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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光催化制葡萄糖酸锌领域，公开

了一种双阳极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本发明以

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与锌电极作阳极，利用

核黄素增强了抗坏血酸/葡萄糖在可见光激发

ZnO/ITO电极上的光催化氧化，同时锌电极可氧

化生成锌离子，可用于制备葡萄糖酸锌。构建了

一种光催化燃料电池，在可见光激发下该电池最

大功率达1.22mW·cm‑2，短路电流为4.40mA·

cm‑2，该方法具有成本低，利用水果内物质做燃

料，为制备葡萄糖酸锌工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

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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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操作步

骤：以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作为光阳极，结合锌电极作为双阳极，阳极池中的电解质溶

液含有浓度为0 .1~100mmol/L的抗坏血酸，浓度为0 .001~0 .5mol/L的葡萄糖，浓度为

0.1mol/L的氢氧化钠；以碳毡为阴极，阴极池中为缓冲溶液，在可见光下构建形成光电化学

燃料电池；该光电化学燃料电池工作时阳极池中葡萄糖经催化氧化生成葡萄糖酸，所得葡

萄糖酸与阳极池中的锌电极氧化的锌离子结合得到葡萄糖酸锌产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是先采用电沉积技术制得ZnO/ITO电极，放入烘箱中

40℃干燥2h，再取含0.1mmol/L的核黄素的缓冲液，滴加到ZnO/ITO电极的镀膜区域，放入烘

箱中40℃干燥12h，得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放入暗箱保存备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光电化学燃料电池在可见光辐射下最大功率达1.22mW·cm‑2，短路电流为

4.40mA·c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阴极池的缓冲溶液是含有浓度为0.1mol/L 的氯化钠、浓度为0.02mol/L的三

羟基氨基甲烷的缓冲溶液，其pH值为7.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阳极池和阴极池之间用饱和氯化钾盐桥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与锌电极采用导线相连，各自与阴极相连构成具有双

阳极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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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催化制葡萄糖酸锌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

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核黄素(RF，即维生素B2)是黄素单苷酸(FM  N)和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的组

成部分，乃生物体内的重要辅酶，是一种介导氧还原反应的活性电催化剂。本发明使用核黄

素无毒，光催化能力强的特点，制备了核黄素电极。

[0003] 中学中水果电池的定义是利用水果中的化学物质和金属片发生反应产生电能的

一种电池，实际上这只用了水果中的酸进行反应而没有用到水果中的其他化学物质，事实

上水果中具有丰富的葡萄糖、抗坏血酸。此外葡萄糖也是一种理想的可再生燃料，能量密度

相当的高，虽然氧化能力弱但是结合光催化的技术将其催化氧化能够有比较良好的效果，

催化氧化后生成的葡萄糖酸也有利于生产葡萄糖酸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构筑一款光电化

学燃料电池，其中运用的燃料正是水果中的葡萄糖与抗坏血酸，并希望能够丰富中学水果

电池的内涵。

[0004] 锌是人体内必需微量元素的一种，对于蛋白质、核酸的合成和细胞的生长、分裂、

分化的各个过程都是必需的，故有“生命的火花”之称。葡萄糖酸锌作为一种有机补锌制剂，

与传统的硫酸锌制剂相比，具有吸收快、副作用小、利用率高等优点，在医药临床领域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葡萄糖酸锌在食品领域提供了更

为广泛的市场。另外，葡萄糖酸锌还可以添加在饲料中作为动物的补锌制剂，添加在化妆品

中预防和治疗由于缺锌引起的痤疮。随着对葡萄糖酸锌的认知加深，它将被应用于越来越

多的领域。综上所述，由于葡萄糖酸锌越来越广泛的用途，对葡萄糖酸锌制备工艺的研究也

越来越多。目前，常用的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有普通化学法、催化氧化法、电解氧化法、生

物化学法、双酶法。还未出现利用光增强的水果燃料电池进行制备的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意

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点和不足，研究燃料电池的方法制取葡萄糖酸锌，本发

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基于光增强水果燃料电池制备葡萄糖酸锌的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骤：以核

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作为光阳极，结合锌电极作为双阳极，阳极池中为含抗坏血酸和葡萄

糖的电解质溶液；以碳毡为阴极，阴极池中为缓冲溶液，在可见光下构建形成光电化学燃料

电池；该光电化学燃料电池工作时电池的阳极池中葡萄糖经催化氧化生成葡萄糖酸，所得

葡萄糖酸与锌电极氧化的锌离子结合得到葡萄糖酸锌产物。

[0008] 所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是先采用电沉积技术制得ZnO/ITO电极，放入烘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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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干燥2h，再取含0.1mmol/L的核黄素的缓冲液1，滴加到ZnO/ITO电极的镀膜区域，放入

烘箱中40℃干燥12h，得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放入暗箱保存备用。所述采用电沉积技

术制得ZnO/ITO电极是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在三电极体系中，以ITO导电玻璃为工作电极，钛

片为辅助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电解液为pH＝4.5以及含有0.04mol/L  Zn(NO3)2

和0.16mol/L  KNO3的浓度为0.1mol/L氯化钠、0.02mol/L三羟基氨基甲烷的缓冲溶液，沉积

的电位范围为0V～‑1.3V，扫描圈数为100圈，扫描速度为0.05V  s‑1；将沉积好的电极于二次

蒸馏水中浸泡10min，获得ZnO/ITO电极。

[0009] 所述锌电极是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制备的：将纯度为99.95％、厚度为1mm的锌片裁

剪为0.8cm×3.0cm大小，将裁剪好的锌片用800#的砂纸打磨，待打磨至表面光滑后将其置

于乙醇中超声15min以除去附着在金属表面的油污，随后用去离子水清洗并晾干再放入质

量分数10％的稀盐酸溶液在室温下浸泡3min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膜，用去离子水冲洗后备

用。

[0010] 所述光电化学燃料电池在可见光辐射下最大功率达1.22mW·cm‑2，短路电流为

4.40mA·cm‑2。

[0011] 所述阳极池中的电解质溶液含有浓度为0.1～100mmol/L的抗坏血酸，浓度为

0.001～0.5mol/L的葡萄糖，浓度为0.1mol/L的氢氧化钠。

[0012] 所述阴极池的缓冲溶液是含有浓度为0.1mol/L的氯化钠、浓度为0.02mol/L的三

羟基氨基甲烷的缓冲溶液，其pH值为7.2。

[0013] 所述阳极池和阴极池之间用饱和氯化钾盐桥相连。

[0014] 所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与锌电极采用导线相连，各自与阴极相连构成具有

双阳极的电池。

[001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所用的电极简单易携，可大批量生产；

[0017] (2)本发明实现了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对抗坏血酸及抗坏血酸促进葡萄糖的

光催化作用；

[0018] (3)本发明中的电池使用了双阳极，两个阳极共同为电池的运转供能，两种阳极的

氧化产物分别是葡萄糖酸与锌离子，结合成葡萄糖酸锌。

[0019] (4)本发明将可见光激发的光催化燃料电池与制备葡萄糖酸锌巧妙结合，发展了

一种新颖的，操作简便的葡萄糖酸锌制备新方法。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作的锌电极在含不同物质的电解质溶液中的线性扫

描伏安曲线，其中曲线1、2、3、4分别对应在空白中、葡萄糖、抗坏血酸和抗坏血酸/葡萄糖中

的测量结果；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在含不同物质的电解质溶液中的

线性扫描伏安曲线，其中1、2、3、4分别对应在空白、葡萄糖、抗坏血酸和抗坏血酸/葡萄糖中

的测量结果；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构建的光电化学燃料电池的电流密度随电压的变化曲

线以及将阳极的复合阳极换成Zn电极或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的电流密度随电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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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对比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构建的光电化学燃料电池的功率密度随电压的变化曲

线以及将双阳极换成Zn电极或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的功率密度随电压的变化曲线的对

比图。

[0024] 具体实施方法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根

据本发明设计目的，使用同类物质代换以及对使用的材料的尺寸和形状进行改变，例如改

变本发明的光催化燃料电池的电极尺寸大小，或者改变电极外观，简单改变核黄素、抗坏血

酸或葡萄糖用量等均属于本发明的范围；下述实施例中采用的实验方法如无补充说明，均

为本技术领域现有的常规方法；所采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补充说明，均为可从商业途径

得到的试剂和材料。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的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0028] 采用循环伏安法电沉积技术，在三电极体系中，以ITO导电玻璃为工作电极，钛片

为辅助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电解液为pH＝4.5以及含有0.04mol/L  Zn(NO3)2和

0.16mol/L  KNO3的浓度为0.1mol/L氯化钠、0.02mol/L三羟基氨基甲烷的缓冲溶液，沉积的

电位范围为0V～‑1.3V，扫描圈数为100圈，扫描速度为0.05V  s‑1。将沉积好的电极于二次蒸

馏水中浸泡10min，然后放入烘箱中40℃干燥2h，即可得到ZnO/ITO电极。

[0029] 取含0.1mmol/L的核黄素的缓冲液20μL，滴加到ZnO/ITO电极的镀膜区域，放入烘

箱中40℃干燥12h，得到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放入暗箱保存备用。

[0030] 本实施例的锌电极，通过以下方法制备：

[0031] 将纯度为99.95％、厚度为1mm的锌片裁剪为0.8cm×3.0cm大小，将裁剪好的锌片

用800#的砂纸打磨，待打磨至表面光滑后将其置于乙醇中超声15min以除去附着在金属表

面的油污，随后用去离子水清洗并晾干再放入10％的稀盐酸溶液在室温下浸泡3min去除金

属表面的氧化膜，用去离子水冲洗后备用。

[0032] 本实施例的光电化学燃料电池的构建，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33] 以制得的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作为光阳极与锌电极采用导线相连，两阳极再

分别与阴极相连，阳极池中加入含有浓度为0.1mol/L氢氧化钠、浓度为0.1mol/L葡萄糖和

浓度为10mmol/L抗坏血酸的电解质溶液；以碳毡为阴极，阴极池中加入含有浓度为0.1mol/

L氯化钠和0.02mol/L三羟甲基氨基甲烷(pH7.2)的缓冲溶液，两电极间用饱和氯化钾盐桥

相连；在可见光照射下构建形成光电化学燃料电池，在阳极池中葡萄糖经催化氧化生成葡

萄糖酸，所得葡萄糖酸与锌电极氧化的锌离子结合得到葡萄糖酸锌产物。

[0034] 实施例2：

[0035] 锌电极在不同溶液下催化氧化生产锌离子

[0036] 以实施例1中的锌电极为工作电极，钛电极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构建三电极体系并连接电化学工作站，使用线性伏安扫描法分别测量在空白(1)、葡萄

糖(2)、抗坏血酸(3)和葡萄糖/抗坏血酸(4)中的电流随电位的变化曲线(图1)，用以阐明锌

电极在不同溶液中都能氧化生产锌离子，虽然在葡萄糖和抗坏血酸中都因为钝化受到一定

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118532 B

6



[0037] 实施例3：

[0038] 抗坏血酸和抗坏血酸促进葡萄糖的电催化氧化

[0039] 对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在抗坏血酸及抗坏血酸/葡萄糖

中进行线性伏安扫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40] 以实施例1制作的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为工作电极，钛电极为对电极，饱和甘

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构建三电极体系并连接电化学工作站，使用线性伏安扫描法在可见

光照射的条件下分别测量在空白(1)、葡萄糖(2)、抗坏血酸(3)和葡萄糖/抗坏血酸(4)中的

电流随电位的变化曲线(图2)，用以阐明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对抗坏血酸及抗坏血酸促

进葡萄糖的电催化作用，结果如图2所示。

[0041] 图2的曲线1显示的是在空白当中，电流随电位变化十分平缓，未出现氧化电流信

号；然后加入葡萄糖后，曲线2显示的电流随电位变化趋势与曲线1相比几乎不变，说明单独

存在的葡萄糖难以在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上发生电催化氧化；若单独加入抗坏血酸时，

曲线3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氧化峰，其峰电位为0.42V，电流强度为9.81μA·cm‑2，说明

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上能够电催化氧化抗坏血酸；当同时加入抗坏血酸和葡萄糖时，曲

线4也出现了一个氧化峰，其峰电位为0.45V，电流密度为13.95μA·cm‑2，相比曲线，电位相

差不大，电流密度提高了42％，说明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能显著促进抗坏血酸和葡萄糖

电催化氧化。

[0042] 实施例4：

[0043] 可见光照射下光电化学燃料电池性能

[0044] 对实施例1构建的光电化学燃料电池性能的测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45] 使用电阻箱连接光电化学燃料电池的双阳极和阴极，改变电阻箱的电阻值，并测

量计算光催化燃料电池的电流密度(图3)和功率密度随电压的变化曲线(图4)，将双阳极换

成Zn电极或核黄素修饰ZnO/ITO电极，分别测定其电流密度(图3)和功率密度随电压的变化

曲线(图4)，可以发现采用双阳极的光电化学燃料电池的电池性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增强。

[0046] 构建的光电化学燃料电池在可见光激发下该电池最大功率达1.22mW·cm‑2，短路

电流为4.40mA·cm‑2。

[0047] 上述实施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

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施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

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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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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