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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活性生物膜阳极构建及其对 2，4，6-三氯酚同步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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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氯酚（CPs）的高效降解和资源化利用，探究微生物燃料电池（MFC）体系优势功能菌，揭示生物降解路径 . 接种、驯化长春市南郊污
水处理厂的厌氧活性污泥，获得生物膜阳极以构筑 MFC-2，4，6-TCP 体系，基于扫描电子电镜（SEM）、16S rRNA 分析测序方法，考察生物膜阳极

微生物的附着情况和优势菌种，基于电化学阻抗（EIS）、循环伏安（CV）和线性扫描伏安（LSV）等电化学分析手段，表征生物阳极的电化学性能
和氧化还原能力 . 结果表明，生物膜阳极微生物种类丰富，其中 Geobacter 和 Acinetobacter 分别为 MFC-2，4，6-TCP 体系产电和降解驯化期的优势
功能菌，体系最大输出电压可达 0.55 V，最大功率密度为 428.65 mW·m-2，对 2，4，6-TCP 的降解和矿化率可达 97.5% 和 85.4%. 随着 MFC 循环次

数的增加，微生物代谢途径多样化，产电菌逐渐演替为协同菌，且优势功能菌对 2，4，6-TCP 降解的中间产物（环己醇），其毒性远低于氯酚或苯
酚，更利于被微生物利用 . 该结果可为氯酚废水的实际处理提供新策略和技术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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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ighly active biofilm anode and its simultaneou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2，4，6-trichloroph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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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high-efficient degrad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hlorophenols （CPs），the dominant functional bacteria of
microbial fuel cell（MFC）system were explored，and the biological degradation pathways were revealed. Anaerobic activated sludge was inoculated and

cultured in nutrient solution containing 2，4，6-trichlorophenol（2，4，6-TCP），and bio-anode was obtained to construct MFC-2，4，6-TCP system. The
microbial attachment and structure on the electrode were investigat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and 16S rRNA sequencing，and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and redox capacity of the electrode were characterized by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cyclic

voltammograms（CVs）and linear sweep voltammetry（LSV）.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crobial species in the bio-anode were abundant，among

which Geobacter and Acinetobacter were the dominant functional bacteria during the bioelectricity and biodegradation stages in MFC-2，4，6-TCP，
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output voltage of MFC-2，4，6-TCP system reached 0.55 V，and the maximum power density was 428.65 mW·m-2. 97.5% of

2，4，6-TCP was degraded with highly dechlorin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efficiency（85.4%）by MFC-2，4，6-TCP system.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MFC-

2，4，6-TCP cycles，the microbial metabolic pathways were diversified，and the electrogenic bacteria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synergistic bacteria.
Moreover，the main intermediate product （cyclohexanol） was much less toxic than CPs or phenol，which was more favorable to be utilized by
microorganism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new strategy and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actual treatment of CPs wastewater.
Keywords：microbial fuel cell；biofilm anode；dominant functional bacteria；chlorophenols；the degradation；producing electricity

1

引言（Introduction）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被广泛应用于生活污水和农药、染料等废水的处理，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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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中的碳转化成绿色能量加以利用，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展现出可观的应用前景（Solanki et al.，2013；Xia

et al.，2019；Kumar et al.，2019；蒋甜等，2020）.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贵金属、纳米半导体等材料对电极改性，
提高 MFC 产电和降解性能（Carlo et al.，2017；张茗迪等，2019 ；Zakaria et al.，2020；Hou et al.，2020）. 然而，
由于经济成本高，具有毒性，以及易于产生二次污染等问题，使得改性电极在 MFC 中的进一步应用受到限制

（Asim et al.，2020）. 利用活性污泥接种混合菌构建生物膜电极 MFC，通过发挥菌群间的协同作用，不但基质
利用范围更广，可降解污染物种类更多，利于提高矿化率，而且混合菌抗环境冲击能力强，使得 MFC 系统运

行稳定性增强，尤其是生物膜电极自身的可持续性，显示出优异的应用前景（Eduardo et al.，2016；Azize et
al.，2020）. 目前，在混合菌生物膜电极 MFC 体系中，Geobacter、Shewanella、Rhodoferax 和 Pseudomonas 等产电

菌已有报道（Naoko et al.，2016；Yee et al.，2017），而 Dechlorosoma、Acinetobacter、Azospirillum 等（Zhang et al.，
2018；Yu et al.，2019）菌种具有更多的代谢途径，可实现对氯酚、芳香胺等污染物降解的同时进行产电 . 可
见，构建稳定、电活性生物膜阳极，对进一步提高 MFC 性能和拓展应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

由于存在稳定的 C-Cl 键，氯酚（CPs）不但对微生物活性能够产生抑制效应（Wang et al.，2019），而且在去

除过程中存在矿化效率低、易产生高毒性副产物等问题（Marc et al.，2004；Zhao et al.，2012；Guan et al.，
2020）.C-Cl 键的断裂可以降低氯酚毒性，提高生物降解性能（Luis et al.，2020），因此，脱氯成为去除 CPs 的关
键问题 . 目前已有 MFC 研究中（顾荷炎等，2007），为实现脱氯，大多将 CPs 作为电子接受体置于阴极室，但
CPs 的电子接受能力低于铁氰化钾或者其他常见电子接受体（Luis et al.，2021），这不仅会影响 MFC 产电性

能，而且由于阴极室缺少微生物的作用，CPs 脱氯后的中间产物无法进一步降解，难以实现较好地矿化效果 .
另外，将 CPs 放置于 MFC 阴极室，没有真正地将 CPs 作为微生物产电的燃料，未能实质性地将 CPs 进行资源

化利用 . 因此，将微生物和 CPs 共同放置于 MFC 阳极室，通过培养驯化，利用生物还原作用对 CPs 脱氯，同时
对中间产物进一步矿化，可为 MFC 处理 CPs 废水提供新策略 .

本研究以 2，4，6-三氯酚（2，4，6-TCP）为目标污染物，接种长春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将其同时放

置于 MFC 双室反应器的阳极室中，通过驯化构建生物膜阳极，利用混合菌较强的环境抵抗能力，以及菌种之
间协同作用（Yang et al.，2018），在对 CPs 降解和矿化的同时，将其资源化利用；探讨 MFC 产电和降解驯化期
中生物膜阳极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确定优势功能菌；表征阳极微生物电化学性能和氧化还原能力，考察

MFC 体系输出电压、功率密度以及 2，4，6-TCP 降解、矿化效率，确定 2，4，6-TCP 生物降解中间产物并揭示降
解路径 .

2
2.1

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MFC 反应器装置构建与运行

实验采用自制紧密式双室反应器（图 1），通过质子交换膜（PEM，6×7 cm2）分隔阳极室和阴极室（分别为

120 mL），电极材料为石墨毡（3×5 cm2），依次连接阳极、外电阻（500 Ω）和阴极，构成闭合电路 . 石墨毡在使用
前依次用蒸馏水、丙酮、蒸馏水洗涤，烘干；质子交换膜在使用前依次放置于 3% 过氧化氢、1 mol·L-1 硫酸溶液
中浸泡，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 .

接种长春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于 MFC 阳极室，将其与阳极液按 1∶1 体积比混合至 100 mL，阳极

液中含有不同浓度的 2，4，6-TCP 目标污染物、共基质乙酸钠（NaAc）和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液等成分（Xing et
al.，2021），曝氮气 10 min，阴极室中加入等体积阴极液（Lu et al.，2021），未进行产电和降解驯化，将其作为

对照组 . 同时，将上述 MFC 体系放置于恒温 30 ℃的生化培养箱中，待输出电压逐渐上升至 0.4 V 以上，并达到
3 个周期，即可表明产电菌（仅利用 NaAc 产电）驯化成功，称此时期为产电驯化期；随即继续培养，当 MFC 体

系中 2，4，6-TCP 降解效率达到 60%，并维持 3 个循环周期，认为协同菌（具有多种代谢途径，可同时利用 CPs
和 NaAc 产电）驯化成功，称此时期为降解驯化期 .
2.2

MFC 生物膜阳极表征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阳极生物膜附着情况及形貌进行表征，剪取中心位置生物膜阳极石墨毡，

利用 2.5% 戊二醛溶液固定，采用 0.2 mol∙L-1 磷酸缓冲液冲洗，乙醇浸泡后，烘干 . 采用 16S rRNA 高通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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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阳极生物膜微生物的种类，在 MFC-2，4，6-TCP 体系产电和降解驯化期，分别从生物膜上取微生物
样 品 30 ng，进 行 PCR 扩 增 和 高 通 量 测 序（HiSeq2500， Illumina，美 国 ），利 用 通 用 引 物

GTACTCCTACGGGAGGCAGCA 和 GTGGACTACHVGGGTWTCTAAT 扩增细菌 16S rRNA 基因的 V3~V4 区，分

析 门 水 平 和 属 水 平 下 的 物 种 相 对 丰 度 ，相 关 数 据 已 提 交 国 家 微 生 物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NMDC，编 号 ：
SUB1624152692655.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对生物膜阳极中优势功能菌进行分析，经过样本基因组 DNA 提
取 、质 粒 克 隆 、实 时 PCR 样 本 检 测 ，选 取 AGGAAGCACCGGCTA ACTCC 和 TACCCGCRACACCTAGT 作 为

Geobacter 的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GCATTCGATACTGGGAGA 和 CAGCACCTGTATGTAAGC 作为 Acinetobacter
的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建立 Geobacter 标准曲线 Y = -3.157X + 30.458（R2 = 0.99）和 Acinetobacter 标准曲线
Y = -3.522X + 40.121（R2 = 0.998）.

2.3

图1

MFC 反应器

Fig.1

MFC reactor

MFC 产电性能分析

通过输出电压、功率密度与极化曲线测定，考察 MFC-2，4，6-TCP 体系的产电性能 . 通过电化学阻抗

（EIS）、循环伏安曲线（CVs）、线性扫描曲线（LSV），考察阳极生物膜的电化学行为，生物膜电极、铂丝和
Ag/AgCl 分别用作工作电极、对电极和参比电极，EIS 频率设置为 100~0.001 kHz，振幅为 5 mV，CVs 和 LSV 的
扫描速率依次为 50、10 mV·s-1.
2.4

MFC 降解性能分析

降解驯化期，分别于 6 、12 、24 、30 、36 、48 h 取 1 mL 阳极液，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后，采用配备 Waters

2489 紫外/可见检测器和对称 C18（4.6 mm×250 mm，粒径 5 μm）的 HPLC 检测 2，4，6-TCP 的降解率，流动相为

V（甲醇）
∶V（水）
（含有 0.3% 磷酸）=80∶20，流速为 1.0 mL·min-1，检测波长为 210 nm；每隔 12 h 取 2 mL 阳极液，
采用上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COD-571 消解仪和测定仪对矿化度进行分析；降解和矿化实验设置 3 平行，并同
步监测产电情况 . 采用 Agilent 6470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UPLC-MS）对 TCP 降解产物进行分析，将阳

极液过滤去除大分子杂质，以流速为 5 mL·min-1 通过 HLB 萃取柱，以 7 mL 丙酮和二氯甲烷的混合液（体积比
1∶1）洗脱 2，4，6-TCP 及其降解产物，将洗脱液氮吹至 100 μL，用甲醇定容至 1 mL，经 0.22 μm 滤膜过滤 .

6期

3
3.1

关久念等：电活性生物膜阳极构建及其对 2，4，6-三氯酚同步降解和产电

55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MFC-2，4，6-TCP 阳极微生物形貌、附着量和结构组成

采用 SEM 对 MFC-2，4，6-TCP 体系阳极微生物形貌及附着情况进行表征（图 2），可以观察到阳极表面附

着大量微生物，具有球状、杆状、丝状等形貌特征，各生物菌种相互交连，且具有丰富的胞外聚合物，这有利

于生物膜的形成和提高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以及增强微生物对有毒有害化合物的耐受性（Xu et al.，2019；
Hou et al.，2020；Zhao et al.，2020）.

图2
Fig.2

MFC-2，4，6-TCP 生物膜阳极微生物形貌特征（a.500 nm，b.1 μm，c. 10 μm ）

The microorganisms of MFC-2，4，6-TCP biofilm（a.500 nm，b. 1 μm ，c. 10 μm）

门水平下（图 3a），MFC-2，4，6-MFC 体系阳极生物以具有电化学活性的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为主

（Liu et al.，2018），其次是具有酚类污染物降解能力的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
（Zeng et al.，2020），且随着驯化时间增加，Proteobacteria 物种相对丰度降低，而 Bacteroidetes 物种相对丰度
增加 .

图3
Fig.3

阳极微生物相对丰度（a. 门水平，b. 属水平）

Relative abundance of anode microorganisms at phylum level（a）and genus level（b）

属水平下（图 3b），MFC-2，4，6-TCP 体系产电和降解驯化期的物种相对丰度有明显不同 . 在产电驯化期，

变形菌门中 Geobacter 的物种丰度最大，Geobacter 是一种典型的以 NaAc 为基质的产电菌，研究发现其可以通
过菌毛或者外膜细胞色素 C 直接传递电子到电极，具有较强产电活性（Zhao et al.，2020），其次是产电菌

Dechlorosoma（Owen et al.，2013），且在 OTUs 和分类热图（图 4）中，Dechlorosoma 与 Geobacter 归为同一类群，可
以推测 Geobacter 和 Dechlorosoma 为当前 MFC-2，4，6-TCP 体系的产电菌群 . 在降解驯化期，Acinetobacter 的物

种丰度最大，已有研究表明，在以多种氯酚为燃料的 MFC 体系中，Acinetobacter 常被大量检出，其对氯酚具有

高效脱氯和矿化能力（Michael et al.，1999；Hassan et al.，2018），同时，Dysgonomonas 能够将大分子化合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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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小分子化合物（Jafar et al.，2020），并对含氯抗生素等污染物具有降解能力（Yun et al.，2016）. 进一步结
合 当 前 研 究 结 果 ，MFC-2，4，6-TCP 体 系 降 解 驯 化 期 的 OTUs 和 分 类 热 图（图 4）中 ，Dysgonomonas 和

Acinetobacter 聚 类 结 果 一 致 ，可 以 推 测 Acinetobacter 和 Dysgonomonas 对 2，4，6-TCP 具 有 降 解 作 用 . 因 此 ，
Acinetobacter 和 Dysgonomonas 为当前 MFC-2，4，6-TCP 体系的协同菌群，具有多种代谢途径，可同时利用 CPs
和 NaAc 产电（Sciarria et al.，2018）.

在 MFC-2，4，6-TCP 体系中（图 3~4），Geobacter 在产电驯化期的相对丰度最高，在降解驯化期的相对丰度

较低；Acinetobacter 在产电驯化期的相对丰度较低，在降解驯化期的相对丰度最高 . 可见，Geobacter 为产电优

势菌种，Acinetobacter 为协同优势菌种 .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发现，Geobacter 的定量基因拷贝数为 2.24 ×
106 copies·g-1，Acinetobacter 的定量基因拷贝数为 2.02 × 102 copies·g-1.MFC-2，4，6-TCP 体系产电和降解驯化

期，表现出生物物种演替现象，产电菌数量逐渐减少，协同菌数量逐渐增加，这有利于 MFC 体系同时实现 2，
4，6-TCP 的降解和资源化利用 .

图4
Fig.4

3.2

MFC-2，4，6-TCP 阳极微生物 OTU 及分类热图

OTU and classification heat map of anode microorganisms in MFC-2，4，6-TCP

MFC-2，4，6-TCP 产电性能

产电驯化期，不同 2，4，6-TCP 初始浓度下的 MFC-2，4，6-TCP 的输出电压如图 5 所示 . 结果可知，驯化 3 d

后，输出电压均明显升高，3 个循环后稳定在 0.40~0.60 V 范围内，表明 MFC-2，4，6-TCP 驯化成功 . 其中，2，4，
6-TCP 初始浓度为 10 mg·L-1 时，MFC-2，4，6-TCP 输出电压最稳定，最大输出电压可达 0.55 V，说明微生物不

仅适应了含有 2，4，6-TCP 的环境，而且产生了电活性，且高于已有报道 C3N4 改性电极 MFC 体系（0.42 V）

（Wang et al.，2019），远高于将 CPs 放置于阴极室的 MFC 体系（0.22 V）
（于荆等，2017）.

通过 EIS 分析可知（图 6），奎斯特曲线呈现半圆形带有延伸直线，高频处的半圆表示 MFC 电荷转移过

程，低频处的直线表示 MFC 扩散过程 . 由 Zview 分析软件拟合，符合 EEC R1（R2CPE1）
（R3CPE2）等效电路（殷

瑶等，2012；Sindhuja et al.，2019）
（CPE1 和 CPE2：非理想等相元素），MFC-2，4，6-TCP 体系裸电极和生物膜
电极拟合电路参数见表 1. 其中，驯化后 MFC-2，4，6-TCP 体系生物膜阳极的电荷转移电阻（R3）为 12.13 Ω，远

远低于未驯化 MFC-2，4，6-TCP 体系裸电极（6.43×108 Ω），溶液的欧姆电阻（R1）和极化电阻（R2）也有所降低 .
这是由于 MFC-2，4，6-TCP 体系形成了具有电活性的微生物，增强了体系的产电性能（Zhao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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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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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4，6-TCP 产电驯化期输出电压 2，4，6-TCP 初始浓度（a.5 mg∙L-1，b.10 mg∙L-1，c. 20 mg∙L-1）

Output voltage of MFC-2，4，6-TCP during the bioelectric domestication stage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2，4，6-TCP（a. 5 mg ∙ L-1 b. 10
mg∙L-1 ，c. 20 mg∙L-1）

MFC-2，4，6-TCP 体系 EIS 奎斯特曲线（a. 裸电极，b. 生物膜电极）

图6
Fig. 6
Table 1

EIS Quist curve of bare anode（a）and biofilm anode（b）in MFC-2，4，6-TCP
表1

MFC-2，4，6-TCP 体系裸电极和生物膜电极 EIS 拟合电路参数

EIS fitting circuit parameters of bare anode and biofilm anode in MFC-2，4，6-TCP
电阻
R1
R2
R3

裸电极电阻/Ω
4.43

15.04

6.43×108

生物膜电极电阻/Ω
1.46

11.21
12.13

进一步通过功率密度与极化曲线分析（图 7），不同 2，4，6-TCP 初始浓度条件下，MFC 的极化曲线差别不

大，开路电压均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减小，最初活化阶段，极化曲线减小相对缓慢，电压损失主要来自于活化

极化；欧姆极化阶段，随着电流增大，极化曲线近似线性下降，本阶段输出功率相对较大 . 其中，MFC-2，4，6TCP（C0=10 mg·L-1）的最大功率密度为 428.7 mW·m-2，高于已有报道 α-Fe2O3 和氧化石墨烯-沸石改性电极
MFC 体系的最大功率密度（285.0 mW·m-2 和 280.6 mW·m-2）
（Paul et al.，2018；Wang et al.，2020），远高于将
CPs 放置于阴极室的 MFC 体系（12.4 mW·m-2）
（顾荷炎等，2007）.
3.3

MFC-2，4，6-TCP 降解性能及路径研究

2，4，6-TCP 初始浓度为 10 mg·L-1 时，随着生物降解驯化期的延长，MFC-2，4，6-TCP 的降解性能逐步提

高，2，4，6-TCP 的降解和矿化率最高可达 97.5% 和 85.4%（图 8），这是由于协同菌 Acinetobacter 的逐步积累（图
4）. 与已有文献进行对比（Hassan et al.，2018；Khan et al.，2018），当前 MFC 体系降解性能较为优异 . 通过

CVs（图 9 a）和 LSV（图 9 b）分析可知，与未驯化 MFC-2，4，6-TCP 裸电极相比，驯化后 MFC-2，4，6-TCP 的生物

膜阳极出现明显氧化峰，且 CVs 曲线中氧化电流的电容面积大于还原电流的电容面积 .MFC-2，4，6-TCP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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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4，6-TCP 体系功率密度与极化曲线 2，4，6-TCP 初始浓度（a.5 mg∙L-1，b.10 mg∙L-1，c. 20 mg∙L-1）

Power density and polarization curve of MFC-2，4，6-TCP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2，4，6-TCP（a. 5 mg∙L-1，b. 10 mg∙L-1.c. 20 mg∙L-1）

降解驯化期的同步输出电压，
在一次循环和二次循环中可达到 0.50 V 以上，
在 3 次循环中逐渐降低（图 8），
但仍

然可维持到 0.40 V 左右 . 可见，
MFC-2，
4，
6-TCP 体系中，
随着氯酚降解性能的提高，
微生物产电性会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生物降解驯化期中协同菌和产电菌之间产生了拮抗作用（Islam et al.，2020；
Huang et al.，2021）.

图8
Fig. 8

MFC-2，4，6-TCP 输出电压（a、b、c）、降解率（d、e、f）及 COD 去除率（g、h、i）

Output voltage（a，b，c），degradation rate（d，e，f）and COD removal rate（g，h，i）of MFC-2，4，6-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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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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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4，6-TCP 体系裸电极和生物膜电极的 CV 曲线（a）和 LSV 曲线（b）
CV curve（a）and LSV curve（b）of bare anode and biofilm anode in MFC-2，4，6-TCP

当前 MFC 体系对 2，4，6-TCP 降解中间产物和路径如图 10 和 11 所示 . 经 UPLC-MS 检测 2，4，6-TCP 降解

过程主要中间产物为：2，4-二氯酚，m/z=161.8；2-氯酚，m/z=127.5；环己醇，m/z=147.0；丁二醇，m/z=89.0；乙二

酸，m/z=89.0（表 2）. 因此，MFC-2，4，6-TCP 体系中，MFC-2，4，6-TCP 在 Acinetobacter 等协同菌作用下（Michael
et al.，1999；Wang et al.，2021），依次脱氯形成 2，4-DCP 与 2-CP，或进一步羟基化和加氢形成多羟基取代环
己醇（Hassan et al.，2019）；在微生物氧化作用下（Hassan et al.，2018），开环生成丁二醇和乙二酸，最终矿化

为 CO2 和 H2O. 由于 2，4，6-TCP 分子中存在较多的 C-Cl 键，脱氯作用对 2，4，6-TCP 的进一步生物降解和矿化

至关重要（Luis et al.，2020；Yan et al.，2021），同时，与其他高级氧化技术相比，当前 MFC 体系对 2，4，6-TCP

图 10
Fig.10

2，4，6-TCP 降解中间产物 UPLC-MS 测试图

UPLC-MS test diagram of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s during 2，4，6-TCP 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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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过程中，未检测到毒性较强的氯苯醌类或苯醌衍生物（Qin et al.，2001；Hao et al.，2007），且环己醇的毒

性远低于氯酚或其降解过程常见产物苯酚（Li et al.，2017），更利于被微生物利用 . 这些进一步证实了当前生
物膜电极在 MFC 对氯酚废水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潜力 .

图 11
Fig.11
Table 2

表2

Biodegradation path of 2，4，6-TCP by MFC-2，4，6-TCP

2，
4，
6-TCP及其主要降解中间产物名称、
化学结构式、
质核比（-H）

Chemical name，the formula，m/z（-H）of 2，4，6-TCP and its main intermediate products

化合物名称

4

MFC-2，4，6-TCP 体系对 2，4，6-TCP 的生物降解路径

化学结构式

分子量

质核比（-H）

2，4，6-三氯酚

197.5

196.5

2，4-二氯酚

163.0

161.8

2-氯酚

128.5

127.5

环己醇

148.0

147.0

丁二醇

90.0

89.0

乙二酸

90.0

89.0

结论（Conclusions）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混合菌生物膜阳极 MFC 体系，由于阳极生物膜中丰富的胞外聚合物、较高的生物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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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情况和优势功能菌，增强了微生物对有毒有害化合物的耐受性，可将阳极室中 2，4，6-TCP 作为燃料高效降

解，不但对 2，4，6-TCP 具有脱氯作用，而且矿化更加彻底；同时，当前 MFC-2，4，6-TCP 体系表现出较为优异的
产电性能，可以实现 2，4，6-TCP 的资源化利用 . 因实际环境中微生物和污染物共存，可见当前 MFC 体系的构
筑更加具有实用性，可为氯酚等有毒有害污染物去除及可持续能源生产的工业化和规模化，提供新策略和
技术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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