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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微

生物燃料电池

(57)摘要

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高

性能微生物燃料电池，为最大装液体积均为20mL

的阳极室和阴极室、采用三明治式结构的双室微

生物燃料电池，两室之间采用阳离子交换膜隔

开。本发明通过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得碳材料

电化学性能显著提升，经双室微生物燃料电池测

试表明，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基于碳布作为阳

极的MFCs的内阻降低43%，功率提高60%，平均库

伦效率是空白碳布为阳极MFCs的2.86倍；导电聚

合物的复合可以进一步提高MoS2/碳布电极材料

的导电性，降低电荷转移电阻，提高电催化活性，

整个发明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阳极价格低廉，

制备简单、容易批量生产，可大大降低微生物燃

料电池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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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微生物燃料电池，其特征在于，采用包括阳

极室和阴极室的三明治式双室结构，且阳极室和阴极室之间采用阳离子交换膜隔开；

所述阴极室内存放阴极液，浸放在阴极液中的阴极为碳纸或碳布；

所述阳极室内存放阳极液，浸放在阳极液中的阳极为导电聚合物/二硫化钼/碳布；

所述阴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由10.0g/L碳酸氢钠、11.2g/L磷酸氢二钠混合

而成且含有50mmol/L  K3[Fe(CN)6]；

所述阳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由10.0g/L碳酸氢钠、11.2g/L磷酸氢二钠混合

而成，且含有10.0g/L无水葡萄糖、5g/L酵母浸膏和0.8707g/L的2‑羟基‑1,4‑萘醌HNQ；

所述导电聚合物是指在二硫化钼/碳布上还复合聚苯胺、聚吡咯、或者聚噻吩导电聚合

物；

所述导电聚合物/二硫化钼/碳布的制备方法如下：

把市售碳布依次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各超声清洗半小时之后烘干备用；

把清洗干净的碳材料置于含有0.5‑1 .5g硫脲，1.0‑1g钼酸钠，0.2‑0 .6g的P123和30‑

70mL去离子水的溶液中，放置在高压反应釜中，在150‑200℃水热反应4‑6小时，自然降温后

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烘干后得到长有MoS2纳米材料的碳材料；

在含有0.1mol  L‑1的苯胺和1mol  L‑1的硫酸溶液中，以水热生长了二硫化钼/碳布的电

极作为工作电极；

用Pt电极为对电极，甘汞电极参比，用循环伏安法电镀，扫描电位范围是‑0.2V～0.9V，

扫描速度10mV  s‑1，扫描圈数为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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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微生物燃料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生物燃料电池，具体为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

高性能微生物燃料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s）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既能处理含有有机污染物的废水，又能

同时回收能量的新型装置。其基本原理是在阳极室，用微生物作为催化剂，在厌氧的条件下

分解有机物，把产生的电子通过外电路传出去，所产生的质子通过离子交换膜传到阴极室，

在阴极，氧化剂（电子受体）与到达的电子和质子反应生成还原产物。因为其具有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0003] 然而，目前该类电池输出功率密度较低，限制了其广泛应用。其中，阳极既是微生

物附着的载体，又是负责把电子传递出去的集流体，阳极材料对MFCs功率输出等性能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发具有良好电催化性能、比表面积大、电导率高、且生物相容性好的阳

极材料，是提高MFCs输出功率密度的主要策略之一。

[0004] 碳材料因为具有良好的导电性，来源广泛，成本低，等优点，是常用的阳极材料，然

而碳元素具有较高的表面能态，容易因为失去电子表现还原性，电子如果直接跃迁到碳材

料的表面需要较高的能量，从而造成阳极的活化过电势较大，且单纯的碳材料，其生物相容

性往往较差。因此，通过对碳材料的表面进行各种处理、修饰不同的纳米材料，以增大阳极

比表面积和降低能态，可以减少活化过电势等，从而对功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需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高性能微生

物燃料电池，采用二硫化钼纳米材料修饰碳材料作为微生物燃料电池复合阳极，来提高微

生物燃料电池的输出功率密度。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高性能微生物燃料电池，采用包括阳极室

和阴极室的三明治式双室结构，且阳极室和阴极室之间采用阳离子交换膜隔开；

[0008] 所述阴极室内存放阴极液，浸放在阴极液中的阴极为碳纸或碳布；

[0009] 所述阳极室内存放阳极液，浸放在阳极液中的阳极为二硫化钼/碳布，或导电聚合

物/二硫化钼/碳布  (在此，“/”是指复合材料中两种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的界面，如“二硫化

钼/碳布”，表示二硫化钼长在碳布上，“导电聚合物/二硫化钼/碳布，表示二硫化钼生长在

碳布上，且导电聚合物负载在二硫化钼上。)

[0010] 其中，存放在阴极室的阴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10.0  g/L碳酸氢钠、

11.2g/L磷酸氢二钠）中含有50mmol/L  K3[Fe(CN)6]。

[0011] 阳极为二硫化钼/碳布，或导电聚合物/二硫化钼/碳布，阳极室内存放阳极液。阳

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10.0  g/L碳酸氢钠、11.2g/L磷酸氢二钠）中含有10.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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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葡萄糖和5  g/L酵母浸膏以及0.8707  g/L的2‑羟基‑1,4‑萘醌（HNQ）。所述导电聚合物

为二硫化钼/碳布上还复合聚苯胺、聚吡咯、或者聚噻吩。一般情况下，阳极室和阴极室最大

装液体积均为20  mL。

[0012] 进一步地，二硫化钼复合阳极的制备方法如下：：

[0013] S1：把市售碳布依次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各超声清洗半小时之后烘干备用；

[0014] S2：把清洗干净的碳材料置于含有0.5  ‑1.5  g硫脲，1.0‑1  g钼酸钠，0.2‑0.6  g的

P123和30‑70  mL去离子水的溶液中，在高压反应釜中，在150‑200℃水热反应4‑6小时，自然

降温后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烘干后得到长有MoS2纳米材料的碳材料。

[0015] 进一步地，复合聚苯胺导电聚合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0016] S1：在含有0.1  mol  L‑1的苯胺和1  mol  L‑1的硫酸溶液中，以水热生长了二硫化

钼/碳布的电极作为工作电极；

[0017] S2：用Pt电极为对电极，甘汞电极参比，用循环伏安法电镀，扫描电位范围是‑0.2 

V～0.9  V，扫描速度10  mV  s‑1，扫描圈数为6‑20。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通过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得碳材料电化学性能显著提升，且表现出一

定的对底物葡萄糖的直接催化性能，在含有底物葡萄糖和电子转移中介体的溶液中，其最

大催化氧化峰电流为2.7  mA/cm2，远远高于空白碳布0.37  mA/cm2。

[0020] 2、本发明通过双室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测试表明，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基于碳布

作为阳极的MFCs的内阻降低43%，功率提高60%，平均库伦效率是空白碳布为阳极MFCs  的

2.86倍。

[0021] 3、本发明借助聚苯胺PANI的聚合可以进一步提高MoS2/碳布电极材料的导电性，

降低电荷转移电阻，提高电催化活性。

[0022] 4、本发明的PANI/MoS2/碳布作为阳极MFCs的电池最大功率密度和内阻为42.13  W 

m‑3（135 Ω）远远优于单一材料PANI/碳布‑MFC的22.12  W  m‑3（180 Ω），和MoS2/碳布‑MFC的

27.97  W  m‑3（210  Ω），因此，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阳极价格低廉，容易批量生产，可大大

降低微生物燃料电池的运行成本，且制备简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空白碳布和负载了MoS2 纳米瓣的碳布在阳极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

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不同阳极微生物燃料电池的a极化曲线；b功率密度曲线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PANI/碳布，MoS2  /碳布以及PANI/MoS2/碳布在阳极液中的循环伏

安曲线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的PANI/碳布，MoS2  /碳布以及PANI/MoS2/碳布阳极微生物燃料电池

的a极化曲线；b功率密度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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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高性能微生物燃

料电池，其中，所提及的二硫化钼复合阳极的制备方法如下：把市售碳布（不限于碳布，还包

括碳纸，碳毡等碳材料）依次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各超声清洗半小时之后烘干备用；把清

洗干净的碳材料置于含有0.5  ‑1.5  g硫脲，1.0‑1  g钼酸钠，0.2‑0.6  g的P123和30‑70  mL

去离子水的溶液中，在高压反应釜中，在150‑200  ℃水热反应4‑6小时，自然降温后用去离

子水冲洗干净，烘干后得到长有MoS2纳米材料的碳材料。

[0029] 为了进一步增加材料的导电性，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方案还包括在以上所制备的

二硫化钼/碳材料上复合聚苯胺、聚吡咯、或者聚噻吩等导电聚合物。

[0030] 其中，复合聚苯胺（PANI）导电聚合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在含有0.1  mol  L‑1的苯胺

和1  mol  L‑1的硫酸溶液中，以水热生长了二硫化钼/碳布的电极作为工作电极，用Pt电极为

对电极，甘汞电极参比，用循环伏安法电镀，扫描电位范围是‑0.2  V～0.9  V，扫描速度10 

mV  s‑1，扫描圈数为6‑20。

[0031] 综上，本发明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高性能微生物燃料电池，为双室

微生物燃料电池，其采用三明治式结构，阳极室和阴极室最大装液体积均为20  mL，阴阳极

室用阳离子交换膜隔开；其中，阴极是碳纸或碳布，阴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10.0 

g/L碳酸氢钠、11.2  g/L磷酸氢二钠）中含有50  mmol/L  K3[Fe(CN)6]；阳极为二硫化钼/碳

布，或导电聚合物/二硫化钼/碳布，阳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10.0  g/L碳酸氢钠、

11.2  g/L磷酸氢二钠）中含有10.0  g/L无水葡萄糖和5  g/L酵母浸膏以及0.8707  g/L的2‑

羟基‑1,4‑萘醌（HNQ）。

[0032] 请参阅图4，基于上述电池结构，对电池的启动和功率密度极化曲线进行测定：取

18  mL的阳极液放入反应器中，通入15分钟的高纯氮气，通完气体后再取2  mL大肠杆菌菌液

放入反应器中，用胶塞塞住反应器上端的开口，使得反应器处于密封的状态；待在电池的开

路电压稳定后，向电池依次负载不同的电阻，系统自动记录不同负载电阻时输出的电压值、

功率密度和电流密度。

[0033] 通过上述测试表明：（1）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基于碳布作为阳极的MFCs的内阻

降低43%，功率提高60%；平均库伦效率是空白碳布为阳极MFCs 的2.86倍；（2）聚苯胺（PANI）

的聚合可以进一步增强MoS2/碳布电极材料的导电性，降低电荷转移电阻，提高电催化活

性；（3）PANI/MoS2/碳布作为阳极MFCs的电池最大功率密度和内阻为42.13  W  m‑3（135 Ω），

远远优于单一材料PANI/碳布‑MFC的22.12  W  m‑3（180 Ω），和MoS2/碳布‑MFC的27.97  W  m‑3

（210 Ω）。

[0034] 因此，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阳极价格低廉，容易批量生产，因此可大大降低微生

物燃料电池的运行成本。

[0035] 为了进一步更好的验证上述发明，还提供如下具体的实施例：

[0036] 实施例1：

[0037] MoS2/碳布电催化性能的研究：

[0038] 第一步：MoS2/碳布的制备：商用碳布依次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各超声清洗半小

时之后烘干备用；MoS2纳米瓣在碳布上的合成通过水热反应法，把清洗干净的碳布（2.5  cm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729487 B

5



×5  cm）置于含有0.9  g硫脲，0.450  g钼酸钠，0.4  g的P123和60  mL去离子水的溶液中，在

高压反应釜中，在200  ℃水热反应3‑6小时，自然降温后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烘干后得到

长有MoS2纳米材料的碳布；

[0039] 第二步：电催化性能的测试。

[0040] 以上所制备的MoS2/碳布为工作电极，Ag/AgCl为参比电极，铂丝为对电极，在阳极

液中测其循环伏安图。

[0041] 实施例2：

[0042] MoS2/碳布为阳极的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研究：

[0043] 以MoS2/碳布为阳极，空白碳纸为阴极；MoS2/碳布阳极的制备同实施例1。

[0044] 电池采用三明治式结构，阳极室和阴极室最大装液体积均为20  mL，阴阳极室用阳

离子交换膜隔开；阳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10.0  g/L碳酸氢钠、11.2  g/L磷酸氢

二钠）中含有10.0  g/L无水葡萄糖和5  g/L酵母浸膏以及0.8707  g/L的2‑羟基‑1 ,4‑萘醌

（HNQ）；阴极液为pH为中性的PBS缓冲溶液（10.0  g/L碳酸氢钠、11.2  g/L磷酸氢二钠）中含

有50  mmol/L  K3[Fe(CN)6]。

[0045] 电池的启动和功率密度极化曲线的测定：取18  mL的阳极液放入反应器中，通入15

分钟的高纯氮气，通完气体后再取2  mL大肠杆菌菌液放入反应器中，用胶塞塞住反应器上

端的开口，使得反应器处于密封的状态；待在电池的开路电压稳定后，向电池依次负载不同

的电阻，系统自动记录不同负载电阻时输出的电压值、功率密度和电流密度。

[0046] 实施例3：

[0047] PANI/MoS2/碳布作为阳极的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研究：

[0048] PANI/MoS2/碳布的合成方法如下：以PANI/MoS2/碳布为阳极，空白碳纸为阴极；在

含有0.1  mol  L‑1的苯胺和1  mol  L‑1的硫酸溶液中，以水热生长了二硫化钼的碳布作为工

作电极，用Pt电极为对电极，甘汞电极参比，用循环伏安法电镀，扫描电位范围是‑0.2  V～

0.9  V，扫描速度10  mV  s‑1。

[0049] 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组装及功率密度，极化曲线的测定同实施例2。

[0050] 实施例4：

[0051] 对比体系空白碳布阳极微生物燃料电池的制备及测定：

[0052] 以空白碳布为阳极，空白碳纸为阴极，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组装及功率密度，极化曲

线的测定同实施例2。

[0053] 结论：请参阅图1，给出了空白碳布和生长的MoS2 纳米材料的碳布在阳极液中的循

环伏安图，可见，对于MoS2  /碳布电极，在‑0.2  V～  ‑0.4  V区间，出现了明显的催化葡萄糖/

HNQ的氧化还原峰电流；表明了MoS2  /碳布电极在微生物燃料电池阳极体系表现出优越的电

催化性能，其最大催化氧化峰电流为2.7  mA/cm2，远远高于空白碳布0.37  mA/cm2。

[0054] 请参阅图2，由双室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测试表明，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基于碳布

作为阳极的MFCs的内阻降低43%，功率提高60%，周期运行的结果表明其平均库伦效率是空

白碳布为阳极MFCs 的2.86倍。

[0055] 请参阅图3，由循环伏安和阻抗测试可见PANI的聚合可以大大提高MoS2/碳布电极

材料的导电性，降低电荷转移电阻，提高电催化活性；PANI  /  MoS2  /碳布作为阳极MFCs的

电池最大功率密度和内阻为42.13  W  m‑3（135  Ω）远远优于单一材料PANI/碳布‑MF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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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W  m‑3（180 Ω），和MoS2/碳布‑MFC的27.97  W  m‑3（210 Ω）。

[0056] 因此，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阳极价格低廉，容易批量生产，可大大降低微生物燃

料电池的运行成本。

[0057]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作为阳极的高性能微生物燃

料电池，通过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使得碳材料电化学性能显著提升，且表现出一定的对底

物葡萄糖的直接催化性能，在含有底物葡萄糖和电子转移中介体的溶液中，2.7  mA/cm2，远

远高于空白碳布0.37  mA/cm2；其次，双室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测试表明，MoS2纳米材料的修饰

使基于碳布作为阳极的MFCs的内阻降低43%，功率提高60%，平均库伦效率是空白碳布为阳

极MFCs 的2.86倍，同时，PANI的聚合可以进一步提高MoS2/碳布电极材料的导电性，降低电

荷转移电阻，提高电催化活性；另外，PANI/MoS2/碳布作为阳极MFCs的电池最大功率密度和

内阻为42.13  W  m‑3（135  Ω）远远优于单一材料PANI/碳布‑MFC的22.12  W  m‑3（180  Ω），和

MoS2/碳布‑MFC的27.97  W  m‑3（210  Ω），因此，基于二硫化钼复合材料阳极价格低廉，容易

批量生产，可大大降低微生物燃料电池的运行成本。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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