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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前言 
欢迎使用 RST3000 系列电化学工作站。本工作站是由 RST 公司在原有基础上改进的新

一代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化学分析仪器。本手册介绍了 RST3000 系列电化学

工作站的安装使用方法和操作时的注意事项。请在使用前认真阅读。 
RST3000 系列电化学工作站是集电化学分析方法于一体的电化学分析通用仪器。该仪

器能完成线性伏安、循环伏安、阶梯伏安、脉冲伏安、方波伏安等电化学分析方法；在原有

恒电位极化，电位阶跃等多项电化学测试功能基础上增加了电流阶跃、电位溶出和塔菲尔图

等功能。RST3000 系列电化学工作站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的软件是基于 Windows 2000/XP
及以上版本操作系统的软件，用户界面遵守 Windows 软件的设计规则，容易安装和使用。

系统软件为方便使用者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包括文件管理，全面的实验控制，灵活的图形显

示，方便的图形放大、缩小和还原，位图图形和数据的导出，多种数据处理功能。系统软件

具有良好的用户界面，全中文菜单，方便的峰识别和叠加，更为方便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特性 
RST3000 系列产品全部由高品质 CMOS 和 BiFET 集成电路组成，主要器件全部采用进

口优质品。PCB 采用当代 EDA 设计规范及工艺。采用数控低量化噪声扫描方式，有效地降

低了因扫描发生器所产生的阶梯波的量化噪声及差分噪声。具有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

性能稳定、结构紧凑、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该仪器可完全由微机控制来进行电化学分析方

法测量，因此适用于高校科研与教学实验使用。 
软件能实现图形和数据同步显示。系统可对测试曲线进行数字平滑、微分和积分，能对

极化曲线进行叠加、放大和缩小，并对其进行电化学参数解析，设备安装简单，即插即用。

用户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控制。全中文视窗软件，界面友好、符合人们使用习惯、

易学易用。 
 

环境要求 
P3 以上计算机，主频不低于 800MHz，内存 128M 以上。 
Windows2000/XP 及以上版本操作系统。 
硬盘至少有 12M 可用空间。 

 

电源 
    220V/50Hz 交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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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背板图 

面板                                      

 
接收指示 发送指示

 

           
 

 

 

背板图 

 

电源开关

 
电极插座 RS-232 串口 预留控制插座 电源插座及保险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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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接 线 图 

计算机串口线（RS-232） 

 

电极线 

地线(黑)  外界电磁场干扰较

大或极化电流较小时，需要屏

蔽，此线接于屏蔽网上与仪器

外壳相连。通常可以悬空。 

工作电极(绿)

参比电极(白)

辅助电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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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件 安 装 
将安装光盘放入光驱，运行安装程序：setup.exe。进入 RST3000 电化学工作站安装向

 

导，如图： 

击“确定”，进入安装。 

程序默认安装在“

若要

点

点击安装 

C:\Program Files\RST3000 电化学工作站\” 目录下，通常无需改变。

改变目录，可以点击“更改目录”，程序进入“改变目录”窗口，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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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路径名后点击“确定”，再点“安装”按钮，进入程序组选择，如图： 
 

 
输入或确定程序组后，“继续”，正式开始安装。在安装过程中，由于程序中的某些文件

是系统共享的，如果您的计算机中操作系统比较新，程序将提醒您保留较新的文件，一定要

保留。 
 

 
由于计算机的速度不同，安装时间不一定，请您耐心等待。最快仅需几十秒钟。安装成

功后，出现提示窗口，“确定”后，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并运行过一次后，系统自动在桌面建立快捷方式。如果不小心将快捷方式删除，

可以在主页面中的文件菜单中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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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安 装 
首先将仪器安放在平稳的实验台上，特别是电解池应尽量减少震动。用串口线连接仪器

与计算机，然后锁紧；正确连接电极线：红色线连接辅助电极（对电极）、白色线连接参比

电极，绿色线连接工作电极；若需搅拌，插上搅拌机线；插上电源线。（连接插座均在仪器

背板上，见背板图。电极线说明见连接线图。） 

操 作 步 骤 

1、开机   打开计算机，开启 RST3000 系列电化学工作站电源开关。 

2、安装软件  如果还没有安装运行程序，参见“软件安装”完成运行程序安装。 

3、运行程序 点击快捷方式图标或根据安装路径找到 RST3000 电化学工作站.exe 运行

程序（第一次运行）。打开运行程序，开机界面如图：（这是一个空的电化学曲线文件。） 

 
 
 

4、选定电化学实验方法 
 点击“实验设定”下的“选择电化学方法”或点击快捷键“T”，弹出“选择电化学

实验方法”窗口。3100 型工作站可供选择的方法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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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型号实验方法见附录 1。 
 

5、设定参数 
  点击“实验设定”下的“设定电化学实验参数”或点击快捷键“P”，为选定的电化

学方法配置合适的参数。参数选择范围参见参数选择窗口。例如：线性扫描循环伏安法

的参数设定窗口如图。 

线性扫描循环伏安法的参数设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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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种电化学方法都必须给定一组参数，参数“确定”后，主页面左侧将显示所选定

的方法和参数，以及实验日期和时间。工作站与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将按以下顺序进

行：下载数据模板、静止时间倒计时、扫描开始。 
   

6、开始运行 
    实验方法及其相应的参数选定后，可以开始运行。点击“实验操作”下的“运行”或点

击快捷键“►”，工作站即开始按选定的方法和参数运行。运行过程中，主页面实时显示 i-E
曲线（或 i-t 曲线）的进程，若曲线不正常（如电流溢出），可点击停止键“■”，人为中止

运行。扫描结束，主页面将自动显示最完整的曲线图形。 

7、数据及图形处理 
扫描结束后，可以进行数据处理和图形处理，这包括菜单中的曲线浏览、数据处理和峰

形测量。 
（1）曲线浏览包括：叠加曲线、峰增高、峰降低、全量程显示、全曲线显示、缩小曲

线、放大曲线、显示原始曲线样点和恢复原始曲线。 
叠加曲线    为比较多次实验所得曲线的差别，可将已保存过的曲线图形叠加在当前窗

口中，叠加曲线共八种颜色。见图 4。 

    叠加方法    点击曲线浏览，选中“叠加曲线”，主页面左侧下方将弹出叠加曲线窗口

（此窗口开机时默认为开启状态）。选择一种颜色，点击其按钮，例如蓝色点击“叠加 2”，

弹出文件列表窗口，选中欲叠加的文件，点击“打开”，被选中的曲线即以蓝色曲线叠加在

当前窗口中。此时蓝色色块右侧的复选框呈开启状态，若点此复选框使其关闭，则蓝色曲线

隐藏，其文件名显示于复选框的右侧。复选框开启，蓝色曲线重现。再次点击“叠加 2”按

钮，可以重新选择曲线进行叠加。 

若要叠加另一种颜色，重复以上操作。 

图   曲线叠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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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扫速的曲线叠加 

不同电化学方法所得曲线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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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增高和峰降低 图形在纵坐标方向拉长或缩短。 

全量程显示  窗口中显示所选择的整个量程。 

全曲线显示 使曲线图形占满窗口。 

放大和缩小曲线 放大或缩小图形，可用鼠标选择局部放大。 

显示原始曲线样点 将实验运行时采集的样点显示出来，样点很密时，连成线，放大可

观察到样点。 

恢复原始曲线 恢复到处理前的曲线。 

 
（2）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列表、裁选原始曲线、平滑、微分、积分、显示原始曲线样

点和恢复原始曲线。 
数据列表（当前曲线）选择数据处理中的数据列表，显示当前曲线的横、纵坐标数据。 

数据列表窗口 

 
裁选原始曲线（适用于循环法）    去除多余的循环伏安曲线，留取需要的曲线段，多

用于峰图形测量前。  点击数据处理中的“裁选原始曲线”，页面左下方弹出选取曲线

窗口。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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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窗口中曲线段序号前的复选框，相应曲线段消失，点击“确定”，完成曲线选取。1—8
段的曲线留取可一次完成，若需要留取 9 段以后的曲线段则需要进行二次操作。 
                                                                                 
平滑     去除噪波，使曲线光滑。选取数据处理中的“平滑”，页面左下方弹出曲线平

滑滤波窗口。 
 

选框可选择滤波点数，点“执行”进行平滑，多次点击“执行”可进行多次平滑。若

分和积分 对曲线数据进行微分和积分。点击数据处理中的微分或积分，左下角弹出

3）峰形测  
点击“峰图形测量”，页面左下方弹

图 平滑窗口

 
单

对平滑结果不满意，可点击“恢复”使其恢复原状，得到满意的图形后“返回”。 
 
微

微分或积分窗口。选择一阶、二阶或三阶微分，点击“执行”，主页面中的曲线显示微

分曲线，若不满意可“恢复”，满意则点“返回”。伏安曲线的起始和结束往往产生杂波，

进行微分时会使其放大，影响中心图形的观察，为消除这些影响，可对曲线两端样点进

行剔除，剔除样点数由实际曲线形状来定。仪器默认值为 10 点。 
 
 
 
 
 
 
 
 
 
 
 

微分窗口  
（ 量包括：测量峰数据和显示峰图形。

测量峰数据    测量曲线峰电流、峰电位等数据。

出峰图形测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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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峰数据窗口

 
首先选择测量方法，共三种方法：半峰法、高斯法和三切线法。 
半峰法    适用于循环伏安、线性扫描伏安、阶梯伏安和循环阶梯伏安曲线。方法：点

击“添加”，鼠标变成“十”字，在曲线起峰前的直线上的任一点，按下鼠标

左键，向起峰方向拖动，拉出一条与起峰前直线部分相切的射线，拉过峰点的

横坐标后放开左键，程序自动给出峰电位Ep、峰电流ip和半峰面积Ahp，并在页

面左侧、参数下方显示。若“显示峰图形”处于关闭状态，则图形和数据均不

显示。如果所拉射线不能与曲线相切，可用鼠标拖动射线末端修改，直至得到

满意的切线为止。如果需要取消此次测量，可点击该窗口内的“删除”按钮。 
高斯法   适用于差示脉冲等具有高斯分布特征的曲线。方法：从起峰前一点向峰后一

点拉直线，得到峰电位Ep、峰电流ip和峰面积Ap数据。起峰前后的点同样可以

调整。 
三切线法    适用于常规脉冲等S型曲线。方法：从起波前到波后拉直线，得到半波电

位Ew和扩散电流值iw。起波前后的点同样可以调整。 
注：循环法测量时，需进行曲线选取，最多保留一周（两段）曲线。 
显示峰图形 峰测量结果显示的开关。在当前曲线上显示峰测量的结果，在左边数据窗

口显示测量数据。 

8、模拟扫描 
 
    对于已运行并保存过的电化学曲线文件，程序提供了扫描重现的功能，即模拟扫描。 
模拟扫描可有三种速度选择：快、中、慢。 
    当打开一个电化学曲线文件后，点击菜单中的模拟扫描，下拉菜单中给出三种速度，

选中一个后，曲线即开始按照实际扫描的路线进行扫描，只是扫描速度与实际不同。若

要终止模拟扫描，只需点击图形框内任意位置，即可恢复完整曲线。此功能常用于实验

演示，可用于电分析化学教学。若需要投影，建议使用粗线显示（参见 10，界面配置），

这样 将得到更好的效果。 
 

9、定量分析 
为方便样品浓度定量分析测定，本软件提供了标准加入法和标准曲线法的计算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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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加入法  点击“定量分析”菜单下的“标准加入法”，进入标准加入法窗口，如图： 

 
上图显示的是一个演示的例子，实际应用时可将数据清除，将实验所得数据输入或复制

到相应的白色框中，点击“计算结果”，在蓝色框中即可显示结果。 
 
标准曲线法  点击“定量分析”菜单下的“标准曲线法”，进入标准曲线法窗口，如图： 

 
图示为一个标准曲线的例子，只要将实验所得被测物的峰高或波高输入或复制到“被测

物峰高”后面的白色框内，点击“计算”，相应的浓度值就会显示于下面的蓝色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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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标准曲线的方法是，点击“填写数据”，此时上方的数据表格被激活，将实验所得

一系列数据分别输入或复制在相应的表格栏内，点击“拟合曲线”，右边的图形区显示新的

线性拟合曲线，同时下面的蓝色框内给出直线的斜率 k、截距 b 和该组数据的线性相关系数

r。这时可以点击“存储文件”将标准曲线保存，以便以后使用。保存的文件是专用格式，

只有在此窗口下才能打开。 
如果标准曲线已经存在，可直接点击“打开文件”，弹出文件目录列表，选择合适的文

件，输入被测物数据，计算其结果。 
 

10、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菜单下包括：界面配置和串口配置。 
界面配置中，可改变主页面的图形标题，横、纵坐标标题，坐标方向，网格形式和曲

线粗细等。 

 
串口配置    设置正确的串口，并测试联机状况。有些计算机配有多个串口，工作站如

果没有连接在默认口上，则需要改变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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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件存储 
文件下拉菜单位于菜单最左端，其中包括：新建、打开、另存为、导出图像、导出

数据、在桌面建立（快捷方式）及退出。点击“文件”，菜单展开。 
新建    新建一个空的电化学曲线文件，以便运行，电化学曲线文件将以 elc 为扩展名

保存。 
打开    打开一个已经保存过的电化学曲线文件，即以 elc 为扩展名的文件，主页面将

显示曲线图形。点击“打开”，文件列表窗口弹出，选择所需文件，即可打开。 
另存为 保存已运行过的文件，扩展名为 elc。此时命名窗口打开，您可以输入新的文

件名。 
导出图像 将当前窗口中的曲线（包括叠加曲线），连同标题和坐标轴一起保存为图形

文件(bmp)。若想得到合适尺寸的图形，请先将主页面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导出数据    将实验过程中仪器采集的数据导出，保存为 txt 文件。 
在桌面建立（快捷方式）   第一次运行时系统自动建立快捷方式。通常为灰色，当桌

面的快捷方式被删除时，变成高亮，此时点击可再次在桌面建立快捷方式。 
退出 退出 RST3000 系列电化学工作站系统。 
 

注意！帮助菜单中可查到版本信息。点击版本号，还可以显示，版本日期。如果仪

器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已开机，还可以显示仪器型号和仪器出厂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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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举 例 

铁氰化钾溶液的循环伏安曲线 
一、 原理 
 

铁氰化钾体系（Fe(CN)6
3-/4-

）在中性水溶液中的电化学行为是一个可逆过程，其氧化、

还原峰对称，两峰的电流值相等，峰峰电位差理论值为 59mV。体系本身很稳定，通常被用

于检测电极和仪器。 
 

二、 仪器与试剂 
 

RST3000 系列电化学工作站; 金（铂或玻碳）圆盘电极为工作电极、铂片电极为对电极、

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 
1.00×10

-2
mol/L K3Fe(CN)6水溶液；2.0mol/L KNO3水溶液。 

 
三、 实验步骤 
 

1． 溶液的配置 
在 5 个 50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KNO3溶液和K3Fe(CN)6溶液，使稀释至刻度后KNO3浓度

均为 0.2mol/L，而K3Fe(CN)6浓度依次为 1.00×10
-4
、2.00×10

-4
、5.00×10

-4
、8.0×10

-4
、

1.00×10
-3
mol/L，用蒸馏水定容。 

2． 工作电极的预处理 
用抛光粉（Al2O3, 200～300 目）将电极表面磨光，然后在抛光机上抛成镜面（如果事

先已经抛光处理过的电极，不需上面的处理），最后分别在 1:1 乙醇、1:1HNO3和蒸馏水中超

声波清洗。 
3． K3Fe(CN)6溶液的循环伏安曲线 

在电解池中放入 5.00×10-4
mol/LK3

−3
6)(CNFe (内含 0.20mol/L KNO3)溶液，插入工作电

极、铂丝辅助电极和饱和甘汞电极，通N2除O2 。 

以 50mV/s 的扫描速率，从-200～+600mV 扫描，记录循环伏安曲线，观察峰电位和峰电

流，判断电极活性。 

 

以不同扫描速率 50、100、200、300、500mV/s，分别记录从-200～+600mV 扫描的循环

伏安图。 

4.不同浓度的K3Fe(CN)6溶液循环伏安图 

选择循环伏安法，扫描速度为 50mV/s， 从-200～+600mV扫描，分别记录 1.00×10
-4
、

2.00×10
-4
、5.00×10

-4
、8.0×10

-4
、1.00×10

-3
mol/L(内均含 0.20mol/L KNO3并在测定前除

氧) 溶液的循环伏曲线，测量峰电流。记录峰电流与浓度。在电化学工作站所

具有的定量分析功能的标准曲线法中进行数据处理，找出峰电流和浓度的线性方程和相关系

数。 

−3
6)(CNFe

四、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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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K3
−3

6)(CNFe (内含 0.20mol/L KNO3)溶液的循环伏安曲线进行数据处理，选取曲线的

第二圈，即第三和第四段曲线，根据循环伏安曲线特点，用半峰法进行峰测量，测量结

果如图： 

 

由测量结果可知，氧化峰电位为Ep2=176mV,峰电流为ip2=2.83×10-5
A；还原峰电位是

Ep1=240mV，峰电流是ip1=2.86×10-5
A。氧化峰还原峰电位差为 64mV，峰电流的比值为：

ip1/ip2=1。由此可知，铁氰化钾体系（Fe(CN)6
3-/4-

）在中性水溶液中的电化学反应是一

个可逆过程。（注：由于该体系的稳定，电化学工作者常用此体系作为电极探针，用于

鉴别电极的优劣。） 
 

2. 将不同扫描速率 50、100、200、300、500mV/s的循环伏安曲线进行叠加，如下图。由图

可知，随着扫描速度的增加，峰电流也增加。且分别测量他们的峰数据可以得到峰电流

与扫描速度的关系。根据电化学理论，对于扩散控制的电极过程，峰电流ip与扫描速度

的二分之一次方呈正比关系，即ip～ν1/2为一直线。对于表面吸附控制的电极反应过程，

峰电流ip与扫描速度呈正比关系，即ip～ν为一直线。（此关系也可利用标准加入法的线性

拟合功能，以峰电流为横坐标，扫描速度的二分之一次方或扫描速度为纵坐标，考察线

性关系） 
 
3. 将不同浓度的铁氰化钾（Fe(CN)6

3-
）溶液的循环伏安曲线，同样进行叠加可以发现，峰

电流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分别测量它们的峰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由线性方程及相

关系数可知，在实验的浓度范围内，峰电流与铁氰化钾（Fe(CN)6
3-
）溶液浓度呈线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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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以此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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