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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综合性实验强化物理化学理论课教学探索
——以原电池设计为例
司玉军*，刘新露，张瀚丹，刘珊珊，刘旖歆
四川轻化工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基于物理化学电化学理论，由本科生将酸碱中和反应设计为原电池并予以实现。通过项目实施，有效增强学
生对物理化学课程的学习兴趣，加深其对电化学理论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建立起对科学研究的直观认识，提升学生
科学研究素养，开阔学术视野，强化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能力，为创新物理化学课程教学模式做出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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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Chemistry by Introduc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Taking the Galvanic Cell Design as an
Example
Yujun Si *, Xinlu Liu, Handan Zhang, Shanshan Liu, Yixin Liu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 Galvanic cell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acid-base neutralization reaction by undergraduates according
to the electrochemical theory in physical chemistry. By carrying out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undergraduates on physical chemistry was inspired.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principle of electrochemistry
was enhanced. In addition, the undergraduates also established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n scientific research by
combining the experiments with the theory. It is helpful to broaden the academic horizons of the undergraduates and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to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practice. The work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mode of physical chemistry.
Key Words: Physical chemistr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Acid-base neutralization reaction;
Galvanic cell design

物质化学反应过程中常伴随有热、电、光、声、磁等物理现象。物理化学就是从化学现象和物
理现象之间的联系来探求化学变化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物理化学采纳物理学的理论成就与实验技
术，借助数学方法探索、归纳和研究化学的基本规律和理论，构成化学科学的理论基础。物理化学
的水平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化学发展的深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物理化学的基
本内容，逐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
初学者往往感到物理化学的概念、理论太抽象，学习难度大。实际上物理化学作为理论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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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的学科，课程的每个知识板块都有特定教学实验与之对应。但是常规教学实验项目重实验操作、
轻实验设计。教师若能同步将学生吸引到实验室，鼓励学生将知识、能力、思考融于一体，把在课
堂内学习的理论知识，设计成对应的综合性实验，无疑将会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锻炼手脑
并用，提高学生对物理化学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科研与创新能力。
电化学是物理化学课程中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的核心板块之一。电化学研究电能和化学能之间
相互转化及转化过程中的有关规律，其中电能转变为化学能的应用为电解，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应
用为原电池(简称电池)。原电池设计和应用是解决当今社会能源问题的途径之一，与人类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本工作以物理化学电化学章节中原电池设计与实现为例，将部分本科生吸引至实验室开
展相关实验研究，让学生真实领会理论学习与研究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体会到学以致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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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池设计基本理论

由吉布斯函数的物理意义可知，在等温等压、可逆条件下进行的自发反应，对环境所做的最大
非体积功等于该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若设计合适的原电池使化学反应在电池内进行，且当非体积
功只有电功时，该电池的电动势与化学反应吉布斯函数变之间的关系可由式(1)表示[2]：
(1)
∆r 𝐺m = −𝑧𝐹𝐸
式中，ΔrGm 为电池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z 为反应进度 ζ = 1 mol 时的电子转移数，F 为法
拉第常数，E 为可逆电池的电动势。
在电化学中，将一个自发反应设计为电池的基本思路为：
(1) 对于氧化还原反应，根据某元素在反应前后化合价的变化，确定氧化还原电对，写出得电子
的正极反应和失电子的负极反应方程式，从而确定电池的正极、负极和电解质溶液体系。
(2) 对于非氧化还原反应，需在反应方程式两边加上同一物质，且该物质中某元素与原反应中
的相同元素具有不同化合价，从而与原有物质构成氧化还原电对，据此写出电池的正、负极电极反
应方程式，确定电池的正极、负极和电解质溶液体系。
(3) 设计可逆电池，写出电池简式，考虑电极材料、溶液浓度、相界面(如双液电池必须加盐桥)
等影响电池电动势的因素。
(4) 检查所设计电池反应是否与原反应相吻合，判断电池设计的正确性。

2

酸碱中和反应原电池的理论设计

酸碱中和反应为典型的自发反应，其反应方程式如式(2)所示：
H+ (𝑎+ ) + OH− (𝑎− ) → H2 O(l)
(2)
式中 a+和 a−是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的活度。已知 298.15 K 下，氢离子、氢氧根离子、液态水的
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分别为 0、−157.244、−237.129 kJ·mol−1，由此可计算出反应式(2)的标准摩
⊖
= −79.885 kJ·mol−1。由此表明，在标准状态下该反应能自发进行；在近标准
尔吉布斯函数变∆r 𝐺m
态下，吉布斯函数变没有显著变化，该反应也能自发进行，因此可以将酸碱中和反应设计为原电池。
学生学习电化学理论知识的时候，对于将非氧化还原反应的酸碱中和反应设计为原电池比较难
于理解。因为这个反应中元素的化合价没有变化，表观上没有涉及到电子的转移，不能直接判断出
电池的正负极反应。为了将该反应设计成原电池，在反应方程式两边分别加入氧气或者氢气，就可
以“造出”氧或氢元素的氧化还原电对，从而得到电池的正极和负极[2]。基于实际操作的便利性，氧
气可以来源于空气、易于控制，因此，本工作采用添加氧气的方式来设计原电池，其总反应方程式
如式(3)所示：
1 O (g, 𝑝) + H+ (𝑎 ) + OH− (𝑎 ) → H O(l) + 1 O (g, 𝑝)
(3)
+
−
2
4 2
4 2
阳极 (负极，失去电子 )反应为氧气析出反应，如式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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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a−) → 1 H2O(l) + 1 O2(g,p) + e−
(Eϴ− = 0.401 V)
(4)
2
4
阴极 (正极，得到电子 )反应为氧气还原反应，如式 (5)所示：
1 O (g,p) + H+(a ) + e− → 1 H O(l)
(Eϴ+ = 1.229 V)
(5)
2
+
2
4
2
根据式 (1)，可以计算出该电池的标准电动势为：
∆ 𝐺⊖
−79.885 × 103 J · mol−1
𝐸⊖ = − 𝑟 m = −
= 0.828 V
𝑧𝐹
1 × 96500 C · mol−1
综上所述，经过设计后，非氧化还原反应的酸碱中和反应可以由两个涉及电子转移的电极半反
应实现，从而具备将其设计为原电池的基础。

3

酸碱中和反应原电池的实现

由于式 (4)、式 (5)所述的电极反应涉及到酸、碱两种不同性质的溶液，因此，酸碱中和反应原电
池应为双液电池。可将一定浓度的酸溶液和碱溶液盛装于不同容器中，通过盐桥将两种溶液连接起
来。本工作所用电解液分别为 0.5 mol·L−1 H2SO4 (正极，加 1 滴甲基橙指示剂，显红色 )和 1.0 mol·L−1
KOH 溶液(负极，加 1 滴甲基橙指示剂，显黄色 )。
该电池的电动势由能斯特方程计算，如式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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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欲计算电池电动势，需要知道 0.5 mol·L−1 H2SO4 溶液中氢离子和 1.0 mol·L−1 KOH 溶
液中氢氧根离子的活度 a+、a−。若知道离子的质量摩尔浓度 b 和活度因子 γ，则离子活度可由式 (7)
计算：
b
ai  γi i
(7)
b
强电解质溶液中，单个离子的活度因子无法测定，可近似认为离子的活度因子等于电解质溶液
的平均活度因子，即𝛾+ 𝛾− 𝛾± [2]。对于 0.5 mol·L−1 H2SO4 溶液，298.15 K 时密度约为 1.03 g·cm−3，
溶液、氢离子的质量摩尔浓度分别为 0.53、1.06 mol·kg−1；对于 1.0 mol·L−1 KOH 溶液，298.15 K 时
密度约为 1.06 g·cm−3，溶液、氢氧根离子质量摩尔浓度均为 1.06 mol·kg−1。查文献[2]得 0.5 mol·kg−1
H2SO4 溶液的𝛾± = 0.154，则氢离子活度 a+ = 0.163；查文献[3]得 1.0 mol·kg−1 KOH 溶液的𝛾± = 0.679，
则氢氧根离子活度 a− = 0.720。将 a+、a−的数值代入式 (6)，从理论上计算出本工作设计电池的电动势
E = 0.743 V，即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对标准态的偏离使电池电动势下降 0.055 V。
酸碱中和反应原电池的实现需要克服的一个阻碍是催化剂，这涉及到物理化学中热力学和动力
学之间联系的问题：即热力学主要研究过程的方向和限度，动力学主要研究反应速率和机理；在热
力学上可行的反应，在实际条件下往往需要催化剂促进才能有效进行。针对这样的问题提示，学生
查阅了有关氧还原、氧析出反应催化剂的文献，有效地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结构，为后续毕业
论文等教学环节的学习打下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项目组学生将 0.5 mol·L−1 H2SO4 和 1.0 mol·L−1 KOH 溶液装入不同的玻璃槽，
通过盐桥将二者连接起来，并用泡沫镍作为电极集流体，电池装置如图 1(a)所示。图 1(b)为以空白
泡沫镍为正、负极集流体兼催化剂所得的电池；图 1(c)为以空白泡沫镍为负极集流体兼催化剂、以
自制氮掺杂炭黑为正极氧还原反应催化剂的电池 [4]。为确保负极析出的氧气能够及时排出，正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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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需要的氧气能够从空气中及时供给，在组装电池时，让两个泡沫镍集流体电极都处于电解液表面。
酸碱中和反应原电池的性能通过测试电池开路电压初步表征，测试在 CHI760E(上海辰华 )电化
学工作站上进行。对于负极氧析出反应， IrO2 和 RuO2 是较好的催化剂[5]，而对于正极氧还原反应，
Pt 基催化剂表现出良好的性能[6]。显然这两类催化剂都是贵金属物质，储量有限、成本较高，开发
其替代催化剂是科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本工作中，学生在以泡沫镍为集流体的同时，也直接
将其作为氧析出、氧还原反应催化剂，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势，结果如图 2(a)曲线所示。可以看出，
该电池的开路电压约为 0.092 V。这一数值为正值说明，将酸碱中和反应设计为原电池是可以实现
的，但是测量值与理论值 0.743 V 差异较大。原因之一是电池电动势理论值的计算是建立在可逆、
平衡的基础之上，但是在实际测量时氧电极反应难于达到真正的平衡，从而降低原电池的电压输出；
不同催化剂性能的差异也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电化学极化，而使原电池的实际输出电压低于理论值。
针对催化剂性能差异的影响，项目组学生将自制的氮掺杂炭黑氧还原反应催化剂涂敷在正极泡沫镍
上，以促进氧还原反应的有效进行。由此所得原电池的开路电压测试如图 2(b)所示，可以看出，在
催化剂的促进之下，原电池开路电压大幅度提升至 0.55 V 以上，在测试时间范围内还出现上升的趋
势，项目组学生在对实验效果表示惊奇的同时，也对催化剂的作用有了直观的认识。

图1

(a) 酸碱中和反应电池；(b) 空白泡沫镍为正极反应催化剂；(c) 氮掺杂炭黑为正极反应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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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酸碱中和反应原电池开路电压测试曲线

以上结果初步表明，将一个自发反应设计为原电池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原电池要具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反应体系选择、催化剂性能、电池结构设计、电池寿命、实际放
电特性等多方面的影响都需要进行综合考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学生具有全面而扎实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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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量的文献，并通过团队的协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为促进学生建立正确学习观起到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4

结语

本工作将本科生吸引至实验室，以物理化学电化学理论为基础，将酸碱中和反应设计为原电池，
并予以实现。在综合实验开展中，学生遇到了在常规教学实验中难以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促使学生
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查文献、问老师、做实验等不同的途径予以解决。通过实验项目的实施，使
学生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强化了其在今后学习中需要更加努力提高自觉性，有效激发了学生
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为大学后续阶段的学习指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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