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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水生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在水体生态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巨大的生物量会造成水体二次污染。文章介绍了水生

植物资源化利用的现状，并重点综述了水生植物在厌氧发酵产气、微藻生物柴油及微生物燃料电池产电能源化利用的研究进展，为实现
水生植物能源化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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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quatic plants are extremely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ater body，but its huge
biomass can cause secondary pollution of the wat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tatus of aquatic plant resource
utilization，and mainly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quatic plants’energy utilization in the anaerobic fermentation to
produce gas，microalgae biodiesel and microbial fuel cells to produce electricity，to provide reliable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energy development of aquatic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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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维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与动
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
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著。传统能源如煤、
石油、
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使用仍然占主导地位，
但它
们都属于不可再生能源，
储量有限，
且它们在燃烧后都
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生物质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
的可再生能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1]。生物质
能主要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
储存在生物体内，用其代替传统能源可以减少传统能
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生物质资源庞大，但当生
物质能源与农业粮食作物产生竞争时，就不再被认为

是可持续能源[2]，而水生植物恰好避免了这种竞争。
水生植物是指生理上依附水环境，至少部分生殖
周期发生在水中或者水表面的植物系群。水生植物按
生活型一般分为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和漂
浮植物。广义的水生植物还包括湿生（沼生）植物[3]及
—浮游藻类（本文中所指的水生植
低等的水生植物——
物皆为广义的水生植物）。水生植物作为一种重要的
水面资源，覆盖面积大、生物质能含量大，不仅在水体
生态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治理污染水
体上因其具有水质净化效果良好、能耗低、经济效益
高、简单易行以及生态系统友好等特点也日益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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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4-5]。然而，由于水生植物生长旺盛，形成的生物
量相当可观，当水生植物进入腐烂分解期时，将会释
放出大量的有机质和营养盐，造成水体的二次污染[6]。
若能将水生植物中生物质能加以利用，不仅一定程
度上缓解能源危机，而且还解决了水生植物枯落物

水生植物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还可以净化
和改善水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大
环境下，水生植物在江河、湖泊水资源保护与湿地恢
复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从而极大地带动了水生植
物的研究与应用。

的处置问题。目前，对水生植物能源化利用的研究相

目前，水生植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水生资源，为

对较少，本文将对水生植物资源化利用现状进行简

人类提供了粮食、蔬菜、药材、纸张原料、包装填料、

单综述，并详细介绍水生植物能源化利用技术与方法

手工业编织原料、饲料和肥料等直接或间接经济产

研究进展，为实现水生植物有效管理和能源化利用提

品。从水生植物资源化应用的类型来看，主要可归

供参考。

结为以下几 类 ：食 品 蔬 菜 或 药 品 类 、饲 料 类 、肥 料

1

类等（表 1）。

水生植物资源化利用现状
表1

水生植物资源化利用的基本情况统计

Table 1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aquatic plant

应用类型

典型水生生物

利用方式

研究瓶颈

用于水产养殖；
合理轮作；
种养结合[10]，与生态
养殖相结合

1.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重金
属污染；
2.规模问题，大面积种植占水
域面积大；
3.经济效益相对低。

食品或药品

浮叶植物（如芡实、
菱、莼菜等）；
香蒲、荸荠、
茭白、水芹等）；
挺水植物（如莲、
藻类植物（如海带、
紫菜、裙带菜等）。

饲料

浮叶植物（如凤眼莲（水葫芦）、
水花生、满江
紫萍等）；
红、
沉水植物（如狐尾藻、
金鱼藻、菹草、
眼子菜、
节节草等）。

青贮饲料[11-12]；
干草或干草粉；
蛋白饲料[13-14]

通过固体发酵技术
生产蛋白饲料[15]；

1.固体发酵工艺还不成熟，有
待优化；
2.放大实验中，
体系容易过热。

肥料

浮叶植物(如水葫芦、
水花生等)；
沉水植物（如马来眼子菜）；
荷叶等）。
挺水植物（如芦苇、

有机肥[16]；
有机-无机复合肥[17]；
土壤改良剂

通过堆肥技术生产
有机肥[16]；
堆肥设备的机械化、
自动化[18]

1.堆肥自动化设备成本太高；
2.堆肥过程中带来的二次污
染问题。

直接食用[7]；
加工制品[8-9]

水生植物因其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应用范围也
越来越广，但目前除了某些水生植物可以用于景观植
物、水生蔬菜或水产养殖外，其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
用，许多实际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以水生植物用作食
品和药材为例，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水生植物
对污染物质的吸收、转化和富集作用，其能否达到食
品、药品安全标准需要进一步实验检测 [19]；其次是规
模问题，
种植水生蔬菜需要占据相当大的水面积；
再者
经济效益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人们正尝试着
从能源开发的角度去提高水生植物资源化利用效率，
以进一步实现水生植物资源化、经济化。
2

研究热点

水生植物能源化研究及利用
水生植物占地面积广，生物量大，生长繁殖较快，

含有丰富的木质纤维素、淀粉类物质。且与目前常用
的能源作物（玉米、小麦、甜高粱等）相比，不存在影响
粮食产量等问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Baliban 等[20]利
用已有技术经全局优化设计合成了浮萍制交通燃料。
人们已渐渐重视起水生植物作为能源原料的巨大应
用前景。目前，水生植物在厌氧发酵产气（包括沼气与
氢气）、微藻生物柴油、水生植物微生物燃料电池产电

等能源化上的研究已逐步展开。
2.1 水生植物厌氧发酵产气
木质纤维素（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木质素）作为水
生植物的主要组成成分，是水生植物厌氧发酵产气的
主要原材料。木质纤维素中纤维素本身可以在纤维素
酶作用下逐渐降解为葡萄糖等单糖，单糖通过不同微
生物的作用可以发酵产生沼气或者氢气。但由于木质
素和半纤维素的屏蔽作用及纤维素本身的高结晶度
和聚合度，限制了微生物和酶接近纤维素表面。所以
必须通过预处理技术来破除这些障碍，提高纤维素的
生物可降解性。
2.1.1 木质纤维素预处理技术对水生植物厌氧发酵
产气的影响
预处理技术可以达到组分分离的目的，可以将木
质纤维素原料从原来抗木质纤维素酶系统的形式转
化为对水解作用更为有效的形式。例如降低聚合度、
增加孔隙度、减小结晶度和表面积等，从而使水解速
率和得糖效率得到改善，进而提高产气速率，缩短反
应时间。所以无论是厌氧发酵产沼气还是氢气，发酵
前对木质纤维素材料进行一定的预处理是相当有必
要的。

１２０

第 39 卷

一般来说，有效的预处理工艺需满足下列要求：
（2）提高糖的产
（1）打破木质纤维素复杂的三维结构；
率或酶水解糖化率；
（3）避免碳水化合物的降解；
（4）避
免对后续的水解发酵过程有抑制作用的副产品的生
成；
（5）木质素可以有效回收；
（6）具有竞争力的生产
[21]
成本 。目前，木质纤维素类植物原料的预处理方法
很多，主要包括生物法、物理法、化学法以及联合预处
理等。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以“木质纤维素预处
理”为检索词，搜索到 2000-2015 年 4 月 30 日的文献
有 5 297 篇（注：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2 日），筛
选出与木质纤维素预处理方法有关的文献（不含综述
性文献）共计 1 707 篇，结果统计见表 2（注：木质纤维
素预处理方法在所查阅的文献中有交叉重复）。
表2

不同预处理方法使用情况统计表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pretreatment methods’usage

预处理方法
生物法

具体方法
白腐真菌法

文献篇数
398

化学法

酸
碱
离子液体
氧化剂
有机溶剂
表面活性剂

459
350
113
52
42
23

物理法

高温热解
微波
超声波
机械研磨
超/亚临界水
辐射
膨化

110
38
40
54
32
24
8

物化法

蒸汽爆破
氨气爆破
CO2 爆破
电化学

135
10
7
8

联合法

物理+化学
化学+化学
生物+物化
物理+物理

231
90
33
8

从表 2 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使用较多的木质纤
维素预处理方法有：酸预处理、碱预处理、离子液体、
蒸汽爆破以及白腐真菌生物预处理。其中离子液体以
及蒸汽爆破是近几年使用较多的木质纤维素预处理
方法。生物法与其他预处理方法相比，消耗较少的化
学物质和能量，是一种生物安全、环境友好的处理方
式[22]，白腐菌（white-rot fungi）作为一种能降解木质素
的微生物，
已成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23]。
所以，开发更加优化高效的预处理工艺，是提高
水生植物厌氧消化产气效率的有效手段。沼气、氢气
这 2 种可再生清洁能源已成为水生植物厌氧发酵产
气的研究重点。

产沼气
沼气作为一种可再生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能源
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厌氧发酵产沼气的过程大致分为
3 个阶段：水解、
酸化、
产甲烷。目前，利用水生植物厌
氧发酵产沼气大多处于实验研究阶段。Singhal 等[24]认
为沼气的产生速率和产量与物料的 C、N 含量及 C/N
有关，
水生植物的不同及生长的水体环境不同，
导致C、
N 含量及 C/N 不同，沼气的产生速率和产量也不同。
张奕等 [25]对 3 种水生植物压滤液厌氧发酵产气条件
（厌氧污泥接种量和不同氮添加）进行了探究，发现在
发酵时间为 10 d，污泥接种量为 200 mL/L 时，可获得
最大产气量，为 863.2 mL，所产气体中甲烷含量为
720～750 mL/L，且添加 1 g/kg 尿素-氮可促进 3 种水
生植物压滤液发酵产气量分别提高 2%、
10%和 30%。
水葫芦的纤维素、木质素含量较高，是一种优良的发
酵原料[26]，利用水葫芦进行沼气发酵可以很快进入发
酵产气的高峰。李瑞君等[27]以水葫芦为唯一底料进行
厌氧发酵制沼气试验，结果显示，水葫芦厌氧发酵产
气潜力约为 500 mL/g TS。近年来，学者还发现水生植
物与不同废物混合发酵效果更好。Triscari 等[28]将浮萍
与牛粪混合进行厌氧消化，结果表明，其挥发性底物
（VS） 产气率比以牛粪为单独底物消化提高了 0.5%～
2%。但水生植物中木质纤维素的难降解导致产气效率
低已成为水生植物厌氧发酵产沼气推广应用的关键
问题。
2.1.3 产氢气
水生植物中富含的纤维木质素可通过复杂的生
化过程降解成葡萄糖，而葡萄糖可以通过细菌的代谢
作用产生氢气。蛋白质和各种氨基酸也能通过细菌的
代谢作用产生丙酮酸，进而产生氢气，具体过程如下：
2.1.2

分解

脱氨

蛋白质→氨基酸→丙酮酸[29]。目前，国内外有关
水生植物厌氧产氢的报道甚少。周俊虎等[30]以加热预
处理的厌氧活性污泥为接种物，对凤眼莲进行发酵产
氢研究，结果表明，将凤眼莲茎叶经强碱（NaOH）预处
理和酶解后，控制发酵液 pH 值为 6 和温度为 35 ℃
时，得到单位产氢量为 49.7mL/g，最大产氢速率可达
0.48 mL/（h·g）。程军等[31]以沼气池污泥和水葫芦为混
合发酵底物研究厌氧产氢特性，结果表明，必须在沼
气池污泥底物中加入优势产氢菌株作接种物才能产
生大量氢气。由于水葫芦高纤维素、低糖类的特性增
加了产氢难度和限制了产氢气量。如果能够采取一定
的预处理措施提高水生植物中糖类含量，水生植物厌
氧产氢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2.2 低等水生植物微藻产油
生物柴油作为化石柴油的替代品，已成为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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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绿色能源。生物柴油，又名单
烷基脂肪酸酯，可以从可再生原料如油料作物（大豆
油、玉米油）、野生油料作物（棕榈油）等植物油脂，动
物油脂（动物脂肪）、餐饮废油（地沟油）以及微藻油脂
中获得[32]。
其中微藻被认为是生物柴油最具潜力的生产原
料。与其他油料作物相比，微藻具有诸多优点：
（1）微
藻资源丰富，对生长环境要求低，不受地域和季节的
限制，可以在滩涂地、荒废地、盐碱地等非农业用地上
种植[33]。
（2）微藻结构简单，无根茎叶分化，预处理成
本相对较低，且在提取油脂后剩余的藻渣还可用于生
产其他高附加值产品[34]。
（3）生长周期短，光合效率
高，其合成油脂效率比产量最高的油料作物高 20 多
倍[35]。
（4）微藻光合作用固定 CO2，同时可以高效吸收
废水中氮磷等营养盐，研究者发现用废水来培养微
藻，
不仅可以实现对富氮磷废水高效无害化处理，
还可
[36]
为微藻生产油脂提供丰富廉价的营养与水资源 。微
藻生物柴油技术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藻种筛选→
规模化培养→藻体采收→油脂提取→生物柴油。此
外，微藻经油脂提取后，残渣中还有大量蛋白质、糖类
等营养物质可作为动物饲料；剩余较难利用的微藻残
渣可用来厌氧发酵生产沼气[37]，作为微藻培养场的照
明或直接作为火力发电燃料等，具体如图 1 所示。
在微藻生物柴油生产工艺流程中，产油微藻的选
育以及培养是大规模生产的重要前提。相关科研学者
对这两方面的研究相当重视，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高产油微藻的选育
据报道，自然界中约有 40 000 种微藻，种质资源
极其丰富[38]。即便如此，其中被研究和开发的微藻仅
仅是很少的一部分[39]。并且，不同种类的微藻，细胞中
的脂质含量不同（如图 2 所示），甚至同一品种不同品
系之间差异也很大。选育出优良富油的微藻是微藻生
物柴油效率提高与降低成本的首个关键环节。目前，
选育出优良富油微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优化微藻的
培养条件（如光照[40]、营养盐[41-42]等）、改变微藻的培养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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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光自养培养、
光异养培养、兼性培养[43-45]等）和
对藻株进行诱变（如利用化学方法：甲基磺酸乙酯 [46]、
亚硝基胍 [47]；物理方法：紫外线 [48]、激光 [49]、γ 射线 [50]等
诱变），此外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定向改造微藻代谢途
径以提升微藻含油量方面的研究也逐步开始[51]。

微藻规模化生产
微藻规模化生产以确保微藻生物质的持续稳定
供应是微藻柴油生产的关键一步。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美国能源部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就开始了微藻
生物柴油的研究计划，并率先开展了中试放大试验，
微藻油脂含量高达 40%~60%，大大带动了微藻能源的
发展。
现阶段应用较多的 2 种可行的大规模培养微藻
的技术是：开放式（跑道池）和封闭式（管道式）光生物
反应器。跑道池培养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微藻
生产方式，主要由环形跑道水池、搅拌桨、营养盐补给
管口、CO2 补给口以及配套的遮阴、控温系统等组成。
普遍运用于螺旋藻、盐藻、小球藻等生长快、生境相对
特殊的微藻培养。管道式光生物反应器微藻培养是封
闭式光生物反应器中应用较广泛的一种，
由力泵系统、
培养液混合与抽排气系统、控温系统等组成。适用于
较少量的纯种微藻快速培养，例如，为大规模产油微
藻的大池培养提供接种藻，或者是高附加值经济微藻
的生产等。
开放式与封闭 式 光 生 物 反 应 器 2 种 微 藻 培 养
技术，有各自的优缺点（见表 3）。其中开放式培养
因其基建运行费用低、结构简单，已经在商业生产中
应用，主要是对螺旋藻和小球藻等少数微藻进行商
业生产。但同时因为培养密度低、易污染、占地面积
大、利用效率低等缺点，开放式培养的应用受到很
大限制。
我国微藻养殖的历史较短，技术上与美国等先进
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近年来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开始
加大了对微藻生物柴油的重视程度和研发力度，取得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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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 种微藻培养方式的优缺点比较

Table 3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wo microalgae cultivation methods

培养器类型

主要形式

培养对象

优点

缺点

开放式反应器

适用于少数能够耐受极
跑道式、
水泥式、
端环境的微藻（螺旋藻、
玻璃刚水槽等
盐藻、小球藻等）

1、基建、
运行费用低；
2、容易清洗；
3、技术成熟，易于放大。

1、
占地面积大，藻培养过程中易
污染，受外界影响大；
2、
水蒸发量大，CO2 易溢出；
3、
培养密度低，利用效率低；
4、
培养液回收量大，
回收成本高。

封闭式反应器

柱式、管道式、
板式等

1、密闭培养，不易染菌，可用于纯种培养；
2、占地面积小，培养密度高，易于收获；
3、水分、
CO2 损失小，生产效率高；
4、可对运行参数进行控制。

1、
基建、运行费用高；
2、
表面容易形成生物膜，较难
清洗；
3、
在传质、
传热及透光上需强化，
技术先进但不成熟。

适合各种微藻

了较多研究成果。山东海洋工程研究院培育出了脂肪
含量高达 68%的富油微藻，并利用其生产生物柴油[52]。
2010 年新奥集团在内蒙古建成 5 000 t 微藻生物柴
油示范工程。2011 年 2 月，我国微藻能源方向的首个
“973 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微藻
能源规模化制备的科学基础”正式启动。在 5 年时间
内，项目团队将开发出一个“微藻资源库”，有望提供
不同气候条件下生长的藻株。该
适合在我国不同地方、
项目有望突破微藻制油的高成本瓶颈，让藻类替代农
作物，成为生物柴油的重要来源[53]。
2.3 水生植物型微生物燃料电池产电
植物微生物燃料电池 （plant microbial fuel cell，
PMFC）是将植物引入微生物燃料电池（MFC）系统，绿
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同时根系向周围环
境分泌不同种类的有机物，包括糖类、有机酸、高分子
碳水化合物、酶及死亡的根细胞等，占大约 20%~40%
植物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生物量。并且这些根系分泌物
可被产电微生物利用，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转换为生
物电，此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又能被植物根系吸
收，用于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实现可持续再生电能
的能源技术[54]。
水生植物生物量大，根系发达，茎杆强韧，根系分
泌物量大，将其与微生物燃料电池耦合已经成为当前
Plant-MFC 中研究热点之一。目前研究较多的水生植
物-微生物燃料电池包括以低等水生植物如绿藻
（Chlorophyta）、蓝藻（Cyanobacteria）等浮游植物和大
型水生能源植物水稻（Oryza sativa）、大米草（Spartina
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
芦苇（Phragmites
anglica）、
australis）及甜茅属（Glyceria）等与 MFC 耦合的电池
（见表 4）。其中，Strik 课题组围绕植物型微生物燃料
电池这项新能源技术已经做出大量研究，并取得较好
的成果。2008 年，Strik 等 [55] 首次在实验室以水甜茅
（Glyceria maxima）构建大型水生植物-微生物燃料电
池，并得到最大产电量为 67 mW/m2。在这之后，该课
题组又陆续在实验室研究了利用大米草 [56]、野古草

（Arundinella anomala）和花叶芦荻（Arundo donax）等
不同类型的大型植物为电池阳极构建的 MFC 的产电
特性、
植物生长以及微生物群落[57]。2014 年，该课题组
使用生物阴极替代常用的铁氰化物阴极，大大提高了
阴极的氧化还原电位，平均产电量高达 240 mW/m2，
相较铁氰化物阴极，产电量提高了 127 mW/m2[58]。就
产电量而言，该课题组在这几年内将产电量提高了近
3 倍，并认为 Plant-MFC 理论最优产电功率可以达到
3.2 W/m2。我们可以相信未来就 Plant -MFC 产 电 量
而言，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Plant-MFC 可以成
为一种可持续产生绿色电能的新能源技术。
植物型微生物燃料电池不仅在产电上具有巨大
的应用前景，同时还可以用于处理污水，净化水质，
这也促进了 Plant-MFC 在湖泊、海洋底泥及水体环境
等水生植被修复工程中的应用推广。Venkata Mohan
等 [69]用漂浮植物凤眼莲与沉积型微生物燃料电池相
耦合（将非催化的电极埋在系统中）构成 PMFC，并向
装置中连续式输入生活污水及酿酒废水，结果显示，
该产电装置对酿酒废水有较好的同步处理效果（COD
去除率 86.67%，
VFA 去除率72.32%），同时产电效果良
好，最大产电量为 224.93 mA/m2。
此外，植物型微生物燃料电池有望实现水生植物
资源的原位利用。在水生植物生长地填埋电极构建微
生物燃料电池，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同时根系释放分泌
物供产电菌利用，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在不影响水生植物生长的前提下，不仅提高了水生植
物生物质资源利用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能源化利用
的成本。2007 年，Kaku 等[60]直接在水稻试验田中引入
了微生物燃料电池，随着水稻的生长，Plant-MFC 也
2
不断的产电，产电量达到 6 mW/m（以阳极投影面积
为标准），在不影响水稻产量的前提下，成功实现植物
资源的原位利用。Strik 等[55]也认为植物型微生物燃料
电池（Plant-MFC）是一种原位开发植物生物质能的技
术。但要保证该电池装置在自然环境下也能产生较高
的电能[67]。

第 11 期

周银，
等
表4

１２３

水生植物能源化利用技术与方法研究进展

部分水生植物型微生物燃料电池研究统计表

Table 4 The statistics of the research of part of aquatic plant-MFC

生活型

沼生植物

浮叶植物

植物种类

研究年份

电子供体

电子受体（催化剂）

运行时间
/d

最大电流密度
/mA·m-2

水稻[59-61]

2008-2010

根系分泌物、水稻土壤

O2 或 K3[Fe(CN)6]

120~134

52~163

6~14

水甜茅[55，62-64]

2008-2013

根系分泌物

O2 或 K3[Fe(CN)6]

67~85

153

60~80

大米草[56，65-67]

2010-2013

根系分泌物

O2 或 K3[Fe(CN)6]

33~365

469

79~222

野古草[65]

2010

根系分泌物

O2 或 K3[Fe(CN)6]

112

_

22

芦苇[68]

2013

人工废水

O2

180

37.1

43

2011-2012

底泥有机物根系分泌物、
污水

O2

45~210

224.93

380

水葫芦

[69-70]

2008-2009

藻代谢物

O2 或 K3[Fe(CN)6]

5~161

26~210

110

蓝藻[74-75]

2009-2010

藻代谢物

O2 或 K3[Fe(CN)6]

>20

13~105

1.4~41

绿藻[76-77]

2009-2010

藻代谢物

O2

>7

86~96

14~84

丝状藻[78-79]

2009-2010

藻代谢物

O2

8~20

5~115

0.2~5.9

集胞藻[78]

2009

藻代谢物

O2

18

5

0.5

小球藻

[71-73]

藻类植物

最大功率密度
/mW·m-2

注：表中最大电流密度和最大功率密度都是相对于电极面积。

目前，Plant-MFC 研究仍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其
广泛性应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在国内，植物型
微生物燃料电池的研究较少。未来，Plant-MFC 将主
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展开：
（1）继续提高 Plant-MFC 的
功率密度输出，保证较高的成本效益，如降低电池内
阻，减小电子转移过程中的屏蔽作用或阻力，改进电
（2）提高植物根系分泌物的量，为
池反应器的构型等。
阳极产电菌提供充足的基质，解决 Plant-MFC 存在的
基质限制问题。
（3）改进电池中植物生长状况，确保植
物在长期持续产电环境下不受损害，尽管 Timmers 等
的研究显示，在长达 119 d 的持续产电过程中没有对

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水生植物微生物燃料电池
应用方面，许多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相关科
研工作者进一步做好理论研究，为实现推广应用打好
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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