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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好氧生物接触氧化工艺耦合微生物燃料电池
技术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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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微生物燃料电池(MFC)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中对污染物去除效果的影响及其产电效率，在厌氧／好

氧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中构建了MFC，并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增加了MFC构建可以使装置的COD去除率从

87．67％提高到96．19％，总氮和悬浮物去除率也有一定提高，分别从61．6％和84．6％提高到64．7％和87．9％，但对氨

氮和总磷的去除效果影响不明显。稳定期，当外接500 n电阻时，装置中MFC的输出电压可达到0．33—0．5l V，总产

电功率和库仑效率分别为169．13—192．12 mW／m3和2．50％。微生物分析表明，装置中构建MFC可以提高整个装置

中与产电和有机物去除相关的微生物(Trichococcus)、好氧区的脱氮微生物(Dokdonella和Rhodobacter)和除磷微生物

(norankl，二Caldilineaceae和Anaerolineaceae)等的相对丰度，从而提高装置的污水处理效率。

关键词：厌氧／好氧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微生物燃料电池；农村生活污水；污水处理效率；产电；微生物种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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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effect of microbial fuel cell(MFC)on pollutant removal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efficiency in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anaerobic／aerobic contact oxidation process)，the MFC was constructed in an

anaerobic／aerobic bio—contact oxidation reactor．and compared with an open—circuit MFC-aerobic contact oxidation reacto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FCs in the anaerobic／aerobic biological contact oxidation process

increased the COD removal rate of the reactor from 87．6l％to 96．15％．the total nitrogen and suspended solids removal rates

increased from 61．6％and 84．6％to 64．7％and 87．9％．respectively．But the removal of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In the stable period．when a 500 Q external resistor was connected，the output

voltages of the MFCs reached 0．33—0．51 V．and the total output power and coulomb efficiency were 169．13—192．12 mW／m’

and 2．50％．respectively．Microbi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FCs inereased the abundance of mic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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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organic removal(Trichococcus)in the entire reactor，and nitrogen removal microbes

(Dokdonella and Rhodobacter)and phosphorus removal microbes(norankj—Caldilineaceae and Anaerolineaceae)in the

aerobic zone．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construction of MFCs improved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reactor．

Keywords：anaerobic／aerobic biological contact oxidation process；microbial fuel cell；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wastewaler

treatment efficiency；electricity production；microbial community

0 引 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地区人ISl众多，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5．1亿¨J。

随着农村自来水普及和村庄住宅卫生器具不断完善，

农村污水产生量和排放量逐年增加。然而，目前大多

数农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到河沟中，造成

农村水污染，水环境恶化。2’3|，破坏农村自然生态系

统，威胁人体健康。为了提升农村水环境质量，迫切

要求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尽管目前我国

农村污水处理有了长足进展，但是基于经济技术条

件，结合农村生活污水特点及其排放特征，研究多元

化、高效、低能耗、低成本、适应性强的处理技术仍然

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要发展方向’2’4|。

微生物燃料电池(microbial fuel cell，MFC)是一

种以微生物为催化剂，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

置"’⋯。MFC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污水处理

和生物修复技术，具有同时去除有机污染物和获得能

源的特点，这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水处理技术已成为污

水处理及新能源开发领域的研究热点"1。原理上，

MFC阳极区和阴极区中分别在厌氧条件下发生氧化

反应和好氧条件下发生还原反应。因此，这种复合体

系为MFC技术引入污水厌(缺)氧／好氧生物处理工

艺中提供了可能¨’⋯。尽管已有一些关于MFC与污

水生物处理工艺相结合的报道¨。⋯，然而，目前关于

碳毡

一嵝碳a俯视

MFC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中的应用较少，尚不

清楚MFC产电及其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过程中污染

物去除和功能微生物的影响。

本研究将MFC耦合厌氧／好氧生物接触氧化工

艺，探讨其对实际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的去除和产电

效果，以期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提供参考，推动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

1材料与方法

1．1 污 水

采用的农村生活污水取自天津市武清区某村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调节池，该村庄无工业废水排

放。污水取到实验室后，放置于4℃冰箱保存备用。

为防止污水性质发生变化，每周从采样点取水样。由

于农村污水排水存在季节和降雨的影响，且污水量相

对较小，水质存在一定波动，污水特性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用农村生活污水水质

Table 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rag／L(pH除外)

项目pH p(SS)P(COD)p(N叱一N) P(TN) p(TP)

范围6 9～7 5 104—11 8 365～384 40 11～46 73 52 25—64．5 5．82—6 84

平均值 7 2 113 373 44．06 57．43 6．34

1．2 污水处理装置及其运行

实验采用2套完全相同的实验装置，其结构示意

和实物照片如图1所示。

水

h i1 1视 c实物

图l 实验装置的结构和实物照片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and photograph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厌氧池和好氧池的有效体积分别为20 am×

10 cmx20 am(长×宽×深=4 L)和20 cm×20 cmx20 cm

(长×宽×深=8 L)，两者的水力停留时间分别为2，4 h，

溶解氧浓度分别保持在0～0．1，2～3 mg／L，以取自北

京市某污水处理厂厌氧池和好氧池的污泥分别作为

装置厌氧池和好氧池的接种污泥。为了更好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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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池，增加污水流动距离，防止部分水流短路，用隔

板将好氧池分成2个隔室，为左隔室(好氧池前段)

和右隔室(好氧室后段)。厌氧池和好氧池装填2层

碳毡球(西6 cm)作为填料，好氧池表面布满大小为

4．5 crux4．5 cmXl cm(长X宽×厚)的碳毡块，碳毡块

之间不连接。厌氧池加盖以保证其厌氧状态。为了

使碳毡球之间不导电，每个碳毡球用多孔塑料球包

裹。在其中1套装置中，将厌氧池中碳毡球与好氧池

表面的碳毡块通过导线与500 Q电阻相连构成

MFC，作为实验组。在这套装置中，设置6组MFC

(MFCl--MFC6)，其阴阳极距离分别为19．7，20．3，

20．3，26．2，26．7，26．7 cm，阴极碳毡块所在位置分别

为左隔室水流中段、前段、后段，右隔室水流中段、前

段、后段。而另一套装置不构建MFC，即阴阳两极不

连通，作为对照组。

装置的启动和运行：进水连续从厌氧池顶部中心

进入，然后从厌氧池底部进入好氧池前段，再从中间

隔板下部进入好氧池后段，从好氧池末端顶部进入沉

淀池，最后连续从沉淀池排出，形成出水。设置在好

氧池末端到厌氧池前端的内回流(回流比为100％)。

由于内回流会将好氧池的溶解氧带到厌氧池，影响厌

氧池的厌氧状度，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回流管使回流

液中的溶解氧尽量在管中被消耗。厌氧池和好氧池

的溶解氧分别保持在0．1—0．2，2—3 mg／L。2套装置

运行过程中，定期检测进出水水质(初期未检测)，并

观察好氧池中填料生物膜的生长情况(为了保证厌

氧池的无氧状态，实验开始后，不观察电极上微生物

的生长情况)，约15 d后，2套装置出水水质达到相

对稳定，而好氧池填料上也出现了明显生物膜，说明

2套装置启动完成。之后继续运行装置，并进行相关

检测和分析。

1．3分析方法

实验过程中，定期检测进出水化学需氧量

(COD)、氨氮(NH4一N)、总氮(TN)、总磷(TP)和悬

浮性固体(SS)。COD、TN和TP采用哈希试剂法测

定，NH：一N和SS采用标准方法测定¨¨。溶解氧

(DO)和温度采用便携式溶解氧仪(德国wTw，Oxi

3210 SET2)测定，pH采用pH计(上海佑科，PHS．

3E)测定。MFC的输出电压采用精确数字万用表和

数据采集系统(北京瑞博华)在线监测。MFC的极化

曲线通过逐步将外接电阻从50000 Q降低到0 Q测

定，其内阻、开路电压和最大功率密度通过极化曲线

分析得到∽1。分析过程中每个样品均设3个平行，试

验结果为3个分析结果的平均值。

1．4微生物分析方法

在实验结束时，分别从2套装置的厌氧区和好氧

区中部碳毡球上取污泥样品，采用DNA提取、PCR

扩增和高通量测序的方法进行微生物分析，具体分析

过程与Xiao等∽1的方法相同。

1．5计算方法

MFC的产电功率由式(1)计算：

P—UI丢×1000 ㈩= =——× (1)
死、

、7

式中：P为MFC产电功率，mw；U为输出电压，V；

，为外电路电流，mA；尺。，为外电阻，Q。

MFC的库仑效率(coulombic efficiency，CE)由

式(2)计算‘”1：

8 y，d￡

CE=—三二一×100 (2)
f’l，△COD

式中：t为时间，s；，为电流，A；F为法拉第常数，96485

C／mol；V为装置体积，L；ACOD为时间t内COl3去除

量，g／L。

1．6统计分析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Excel进行结果统计，用Origin 9

进行图表绘制。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实验数

据进行分析。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出水水质和污染

物去除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VON)，

P<0．05指示显著差异，P<0．01指示极显著差异。

2结果与讨论

2．1 污水处理效果

通过分析进出水COD、NH：-N、TN、TP和ss等

指标，来评价处理装置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效果。

实验过程中对装置进出水的5项指标进行检测，结果

如图2所示。同时，采用SPSS 22．0软件对2个实验

装置出水水质指标及其去除率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见表2。

由图2可知：受降雨、取样时间的影响，进水

COD存在一定波动(为365—384 mg／L)，但2个装置

出水COD相对稳定，实验组出水P(COD)平均值为

14 mg／L，而对照组为46 mg／L。计算COD去除率可

以发现，实验组的平均去除率高达96．2％，而对照组

的平均去除率比实验组低8．5百分点，仅87．7％。表

2数据分析表明：2个装置出水COD及其去除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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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套装置的污水处理效果

极显著差异(P<0．01)。这表明MFC的加入可进一

步提高装置的COD去除效果。MFC中产电微生物

可以将有机物中化学能转化为电能。13，同时也能促

进微生物生长，从而加速微生物降解去除COD的速

率，强化COD的去除。如果实验组只需达到与对照

组相似的COD去除效果时，可适当降低曝气量，即

MFC加人可降低装置的曝气能耗。刘睿等¨J发现在

HRT<20 h时，构建了MFC的A／02工艺的COD去除

率明显高于未构建MFC的A／02工艺，结果与本研

究一致。

表2 2套装置出水指标及其去除率显著性分析P值

Table 2 The P value of the significance analysis for emuent

indexes and removal rates of the two setups

注：P<O．0l，极显著；P<O．05，显著

由图2b、c可知：2个装置出水的NH：一N和TN

平均值分别为0．86，20．30 mg／L(实验组)与1．05，

22．09 mg／L(对照组)，NH：一N和TN平均去除率分

别为98．1％和64．7％(实验组)与97．6％和61．6％

(对照组)。表2统计结果表明，2个装置出水的TN

及其去除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而其

1 ≯

J 60瓣
J 髓

J40裳

J 20

J 0
50

NH：-N及其去除率没有显著性差异(P>O．05)，说明

MFC能稍微提高A／O接触氧化装置的TN去除效

果，但是对NH：-N去除的提高效果不明显。这主要

可能是由于MFC构建可促进装置中脱氮微生物的生

长，提高其相对丰度，从而提高TN去除效果，这与

Zhang等¨4。的研究一致。MFC构建对装置NH：一N

去除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NH：一N去除主要依

靠硝化菌。”o，而2个装置中影响硝化菌生长、代谢的

条件基本相同。

污水生物处理过程中除磷单元主要依靠前期的

填料吸附、微生物利用、污泥产生和排泥。在实验中，

由于污泥产量很少，没有排泥，因此2个装置的除磷

效率均较低(图2d)。前期(10～22 d)，由于填料吸

附和微生物生长，2个装置的磷去除率维持在33．7～

35．6％(实验组)和33．8～35．5％(对照组)。当进入

稳定期后，由于吸附达到饱和，同时污泥逐渐占据填

料上的吸附位置，2个装置的磷去除率有所下降，稳

定在28．6～29．3％(实验组)和27．3～29．8％对照

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表2)，2个装置的出水TP

及其去除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MFC构建对

整个装置的除磷效率基本无影响。一方面MFC的构

建使一部分有机物被产电微生物转化为电能，导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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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合成新微生物的有机物减少，污泥产率降低，从而

降低了除磷效果∽’12 o；另一方面MFC可能会促进聚

磷菌生长，从而增加了除磷效率¨⋯，实验中的除磷效

果应该是这2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图2e可知：实验和对照组装置均能有效去除

进水SS，出水SS平均值分别为13．61，17．54 mg／L，

去除率分别达到85．6～90．37％(实验组)和81．6—

86．7％(对照组)，平均值为87．9％和84．4％。实验

组出水的平均SS低于对照组，这可能是由于实验组

的污泥产量更低‘9’12]。由于好氧区表面铺设的碳毡

可有效拦截出水中悬浮物，对好氧池出水SS也进行

了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好氧池出水Ss平均值分别

为14．52，19．14 mg／L，说明好氧池出水SS与沉淀池

基本相同，因此实际应用时可以省略沉淀池，而只需

定期清洗1次碳毡(清洗周期需进一步实验确定)，

这样可有效减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的占地面积。

将2个装置出水指标平均值和北京市地方标准

DB 11／1612—201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进行比较(表3)可以发现，实验组出

水COD、NH：-N、SS均符合DB 11／1612--2019中新

(改、扩)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的一级A标准，而对照组仅出水NH：-N符合一级

A标准，COD和SS只符合其二级A标准。2个装置

出水TP均只符合三级标准。

表3 2个装置出水指标平均值的达标情况

Table 3 The standard situation of average effluent

indexes of the two setups mg／L

项目 p(COD)P(TN)P(NH：一N)p(TP)P(SS)

2．2 MFC产电及电池特性

图3为实验过程中MFC的输出电压和产电功率

变化情况。

实验组中阴阳电极的距离、两电极在厌氧室中位

置等不同，构建的MFCl一MFC6 6组MFC在实验过

程中的输出电压有一定差异(图3)。实验初期由于

产电微生物量少，6组MFC的输出电压和产电功率

相对较低，随着产电微生物的生长和富集，电池输出

电压和产电功率逐渐升高，在20 d后达到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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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验装置中微生物燃料电池的产电情况

Figure 3 Electricity production by microbial fuel cells in the setup

稳定期MFCl一MFC6的输出电压分别为0．44～

0．51，0．43～0．49，0．41～0．45，0．40～0．44，0．35～

0．38，0．33～0．37 V，产电功率分别为32．27～43．35，

30．83～40．02，28．02～33．75，26．67～32．27，20．42～

24．07，18．15～22．82 mW／m3，6组MFC的总产电功率

为169．13～192．12 mW／m3。尽管本研究的产电功率

与部分文献接近"’9I，但是仍有提升空间。如果将产

生的电能转化为热能，则可以适当提高装置的水温，

以进一步提高微生物活性和污水处理效果¨8|。

6组MFC的库仑效率(CE)随着装置的运行逐渐

升高(图4)，在稳定期MFCl一MFc6平均库仑效率

分别为0．48％、0．46％、0．43％、0．42％、0．36％和

0．35％，实验组整个装置的平均库仑效率为2．50％(6

组MFC之和)。虽然装置的总库仑效率与文献[9，19]

接近，但是非常低，需要对装置进一步优化，以提高装

置的库仑效率。结果表明：实验组中MFC通过降解

有机物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很低，为了提高产

电效率，需要对装置进行改进、优化，以提高其库仑效

率。比较发现，实验组整个装置的平均库仑效率

(2．50％)要远低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COD平均去除

率差(8．52％)，这说明MFC除引入产电微生物降解

有机物，同时增强了非产电微生物降解有机物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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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可能是由于在装置中形成了电场，而一定强度

的电场可促进一些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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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实验装置中微生物燃料电池的库仑效率

Figure 4 Coulombic efficiencies of microbial fuel cells in the setup

当实验组出水COD和产电达到稳定后(第40

天)，分析6组MFC的极化曲线，结果如图5所示。

可知：6组MFC的极化曲线存在一定差异。分析极

化曲线，得出6组MFC的部分特性如表4所示。可

以看出：6组MFC的3个特性参数存在一定差异，开

路电压最大为0．76 V(MFCl)，而最小为0．62 V

(MFC5)；电池内阻最大为248 Q(MFC6)，最小为

186 n(MFC3)。造成6组MFC特性存在差异的原因

是MFC的特性除受电极距离影响外，还受到有机物

和溶解氧供给和分布等因素的影响。1 3’221。

3微生物分析

实验结束时，从2个装置的厌氧区和好氧区分别

取生物膜，进行微生物(细菌)分析，结果如图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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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稳定期实验装置中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极化曲线

Figure 5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e microbial fuel

cells during the steady period

表4稳定期实验装置中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特性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iaI fuel cells

during the steady period

Ferrugmibacter
unclasslned f Rhodocyclaceae

modubacter
Mictr)trichaceae lMC(／26207

unclassmed{Burkholderiaceae

norank o RBG．i 3．54．9

1)okdonella

norank，Anaerolineaceae

norank f Sapmspiraceae
Lenttmicmbium

Thiothrix

norank f Caldmneaceae

Christensenellaceac R一7 group

1jnchococcus

)rank f Bocteroidetes vadinHAi 7

a厌氧区 b好氧区

图6稳定期2个装置的微生物(细菌)种群结构

Figure 6 Microbial populations(bacteria)structure of the two setups during the steady period

由图6可知：Trichococcus是2个装置厌氧区的第

1优势菌属，其相对丰度分别为26．46％(实验组)和

14．4l％(对照组)。厌氧区的第2、3优势菌属分别为

norank—f一一Bacteroidetes—vadinHAl7(5．29％)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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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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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eUaceae—R一-一group(5．01％)(实验组)与

Christensenellaceae R～一group(4．08％)和norank工一
Bacteroidetes—vadin删17(3．77％)(对照组)。对好氧

区而言，前3优势菌属分别为Trichococcus(5．27％)、

norank—f一一Caldilineaceae(4．65％)与norank—f一一

Bacteroidetes—vadinHAl7(4．48％)(实验组)和norank—

f一一Caldilineaceae(6．67％)、Thiothrix(4．90％)与

Christensenellaceae—R～一group(4．08％)(对照组)。

SPSS统计分析表明，2个装置的微生物种群结构存

在显著差异(P<O．05，结果未给出)。结果表明：2个

装置厌氧区和好氧区的微生物种群结构并不相同，说

明MFC构建改变了装置厌氧区和好氧区的微生物种

群结构，主要原因是MFC构建促进了产电相关微生

物生长，从而使原来微生物所能获得的碳源、氮氮等

营养物均减少，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微生物生长，

从而最终导致微生物种群结构发生变化旧3’“-。

Takahashi等‘231和Saheb．Alam等‘241的研究表

明，Trichococcus是一种与产电有关的乳酸发酵菌，它

能够利用电极作为细胞外电子受体，在许多MFC的

阳极生物膜中都存在，同时它还能够促进有机物转化

和去除。实验组Trichococcus乳酸发酵菌的相对丰度

相对于对照组提高了83．62％，说明MFC构建促进了

这种菌的生长，使得该菌在整个微生物群落中的相对

丰度更大，从而进一步提高装置对污水COD去除率，

这也与前面的实验结果相符合。Dokdonella和

Rhodobacter是污水处理中与脱氮相关的2类微生

物[25，2 6|，实验组好氧区的含量高于对照组(图5)，但

是提升的比例较小，这也可以解释实验组对NH：一N

和TN去除率只略高于对照组。Zhang等旧刊的研究表

明，norank—f一一Caldilineaceae和norank—f一一

Anaerolineaceae具有除磷功能，在厌氧区实验组

norank f_一Anaerolineaceae菌相对丰度相对于对照组

提高了80．4％，而在好氧区实验组norank—f一一
C。ldilineaceae的相对丰度与对照组相比降低了

30．3％(图6)，说明MFC构建促进了厌氧区吸磷菌

生长，可提升除磷效率，同时又抑制了好氧区聚磷菌

生长，降低了除磷效率，另外MFC构建同时也减少了

污泥产量。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是实验组在稳

定期污泥产量低于对照组的情况下除磷效果仍保持

与对照组基本相同的原因。

4结论

1)在A／O生物接触氧化工艺中构建MFC可以

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MFC构建可提高污水处理

效率，COD、TN和Ss去除率分别提高8．5，3．1，3．5

百分点。在外接电阻500 Q时，装置中构建MFC输

出电压稳定期达到0．33—0．51 V，总产电功率和库仑

效率分别为169．13—192．12 mW／m3和2．50％。

2)相对于未构建MFC的装置，构建MFC的装置

中产电和有机物去除相关的微生物Trichococcus的相

对丰度提高了83．62％，而好氧区脱氮微生物的相对

丰度增加较小，这使得装置对COD去除率提升较大，

而对NH：一N和TN去除率提升较小。整个装置除磷

微生物的丰度也有增有减，同时MFC构建减小了污

泥产量，共同作用使得装置对磷的去除效果基本不

变。结果表明，A／O生物接触氧化工艺耦合MFC可

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效果，并有一定的电能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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