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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

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埋设在污水河

底淤泥中的阳极、布设在污水中的阴极、将阳极

与阴极相连通的导线以及设置在导线上的调节

电阻，所述的阴极表面上负载有光催化剂，所述

的光催化剂为石墨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

将微生物燃料电池与光催化技术相结合，阴极的

光催化剂石墨烯直接利用阳极降解有机物传来

的电子，和石墨烯吸附的氧气结合生成活性氧物

种，可原位对受污染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氧

化降解，可直接置于受污染水体中原位修复，兼

具污染物处理和产电功能，具有很好的开发运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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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埋设

在污水河底淤泥中的阳极、布设在污水中的阴极、将阳极与阴极相连通的导线以及设置在

导线上的调节电阻，所述的阴极表面上负载有光催化剂，所述的光催化剂为石墨烯，该石墨

烯的负载量为0.4～0.8mg/cm2；所述的导线、调节电阻表面进行防水处理，防水处理为采用

高压防水胶带包裹其外表面，

所述的阴极上负载的石墨烯是通过电化学循环伏安法还原沉积制备而成，所述的电化

学循环伏安法具体步骤为：将阴极用丙酮、清水清洗后，烘干，再置于含有氧化石墨烯的PBS

缓冲溶液中，通入氮气除氧，后以18-24mV/s的扫描速率在-1.5～0.5V的电位范围内扫描数

圈，即获得负载有石墨烯的阴极；

所述的PBS缓冲溶液中氧化石墨烯的质量浓度为1.0-1.5mg/mL；所述的PBS缓冲溶液的

pH值为9.18；所述的阳极与阴极为不锈钢网、碳毡、石墨板或泡沫镍中的一种；所述的导线

为表面经过防水处理的钛丝；所述的调节电阻为表面经过防水处理的调节电阻，在工作状

态下，所述的调节电阻的阻值为1000Ω；

将阳极置于受污染水体底泥中，通过底泥中的厌氧微生物将底泥中的有机物氧化分

解，产生电子，通过外电路传递到阴极，从而实现在去除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同时又回收

能量的目的，在阴极表面负载石墨烯作为光催化剂，在光照条件下，石墨烯表面吸附的氧气

得到由电池阳极传递过来的电子形成活性氧物种，实现对污水中有机物的降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的应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系统用于降解污泥以及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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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

理系统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自然环境中大量有机污染物的流入会导致湖塘、河水中溶解氧(DO)下降，水

质变浑浊，透明度下降，散发腥臭味，进而影响水体感官环境质量；用作饮用水源时，其中含

有的各类藻类毒素会影响人体健康；同时，还会加剧水资源的危机，造成经济损失。目前，常

用的水体修复技术按照修复的地点可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两大类，按照修复的技术手

段又可分为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三大类。其中，原位修复技术是指在借助特定的技术手

段下，在受污染的区域直接对环境进行修复的方法。与将污染物转移到其它位置后，再进行

处理的异位修复技术相比，原位修复工程量较小，节省了运输成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更

小。

[0003]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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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新型清洁能源生产技术。MFC可以通过阳极产电生物膜降解废水中有机物获得持

续电能，对废水中的能源实现有效回收。

[0004] 近年来，光催化技术在环境治理上有着极其诱人的应用前景，具有其他处理方法

所无法代替的优势。它稳定、无毒、活性高，利用廉价、清洁的太阳能，可以无选择性矿化几

乎所有的有机污染物，并能还原去除多种过渡金属离子。光催化技术的原理是依据强氧化

性的光生空穴与污染物发生初级反应，继而诱导分子氧等系列活性氧物种参与发生各种氧

化反应，最终将污染物氧化分解运用。

[0005] 石墨烯是一种由单层碳原子组成的六方蜂巢状二维结构的新型炭质材料，是自然

界已知材料中最薄的一种。由于石墨烯特殊的结构、高比表面积以及优异的导热性能和室

温下高速的电子迁移率，使其自2004年首次报道后，就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兴趣，掀起了石

墨烯研究的热潮。石墨烯材料具有典型的半导体特性，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有前途的新型非

金属催化剂，应用于大量的催化反应中。目前，关于石墨烯和其它半导体复合体系光催化性

质的研究较多，研究结果表明石墨烯更容易使电子转移，从而使半导体在光催化反应中更

有效地分离电荷，光催化活性显著增强。

[0006] 目前，微生物燃料电池用于受污染水体或底泥的原位修复相关技术已有出现。

[0007] 例如，申请公布号为CN  104176836  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原位修复污染水体和

底泥的微生物电化学装置及原位修复污染水体和底泥的方法，主要由阴极、阳极、第一导

线、第二导线、充放电装置组成，通过将微生物电化学装置的阳极置于受污染底泥中，阴极

置于受污染底泥上层污染水体中，使用第一导线和第二导线将阴极、阳极分别与充放电装

置的负极和正极相连接，运行时间为18d，得到去除污染物的水体和去除污染物的底泥。该

发明可用于原位修复污染水体和底泥。

[0008] 申请公布号为CN  104829076  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受污染水体中黑臭底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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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化处理的装置，该装置是以黑臭底泥、EM菌作为阳极底物，以河水或pH＝7的磷酸盐缓冲

液作为阴极电解液，石墨板或碳纤维布作为电极材料，外电路由铜导线和可变电阻连接而

成，构建沉积型微生物燃料电池。该处理方法使受污染水体中的底泥黑臭问题得到了解决，

产电能力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009] 上述的专利技术方案均是将微生物燃料电池用于底泥或受污染水体的原位修复，

但或采用外部充放电装置，这会增加能耗，或只能解决底泥原位修复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受

污染水体的修复，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将微生物燃料

电池与光催化技术结合，可直接置于受污染水体中进行原位修复，兼具污染物处理和产电

功能的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

[0011]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所述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

的应用。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3] 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埋设在污水河底

淤泥中的阳极、布设在污水中的阴极、将阳极与阴极相连通的导线以及设置在导线上的调

节电阻，所述的阴极表面上负载有光催化剂。

[0014] 所述的光催化剂为石墨烯，该石墨烯的负载量为0.4～0.8mg/cm2。

[0015] 所述的阴极上负载的石墨烯是通过电化学循环伏安法还原沉积制备而成。其中，

电化学循环伏安法还原沉积石墨烯负载阴极的具体步骤为：阴极电极经丙酮、清水清洗烘

干后，置于1.0-1.5mg/mL+0.05mol/L  PBS(pH＝9.18)的溶液中，通氮气除氧，采用循环伏安

法以18-24mV/s的扫描速率在-1.5～0.5V的电位范围内扫描一定的圈数，即得石墨烯修饰

电极。

[0016] 所述的阳极与阴极为不锈钢网、碳毡、石墨板或泡沫镍中的一种。

[0017] 所述的导线为表面经过防水处理的钛丝，外部进行过防水处理，长期浸泡在水中

不易被腐蚀。

[0018] 所述的调节电阻为表面经过防水处理的调节电阻，在工作状态下，所述的调节电

阻的阻值为1000Ω。

[0019] 所述的调节电阻采用外部防水处理，长期浸泡在水中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0020] 所述的导线、调节电阻表面的防水处理为采用高压防水胶带包裹其外表面。

[0021] 一种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的应用，所述的系统用于降解

污泥以及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0022] 在实际的结构设计中，将阳极置于受污染水体底泥中，通过底泥中的厌氧微生物

将底泥中的有机物氧化分解，产生电子，通过外电路传递到阴极，从而实现在去除沉积物中

有机污染物的同时又回收能量的目的。在阴极表面负载石墨烯作为光催化剂，在光照条件

下，石墨烯表面吸附的氧气可得到由电池阳极传递过来的电子形成活性氧物种(·OH、

H2O2……)，实现对污水中有机物的降解。

[0023] 本发明将微生物燃料电池与光催化技术结合，利用微生物燃料电池就地利用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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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机物为燃料，原位削减污染并产生电能，阴极的光催化剂石墨烯可利用阳极传递过

来的电子和吸附的氧气原位降解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整个系统结构简单紧凑，操作过程耗

能低，可直接置于受污染水体中原位修复，兼具污染物处理和产电功能，具有很好的开发运

用前景。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

[0025] 1)将微生物燃料电池应用于底泥的原位修复中，直接利用底泥中的厌氧微生物将

底泥中的有机物进行降解，可持续修复底泥并产生电能；

[0026] 2)将微生物燃料电池与光催化技术相结合，阴极的光催化剂石墨烯直接利用阳极

降解有机物传来的电子，和石墨烯吸附的氧气结合生成活性氧物种，可原位对受污染水体

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氧化降解；

[0027] 3)整个装置利用太阳能与生物能，不需要外加装置或能耗，可持续对底泥及污水

进行原位修复，仅需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即可；

[0028] 4)装置采用结构特殊的石墨烯材料来提高微生物燃料电池阴极的电子迁移率，可

实现光催化效率和速率的提升，在实际利用中更具优势；

[0029] 5)装置连接材料耐腐蚀，外部采用防水处理，可以长期浸泡在水中而不被腐蚀，材

料更换频率低，适用于水体的原位修复。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标记说明：

[0032] 1—阳极、2—光催化剂、3—阴极、4—导线、5—调节电阻。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4] 实施例：

[003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基于生物电化学及光催化的污水原位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

埋设在污水河底淤泥中的阳极1、布设在污水中的阴极3、将阳极1与阴极3相连通的导线4以

及设置在导线4上的调节电阻5，阴极3表面上负载有光催化剂2。

[0036] 其中，光催化剂2为石墨烯，石墨烯的负载量为0.4～0.8mg/cm2。

[0037] 阴极3上负载的石墨烯是通过电化学循环伏安法还原沉积制备而成。其中，电化学

循环伏安法还原沉积石墨烯负载阴极的具体步骤为：阴极3经丙酮、清水清洗烘干后，置于

1.0-1 .5mg/mL  GO+0.05mol/L  PBS(pH＝9.18)的溶液中，通氮气除氧，采用循环伏安法以

18-24mV/s的扫描速率在-1.5～0.5V的电位范围内扫描一定的圈数，即得石墨烯修饰电极。

[0038] 本实施例中，阳极1为碳毡，阴极3为石墨板。导线4为表面经过防水处理的钛丝，外

部进行过防水处理，长期浸泡在水中不易被腐蚀。调节电阻5为表面经过防水处理的调节电

阻5，在工作状态下，调节电阻5的阻值为1000Ω。调节电阻5采用外部防水处理，长期浸泡在

水中不会有短路的危险。导线、调节电阻表面的防水处理为利用高压防水胶带包裹其外表

面。

[0039] 本实施例系统用于降解污泥以及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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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在实际的结构设计中，将阳极1置于受污染水体底泥中，通过底泥中的厌氧微生物

将底泥中的有机物氧化分解，产生电子，通过外电路传递到阴极3，从而实现在去除沉积物

中有机污染物的同时又回收能量的目的。在阴极3表面负载石墨烯作为光催化剂，在光照条

件下，石墨烯表面吸附的氧气可得到由电池阳极1传递过来的电子形成活性氧物种(·OH、

H2O2……)，实现对污水中有机物的降解。

[0041]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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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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