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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步脱氮除硫燃料电池可同时去除氮硫污染物并产生电能，其同步脱氮除硫功能受到生物驱动和电能驱动的双重作用 . 为探究该新型

工艺中生物驱动和电能驱动的贡献，分别构建了电能驱动型、生物驱动型和生物-电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系统，并考察了其基质去除性能、产
物类型分布和电能产生情况 . 结果表明，生物驱动型和生物-电驱动型系统皆具有良好的同步脱氮除硫功能，而电能驱动系统仅具有硫氧化功
能 . 通过衡算不同驱动型系统对基质去除的贡献率以及对产物产生的贡献比，发现在生物-电驱动系统中，电能驱动和生物驱动在硝酸盐还
原，硫酸盐和氮气的生成以及电量产生方面皆具有协同效应 . 并通过高通量测序分别从门和属分类水平对生物驱动系统和生物-电驱动系统
阳极室内污泥细菌群落进行分析，相对丰度较高的菌门都是 Proteobacteria 和 Bacteroidetes，而生物驱动系统的优势菌属为 Halothiobacillus 和
Thauera，生物-电驱动系统的优势菌属为 Marinilabiaceae 和 Rhodanob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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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d functional microbial community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bioelectrochem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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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crobial fuel cells coupled with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process can remove nitrogen and sulfur at the same time，as well as
generating electricity，while its function of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is driven by biological and electrochemical for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biological and electrochemical force，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process with electrochemical，biological and bioelectrochemical

drive were constructed，respectively，and their substrate removal performance，product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were comparatively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both biological and electrochemical system have shown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while the electrochemical system

is only capable of oxidizing sulfide. It is found that electr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rive have synergistic effects on nitrate reduction，sulfate and
nitrogen production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bioelectrochemical system. Taxonomic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suspended sludge of

biological system and bioelectrochemical system’s anode chamber was present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from phylum level to genus level.
Results show Proteobacteria and Bacteroides are relatively abundant. The predominant genera in the biological system are Halothiobacillus and
Thauera，while Marinilabiaceae and Rhodanobacter are mainly in bioelectrochem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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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相继提出，我国污水排放标准逐步提

高，氮素污染仍是我国水污染处理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王威等，2019），废水脱氮技术愈受重视 . 然而传统
的异养反硝化脱氮过程需要 BOD5/TN 比在 4 以上，而我国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普遍面临碳源不足的难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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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限制了总氮的去除效率 . 研究证明，一些微生物能够以硫化物为电子供体进行自养反硝化（Pang et al.，
2021）. 以此为依据，研发出同步生物脱氮除硫工艺，即在缺氧状态下，以厌氧还原产生的硫化物作为电子供
体来还原硝酸盐，则可实现以废制废，达到对氮硫两种污染物的同时去除（Sun et al.，2021a）.

微生物燃料电池（Microbial fuel cell，MFC）是以酶或微生物作为催化剂，将化学能直接转化成电能的装

置，不少研究者将 MFC 应用于污水处理中，发现其不仅可以去除污染物，还可回收电能（Jadhav et al.，2021）.
本研究将同步脱氮除硫工艺与微生物燃料电池相结合，构建了同步脱氮除硫燃料电池 . 该微生物燃料电池
可同时实现氮硫去除和生物发电，且产电功能与基质去除功能之间是相互耦联的（Cai et al.，2013）.

据研究，硫化物可进行自发电化学氧化，不仅无需外加电源，还可产生电能（Dutta et al.，2008）. 那么在

同步脱氮除硫燃料电池中，同步脱氮除硫功能同时受到生物驱动作用和电能驱动的双重作用（即为生物-电
驱动作用）. 生物驱动和电能驱动之间为何种关系？他们对同步脱氮除硫性能的各自贡献如何？在此过程

中，微生物群落（生物）是否会受到电能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探索 . 基于此，本文分别构建了电能驱动

型、生物驱动型和生物-电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系统，并考察其基质去除性能、产物类型分布和电能产生情
况，衡算不同驱动型系统对基质去除的贡献率以及对产物产生的贡献比，据此判断电能驱动和生物驱动之
间的耦联关系，并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生物驱动系统和生物-电驱动系统阳极室内细菌群落特征和关键
功能微生物种群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试验装置及模拟废水
本研究中所采用装置为有机玻璃制成的双室微生物燃料电池（Cai et al.，2020b），电极材料为石墨棒（6

cm×Φ1 cm）. 阳极液为含硝酸盐和硫化物的无机模拟废水（Cai et al.，2020a），进水 pH 值控制在 7.0±0.1. 同时

用回流泵回流加强阳极液混合 . 阴极液则为浓度为 100 mg·L-1 的高锰酸钾溶液（pH=7.0），并通过磁力搅拌器
进行搅拌 .
2.2

试验方法

如表 1 所示，本试验分为 3 部分：首先在阳极室仅加入模拟废水，外电路形成闭路，电能为同步脱氮除硫

工艺的唯一外在驱动力，故该反应器被称为电能驱动系统（Electrical Driving System，简称为 EDS）；后在阳极

室内接种 100 mL 具有同步脱氮除硫功能的污泥，外电路为开路状态，那么生物为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唯一
外在驱动力，故该反应器被称为生物驱动型反应器（Biological Driving System，简称为 BDS）；最后将外电路改

为闭路状态，此时电能和生物都为同步脱氮除硫工艺提供了驱动力，故该反应器被称为生物-电驱动型反应
器（BioElectrical Driving System，简称为 BEDS）.

反应器采用间歇运行方式，反应周期为 20 h. 每组试验的所试硫化物浓度为 60~1020 mg·L-1，浓度梯度为

240 mg·L-1. 硝酸盐浓度则根据硫氮物质的量的比为 5∶2 进行配制 . 待出水基质浓度稳定后（约 3~5 个反应周

期），逐步将进水硫化物浓度从 60 mg·L-1 上升至 1020 mg·L-1. 取每个浓度梯度下出水基质浓度的平均值进行
分析 .

Table 1
反应器

类型

EDS
BEDS

BDS

2.3

表1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试验方法

Experimental procedure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
阳极室

阴极室

电路

电能驱动系统

模拟废水

高锰酸钾溶液

闭路

生物驱动系统

同步脱氮除硫污泥+模拟废水

高锰酸钾溶液

开路

生物-电驱动系统

同步脱氮除硫污泥+模拟废水

高锰酸钾溶液

闭路

分析方法
硝氮（NO3--N）、亚硝氮（NO2--N）、氨氮（NH4+-N）、硫化物（HS--S）、硫酸盐（SO42--S）和 pH 值采用国家标准

方法测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 氮气产量则根据进出水氮素质量守恒进行计算 . 采用 SPSS 16.0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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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配对 t 检验分析 .

输出电压数据由数据采集系统（Agilent 34970A Data Acquisition/Switch Unit）收集 . 电流密度则根据电

流和电极净表面积进行归一化计算，电量则根据电流和时间乘积求和而得 .

本试验采用贡献率（即单位进水基质浓度所对应的基质去除量）衡算不同驱动力对同步脱氮除硫工艺

中基质去除性能的贡献，以及采用贡献比分析电能驱动和生物驱动在生物-电系统中对产物产量的贡献比例

（式（1））. 这些参数通过 origin 9.0 软件对数据进行拟合获得 .

PBEDS=PEDS×CREDS+PBDS×CRBDS

（1）

式中，PBEDS、PEDS 和 PBDS 分别表示生物-电驱动系统、电能驱动系统和生物驱动系统的产物产量（mg·L ），CREDS
-1

和 CRBDS 分别表示电能驱动系统和生物驱动系统的贡献比 .

从 BDS 和 BEDS 阳极室内取适量污泥样品，用磷酸缓冲溶液清洗数次后，送至杭州利贞生物有限公司进

行高通量测序分析 . 所选用的细菌通用扩增引物序列为 515F（5’-GTGCCAGCMGCCGCGG-3’
）和 907R（5’CCGTCAATTCMTTTRAGTTT-3’
）
（Cai et al.，2020a）. 统计样品在门和属两个分类水平的物种丰度，并采用
Jacard 相似性系数分析群落相似性（陈浒等，2018）.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基质去除性能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基质去除性能如图 1a 所示 . 在 EDS 中，随着进水硫化物浓度从 60

mg·L-1 逐步上升至 1020 mg·L-1 时，出水硫化物浓度也随之上升，硫化物去除率则在 57.25%~77.30% 之间波

动；在 BDS 中，在所试基质浓度范围内，出水硫化物浓度仅从 0.27 mg·L-1 略微升至 1.42 mg·L-1，硫化物去除率

则高于 99.50%；在 BEDS 中，硫化物去除情况与生物驱动型类似，出水硫化物浓度低于 2.10 mg·L-1，其去除率
高于 99.40%.

如图 1b 所示，经 Origin 9.0 软件拟合，电能驱动、生物驱动和生物-电驱动对同步脱氮除硫工艺中硫化物

氧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0.6997、0.9987 和 0.9979. 这表明在 BEDS 中，硫化物的氧化主要由生物驱动力贡献 . 当

存在生物驱动时，电能驱动对硫化物氧化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与生物驱动对其高亲和性和反应速率
密切相关（蔡靖等，2021）.

图1
Fig. 1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硫化物去除性能及硫氧化贡献率（a. 硫化物去除性能；b. 硫化物氧化贡献率）

Sulfide removal performance and sulfide oxidation contribution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a. sulfide removal performance；b. sulfide oxidation contribution）

如图 2a 所示，随着进水基质浓度的提高，EDS 中出水硝酸盐略有增加，增加量为 0.28~9.22 mg·L-1，这可

能与阳极室内氨氮氧化有关（Sun et al.，2021b）. 当进水硝酸盐低于 94.5 mg·L-1 时，BDS 中出水硝酸盐低于
5.5 mg·L-1，去除率高于 91.5%；而当硝酸盐浓度高于 136.50 mg·L-1 时，该浓度激增至 52.68 mg·L-1，最终去除
率跌至 54.28%. 与 BDS 类似，BEDS 也存在出水浓度突增现象，不过是当进水浓度高于 178.50 mg·L-1 时，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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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方急剧增至 36.18 mg·L-1.

如图 2b 所示，生物驱动和生物-电驱动对硝酸盐还原的贡献率分别为 0.6569 和 0.8743，而电能驱动对硝

酸盐还原并无正面贡献，其贡献率为-0.05575. 且由于生物-电耦联驱动对硝酸盐去除贡献超过电能驱动和生
物 驱 动 单 独 贡 献 之 和 ，这 表 明 电 能 驱 动 和 生 物 驱 动 之 间 存 在 协 同 作 用 . 已 有 研 究 表 明 ，某 些 产 电 菌

（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可通过形成细胞之间纳米管促进电子转移效率，进而提高反硝化酶活性（Jiang
et al.，2020）. 因此，尽管单独电能驱动未能实现硝酸盐去除，但其可与生物驱动协同作用提高硝酸盐去
除率 .

图2
Fig. 2

3.2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硝酸盐去除性能及氮还原贡献率（a. 硝酸盐去除性能；b. 硝酸盐还原贡献率）

Nitrate removal and nitrate reduction contribution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

（a. nitrate removal performance；b. nitrate reduction contribution）

产物分布情况

如图 3a 所示，EDS 中硫酸盐产量随着进水基质提高而有所上升，从 32.9 mg·L-1 增至 68.79 mg·L-1，其产率

则逐渐降至 6.74%；BDS 的产硫酸盐趋势与 EDS 类似，硫酸盐产量最高可达 158.07 mg·L-1，其产率则跌至
15.50%；而 当 进 水 硫 化 物 浓 度 为 780 mg·L-1 时 ，BEDS 中 硫 酸 盐 产 量 达 到 最 大 值 550.23 mg·L-1，产 率 为

70.54%；而当进水硫化物增至 1020 mg·L-1 时，硫酸盐产量则降至 356.62 mg·L-1，产率为 34.96%. 根据两两配

对 t 检验分析，EDS、BDS 和 BEDS 两两之间的硫酸盐产量皆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由于生物-电驱动型的

硫酸盐产量高于电能驱动型和生物驱动型硫酸盐产量之和，这表明在 BEDS 中，电能驱动和生物驱动在产硫

酸盐方面存在协同作用 . 根据式（1）拟合得出，电能驱动产硫酸盐的贡献比为 2.70，生物驱动产硫酸盐的贡献
比为 1.41（R2=0.6306）.

图3
Fig. 3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硫酸盐和氮气产生情况（a. 硫酸盐产量；b. 氮气产量）

Sulfate and nitrogen gas production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a. sulfate
production；b. nitrogen gas production）

48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42 卷

不论何种驱动类型，阳极室内亚硝酸盐产量均低于 2.0 mg·L-1，且产率小于 1.0%，故忽略不计 . 由于 EDS

中硝酸盐不减反增，故不考虑其氮气产量 . 随着进水基质浓度上升，BDS 中氮气产量稳步上升，当进水硫化

物浓度为 540 mg·L-1 时，最高氮气产量为 102.64 mg·L-1，其产率为 96.52%；随着进水硫化物升至 780 mg·L-1
后 ，其产率骤降 ，最终稳定于 53.32%（图 3b）；BEDS 的氮气产量随着进水基质的上升而升高 ，最高可达

139.40 mg·L-1，产率则降至 78.69%. 通过两两配对 t 检验分析，EDS 和 BDS（或 BEDS）的氮气产量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p<0.05），而 BDS 和 BEDS 之间的氮气产量并无显著差异（p>0.05）. 尽管电能驱动对氮气产量的贡献
率可忽略不计，但其提高了生物-电协同中生物驱动对氮气产量的贡献率，约为 1.18 倍（R2=0.6865）. 因此，在
BEDS 中，电能驱动和生物驱动在产氮气方面也存在协同作用 .
3.3

产电性能

图 4 为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产电性能 . 图中箱体代表第 25% 和 75% 之间的数据，或被称为

上下四分位，这意味着其包含了 50% 的数据 . 如图 4a 所示，当进水基质浓度为 60 mg·L-1 时，EDS 产生电流密
度的上下四分位为 5.74~8.98 mA·m-2，中值为 6.51 mA·m-2；随着进水基质浓度的上升，电流密度随之上升，当

进水基质浓度达到 1020 mg·L-1 时，EDS 产生电流密度的上下四分位为 25.42~27.31 mA·m-2，中值为 26.01
mA·m-2.BEDS 的电流密度情况与电能驱动型类似，但上下四分卫范围较广，且中值电压较高（图 4b）. 当进水
基质浓度升至 780 mg·L-1 时，
BEDS产生电流密度的上下四分位为 43.81~87.12 mA·m-2，
中值可达 53.45 mA·m-2；
而

当进水基质浓度升至 1020 mg·L-1 时，生物-电驱动型产生电流密度的上下四分位为 19.73~92.97 mA·m-2，但

中值降为 29.32 mA·m-2.BEDS 中电能产生与基质去除密切相关（Cai et al.，2013），由于高基质浓度时基质转
化受抑（如图 2~3 所示），故电流密度下降 .

如图 4c 所示，BEDS 所产生的电量为 4.82~16.05 C，远高于 EDS 所产生的电量（1.21~3.79 C），两者电量之

图4
Fig. 4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产电性能（a. 电能驱动型；b. 生物-电驱动型；c. 电量）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a. electricity driving force；b.
biological and electricity driving force；c. electronic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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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在基质去除过程中，BEDS 转移电子数量（2.29~106.11 mmol·L-1）也高于 EDS
转移电子数量（8.32~57.79 mmol·L-1），经计算，EDS 中单位转移电子数量可产生 0.07218 C 电量；而 BEDS 中单

位转移电子数量可产生 0.1615 C 电量，这表明生物-电驱动系统中生物驱动力有助于提高产电效率（约 2.24
倍），这或许与微生物提高了电极之间的电子传递效率有关（刘向等，2021）.
3.4

微生物群落特性

BDS 和 BEDS 的群落多样性指数虽略有差异（图 5），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且两

者 Jacard 相似性系数为 0.78，这表明生物驱动型和生物-电驱动型生物群落极为相似 .
如图 6a 所示，不论驱动类型如何，含量最高的都

是 Proteobacteria，BDS 和 BEDS 的 相 对 丰 度 分 别 为
64.47% 和 58.93%；其次丰度较高的为 Bacteroidetes，他

们的相对丰度分别为 17.03% 和 23.67%. 这两大菌门在

同步脱氮除硫工艺微生物群落中极为常见（王恒琪，
2020），且根据系统发育学分裂，绝大多数硫氧化菌和
大量反硝化菌都属于 Proteobacteria（高健，2020）. 但

BDS 和 BEDS 的优势菌属有所不同（图 6b）.Halothioba⁃
cillus 和 Thauera，其相对丰度分别为 14.64% 和 10.51%.
Halothiobacillus 均为专性化能无机自养型微生物，可

以从还原态硫化物的生物氧化中获得细胞生长所需能
量（Blazquez et al.，2019）.Thauera 为典型反硝化菌，可

存在于高浓度硫化物环境中，因此它们也可进行缺氧
硫氧化（Eddie et al.，2005），某些研究者认为 Thauera

图5
Fig. 5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群落多样性

Community diversity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

也具有胞外分泌单质硫的能力（Huang et al.，2018）.

图6
Fig. 6

不同驱动型同步脱氮除硫工艺的微生物群落结构（a. 门分类水平；b. 属分类水平）

Bacterial community of simultaneous sulfide and nitrate removal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driving force（a. at phylum level；b. at genus
level）

而 BEDS 的 优 势 菌 属 为 Marinilabiaceae 和 Rhodanobacter，其 相 对 丰 度 分 别 为 19.79% 和 11.85%.

Marinilabiaceae 为可发酵丙酸、乙酸和琥珀酸的厌氧中温菌（Poirier et al.，2017），经常在厌氧污水处理工艺

和 MFC 的 阳 极 生 物 膜 中 出 现（Wan et al.，2018），在 以 前 研 究 中 认 为 其 具 有 产 电 功 能（Shi et al.，2018）.
Rhodanobacter 是一种能在低 pH 值时进行反硝化的菌属（刘时光等，2020），某些菌种可以硫化物为电子供体

（Sangcharoen et al.，2015）.，也曾在反硝化燃料电池中被发现（Kostrytsia et al.，2018）. 这表明尽管电能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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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结构并无显著性影响，但其仍对微生物群落中的优势菌属有所影响，这与文献报道
一致（Cai et al.，2015）.

4

结论（Conclusions）
本文研究了不同驱动类型同步脱氮除硫系统（电能驱动型、生物驱动型和生物-电驱动型）的基质去除性

能、产物类型分布、电能产生情况和微生物群落特性 . 在所试进水硫化物浓度范围（60~1020 mg·L-1）内，生物

驱动系统和生物-电驱动型系统皆具有良好的同步脱氮除硫功能，而电能驱动型仅具有硫化物氧化功能 . 电
能驱动，生物驱动和生物-电驱动对同步脱氮除硫工艺中硫化物氧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0.6997、0.9987 和

0.9979；他们对硝酸盐还原的贡献率分别为-0.05575、0.6569 和 0.8743. 在生物-电驱动系统中，电能驱动和生

物驱动在硝酸盐还原以及硫酸盐和氮气的生成方面皆具有协同效应 . 电能驱动和生物驱动对产硫酸盐的贡
献比分别为 2.70 和 1.41；生物驱动对产氮气的贡献比为 1.18；生物-电驱动系统中生物驱动力提高了系统产
电效率（约 2.24 倍）. 并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分别分析生物驱动系统和生物-电驱动系统的细菌群落特征 . 从

门分类水平上来看，相对丰度较高的菌门是 Proteobacteria 和 Bacteroidetes ；从属分类水平来看，生物驱动系

统的优势菌属为 Halothiobacillus 和 Thauera，其相对丰度分别为 14.64% 和 10.51%. 生物-电驱动系统的优势菌
属为 Marinilabiaceae 和 Rhodanobacter，其相对丰度分别为 19.79% 和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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