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018058.4

(22)申请日 2020.01.08

(71)申请人 福建师范大学

地址 350007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8

号

(72)发明人 付丽　秦艾　刘椿桦　王晨屹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市景弘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5219

代理人 林祥翔　郭鹏飞

(51)Int.Cl.

C25B 1/10(2006.01)

C25B 9/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包

括第一分槽、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第一分槽及

第二分槽的侧壁均为向外凸出的凸面，且材质为

石英玻璃；第一分槽、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均开

设有电极口，用于放置电极；第一分槽和第二分

槽之间设置有第一连通管，且第一连通管将第一

分槽和第二分槽连通；第二分槽和第三分槽之间

设置有第二连通管，且第二连通管将第二分槽和

第三分槽连通。光电催化电解水过程中，由于第

一分槽、第二分槽的材质为石英玻璃，因而透光

性更好，保证电极材料的光照面积相同，减少外

界条件引起的光损失；另外，光源照射至第一分

槽、第二分槽的平行光均会在凸面的作用下汇

聚。本发明具有提高光能利用率及水解性能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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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分槽、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

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的侧壁均为向外凸出的凸面，且材质为石英玻璃；第一分槽、

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均开设有电极口，用于放置电极；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之间设置有第

一连通管，且第一连通管将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连通；第二分槽和第三分槽之间设置有第

二连通管，且第二连通管将第二分槽和第三分槽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槽橄榄形或水

滴形；所述第二分槽为橄榄形或水滴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

的侧壁弯曲角度为10度-60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

的电极口分别设置于第一分槽、第二分槽的顶面处；所述第一分槽的电极口的中心至第一

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心的连线，与第一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线的夹角为10度-90度；所述第

二分槽的电极口的中心至第二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心的连线，与第二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

线的夹角为10度-90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

的侧壁还均开设有辅助口，且辅助口均设置有辅助管；所述辅助管向上倾斜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管的长度为1cm、

直径为0.5mm-1m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两个辅助密封塞；

两个辅助密封塞分别于未使用辅助管时，塞于辅助管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管内设置有

离子交换膜。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管包括第一

分管及第二分管；所述第一分管的一端连通至第一分槽处，所述第二分管的一端连通至第

二分槽处；第一分管和第二分管可拆卸连接；所述离子交换膜设置于第一分管或第二分管

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三个电极口密封

塞，所述电极口密封塞开设有供电极穿过的开口；三个电极口密封塞分别塞于第一分槽、第

二分槽及第三分槽的电极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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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电催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光电催化分解水能制氢，使用该方式制氢需要完整的一套电解池，也需要光源，在

实际应用中会通过太阳能作为光源，来将水分解转化为洁净的氢能，即能实现太阳能转化

为氢能，是备受青睐的缓解能源危机的方式。

[0003] 电解池设计及其电解液等因素都会影响光源聚集的程度，而光源聚集的程度则会

影响光电催化系统的整体表现，及不利于在实验室中对半导体材料的研究，而目前的电解

池设计普遍光转换率低，因而电解水性能未能充分发挥。

发明内容

[0004] 为此，需要提供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光电催化分解水因

聚光率低而解水性能低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发明人提供了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包括第一分槽、第二分

槽及第三分槽；

[0006] 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的侧壁均为向外凸出的凸面，且材质为石英玻璃；第一

分槽、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均开设有电极口，用于放置电极；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之间设置

有第一连通管，且第一连通管将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连通；第二分槽和第三分槽之间设置

有第二连通管，且第二连通管将第二分槽和第三分槽连通。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第一分槽橄榄形或水滴形；所述第二分槽为橄

榄形或水滴形。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的侧壁弯曲角度为10度-

60度。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的电极口分别设置于第一

分槽、第二分槽的顶面处；所述第一分槽的电极口的中心至第一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心的

连线，与第一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线的夹角为10度-90度；所述第二分槽的电极口的中心至

第二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心的连线，与第二分槽的侧壁的圆弧中线的夹角为10度-90度。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的侧壁还均开设有辅助

口，且辅助口均设置有辅助管；所述辅助管向上倾斜设置。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辅助管的长度为1cm、直径为0.5mm-1mm。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还包括两个辅助密封塞；两个辅助密封塞分别于未

使用辅助管时，塞于辅助管处。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第一连接管内设置有离子交换膜。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所述第一连接管包括第一分管及第二分管；所述第

一分管的一端连通至第一分槽处，所述第二分管的一端连通至第二分槽处；第一分管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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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管可拆卸连接；所述离子交换膜设置于第一分管或第二分管内。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结构，还包括三个电极口密封塞，所述电极口密封塞开设

有供电极穿过的开口；三个电极口密封塞分别塞于第一分槽、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的电极

口处。

[0016] 区别于现有技术，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包括第一分槽、

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所述第一分槽及第二分槽的侧壁均为向外凸出的凸面，且材质为石

英玻璃；第一分槽、第二分槽及第三分槽均开设有电极口，用于放置电极；第一分槽和第二

分槽之间设置有第一连通管，且第一连通管将第一分槽和第二分槽连通；第二分槽和第三

分槽之间设置有第二连通管，且第二连通管将第二分槽和第三分槽连通。在需要进行光电

催化分解水时，第一分槽、第二分槽、第三分槽分别放置对电极、工作电极、参比电极，且分

别加入相应的电解液，并提供照射对电极和工作电极的光源，光电催化过程中，由于第一分

槽、第二分槽的材质为石英玻璃，因而透光性更好，还可以保证电极材料的光照面积相同，

减少外界条件引起的光损失；另外，第一分槽、第二分槽的侧壁均为向外凸出的凸面，因而，

光源照射至第一分槽、第二分槽的平行光均会在凸面的作用下汇聚，从而可以提高光能利

用率及水解性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涉及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的结构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涉及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的侧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涉及的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的俯视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1、第一分槽；

[0022] 10、电极口；

[0023] 11、电极口密封塞；

[0024] 110、开口；

[0025] 12、辅助管；

[0026] 13、辅助密封塞；

[0027] 2、第二分槽；

[0028] 3、第三分槽；

[0029] 4、第一分管；

[0030] 5、第二分管；

[0031] 6、第二连通管；

[0032] 7、离子交换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详细说明技术方案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具体实

施例并配合附图详予说明。

[0034]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用于为进行光电催化分解水

提供电解池设备，尤其是可以提高照射对电极和工作电极的平行光的聚光率，以实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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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水性能及光能利用率的目的，这样还能够有助于实验室利用半导体材料对光电解水的

研究。

[0035] 在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聚光三电极电解装置包括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及第三

分槽3。所述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第三分槽3均用于放置半导体材料及其电解液，以及使

得参比电极(RE)、工作电极(WE)、对电极(CE)分别处于相对独立的体系中，为半导体材料进

行光电解提供反应空间。具体地，所述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第三分槽3分别用于放置对电

极(CE)、工作电极(WE)、参比电极(RE)，若实验中使用两种光电极材料，分别将光阴极和光

阳极放置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中；若只使用光阳极半导体材料，将其置于第二分槽2中。

[0036] 由于对电极和工作电极需要进行光照，因而，放置对电极和工作电极的第一分槽

1、第二分槽2均需要能够供光线穿过，在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的材

质均为石英玻璃，相对于用普通玻璃制成的分槽，这样的设置使得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的

透光能力好，减少外界条件引起的光损失，在进行光电催化时，能够保证光电极材料的光照

面积相同，减小实验误差；另外，还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电绝缘性能好等优点。

[0037] 所述第一分槽1及第二分槽2的侧壁均为向外凸出的凸面，在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

2分别放置两种光阴极和光阴极材料，且光源照射至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处时，在凸面的

作用下，光源所照射出来的平行光会被汇聚并分别投射进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内，因而，

这样可以实现聚光的效果，且聚光性能良好，提高了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内对电极、工作

电极及电解液的光吸收，从而提高了光电解水性能以及光能利用率的问题，即提高了光能

转换效率，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0038] 所述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的侧壁的凸面为光滑面，在某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

分槽1可以为橄榄形，也可以为水滴形；同样地，所述第二分槽2可以为橄榄形，也可以为水

滴形。优选将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设置成大小和形状一致，当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设

置成大小一致的橄榄形时，具体地，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的具体形状为橄榄形上下截取

相同部分的形状，即中间肥，顶部和底部窄，弯曲角度适中，如所述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

的侧壁弯曲角度为10度-60度，这样更有利于平行光的聚集，也可以使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

2均能够独立稳定地放置在实验台上。

[0039] 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及第三分槽3均开设有电极口10，用于放置电极，电解液也

可从电极口10处倒入，优选将第一分槽1的电极口10设置于第一分槽1的顶面，第二分槽2的

电极口10设置于第二分槽2的顶面，第三分槽3的电极口10设置于第三分槽3的顶面，将对电

极、工作电极、参比电极分别放入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第三分槽3的电极口10处时，对电

极、工作电极、参比电极均能竖向放置。

[0040] 在所述第一分槽1及第二分槽2的电极口10分别设置于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的顶

面处，且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均设置成橄榄形或水滴形时，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第

一分槽1的电极口10的中心至第一分槽1的侧壁的圆弧中心的连线，与第一分槽1的侧壁的

圆弧中线的夹角为10度-90度；所述第二分槽2的电极口10的中心至第二分槽2的侧壁的圆

弧中心的连线，与第二分槽2的侧壁的圆弧中线的夹角为10度-90度。

[0041] 在某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第三分槽3的高度一致，即如图2所

示的h1、h2、h3相同，高度值可以为7cm-12cm。由于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主要用于放置对

电极、工作电极，常用的对电极为铂电极，其直径约8.7mm；工作电极需要用铂电极固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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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铂电极夹的聚四氟乙烯杆子直径约为6mm，所以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的电极口10的

直径，如图3所示的d1、d2，为6mm-12mm。第三分槽3用于放置参比电极，碱性体系中常用的参

比电极有Hg/HgO、Ag/AgCl，因此第三分槽3的直径，如图3所示的d3，为9.0mm-12.0mm。

[0042]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还包括三个电极口密封塞11，其材质可以为橡胶。在将三个

电极分别插入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第三分槽3的液面中后，可以直接通过电极口密封塞

11密封，也可以是所述电极口密封塞11开设有供电极穿过的开口110；三个电极口密封塞11

分别塞于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及第三分槽3的电极口10处，三个电极分别由三个电极口密

封塞11的开口110处插入液面中，电极口密封塞11具有弹性，电极插入后，电极口密封塞11

的开口110被撑开，且反作用环绕着夹紧电极，起到密封的作用，还可以夹持电极，使电极平

稳地插于液面处。

[0043] 因为参比电极不用光照，因而，放置参比电极的第三分槽3可以仅设置成圆柱形即

可。

[0044]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述第一分槽1及第二分槽2的侧壁还均开设有辅助口，且辅

助口均设置有辅助管12；所述辅助管12向上倾斜设置。通过所述辅助管12辅助配合用户进

行光电解水过程，例如，若需要大量电解液，可以分别从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及第三分槽3

的电极口10处倒入，若需要少量的电解液，可以从第一分槽1、第二分槽2侧面的辅助口处用

滴管滴入。再例如，在碱溶液中进行光电解水时，对电极和工作电极上都会产生气体，若产

生的氧气吸附在光阳极表面，会阻止电解液与半导体材料继续接触进行表面反应，不利于

光电解，此时可以通过辅助口，用注射器或者气球把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可以反应体系的

气体含量，若是其它产生有害气体的体系，可以防止污染大气。再例如，若将其直接与气相

色谱连接，根据两个电极产生的气体含量，可以来计算化学反应速率，从而进行动力学研

究。

[0045]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辅助管12的长度，如图2所示的L1，为1cm，由于辅助口主

要起辅助作用，它的直径不能太大，因此其直径，如图3所示的d4、d5，为0.5mm-1mm。

[0046] 在某一实施例中，还包括两个辅助密封塞13；两个辅助密封塞13分别于未使用辅

助管12时，塞于辅助管12处。滴液或收集气体时，取出辅助密封塞13；定量分析时取出辅助

密封塞13，并直接与气相色谱连接。

[0047] 第一分槽1和第二分槽2之间设置有第一连通管，且第一连通管将第一分槽1和第

二分槽2连通，即连通了阴极和阳极；第二分槽2和第三分槽3之间设置有第二连通管6，且第

二连通管6将第二分槽2和第三分槽3连通。具体地，所述第一连通管和第二连通管6的大小

和形状相同设置，且二者相互垂直设置，即第一连通管和第二连通管6的夹角，如图3所述的

β，为90度，这样可以保持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对电极之间的距离相等；第一分槽1和第二

分槽2在同一个平面，第二分槽2和第三分槽3在同一个平面，减少了整个装置的占用空间；

以及使液体在整个装置中具有良好的流通性。

[0048]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连接管内设置有离子交换膜7。通过离子交换膜7的

选择透过性，阴离子和阳离子定向迁移到特定的电极上参加反应，提高反应效率；其次反应

产生的气体不能通过，避免了阴极和阳极产生的气体流入相互的体系中，降低反应速率的

情况。

[0049]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连接管包括第一分管4及第二分管5；所述第一分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1172552 A

6



管4的一端连通至第一分槽1处，所述第二分管5的一端连通至第二分槽2处；第一分管4和第

二分管5可拆卸连接；所述离子交换膜7设置于第一分管4或第二分管5内。由于可以拆卸，因

而，清洗和更换离子交换膜7就非常方便。

[0050] 所述第一分管4和第二分管5可以通关套接的方式可拆卸连接，如第一分管4可套

紧于第二分管5内，或第二分管5可套紧于第一分管4内，套紧的方式可以是螺纹连接，可以

是过盈卡合，或是通过夹子夹紧，亦或是通过绝缘密封胶加固，在优选的实施例中，可以第

一分管4和第二分管5的端面对齐，二者外套设有密封圈，能够连接第一分管4和第二分管5，

又能保证二者贴合处的密封性，又能够便于拆卸，即将密封圈完全移至第一分管4处或第二

分管5处。

[0051] 所述第一连接管和第二连接管的长度，如图3所示的L2，均为3cm-5cm,第一连接管

和第二连接管的直径均为0.5mm-1mm；所述离子交换膜7需要包裹至第一连接管的第一分管

4或第二分管5的端口处，因为其直径为8mm-20mm。

[0052]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本文中已经对上述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因此限制

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因此，基于本发明的创新理念，对本文所述实施例进行的变更和修

改，或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直接或间接地将以

上技术方案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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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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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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