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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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362408.2

(22)申请日 2019.12.26

(71)申请人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地址 100190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29

号

(72)发明人 吕翠　贺明　朱伟平　张宇　

龚领会　伍继浩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科进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316

代理人 曹卫良

(51)Int.Cl.

F17C 5/06(2006.01)

F17C 5/02(2006.01)

F17C 13/02(2006.01)

F17C 13/04(2006.01)

F17C 13/00(2006.01)

F17D 1/02(2006.01)

F17D 1/08(2006.01)

F17D 1/14(2006.01)

F17D 3/01(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氢加注系统

(57)摘要

一种氢加注系统，包括增压装置、循环装置、

制冷装置、加注装置和测控装置；制冷装置用于

为车载储氢容器的冷却提供冷量，循环装置用于

给用于车载储氢容器进行预冷的氢提供循环动

力，增压装置用于给加注至车载储氢容器的氢进

行加压，加注装置用于给车载储氢容器进行加

氢。增压装置、循环装置、制冷装置、加注装置分

别和测控装置连接。上述氢加注系统，通过设置

制冷装置，可以对氢进行冷却，从而可以将车载

储氢容器的温度降低。通过设置循环装置，参与

预冷的氢气经过制冷装置降温后增压到车载储

氢容器内。因此，上述氢加注系统能够将对车载

储氢容器进行冷却的氢进行回收利用，实现了加

注过程的无损，降低成本。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11256028 A

2020.06.09

CN
 1
11
25
60
28
 A



1.一种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增压装置、循环装置、制冷装置、第一阀门、加注

装置和测控装置；

所述制冷装置包括制冷单元和换热器，所述换热器包括第一换热管路、第二换热管路

和冷却介质管路，所述制冷单元的出口和所述冷却介质管路的入口连接，所述冷却介质管

路的出口和所述制冷单元的入口连接；

所述增压装置的入口用于和加氢站连接，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第一换热管路的

入口连接，所述第一换热管路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的入口连接，所述加注装置的出口用

于和车载储氢容器的入口连接；

所述第一阀门和所述第二换热管路并联设置，所述第一阀门的入口和所述第二换热管

路的入口分别用于和所述车载储氢容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阀门的出口和所述第二换热

管路的出口分别和所述循环装置的入口连接，所述循环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增压装置的入口

连接；

所述增压装置、所述循环装置、所述制冷装置和所述加注装置分别和所述测控装置连

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压装置为高压增压压缩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制冷装置为20K温区制冷机时，

所述制冷单元采用透平制冷的逆布雷顿循环制冷机，通过所述换热器提供预冷过程冷量；

当所述制冷装置为80K温区制冷机时，所述制冷单元为液氮冷源或者混合工质制冷机，

通过所述换热器将冷量传递给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缓冲罐，所述缓冲罐设于所述

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第一换热管路的入口之间。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氢站为高压气氢储

氢加氢站。

6.一种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增压装置、循环装置、制冷装置、加注装置和测控

装置；

所述增压装置的入口用于和储氢装置连接，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的入

口连接，所述加注装置的出口用于和车载储氢容器的入口连接，所述制冷装置的入口用于

和所述车载储氢容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制冷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循环装置的入口连接，所述

循环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的入口连接；

所述增压装置、所述循环装置、所述制冷装置和所述加注装置分别和所述测控装置连

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压装置为柱塞泵。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冷装置包括换热器和制冷单

元，所述换热器包括氢管路和冷却介质管路，所述氢管路的入口和所述车载储氢容器的出

口连接，所述氢管路的出口和所述循环装置的入口连接；

所述制冷单元的出口和所述冷却介质管路的入口连接，所述冷却介质管路的出口和所

述制冷单元的入口连接。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

的入口之间设有第八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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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6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氢加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氢站为液氢储氢

加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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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氢加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氢能利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氢加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氢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其燃烧后产物仅为水且氢具有高的单位  质量

能量密度(140MJ/kg  vs.汽油：44MJ/kg)。因此，氢能是构建现代化能  源体系的重要方面。

首先，随着我国石油跟天然气的能源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  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推动

氢能在能源消费终端的应用，有助于减少我们的  石油，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量。

其次，氢能作为能源载体，可实现大  规模的储能及调峰作用，有效缓解目前可再生能源发

电不能足额上网问题。

[0003] 然而，氢的单位体积能量密度很低(标准温度压力下，0.01MJ/L  vs .汽油  32MJ/

L)，尤其在汽车上使用时，车上储存燃料的空间有限，储氢容器需要增  加固定防护装置，以

防止冲撞过程产生爆炸。而且储氢容器需要能充装足够多 的氢使其能够行驶500km以上。

在有体积和质量限制的车载储氢技术中，实 现氢的高密度存储则更加困难。

[0004] 在相同有效容积下，低温高压储氢技术的储氢量可达传统常温高压储氢技  术储

氢量的2-3倍、液氢储氢技术的1.5倍。低温高压储氢技术比传统低温液  氢储氢技术具有更

好的耐受漏热特性，即相同漏热下，其储存压力的增加远低  于低温液氢储存。

[0005] 申请号为CN201811403629.5的专利中介绍了深冷高压储氢供氢装置，介  绍了液

氢转注到低温高压罐及低温高压罐加注到燃料电池或者内燃机的过程，  流程主要包括深

冷高压罐，深冷高压罐上设置有注氢管路，注氢管路连接液氢  储罐；供给管路连接仲氢转

化装置和氢气节流装置，氢气节流装置通过支路连  接注氢管路，注氢管路通过支路并入支

路。但是未涉及如何跟用户实现加注过 程，以及加注过程中与终端用户状态的控制方法。

[0006] 如图1所示，文献“Rapid  high  density  cryogenic  pressure  vessel  filling 

to  345  bar  with  a  liquid  hydrogen  pump”介绍了关于低温高压氢加注系统的研究，直

接  采用潜液式液氢泵，进行车载系统的低温高压氢加注。其中管线1为加注关系，  管线3为

放空管线，管线2通往燃料电池或者内燃机。在加注过程中，首先要  通过潜液式液氢泵输送

低温液氢对加注管线的预冷，然后通过管线3将受热后 的氢气排空。因此，通过此种方式进

行预冷后液氢排放掉成本较高，且加注过 程受罐子的初始状态影响大。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预冷不会浪费氢能且主动可控的氢加注系统。

[0008] 一种氢加注系统，包括增压装置、循环装置、制冷装置、第一阀门、加注  装置和测

控装置；

[0009] 所述制冷装置包括制冷单元和换热器，所述换热器包括第一换热管路、第  二换热

管路和冷却介质管路，所述制冷单元的出口和所述冷却介质管路的入口  连接，所述冷却介

质管路的出口和所述制冷单元的入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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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增压装置的入口用于和储氢装置连接，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第  一换

热管路的入口连接，所述第一换热管路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的入口连  接，所述加注装置

的出口用于和车载储氢容器的入口连接；

[0011] 所述第一阀门和所述第二换热管路并联设置，所述第一阀门的入口和所述  第二

换热管路的入口分别用于和所述车载储氢容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阀门 的出口和所述

第二换热管路的出口分别和所述循环装置的入口连接，所述循环  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增压

装置的入口连接；

[0012] 所述增压装置、所述循环装置、所述制冷装置和所述加注装置分别和所述  测控装

置连接。

[0013]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增压装置为高压增压压缩机。

[0014]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所述制冷装置为20K温区制冷机时，所述制冷单元采  用透平

制冷的逆布雷顿循环制冷机，通过所述换热器提供预冷过程冷量；

[0015] 当所述制冷装置为80K温区制冷机时，所述制冷单元为液氮冷源或者混合  工质制

冷机，通过所述换热器将冷量传递给氢。

[0016] 在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缓冲罐，所述缓冲罐设于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  所述第

一换热管路的入口之间。

[0017]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加氢站为高压气氢储氢加氢站。

[0018] 一种氢加注系统，包括增压装置、循环装置、制冷装置、加注装置和测控  装置；

[0019] 所述增压装置的入口用于和储氢装置连接，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加  注装

置的入口连接，所述加注装置的出口用于和车载储氢容器的入口连接，所  述制冷装置的入

口用于和所述车载储氢容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制冷装置的出口  和所述循环装置的入口连

接，所述循环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的入口连  接；

[0020] 所述增压装置、所述循环装置、所述制冷装置和所述加注装置分别和所述  测控装

置连接。

[0021]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增压装置为柱塞泵。

[0022]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制冷装置包括换热器和制冷单元，所述换热器包括  氢管路

和冷却介质管路，所述氢管路的入口和所述车载储氢容器的出口连接，  所述氢管路的出口

和所述循环装置的入口连接。

[0023] 所述制冷单元的出口和所述冷却介质管路的入口连接，所述冷却介质管路  的出

口和所述制冷单元的入口连接。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增压装置的出口和所述加注装置的入口之间设有第  八阀

门。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加氢站为液氢储氢加氢站。

[0026] 上述氢加注系统，通过设置制冷装置，可以对氢进行冷却，从而可以将车  载储氢

容器的温度降低。通过设置循环装置，参与预冷的氢气经过制冷装置降  温后增压到车载储

氢容器内。因此，上述氢加注系统能够将对车载储氢容器进  行冷却的氢进行回收利用，实

现了加注过程的无损，降低成本。此外，通过控  制车载储氢容器的初始温度，加注过程实现

不受车载储氢容器初始温度的影  响，因此，可以实现加注过程的可控性加注，能够起到控

制加注气体总量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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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传统的低温高压氢加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实施例1的氢加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实施例2的氢加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晰，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  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  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本发明中所说的固定连接，包括直接固定 连接和间接固定。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2所示，一实施方式的氢加注系统包括增压装置110、循环装置120、  制冷装置

130、第一阀门V1、加注装置140和测控装置(图未示)。

[0033] 制冷装置130包括制冷单元132和换热器134。换热器134包括第一换热  管路(图未

标)、第二换热管路(图未标)和冷却介质管路(图未标)。制冷单  元132的出口和冷却介质管

路的入口连接。冷却介质管路的出口和制冷单元  132的入口连接。

[0034] 增压装置110的入口用于和储氢装置150连接，增压装置110的出口和第  一换热管

路的入口连接，第一换热管路的出口和加注装置140的入口连接，加  注装置140的出口用于

和车载储氢容器160的入口连接。

[0035] 第一阀门V1和第二换热管路并联设置，第一阀门V1的入口和第二换热  管路的入

口分别用于和车载储氢容器160的出口连接。第一阀门V1的出口和  第二换热管路的出口分

别和循环装置120的入口连接，循环装置120的出口和  增压装置110的入口连接。

[0036] 增压装置110、循环装置120、制冷单元132、换热器134、加注装置140  分别和测控

装置连接。

[0037] 上述氢加注系统，通过设置制冷装置130，可以对氢进行冷却，从而可以  将车载储

氢容器160的温度降低。通过设置循环装置120，参与预冷的氢气经  过制冷装置130降温后

增压到车载储氢容器160内。因此，上述氢加注系统能  够将对车载储氢容器160进行冷却的

氢进行回收利用，实现了加注过程的无损， 降低成本。此外，通过控制车载储氢容器160的

初始温度，加注过程实现不受  车载储氢容器160初始温度的影响，因此，可以实现加注过程

的可控性加注， 能够起到控制加注气体总量的目的。

[0038] 在一个实施例中，储氢装置150为高压气氢储氢加氢站150。针对高压气  氢储氢加

氢站150，高压氢气储氢系统的来源可以为集装格、长管拖车或管道  储氢等。进一步的，高

压氢气储氢系统通常为15MPa或者20MPa的集装格或 者长管拖车等。

[0039] 在一个实施例中，增压装置110包括高压增压压缩机。具体的，增压装置  110可以

为隔膜式压缩机、活塞式压缩机或离心式压缩机等。

[0040] 在一个实施例中，循环装置120可以为低温循环泵。低温循环泵的工作温  度为

20K-300K。循环装置120主要通过控制氢加注系统的流量，在预冷过程  中提供一定的循环

动力。

[0041] 在一个实施例中，高压气氢储氢加氢站制冷装置130为满足一定的氢能储  存密度

的要求，其最低制冷温度可以为20K～80K，压力范围为35MPa～7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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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制冷装置130为20K温区制冷机时，其中制冷单元  132为20K温

区的制冷机。具体的，制冷单元132可以采用透平制冷的逆布雷  顿循环制冷机，通过换热器

134提供预冷过程冷量。

[0043] 当制冷装置130为80K温区制冷机时，制冷单元132为液氮冷源或者混合  工质制冷

机，通过换热器134将液氮冷量传递给氢。换热器134可以为盘管式  换热器或者微通道换热

器。将冷量传给输送氢气。

[0044]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缓冲罐170。缓冲罐170设于增压装  置110的

出口和第一换热管路的入口之间。

[0045] 在一个实施例中，加注装置140包括依次设置的拉断阀142、止回阀144  和加氢枪

146。拉断阀142设于第一换热管路的出口和止回阀144之间。加氢  枪146设于止回阀144和

车载储氢容器160的入口之间。加注装置140的主要  功能是将低温高压氢安全、快速、便捷

等加注到车载储氢容器160内。

[0046] 在一个实施例中，测控装置用于实现温度、压力、流量的计量及相应的控  制算法、

控制策略的制定。测控装置用于监测车载储罐160的温度、压力，增  压装置110的出口压力、

温度，流量，循环装置120的出口压力、温度，流量 以及沿程管路的温度、压力等，用于进行

加注策略的选择以及安全控制。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二阀门V2。第二阀门V2设于储氢  装置150

的出口。第二阀门V2用于控制储氢装置150是否对车载储氢容器160  进行供气。

[0048]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三阀门V3。第三阀门V3设于循环装置  120

的出口和增压装置110的入口之间。进一步的，第三阀门V3用于连接第  二阀门V2、循环装置

120的出口管路和增压装置110的入口管路。第三阀门  V3开启，循环装置120或者增压装置

110启动，储氢装置150内的氢气用于  补充系统内所需的氢气量。

[0049]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四阀门V4。第四阀门V4设于缓冲  罐170的

入口，且第四阀门V4和第一换热管路的入口连接。第四阀门V4为  三通阀。缓冲罐170通过第

四阀门V4，一方面连接增压装置110，一方面连接  换热器134。在加注过程中，通过检测缓冲

罐170内的压力，当缓冲罐170的  压力小于额定压力时，第四阀门V4接通增压装置110侧的

管路开启，补气到  缓冲罐170；当缓冲罐170的压力到额定压力时，第四阀门V4接通增压装

置  110侧的管路关闭。加注过程中，第四阀门V4连通缓冲罐170到换热器134  侧的管路处于

开启状态。

[0050]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五阀门V5。第五阀门V5设于第一  换热管路

的出口和加注装置140的入口。第五阀门V5用于能够把加注管路分  为两部分，方便进行初

期纯化或者真空检漏。

[0051]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六阀门V6。第六阀门V6设于车载  储氢容器

160的出口。第六阀门V6为预冷时的阀门，预冷过程，第六阀门V6  打开，此时，形成从第六阀

门V6到循环装置120，到加注装置140，车载储氢  容器160的闭合回路，通过循环气体量，提

供冷量给160。预冷结束，关闭第 六阀门V6。

[0052]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七阀门V7。第七阀门V7设于第二  换热管路

的出口和循环装置120的入口之间。

[0053] 图2所示的氢加注系统的工作过程如下，当用户将新能源车开到储氢装置  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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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储氢容器160加氢口与氢加注系统的加氢枪146连接。首先氢加注系  统会根据车载储氢

容器160内的温度、压力、氢气剩余量等参数，同时，调取  储氢装置150储氢系统参数，为氢

加注系统加氢做准备。

[0054] 当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160内的压力高于15MPa时(储氢装置150储  氢系统的压

力为15MPa)，检测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160的温度与制冷单元  132出口温度，当低温高压

车载储氢容器160的出口温度低于换热器134的制  冷介质的出口的温度的时候，此时第三

阀门V3、第四阀门V4、第五阀门V5、  第六阀门V6和第七阀门V7打开。当循环装置120的出口

压力低于15MPa时，  第二阀门V2打开，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160内的气体经过制冷装置

130温  度回收部分冷量，经过循环装置120提供一定的动力，流过增压装置110、制  冷装置

130后温度降低，通过第五阀门V5、拉断阀142、止回阀144和加氢枪  146后，进入到低温高压

车载储氢容器160，进行车载储氢容器160的冷却作  用。如果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160的

出口温度高于制冷装置130出口温度的 时候，此时阀门第三阀门V3、第四阀门V4、第五阀门

V5、第六阀门V6和第  一阀门V1打开，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160内的气体经过循环装置120

提供  一定的动力，流过增压装置110、制冷装置130后温度降低，通过第五阀门V5、  拉断阀

142、止回阀144和加氢枪146后，进入到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160，  进行车载储氢容器160

的冷却作用。

[0055] 当车载储氢容器160的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比如68K或者20K时，关闭循  环装置120，

开启增压装置110，增压装置110将车载储氢容器160内的15MPa  的氢气增压到35MPa到

70MPa，高压氢气流过制冷装置130变成低温高压氢，  流过拉断阀142、止回阀144和加氢枪

146后，加注到车载储氢容器160内。

[0056] 上述氢加注系统通过循环装置120实现车载储氢容器160的温度自主可  控，从而

控制加注速度以及加注时间。此外，氢加注系统在加注过程中无氢气  损耗。

[0057] 实施例2

[0058] 如图3所示，一实施方式的氢加注系统包括增压装置210、循环装置220、  制冷装置

230、加注装置240和测控装置(图未示)。

[0059] 增压装置210的入口用于和储氢装置250连接，增压装置210的出口和加  注装置

240的入口连接，加注装置240的出口用于和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入口  连接，制冷装置230的

入口用于和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出口连接，制冷装置230  的出口和循环装置220的入口连

接，循环装置220的出口和加注装置240的入 口连接。

[0060] 增压装置210、循环装置220、制冷装置230和加注装置240分别和测控  装置(图未

示)连接。

[0061] 上述氢加注系统，通过设置制冷装置230，可以对氢进行冷却，从而可以  将车载储

氢容器260的温度降低。通过设置循环装置220，参与预冷的氢气经  过制冷装置230降温后

增压到车载储氢容器260内。因此，上述氢加注系统能  够将对车载储氢容器260进行冷却的

氢进行回收利用，实现了加注过程的无损。  此外，通过控制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初始温度，

加注过程实现不受车载储氢容  器260初始温度的影响，因此，可以实现加注过程的可控性

加注，能够起到控  制加注气体总量的目的。

[0062] 在一个实施例中，储氢装置250为液氢储氢加氢站。针对液氢储氢加氢站，  液氢储

氢系统来源可以为液氢槽车、铁路运输或管道等。具体的，此时液氢储  氢加氢站的储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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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通常为0.2～0.6MPa的低温液氢槽车或液氢储罐等。

[0063] 在一个实施例中，增压系统为低温液氢泵。具体的，增压装置210为柱塞  泵。或者，

增压装置210通常为液体增压泵，增压装置210将液氢槽车内不高  于6bar的液氢，泵送到氢

加注系统所需的压力，通常高于35MPa。

[0064] 在一个实施例中，循环装置220包括低温循环泵。循环装置220主要通过  控制系统

流量，在预冷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循环动力。

[0065] 在一个实施例中，液氢储氢加氢站用制冷装置230主要用于预冷车载储氢  容器

260内回流的气体。制冷装置230的冷量来源可以为低温制冷机或车载储  氢容器260内液氢

的仲氢转正氢的转化热等。

[0066] 在一个实施例中，制冷装置230包括换热器234和制冷单元232。换热器  234包括氢

管路和冷却介质管路，氢管路的入口和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出口连  接，氢管路的出口和循

环装置220的入口连接。

[0067] 制冷单元232的口和冷却介质管路的入口连接，冷却介质管路的出口和制  冷单元

232的入口连接。

[0068] 制冷装置230为20K系统时，其中制冷单元232为20K温区的制冷机，  通过换热器

234提供预冷过程冷量。

[0069] 在一个实施例中，加注装置240包括依次设置的拉断阀242、止回阀244  和加氢枪

246，拉断阀242设于增压装置210的出口和止回阀244之间，加氢  枪246设于止回阀244和车

载储氢容器260的入口之间。加注装置240的主要  功能是将低温高压氢安全、快速、便捷等

加注到车载储氢容器260内。

[0070] 在一个实施例中，测控装置用于实现温度、压力、流量的计量及相应的控  制算法、

控制策略的制定。测控装置用于监测车载储氢容器260的温度和压力，  增压装置210的出口

压力、温度和流量，循环装置220的出口压力、温度和流  量，以及沿程管路的温度和压力等，

用于进行加注策略的选择以及安全控制。

[0071] 在一个实施例中，增压装置210的出口和加注装置240的入口之间设有第  八阀门

V8。

[0072]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九阀门V9。第九阀门V9设于循环  装置220

的出口和加注装置240的入口之间。进一步的，第九阀门V9用于连  接第八阀门V8、循环装置

220的出口管路和加注装置240的入口管路。

[0073]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十阀门V10。第十阀门V10设于加  注装置

240的入口管路上。

[0074] 在一个实施例中，氢加注系统还包括第十一阀门V11。第十一阀门V11设  于车载储

氢容器260的出口和制冷装置230的入口之间。

[0075] 图3所示的氢加注系统的工作过程如下，当用户将新能源车开到加氢站  250时，车

载储氢容器260加氢口与加注装置240加氢枪246连接，首先氢加  注系统会根据车载储氢容

器260内的温度、压力、氢气剩余量等参数，同时，  调取加氢站250储氢系统参数，为氢加注

系统加氢做准备。当系统预估降温时 间大于设定值时，打开第八阀门V8，增大通流气体量，

反之，预冷过程关闭  第八阀门V8。

[0076] 检测车载储氢容器260的温度与制冷单元232中的流出的制冷介质流过换  热器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11256028 A

9



234的出口的温度，当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出口温度低于换热器234的制  冷介质的出口的温

度的时候，此时阀门V8-V11，V13打开，车载储氢容器260 内的气体经过制冷装置230温度回

收部分冷量，经过循环装置220提供一定的  动力，气体经过制冷装置230后温度降低，通过

第十阀门V10、拉断阀242、  止回阀244和加氢枪246后，进入到车载储氢容器260，进行车载

储氢容器260 的冷却作用。如果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出口温度高于制冷装置230出口温度的 

时候，此时阀门V9、V10、V11和V12打开，车载储氢容器260内的气体经  过循环装置220提供

一定的动力，制冷装置230后温度降低，通过第十阀门  V10、拉断阀242、止回阀244和加氢枪

246后，进入到车载储氢容器260，进 行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冷却作用。

[0077] 当车载储氢容器260的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比如40K时，第八阀门V8打开，  增压装置

210将低压液氢增压到35MPa到70MPa，通过第十阀门V10、拉断 阀242、止回阀244和加氢枪

246后，将低温高压氢加注到车载储氢容器260 内。

[0078] 对于图2所示的氢加注系统，储氢装置250的氢为常温高压氢，氢的温度  为300K常

温，因此对车载储氢容器260进行预冷的过程中，需要将氢通过制  冷装置230降温，从而给

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260进行冷却。冷却完成之后，  进行氢加注系统的增压加注，这时候

制冷装置230需要一直开启，保证流入低  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260的入口的气体处于低温

状态。

[0079] 对于图3所示的氢加注系统，储氢装置250的氢为液氢，液氢的温度本身  就只有

20K。因此，液氢经过柱塞泵加压后，直接加入低温高压车载储氢容器  260里，无需经过制冷

装置230。

[0080] 上述氢加注系统通过循环装置220实现车载储氢容器260的温度自主可  控，从而

控制加注速度以及加注时间。此外，氢加注系统在加注过程中无氢气  损耗。

[0081] 如2和图3所示的氢加注系统，制冷装置用于为车载储氢容器的冷却提供  冷量。循

环装置用于给用于车载储氢容器进行预冷的氢提供循环动力。增压装  置用于给加注至车

载储氢容器的氢进行加压。加注装置用于给车载储氢容器进  行加氢。能够实现加注过程的

无损，气源适应性强，控制逻辑较优增加加氢速  率以及加氢过程的安全性，便于加氢站250

标准化的建立以及氢能全国大范围 的推广应用。上述氢加注系统，可以用于液氢储氢型加

氢装置250，也可以用  于高压气态储氢加氢装置150。

[0082]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  和润饰也应视为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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