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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能发电吗？——水果电池的制作初探

【摘要】

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我们用完后的电池因为处理不当，造成的锰中毒、汞中毒和镉

中毒的新闻等等，因此，我就想水果是否可以发电并制作成一个简易的“水果电池”呢？如

果水果能制作成电池，真是绿色又环保，再也不用担心出现中毒的现象了。本次探究通过在

水果中插入锌片和铜片，连接上导线，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证明，用猕猴桃制作成电池，

电压最大。

【关键词】

水果 电池 电压

【正文部分】

一、课题来源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用到了电池，电池作为最简便的能源载体。大到航天飞机，

小到普通的音乐卡都需要电池的能源支持。随着我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对电

池的环保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已经拟定开发绿色电池的计划，美

国投资 10 亿美元和组织千人以上的科学队伍来发展电池应用于航天；欧洲也在开发宇宙飞船

上用燃料电池，国际上正在试验把燃料电池转向民用，主要考虑在环保上是否绿色，经济上

是否可行。可见，目前世界各国上对电池环保问题的重视，但是，不正确处理电池引发的中

毒现象还是比比皆是，我自己也是喜欢把废电池塞在家里，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所以，这

次的课题，我研究的便是“水果能发电吗”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探究如何制成水果电池，联系课本知识和文献资料探究水果发电的原

理，普及用何种水果制作的水果电池电压最大，深度剖析水果这一绿色食品除了食用之外的

其他功能。并通过实验探究对未来电池的制作材料的改进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参考，在社会快

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地球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以及人们越来越重视环保，国际对开发新型

绿色能源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这次的实验探究对当今世界新型绿色能源的开发具有很大的

帮助。绿色水果电池的开发与运用，不仅解决废旧电池中毒的一大问题，走进日常人们的生

活，改善我们的健康，而且对国家的航天事业以及对日后的经纪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帮助，

对地球长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类的长期生存具有很大的帮助。

三、研究内容

1.水果是否可以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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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柠檬水果电池组

2.各种水果制作的水果电池的电压大小

四、研究方法和步骤

（一）实验用具

1.器材：3个柠檬，3个橙子，3个苹果，3个猕猴桃，3个梨，3个铝片，3个铁钉，4

根导线，一把小刀，记号笔，（淘宝网），电压表（淘宝网）

（二）实验步骤

1.水果发电实验

（1）在瓦市菜场购买大小、质量差不多的饱满的柠檬、橙子、苹果、猕猴桃、梨

（2）转动所有柠檬，每次一个。一边转动一边用手挤压它们，直到感觉它们变得有点“柔

软”。这样做是为了让柠檬内部产生更多的果汁。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得到柠檬电池的最好效果。

（3）用小刀将柠檬划出约 3cm 的口子，将铁钉插入一个柠檬的 1/3 处，然后在距离铁钉

2cm 处再次划出约 3cm 的口子，将铝片插入一个柠檬的 1/3 处。

（4）重复上述步骤，将另外 2个柠檬做同样处理。

（5）使用导线将第一个柠檬的铝片与第二个柠檬的铁钉连接在一起，以此类推，这样就

将 2个柠檬连接在一起了，同时也给第一个铝片和最后一个连上导线。

（6）用记号笔给第一个铝片标上“+”，给最后一个铁钉标上“-” ，像真正的电池组

一样，柠檬电池组也有了正极（+）和负极（-）

（7）将电压表与柠檬电池组并联，测出柠檬电池组的电压，记录下来。

图 1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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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橙子电池组

图 4 苹果电池组

图 5 猕猴桃电池组

2.探究不同水果制作而成的水果电池的电压大小

（1）按实验 1的步骤制作橙子电池组，测出电压大小，并记录下来。

（2）按实验 1的步骤制作苹果电池组，测出电压大小，并记录下来。

（3）按实验 1的步骤制作猕猴桃电池组，测出电压大小，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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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梨电池组

（4）按实验 1的步骤制作梨电池组，测出电压大小，并记录下来。

3.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收回 52 份，完成率达 56%，这是一次还算成功的问卷调查，为了节约资源，

本次问卷调查都是通过网上问卷的形式进行的，年龄跨度大约是 14 岁到 62 岁，填写该问卷

的性别大多是男性，职业身份大多是学生，家长，还有个别是已经退休了的中老年人，为了

节省填写问卷的时间，本次问卷只设 8道题，且多为选择题。

五、研究结果

（1）水果发电实验

表 1 柠檬电池组的电压大小统计表

水果种类 电压大小（V）

柠檬 0.1

（2）不同水果制作而成的水果电池的电压大小

表 2 不同种类的水果电池的电压大小统计表

水果种类 电压大小（V）

柠檬 0.1

橙子 0.098

苹果 0.04

猕猴桃 0.1

梨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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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分析

水果是可以发电的，但是电压较小，水果和干电池一样，因为水果是含有酸性的，会在

金属片上形成电荷，把铁钉插入作为负极，铝片插入作为正极，就会产生电流。在各种水果

中，猕猴桃、柠檬制作的水果电池电压最大，其次是橙子制作的水果电池，苹果和梨制作的

水果电池电压比较小。

本次问卷调查样本容量为 52 份。

问卷结果分析可得：①94.23%认为废电池处理不当会有危害，认为不会造成危害的人很

少。②大家对废电池有哪些危害还是有许多了解的，但了解的不是很全面，大部分人都认为

废电池可以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但相比之下，大家对于废电池处理不当造成重金属中毒

的了解就少一些了。③86.54%的人是知道水果可以发电的，而有 13.46%的人不知道水果可以

发电。④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水果是可以发电的，但只有9.62%的人非常了解水果电池，15.38%

的人基本了解，26.92%的人大概了解，仍有 48.08%的人根本不了解。⑤大多数的人是通过老

师了解到的，还有一些是通过网络了解到的，除此之外，还有人是通过课本、杂志、课外书

了解到的，极少数人是通过同学和家长了解到了，看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同学和家长很少

会进行关于科学知识方面的讨论，我认为平时还是需要多多涉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我

们的学习也有极大的帮助。⑥关于哪种水果制作的水果电池电压大小，大家普遍认为柠檬电

池组的电压最大，橙子电池组第二，猕猴桃电池组第三，苹果电池组第四，最小的是梨电池

组。⑦57.69%的人认为水果电池的开发和应用对环境的保护有大帮助，34.62%的人认为水果

电池的开发和应用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只是一般水平，另有 7.69%认为水果电池的开发和应用

没有帮助。

图 7 问卷调查的性别的人数比例

图 8 认为废电池处理是否会危害的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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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人们对废电池造成的危害的了解人数统计

图 10 知道水果可以发电的人数比例

图 11 对水果电池了解程度的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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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接触水果电池的途径的人数统计

图 13 人们对各种水果制作的水果电池电压大小的平均比较的统计

图 14 人们对水果电池是否保护环境的认识的比例

七、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水果可以发电，但水果制作而成的水果电池，电压较小

2.水果电池的电压与水果种类有关，酸性比较大的水果，制作而成的水果电池电压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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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二）建议：

1.水果电池虽然绿色环保，但是水果电池电压较小，使用时可以多添加几个水果

2.水果电池的电压大小与水果放置的时间也是有关的，放的越久，水果电池电压也越小，

所以只能暂时使用，不能长期使用。

3.本次实验也只能对未来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做一个借鉴，平时生活中一直使用水果

电池也是不可取的。

八、反思和进一步研究设想

（一）反思

1.本次实验由于时间问题，每种水果都只制作一个水果电池组，电压也没有进行多次测

量，可能会存在偶然性，而且无法排除季节、气候、各类水果品种等各种外界因素对于水果

各方面的影响。

2.由于水果电池的电压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减小，但又无法控制制作水果电池组时每种水

果制作的时间保持一致，因此，此次实验的电压值无法达到 100%准确，仍存在误差。

3.由于春节的原因，五金店都还没开门，导致买不到锌片和铜片，只能用铁钉与从铝制

易拉罐剪下的铝片代替，可能效果会差很多，而且水果电池电压太小，电压表不能很好读出

数据，只能进行大概读数，造成实验数据不是很准确。

（二）进一步研究设想

1.可以进一步仔细研究时间与水果电池电压的影响。

2.可以进一步研究水果榨成汁后是否会对水果电池电压造成影响。

3.可以进一步研究锌片与铜片插入水果的深度与水果电池电压的影响。

4.可以进一步研究锌片与铜片的间隔距离对水果电池电压的影响。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 百度知道 百度文库

【附件】

（一）研究日记

1月 31 日 星期日

由于 1月 30 日才开始放寒假，而寒假又只有 2个星期，所以我急忙开始思考生物论文的

课题，生物老师开通了一个生物论文的 QQ 群，我想可以通过 QQ 群上老师发过来的资料寻找

一些关于生物论文课题的灵感。我将每一篇去年得奖了的学长学姐的论文仔细阅读后，似乎

也渐渐产生了一些灵感，又想到小学科学老师曾经让我们制作过水果电池，而且，在如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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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环保一词尤为重要，所以，我就想将水果电池与环保结合，写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

就叫《水果能发电吗？——水果电池的制作初探》。

2月 2日 星期二

经过两天的仔细思考，论文的选题已经确立，今天就要开始撰写生物论文了，所以，今

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实验方案。初步的方案制定出了 2个实验：一是水果是否可以发电。

二是各种水果制作的水果电池的电压大小。两个实验操作起来都比较简单。只要准备好材料，

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月 5日 星期五

去瓦市菜场买好水果，在淘宝上的电压表、导线到了之后，将铁钉和铝片准备好，就可

以开始实验了，我不慌不忙，将柠檬等水果做成电池后，逐一拍照。

2月 12 日 星期五

将实验数据、问卷调查等部分写入论文，将实验结论、反思等部分完成，将试验照片导

入，论文就这样完成了。

（二）问卷调查

关于电池的调查

1.你的性别

男

女

2.你是否认为废电池处理不当会有危害

是

否

3.你知道废电池会造成哪些危害

锰中毒

汞中毒

污染地下水

污染土壤

镉中毒

4.你知道水果是可以发电的吗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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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5.你对水果电池的了解多吗

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大概了解

根本不了解

6.你是在哪里接触水果电池的

网上

课本

杂志

课外书

老师

同学

家长

7.以下品种的水果的电压大小（排序）

柠檬

橙子

猕猴桃

梨

苹果

8.你觉得水果电池是否有助于保护环境

有大帮助

一般般

没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