自阳极的电子,减少电子

究表明在处理厌氧消化沼液时,提高 pH 值或者

积累从而使得阴极电势更高[27],这是实验组还原电流

Mg/P 比有利于 TP 的去除,pH 值 8.5~9.0,Mg/P 比例

大于对照组的原因之一.此外,与对照组内阻(972Ω)相

1.5~2.0 时,磷酸盐去除率可以达到 90%.实验组与对

比,实验组R1 和R2 的内阻更小,分别为784 和626Ω(图

照组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氨氮的去除,实验组氨氮去

5b),相比于对照组最大输出功率(23.79mW/m2),实验

除率略微高于对照组.氨氮的去除可以分为 6 部分:

组的最大输出功率更大,分别为 41.53 和 42.83m

氨挥发,厌氧氨氧化,阳极微生物生长需要,鸟粪石

W/m2(图 5c),且 R2 和 R3 条件下的 PAMFC 开路电动

结晶,硝化与反硝化,以及铵根离子透过离子交换膜

势为 624 和 603mV,高于 R1 的 556mV.说明阴极微藻

从阳极室运输到阴极室,而后被微藻用于合成自身

提高了 MFC 的产电性能,降低电池的能量内部消耗.

[21,25]

.在实验前期,微藻浓度不高时,实验组和对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循环伏安实验是在实验运行

照组氨氮和总氮的去除率差异并不大,甚至第 5d 时

结束后(第 16d)对阴极电极进行的离线测试,此时 R2

对照组的氨氮去除率高于实验组,此时 R1,R2 和 R3

实验组阴极上微藻厚度较开始时大大增加,这增加了

的氨氮去除率分别为 31.65%,29.88%和 31.36%(图

氧气在电极上的传质阻力[28],且部分微藻已经老化,产

4b).随着实验的进行,氨氮去除率继续升高,且实验

电功能降低.导致实验组 R2 的内阻大于 R3(图 5b),以

组氨氮去除速率高于对照组,到第 10d 时,实验组氨

及 R2 最大输出功率小于 R3(图 5c).同时也解释了末期

氮去除率超过对照组,R1,R2 和 R3 的氨氮的去除率

(第14~16d) R2 实验组产电能力再次低于R3 实验组的

变为 39.49%,44.10%和 42.96%.此后一直延续这一

原因(图 3a).如何解决 PAMFC 长期运行过程中电极表

趋势,到第 16d 时,氨氮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45.90%,

面的微藻更新问题,以维持电极较高的库伦效率,有待

54.51%和 51.98%,实验组 R2 和 R3 的氨氮去除率分

后续研究予以关注.

细胞

别比对照组 R1 高出 8.61%和 6.08%.由于对照组和
4.00

实验组主要差别在于阴极的微藻代谢,因此推测实

藻利用的氨氮分别达到 69.91 和 49.37mg/L.与此同
时 , 根 据 厌 氧 微 生 物 生 长 所 需 碳 氮 磷 比 例 (200~

电流 (mA)

验组高出的部分主要是用于微藻生长.考虑到原水
氨氮浓度高达 812mg/L,在实验组 R2 和 R3 中,被微

(a)循环伏安曲线

3.00

300:5:1)可知,阳极细菌生长消耗的总氮为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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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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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mg/L,基本与阴极微藻所需相当.此外,由鸟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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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结晶去除一部分氨氮,约为 15.0~18.2mg/L.综合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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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 方面,对照组阴极微藻生长,阳极细菌生长,鸟
粪 石 结 晶 总 共 去 除 TN 分 别 仅 约 为 123.6 和

500

103.1mg/L,约占总去除量(约 406mg/L)的 30.5%和

400

挥发,厌氧氨氧化,硝化和反硝化)去除,其具体比例
和去除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不同阴极循环伏安法分析
通过循环伏安法考察了不同阴极上氧还原的性

能(图 5a).3 组电极在 140mV 附近出现的电流峰来自
于氧气的还原[26].由于实验时未对测试溶液进行消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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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因此约有 70%~75%总氮由另外 3 个过程(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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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 组的平均值 257mV,到了实验后期(10~16d),Z1 组

R1 (c)电压和电流的回归曲线图
R2
R3

平均产电电压降低到 82mV,明显低于同期的 Z2 组
电压 139mV.不同的光周期不仅会改变细胞吸收光

30.00

的总量,而且会影响细胞分裂模式和细胞对营养盐

20.00

的吸收[29].一般而言,微藻的生长随着光照强度或者

10.00

光照量的增加而经历由光不足受抑制到光过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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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30].在 Z1 和 Z2 的生长前期,微藻浓度低,存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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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的可能,但同时系统能提供过量的质子,可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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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分抵消光饱和和氧饱和[31].实验中观察到前期产电

不同阴极接种方式的电化学测试

电压基本维持在较高水平,DO 水平逐渐上升,说明

Electrochemical test of different cathode inoculation

此时不存在光饱和或光抑制,此时连续光照产电性

method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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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优于间歇光照[32].但是到了 Z1 和 Z2 的生长后期,

持续光照与间歇光照对 PAMFC 的影响

微藻浓度升高,而阳极基质消耗殆尽,无法提供阴极

如图 6 所示,Z1 的电压输出,在 8h 后急剧下降

足够的质子,存在光饱和的问题[33].间歇光照在暗期

(从 270.1 至 196.7mV),2h 后开始迅速增长并随之稳

部分消除了光饱和的影响,因此产电性能优于连续

定,然后略有小幅度的波动,第 10d 后随着阳极基质

光照(图 6a).两组微藻的生长曲线和污染物去除也

地减少,电压持续下降,第 13dZ1 周期结束,在此过程

说明了这一点,Z1 在第 10d 明显生长趋势放缓,而 Z2

中 Z1 获得最大电压值为 279.1mV.Z2 的电压输出与

一直到第 15d 才开始放缓,而实验结束时,Z1 和 Z2

Z1 总体趋势类似,但是和 Z1 相比,间歇光照条件下

的污染物去除效率相当(图 6d).在实际微藻培养过

Z2 的 DO 和输出电压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在实验前

程中,更多利用自然光连续运行,间歇光照培养更适

期(0~10d),Z1 组平均产电电压为 263mV,略微高于

合 PAMFC 实际应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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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 fuel cell using Shewanella oneidensis DSP10 and oxygen
reduction cathodes [J].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07,22(8):
1672-1679.

具有藻类辅助阴极的微生物燃料电池被成功

[10] Oh S, Min B, Logan B E. Cathode performance as a factor in

用于处理餐厨沼液废水并产生电能.结果表明不同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microbial fuel cells [J]. Environmental

阴极形式的 PAMFC 的 COD 和 TP 的去除率基本相
同,均超过 80%.TP 的去除可能主要是通过鸟粪石结
晶和聚磷菌超量吸磷(47~60%)和用于阳极微生物
生长(22~33%).接种微藻实验组 TN 去除率分别达到
54.51%和 51.98%,高于对照组的 45.90%,阳极部分
氨氮以铵根离子形式穿过 PEM 膜进入阴极被微藻

Science & Technology, 2004,38(18):4900-4904.
[11] Venkata Mohan S, Srikanth S, Chiranjeevi P, et al. Algal biocathode
for in situ terminal electron acceptor (TEA) production: Synergetic
association of bacteria-microalgae metabolism for the functioning of
biofuelcell [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4,166:566-574.
[12] Yan H, Han Z, Zhao H,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calcium deposition
induced by Synechocystis sp. PCC6803 in BG11 culture medium [J].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2014,32(3):503-510.

用于合成自身细胞而被去除.在阴极上形成藻类生

[13] 张 虎,张桂艳,温小斌,等. pH 对小球藻 Chlorella sp.XQ-200419 光

物膜促进介导向电极的直接氧还原转移,阴极接种

合作用,生长和产油的影响 [J]. 水生生物学报, 2014,38(6):1084-

微藻后产电性能和总氮去除率明显提高.持续光照

1091.
Zhang H, Zhang G Y, Wen X B, et al. Effects of pH on the

下,PAMFC 产电性能和污染物去除率略高于间歇光

photosynthesis, growth and lipid production of Chlorella sp. XQ-

照,但是间歇光照可以避免阳极基质不足时阴极光

200419. [J]. acta hydrobiologica sinica, 2014,37:709-712.

饱和和氧饱和情况,更符合实际需求.PAMFC 阴极的
循环伏安曲线显示,具有微藻阴极的实验组输出电
压更大,还原峰更高,功率密度更强,但长期运行微藻
生物膜增厚可能影响氧传质效率.

[14] Li M Q, Zhang Q H, Ma Y. Effects of different pH and NaCl levels on
the production of EPA and growth of Nitzschia closterium [J].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21(2):74-76.
[15] Yongmanitchai W, Ward O P. Growth of and omega-3 fatty acid
production by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conditions [J]. Applie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1991,57(2):41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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