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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料电池技术领域，具体为

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包括质

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包括端板，设于两所述端

板之间的多个单体电池，以及设于相邻两所述单

体电池之间的导电导热金属片；所述导电导热金

属片部分凸出所述单体电池；机箱壳，用于容置

所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散热器，与凸出所

述单体电池部分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接触式

连接，包括设置在散热器壳体内部的散热风机。

本申请通过导电导热金属片将燃料电池堆运行

时产生的热量传导至散热器进行散热冷却,即将

燃料电池的发电部分和散热部分拆卸式连接，燃

料电池系统不发电时，便于贮存和移动；统运行

时，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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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包括端板（1），设于两所述端板（1）之间的多个单体电池（2），

以及设于相邻两所述单体电池（2）之间的导电导热金属片（3）；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部

分凸出所述单体电池（2）；

机箱壳（4），用于容置所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

散热器（5），与凸出所述单体电池（2）部分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接触式连接，包括

设置在散热器壳体内部的散热风机（5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

箱壳（4）设有允许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穿过的孔槽，所述孔槽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

（3）密封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散

热器壳体设有允许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穿过的金属片进出口，所述散热器壳体与所述

导电导热金属片（3）接触式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电导热金属片（3）表面设有导电涂层，所述导电涂层的材质为金或铂或石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电导热金属片（3）凸出所述单体电池（2）部分在所述导电涂层表面涂有绝缘保护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带有所

述绝缘保护层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总厚度为0.2至1.5毫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电导热金属片（3）的材质为紫铜或不锈钢或钛。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单

体电池（2）包括阴极板（21），阳极板（22），和设于所述阴极板（21）与所述阳极板（22）之间的

膜电极（2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单

体电池（2）的宽度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长度之比为1:1.1至1:50。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机箱壳（4）设有空气进气口（41），空气出气口（42），氢气进气口（43）和氢气出气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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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料电池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电解质和结构的不同，燃料电池分为碱性燃料电池、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磷酸燃料电池、金属空气燃料电池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其中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由于具有可常温下快速启动、功率密度高、工作温度低、无废气排放等优点被

广泛应用，目前对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研究日益深入，如何提高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

统的环境适应性和简化燃料电池系统以便于燃料电池系统的贮存和移动是当前研究的热

点之一。

[0003] 如图4所示，现有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为了保证冷却空气将电堆的热量带

走，需要在燃料电池机箱壁上开两个通风窗，通风窗上需要加过滤层以将有害气体、灰尘等

过滤掉，这样就增加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的重量，不便其贮存和移动时，其运行时对

外界条件要求高，环境适用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

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

电池系统，包括

[0006]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包括端板，设于两所述端板之间的多个单体电池，以及设

于相邻两所述单体电池之间的导电导热金属片；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部分凸出所述单体电

池；

[0007] 机箱壳，用于容置所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

[0008] 散热器，与凸出所述单体电池部分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接触式连接，包括设置

在散热器壳体内部的散热风机。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机箱壳设有允许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穿过的孔槽，所述孔槽与所

述导电导热金属片密封连接。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散热器壳体设有允许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穿过的金属片进出口，

所述散热器壳体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接触式连接。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表面设有导电涂层，所述导电涂层的材质为金或

铂或石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凸出所述单体电池部分在所述导电涂层表面涂有

绝缘保护层。

[0013] 作为优选，带有所述绝缘保护层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的总厚度为0.2至1.5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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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的材质为紫铜或不锈钢或钛。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单体电池包括阴极板，阳极板，和设于所述阴极板与所述阳极板之

间的膜电极。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单体电池的宽度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的长度之比为1:1.1至1:

50。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机箱壳设有空气进气口，空气出气口，氢气进气口和氢气出气口。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申请通过导电导热金属片将燃料电池堆运行时产生

的热量传导至散热器进行散热冷却,即将燃料电池系统的发电部分和散热部分拆卸式连

接，燃料电池系统不发电时，燃料电池系统的发电部分能够完全封闭，且结构简单，便于贮

存和移动；燃料电池系统运行时，燃料电池系统的发电部分仅有空气进出气口和氢气进出

气口对外敞开，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周围环境，提高了环境适应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单体电池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现有技术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散热器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端板,2、单体电池,3、导电导热金属片,4、机箱壳,41、空气进气口,42、空

气出气口,43、氢气进气口,44、氢气出气口,5、散热器,51、散热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6]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简化风冷阴极封闭式燃料电池系统，包括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堆，机箱壳4和散热器5。所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包括端板1，设于两所述端板1之间

的多个单体电池2，以及设于相邻两所述单体电池2之间的导电导热金属片3，所述导电导热

金属片3部分凸出所述单体电池2。所述单体电池2包括阴极板21，阳极板22，和设于所述阴

极板21与所述阳极板22之间的膜电极23。

[0027] 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表面设有导电涂层，所述导电涂层的材质可以是金或铂或

石墨中的一种，使得导电导热金属片3具有很好地导电效果。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材质

可以是紫铜或不锈钢或钛中的一种，使得导电导热金属片3具有很好地导热效果。

[0028] 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凸出所述单体电池2部分在所述导电涂层表面涂有绝缘保

护层，一方面可保护导电导热金属片3不受外界环境腐蚀，另一方面防止两相邻的导电导热

金属片3发生接触而导致短路。带有所述绝缘保护层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总厚度为

0.2至1.5毫米。所述单体电池2的宽度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长度之比为1:1.1至1:50。

[0029] 所述机箱壳4用于容置所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且设有空气进气口41，空气出

气口42，氢气进气口43和氢气出气口44。所述机箱壳4设有允许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穿过

的孔槽，所述孔槽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密封连接，即空气不能从导电导热金属片3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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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壳4孔槽连接处进出机箱壳4。

[0030] 所述散热器5与凸出所述单体电池2部分的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接触式连接，包

括设置在散热器壳体内部的散热风机51。所述散热器壳体设有允许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

穿过的金属片进出口，所述散热器壳体与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接触式连接。散热器壳体可

以在内底部设置可移动的散热片，散热片与导电导热金属片3接触，可以将导电导热金属片

3上的热量吸至散热器壳体以进行散热冷却，同时，启动散热风机51以提高散热器5的散热

效率。即燃料电池堆运行时产生的热量可直接通过导电导热金属片3将热量传导至散热器5

进行散热冷却。散热器5的散热器壳体可以是镂空的，与散热风机51结合使得空气流通加

快，散热效果好。

[0031] 如图5所示，金属片进出口可以是一个整的开口，也可以是由多个沿竖直方向平行

设置的条形开口组成，散热器壳体内底部设有与导电导热金属片3数量对应的若干对滑动

槽，每对滑动槽与一个散热片滑动连接，滑动槽的设置位置与条形开口的设置位置一一对

应。具体使用时，可先将散热片移动至滑动槽的左端以将散热片与条形开口错开，从而避免

影响导电导热金属片3进入条形开口，当导电导热金属片3进入散热器壳体内部后可将散热

片沿滑动槽向右移动以与导电导热金属片3贴紧，从而对导电导热金属片3起到散热效果。

[0032] 散热器5还可以包括制冷部件，使得散热风机51吹出的风流具有较低温度，从而能

够更好地将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热量散除，其中，制冷部件采用现有技术。

[0033] 燃料电池系统不发电时，可以将空气进气口41，空气出气口42，氢气进气口43和氢

气出气口44全部封闭，可有效防止灰尘、雨水、有害气体等进入系统内部而对系统内的零部

件造成腐蚀或损伤，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结构简化、轻便，可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与

散热器5分开，使得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便于贮存和移动。系统运行时，仅有空气进气口

41，空气出气口42，氢气进气口43和氢气出气口44对外敞开，使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能够

更好地适应周围环境，提高了环境适应性。

[0034] 实施例一，本申请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采用100W的低温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堆，单体电池数量为25个，导电导热金属片3为镀金铜片，厚度为1毫米，单体电池2的宽度与

所述导电导热金属片3的长度之比为1:5。

[0035]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

型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用

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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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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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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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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