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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氧化还原介质强化酶电解池（EEC）还原脱氯性能，结果发现，蒽醌-2，6-二磺酸盐（AQDS）、吩嗪-1-甲酰胺（PCN）、氰钴胺（CNB12）和

核黄素（RF）均可明显提高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二氯甲烷（DCM）脱氯率从 57% 分别提升至 81%、72%、86%、84%. 考虑到经济成本，选择
AQDS 作为氧化还原介质进行强化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 . 在 EEC 阴极中，AQDS 被还原成 AH2QDS，可直接与 DCM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但不

能作为脱卤酶辅酶提高 DCM 脱氯率 . 还原性谷胱甘肽（GSH）是脱卤酶的天然辅酶，AQDS 加速 GSH 消耗，且抑制 GSH 再生 . 此外，AQDS 提升了

EEC 系统的库仑效率，这意味着更多电子参与了 AH2QDS 生成 . 因此，可以推测 AQDS 是通过直接还原作用强化 EEC 系统脱氯性能 .AQDS-EEC
系统的最佳 pH 值、温度、外加电压分别为 7、35 ℃、-1.2 V vs Ag/Ag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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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four redox media were used to enhance the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of an enzyme electrolysis cell （EEC）. Evidently，
anthraquinone-2，6-disulfonate （AQDS），cyanobalamin （CNB12），phenazine-1-foramide （PCN） and Riboflavin （RF） improved the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EEC，and the dechlorination rate of dichloromethane（DCM）increased from 57% to 81%，86%，72% and 84%，
respectively.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cost，AQDS was chosen as the redox medium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EEC cathode，AQDS was reduced to
AH2QDS，which can directly react with DCM，but cannot act as a dehalogenase coenzyme. The presence of AQDS accelerated the consumption and

inhibited the generation of GSH，which is a natural coenzyme of dehalogenase. Additionally，AQDS improved the Coulomb efficiency of the EEC，
indicating that more electron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H 2QDS. Therefore，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the direct reduction of DCM by AH 2QDS
account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performance by AQDS. The optimum pH，temperature and applied voltage of the EEC
enhanced by AQDS were determined to be 7，35 ℃ and -1.2 V vs Ag/AgCl，respectively.

Keywords：enzyme electrolytic cell（EEC）；redox media；anthraquinone-2，6-disulfonate（AQDS）；reductive dichlorination；dichloromethane（DCM）

1

引言（Introduction）
二氯甲烷（DCM）作为工业溶剂，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合成、化工、金属去污等行业（Shestakova et al.，2013）.

DCM 在环境中持续时间较长，其在大气中的半衰期为 150 d，在水体中的半衰期长达 700 年（Mabe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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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Hossaini et al.，2017）. 同时，DCM 具有“生物富集”效应和“三致”效应，当环境浓度超过 10 mg·L-1 时即可
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Schlosser et al.，2015；Park et al.，2017）. 此外，DCM 还可加速臭氧层消耗，致使

南极臭氧层的恢复进程放缓长达 5~30 年（Hossaini et al.，2017）.DCM 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危及人类健康与
生态安全，目前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

传统的 DCM 脱氯技术包括焚烧法、光催化法、电化学法、生物法等 . 生物电化学法集成了电化学法及生

物法的优势，具有选择性强、运行成本低等优点，是一种应用前景广阔的新型技术（Li et al.，2007；Zhang et

al.，2014）. 生物电解池可分为两种形式：酶电解池（EEC）和微生物电解池（MEC）. 其中，EEC 的基本原理是：
将酶固定在电极表面形成酶电极，通过外加电场强化酶活性，从而高效降解污染物 . 与 MEC 相比，EEC 中的

电子和污染物传递不需要穿过微生物细胞壁/细胞膜，从而使污染物的降解速率大幅提高（Yu et al.，2019）.
脱 卤 酶 是 生 物 脱 氯 的 关 键 酶 ，已 发 现 于 多 种 细 菌 体 内 ，如 Bacillus circulans WZ-12 和 Methylobacterium

rhodesianum H13（吴石金，2009；Yu et al.，2017）. 脱卤酶还需与辅酶结合形成全酶才具有催化活性 . 还原型
谷胱甘肽（GSH）是脱卤酶的天然辅酶，发生脱卤反应后转化成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
（Nazare et al.，2007）.

氧化还原介质可充当电子载体，已被广泛应用于偶氮染料、多卤代化合物、硝基芳香族化合物的降解

（Zhang et al.，2014；Huang et al.，2017；Hsueh et al.，2017；周红艺等，2017），主要有醌类、钴胺类、黄酮类、甲基

紫精、吩嗪类等物质（Zee et al.，2013）. 氧化还原介质可通过化学机制（直接还原）和生物学机制（作为辅酶）
促进含氯有机物的氧化还原转化反应（Aulenta et al.，2010；Sun et al.，2013）.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氧化还原介质强化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并综合强化作用和经济成本，比选 4 种

氧化还原介质（蒽醌-2，6-二磺酸盐（AQDS）、吩嗪-1-甲酰胺（PCN）、氰钴胺（CNB12）、核黄素（RF））的效果；
同时，研究反应过程中 AQDS 和 GSH 形态变化，提出 AQDS 强化机制，并确定 AQDS-EEC 系统的最佳脱氯
条件（外加电压、pH 值、温度）.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实验药品
DCM 购于杭州双林化工试剂厂，AQDS、PCN、CNB12 和 RF 购于上海吉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GSH 和

GSSG 购于上海百灵威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AH2QDS 储备溶液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将钯铝催化剂（100 mg·L-1）、
AQDS 溶液（5 mmol·L-1）与碳酸氢盐缓冲液（30 mmol·L-1）混合，先后用 H2/CO2 混合气体（80∶20，体积比）和

高纯 N2 鼓泡 1 h，并用 0.22 μm 膜过滤 2 次 .IPTG 溶液购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Ni-Agarose His 标签蛋白
纯化试剂盒购于北京康为世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总谷胱甘肽/氧化型谷胱甘肽（T-GSH/GSSG）试剂盒购于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
2.2

酶电极制备

从实验室筛选出的 DCM 高效降解菌 Methylobacterium rhodesianum H13 中克隆得到脱卤酶基因，与 pET-

28b（+）质粒连接后导入 E. coli BL21（DE3），利用 IPTG 溶液诱导表达脱卤酶（Yu et al.，2019）. 细胞经超声
破碎后，收集粗酶液，并采用 Ni-Agarose His 标签蛋白纯化试剂盒进行纯化 . 纯酶液经真空冷冻干燥后，保存

于 -80 ℃条件下 . 利用氧化铝粉将石墨电极抛光至镜面，然后采用海藻酸钠将脱卤酶包埋至石墨电极表面，
最后利用 Ca（NO3）2 溶液进行固定（Wu et al.，2021）.
2.3

EEC 装置

如图 1 所示，EEC 系统的阴极室和阳极室由离子交换膜隔开，工作体积为 100 mL. 阴极室装有酶电极

（工作电极）和 Ag/AgCl 电极（参比电极），阳极室装有铂电极 . 采用橡胶塞密封，防止底物泄漏 . 以磷酸缓冲液
作为电解液，充满整个 EEC 装置，利用水浴循环系统控制反应温度 . 在阴极室中加入 DCM、GSH 和 AQDS，并
采用 pH 检测仪实时监控并调溶液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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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电解池（EEC）装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nzymatic electrolysis cell（EEC）

分析方法

采用美国 Dionex ICS-2100 离子色谱仪分析 Cl- 浓度，色谱柱型号为 Ionpac AS19（250 mm×4.0 mm，5.0

μm）. 仪器条件如下：进样量为 1 mL，检测器温度为 30 ℃，KOH 淋洗液浓度为 40 mmol·L-1. 采用美国 Agilent

7890A 气相色谱仪和电子捕获检测器（GC/ECD）分析一氯甲烷浓度，色谱柱为 DB-5ms 分离柱（30 m×0.25
mm，0.25 μm）. 仪器条件如下：载气为 N2，流速为 1.0 mL·min-1；进样器温度为 250 ℃，检测器温度为 300 ℃；初

始柱温为 50 ℃，以 10 ℃·min-1 的速度升至 100 ℃. 采用美国 Agilent 7890A 气相色谱仪和氢离子火焰检测器

（GC/FID）分析甲烷浓度，色谱柱为 HP-Innowax 毛细管柱（30 m×0.32 mm，0.5 μm）. 仪器条件如下：载气为 N2，
流速为 1.0 mL·min-1；进样器温度为 250 ℃，检测器温度为 180 ℃；初始柱温为 40 ℃，保持 6.0 min.

根据标准曲线，测定 450 nm 处吸光度，计算 AQDS 浓度 . 将样品加入厌氧碳酸盐缓冲液中（60 mmol·L-1，

pH=6.7），测定 450 nm 处吸光度，利用消光系数（2.25 cm-1·mmol·L-1）计算 AH2QDS 浓度 . 采用 T-GSH/GSSG
试剂盒检测 T-GSH 和 GSSG 浓度 .GSH 浓度根据式（1）计算 .

[ GSH ] = [ T⁃GSH ] - 2 × [ GSSG ]

（1）

根据 EEC 中用于底物降解实际电荷量与总输出电荷，计算反应体系平均库仑效率 CEarg，具体见式（2）.
V (n 1 FC CH Cl + n 2 FC CH ) V (n 1 FC CH Cl + n 2 FC CH )
CE arg =
=
（2）
π
Q
Idt
3

4

3

∫

4

0

式中，V 为阴极电解质的总体积（L）；F 为法拉第常数，取 96500 C·mol -1；C CH Cl 和 C CH 分别为 CH3Cl 和 CH4 的
3

4

浓度（mol·L ）；Q 为电化学工作站输出的总电荷（C）；I 为电解电流（A）；n1 和 n2 分别为每 1 个分子的 DCM 还原
-1

生成 CH3Cl（n1=2）和 CH（n
的电子转移数 .
4
2=4）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氧化还原介质选择

选择蒽醌-2，6-二磺酸盐（AQDS）、吩嗪-1-甲酰胺（PCN）、氰钴胺（CNB12）、核黄素（RF），研究 4 类典型

氧化还原介质对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的影响 . 实验条件：DCM 浓度为 10 mg·L-1，脱氯酶浓度为 1.4 g·L-1，
GSH 浓度为 50 μmol·L-1，氧化还原介质浓度为 50 μmol·L-1，外加电压为-0.8 V（vs Ag/AgCl，下同），pH 值为 7，
温度为 35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如图 2a 所示，4 类氧化还原介质均强化了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 . 当不存

在氧化还原介质时，DCM 脱氯率仅为 57%；当存在 AQDS、PCN、CNB12 和 RF 时，DCM 脱氯率分别提高至 81%、
72%、86% 和 84%. 综合脱氯效率和经济成本（CNB12 和 RF 的售价为 AQDS 售价的 2~3 倍），故选择 AQDS 进行

后续研究 . 图 2b 显示了 AQDS 浓度对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的影响 . 当 AQDS 浓度从 20 μmol·L-1 升高至 100
μmol·L-1 时，DCM 脱氯率从 56% 提高至 95.6%；当 AQDS 浓度进一步升高至 150 μmol·L-1 时，DCM 脱氯率降低
至 63.7%. 因此，GSH 与 AQDS 的最佳物质的量比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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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介质（a）和 AQDS 浓度（b）对 EEC 脱氯性能的影响

Effect of redox media（a）and AQDS（b）concentration on the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performance of EEC

AQDS 形态转化

Aulenta 等（2011）报道在 MEC 中，AQDS 可从阴极得到电子转化成 AH2QDS，随后将电子传递给脱氯菌，

然后将污染物还原 . 因此，研究了 EEC 系统中 AQDS 的转化，实验条件如下：DCM 浓度为 10 mg·L-1，脱氯酶浓

度为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外加电压为-0.8 V，pH 值为 7，温度为 35 ℃，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如图 3 所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 T-AQDS 量基本保持不变；AQDS 浓度逐步降低，从

50 μmol·L-1 降低至 21 μmol·L-1；相应地，AH2QDS 浓度逐渐升高，达到 25 μmol·L-1. 该实验结果说明，在 EEC
阴极室中 AQDS 可被还原成 AH2QDS.

脱卤酶是一类不含辅基的脱辅基酶蛋白，只有与辅酶结合形成全酶后才具有催化活性，GSH 是脱氯酶

的天然辅酶 . 据报道，多种氧化还原介质也可作为脱氯酶的辅酶，如钴胺类物质（Rodriguez et al.，2017）. 因
此，探索了 AH2QDS 是否可以作为脱卤酶的辅酶，实验条件如下：无外加电压，DCM 浓度为 10 mg·L-1，脱氯酶

浓度为 1.4 g·L-1，GSH 或 AH2QDS 浓度为 50 μmol·L-1，pH 值为 7，温度为 35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如图 4 所

示，脱卤酶（E）本身几乎没有脱氯能力，而 AH2QDS 则有较弱的脱氯能力；而且，同时存在脱氯酶和 AH2QDS
时的脱氯率与单独存在 AH2QDS 时的脱氯率几乎相同（约 7%）. 然而，相比单独的脱氯酶和 GSH，脱氯酶与
GSH 形成的全酶则具有较强的脱氯能力（约 40%）. 上述实验结果说明，AH2QDS 并不能作为脱氯酶的辅酶 .

图3

3.3

Fig.3

AQDS 的电化学还原

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 of AQDS

GSH 形态转化

图4
Fig.4

AH2QDS 的辅酶功能

Coenzyme function of AH2QDS

图 5 为 EEC 体系中 GSH 形态转化 . 实验条件如下：脱氯酶浓度为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

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外加电压为-0.8 V，pH 值为 7，温度为 35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由图可知，AQ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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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入减小了 EEC 体系中 GSH 的浓度 . 当不存在 AQDS 时，GSH 浓度为 28.14 μmol·L-1；当存在 AQDS 时，GSH
浓度降低至 24.21 μmol·L-1.

图5

GSH 的氧化还原反应

Fig.5

Redox of GSH

为了进一步研究 AQDS 对 GSH 形态转化的影响，进行了以下两组实验：①无外加电压，脱氯酶浓度为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pH 值为 7，温度为 35 ℃，反应时间 120 min. 如图

6a 所示，当不存在 AQDS 时，GSH 浓度从 50 μmol·L-1 减小至 36 μmol·L-1，这是由于 GSH 被溶解氧所氧化；当

存在 AQDS 时，GSH 浓度下降较快，从 50 μmol·L-1 减小至 22 μmol·L-1，这可能是由于 AQDS 与 GSH 发生氧化
还原反应分别转化成 AH2QDS 与 GSSG，从而加速了 GSH 的消耗 .pH 为 7.4 时 GSH/GSSG 与 AH2QDS/AQDS 的

氧化还原电位（E0）分别为-264 mV 和-185 mV（崔姗姗等，2008）. 因此，GSH 相较于 AH2QDS 具有更强的还原
性，可被 AQDS 氧化为 GSSG.②外加电压为-0.8 V，脱氯酶浓度为 1.4 g·L-1，GSSG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

度为 50 μmol·L-1，pH 值为 7，温度为 35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如图 6b 所示，当不存在 AQDS 时，GSH 再生量
为 23 μmol·L-1，再生率为 46%；当存在 AQDS 时，GSH 再生量仅为 18 μmol·L-1，再生率仅为 36%. 上述实验
说明，AQDS 不仅可加速 GSH 消耗，而且会抑制 GSH 再生，导致 EEC 系统中 GSH 浓度降低 .

图6
Fig.6

3.4

AQDS 对 GSH 形态的影响

Effect of AQDS on the species of GSH

AQDS 强化机制

Yu 等（2019）报道了 EEC 系统还原脱氯机理：①脱氯酶与 GSH 结合形成全酶，将扩散至阴极表面的 DCM

逐步还原成甲烷，GSH 则被氧化成 GSSG（式（3））；②DCM 被 GSH 直接还原，分别转化成甲烷和 GSSG（式

（4））；③GSSG 获得电子后被重新还原成 GSH（式（5））. 由于 AH2QDS 不能作为脱卤酶的辅酶，因此，AQDS 主

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影响 EEC 系统脱氯性能：①AQDS 被电化学还原成 AH2QDS（式（6）），AH2QDS 作为还原

剂直接参与反应（式（7）），从而促进 DCM 还原；②AQDS 将 GSH 氧化成 GSSG，从而抑制 DCM 还原（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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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和图 5 可知，加入 AQDS 后，GSH 浓度仅降低 3.93 μmol·L-1，AH2QDS 浓度却高达 25 μmol·L-1. 由式（6）
和（8）可知，AH2QDS 的生成主要来源于电化学还原作用 . 之前的研究表明，GSH 浓度小幅度降低不会引起

EEC 体系脱氯性能大幅度下降（Yu et al.，2019）. 因此，推测 AQDS 对 EEC 系统还原脱氯的强化作用是由于其
抑制作用被促进作用所补偿 .

2E⁃GSH + CH 2 Cl 2 → E⁃GSSG⁃E + CH 4 + 2Cl-

（3）

E⁃GSSG + e → E⁃GSH

（5）

2GSH + CH 2 Cl 2 → GSSG + CH 4 + 2Cl

-

（4）

-

AQDS + 2H + 2e → AH 2 QDS
+

-

AH 2 QDS + CH 2 Cl 2 → AQDS + CH 4 + 2Cl

（6）
-

（7）

AQDS + 2GSH → AH 2 QDS + GSSG

（8）

研究了 AQDS 对 EEC 系统平均库仑效率的影响，实验条件如下：DCM 浓度为 10 mg·L ，脱氯酶浓度为
-1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电压为-0.8 V，pH 值为 7，温度为 35 ℃，反应时间

为 120 min. 实时监测系统电流，测定一氯甲烷及甲烷浓度，根据式（2）计算加入 AQDS 前后 EEC 体系的平均
库仑效率 . 如表 1 所示，加入 AQDS 后，EEC 系统中的一氯甲烷浓度从 4.7 μmol·L-1 增大至 6.7 μmol·L-1，甲烷

浓度从 18.7 μmol·L-1 增大至 22.3 μmol·L-1，输出总电荷从 2.3 C 降低至 1.4 C，平均电流从 319 μA 降低至 197

μA，对应的库仑效率从 32.0% 增大至 69.6%.Aulenta 等（2011）采用甲基紫精强化三氯乙烯的电化学降解，
三氯乙烯脱氯率大幅增大，平均电流从大幅减小 .Sun 等（2017）验证了 AQDS、RF 和腐殖酸对空气阴极微生

物燃料电池中的刚果红脱色和生物发电具增强作用，其中加入 5 μmol·L-1 AQDS 后，库仑效率从 7.6% 提高至

9.8%. 脱氯效率和库仑效率的提升意味着 EEC 系统中更多的电子参与了还原型活性物质的生成 . 由于 AQDS
会消耗且抑制 GSH 的再生，因此，AH2QDS 电化学还原是主要强化机制 .

AQDS/（μmol·L-1）

CCH3Cl（
/ μmol·L-1）

50

6.67

0

3.5

Table 1

4.70

表1

AQDS 对 EEC 系统库仑效率的影响

Effect of AQDS on the coulombic efficiency of EEC system
CCH4（
/ μmol·L-1）
18.7
22.3

Q/C

I/μA

2.30

319

1.42

197

CEarg

32.0%
69.6%

影响因素
图 7a 为外加电压对 AQDS-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的影响，实验条件如下：DCM 浓度为 10 mg·L-1，脱氯酶

浓度为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电压为 0~ -2 V，pH 值为 7，温度为 35 ℃，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当电压从 0 V 增加到-1.2 V 时，DCM 脱氯率显著提高，达 76%；当电压进一步增加到-2 V
时，DCM 脱氯率略有下降，为 68%. 实验结果表明，外加电压最高可将 DCM 脱氯率提高 2.1 倍 . 一方面，外加电

压的升高可加速 GSH 的再生和 AH2QDS 的生成，从而促进 DCM 还原；另一方面，过高的外加电压可能会破坏
脱卤酶结构，降低其催化活性，从而导致 DCM 脱氯率下降（Yu et al.，2019）.

图 7b 为 pH 对 AQDS-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的影响，实验条件如下：DCM 浓度为 10 mg·L-1，脱氯酶浓度

为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电压为 0.8 V，pH 值为 5~10，温度为 35 ℃，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当 pH 从 5 升高至 7 时，DCM 脱氯率从 37% 增加至 72%；当 pH 进一步增加到 10 时，DCM
脱氯率大幅下降至 37%. 虽然较低的 pH 有利于 GSH 和 AH2QDS 的生成，但过高或过低的 pH 均会影响脱卤酶
结构，甚至引起脱氯酶变形，从而降低酶活性 .

图 7c 为温度对 AQDS-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的影响，实验条件如下：DCM 浓度为 10 mg·L-1，脱氯酶浓度

为 1.4 g·L-1，GSH 浓度为 50 μmol·L-1，AQDS 浓度为 50 μmol·L-1，电压为 0.8 V，pH 值为 7，温度为 25~45 ℃，
反应时间为 120 min. 当温度从 25 ℃升高至 35 ℃时，DCM 脱氯率从 59% 增加至 72%；当温度进一步增加到
45 ℃时，DCM 脱氯率大幅下降至 47%. 当温度过高时，脱卤酶的二级结构被破坏，导致脱卤酶活性降低；当
温度过低时，脱卤酶与 DCM 分子之间的反应速率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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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a）、pH（b）和温度（c）对 AQDS-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的影响

Effect of voltage（a），pH（b）and temperature（c）on the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performance of AQDS-EEC system

结论（Conclusions）
1）AQDS、PCN、CNB12 和 RF 存 在 时 ，DCM 脱 氯 率 从 57% 分 别 提 高 至 81%、72%、86% 和 84%.GSH 与

AQDS 的最佳物质的量的比为 1∶2.

2）在 EEC 系统中 AQDS 可被还原成 AH2QDS.AH2QDS 可直接与 DCM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但不能作为

辅酶强化系统还原脱氯性能 .

3）AQDS 加速 GSH 消耗和抑制 GSH 再生，AH2QDS 的直接还原作用是 AQDS 强化 EEC 系统还原脱氯性能

的主要机制 .

4）AQDS-EEC 系统的最佳外加电压、pH 值和温度分别是-1.2 V、7 和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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