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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料电池系统由光伏收集设备、电解水

设备以及燃料电池设备所组成，其中光伏收集设

备，具有多个光伏板用以收集太阳光，且将太阳

光的光能转换成电能。电解水设备，根据光伏收

集设备所转换的电能将水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

且将氢气和氧气分别储存于氢气储存槽及氧气

储存槽中。燃料电池设备，包括控制单元和多个

燃料电池，控制单元用以控制氢气和氧气进入每

一个燃料电池的流量，使得每一个燃料电池通过

氢气和氧气反应后产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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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燃料电池系统包括：

光伏收集设备，具有多个光伏板用以收集太阳光，且将所述太阳光的光能转换成电能；

电解水设备，根据所述光伏收集设备所转换的所述电能将水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及

燃料电池设备，包括控制单元和多个燃料电池，所述控制单元用以控制所述氢气和所

述氧气进入每一所述燃料电池的流量，使得每一所述燃料电池通过所述氢气和所述氧气反

应后产生电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含将每一所述燃料电池所产生

的水送回所述电解水设备中的电解水储存槽予以储存。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燃料电池具有储能装置，

用以储存由所述氢气和所述氧气进入每一所述燃料电池反应所产生的电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燃料电池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或氢燃料电池。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蓄电设备，且所述蓄电设备

与所述光伏收集设备电性连接，用以储存由光伏收集设备所产生的所述电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具有通讯单元，用以

与电子设备通信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燃料电池产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设备可以是服务器、

笔记本计算机、行动装置或是桌面计算机。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用以监控每一所述燃

料电池的使用状态及电容量。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燃料电池具有通讯单元，

用以与所述控制单元通信连接。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警示设备，且所述警示设备

与所述燃料电池设备或每一所述燃料电池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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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涉及燃料电池领域，特别是有关于一种采用光伏板产生电能并供应电解

设备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从而做为燃料电池反应气体的燃料电池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是一种将燃料与氧化剂中的化学能通过电极上的电催化反

应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当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工作时，要连续不断地向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内输送燃料和氧化剂，即可连续不断地得到电能，同时要连续不断的排除因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水和热量。虽然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有工作温度低、启动快、能量转化率高

等特点，但是要排出因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水和热量则需要考虑到是否对环境友善的问题。

[0003] 另一个问题在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需要大量的氢气和氧气来与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内的金属双极板上的催化剂进行反应并产生电流，氢气和氧气的来源又是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量产的成本考虑之一，因此，直至目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仍无法实现商业

化，且其实际能应用的范围狭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电解水设备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所产生

的水回收并进行电解反应，而可以产生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所需要燃料气体和氧化剂气

体，以解决了由于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水而对环境友善的问题，并且可以将水回收再次使用，

降低燃料气体和氧化剂气体的供应成本。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采用光伏板收集光能并且转换成电能了做为电解水时的

电源来源，以降低制作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时的成本。

[0006]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采用光伏板收集光能并且转换成电能，利用蓄电设备将电

能予以储存，当光伏板收集的光能不足以供应电解水设备操作时的电能时，可利用蓄电设

备提供所需电能。

[0007]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燃料电池系统，其每一个燃料电池具有储能装

置，藉此燃料电池可与充电桩结合而成为充电设备而做为新能源车辆的动力来源。

[0008]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燃料电池系统，利用控制单元可监控每一个燃料

电池目前的使用状态以及电容量。

[0009] 根据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燃料电池系统至少由光伏收集设备、电解水设备

以及燃料电池设备所组成，其中光伏收集设备，具有多个光伏板用以收集太阳光，且将太阳

光的光能转换成电能。电解水设备，根据光伏收集设备所转换的电能将水电解产生氢气和

氧气，且将氢气和氧气分别储存于氢气储存槽及氧气储存槽中。燃料电池设备，包括控制单

元和多个燃料电池，控制单元用以控制氢气和氧气进入每一个燃料电池的流量，使得每一

个燃料电池通过氢气和氧气反应后产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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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方块图。

[0011] 图2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方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特征及优点，能更为相关技术领域人员所了解，并得以

实施本发明，在此配合所附的图式、具体阐明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与实施方式，并列举较佳实

施例进一步说明。以下文中所对照的图式，为表达与本发明特征有关的示意，并未亦不需要

依据实际情形完整绘制。而关于本案实施方式的说明中涉及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技术

内容，亦不再加以陈述。

[0013] 首先请参考图1。图1表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方块图。在图1中，燃

料电池系统包括了光伏收集设备10、电解水设备20及燃料电池设备30，其中，电解水设备20

分别与光伏收集设备10及燃料电池设备30电性连接。

[0014]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光伏收集设备10由多个光伏板102-112所构成，这些光伏

板102-112可放置在日照时间长且较容易被太阳光照到的地方，例如空地或是屋顶(未在图

中表示)，在本发明的较优选的实施例中，是将光伏板102-112设置于屋顶上。在此是利用屋

顶较没有其它遮蔽物以及太阳光的日照时间以及日照的程度较其它区域较多的优点，设置

光伏板102-112在屋顶上，藉由光伏板102-112来收集太阳能，并且将太阳能(或称为光能)

转换成电能。

[0015] 在此，针对光伏板102-112收集太阳能之后，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的原理简单概

述：当太阳光照射到一般的半导体(例如硅)时，会产生电子与电洞对，但它们很快的便会结

合，并且将能量转换成光子或声子(热)，光子和能量相关，声子则和动量相关。因此电子与

电洞的生命期甚短；在P型中，由于具有较高的电洞密度，光产生的电洞具有较长的生命期，

同理，在N型半导体中，电子有较长的生命期。在P-N半导体接合处，由于有效载子浓度不同

而造成的扩散，将会产生一个由N指向P的内建电场，因此当光子被接合处的半导体吸收时，

所产生的电子将会受电场作用而移动至N型半导体处，电洞则移动至P型半导体处，因此便

能在两侧累积电荷，若以导线连接，则可产生电流，而光伏板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将产生的电

子电洞对在复合之前将其搜集起来。从太阳来的光线，能量大部份落于1-3eV之间，因此就

单一个PN接面而言，若经适当地设计，使吸收光能的高峰落于约1.5eV，则能有最好的效率。

[0016] 根据光伏板102-112内的电池片(未在图中表示)按照制作材料，则可以分为:硅基

半导体电池、CdTe薄膜电池、CIGS薄膜电池、染料敏化薄膜电池、有机材料电池等。其中硅电

池又分为单晶硅电池、多晶硅电池和无定形体硅薄膜电池等。在本发明中，光伏板102-112

的结构、材料特性及其电路设计等等，并非为主要的技术特征，且为现有技术，故不再多加

陈述。

[0017] 在此要说明的是，若是将光伏收集设备10设置在大楼、住家、工厂、农舍的屋顶，多

半是将光伏收集设备10转换的电能直接对大楼、住家、工厂、农舍提供所需要的电能。但是

在本发明中，除了可以对大楼、住家、工厂、农舍提供所需要的电能之外，是将光伏收集设备

10中的光伏板102-112收集到太阳能并且转换成电能之后，将电能传送至电解水设备20，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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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水设备20则利用此电能来进行电解水制程。

[0018]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电解水设备20包括了电解槽202、氢气储存槽204及氧气储

存槽206及电解水储存槽210，其中电解槽202用来进行电解水反应、氢气储存槽204及氧气

储存槽206是分别将电解反应所产生的氢气和氧气予以储存，并做为后续燃料电池设备30

中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的燃料气体和氧化剂气体。电解水储存槽210用以储存用以供应

电解槽202进行电解时所需要的水之外，还储存在后续燃料电池反应产生电能时，同时所产

生的水。

[0019] 在此针对电解水的原理进行说明，依据电解原理在正极、负极及全反应的方程式

(I)如下所述:

[0020] 负极：H2O(l)→2H+(aq)+1/2O2(g)+2e-

[0021] 正极：2H2O(l)+2e-→2OH-(aq)+H2(g)

[0022] 全反应：H2O(l)→H2(g)+1/2O2(g)   (I)

[0023] 接着，将电解水所产生的氢气和氧气利用压缩机是自然压力差的方式，分别储存

在氢气储存槽204及氧气储存槽206，而做为后续燃料电池的燃料气体和氧化剂气体的供应

来源。

[0024] 燃料电池设备30包括控制单元30和多个燃料电池310-316，其中燃料电池310-316

可以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或是氢燃料电池，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是以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来做说明，而每一个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310-316由至少由1-10组具有金属双极板和质

子交换膜的电池所构成。其中，每一组的金属双极板由一片阳极板及一片阴极板所组成，具

有催化剂和扩散层的质子交换膜则是设置在金属双极板之间。于一实施例，金属双极板的

阳极板及阴极板是采用焊接的方式链接或是采用密封橡胶将两个电极板密封，其中，密封

橡胶可以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或是聚萘二甲酸乙

二醇酯(PEN,poly(ethylene  naphtalate))，通过热融或粘合的方式，使阳极板、密封橡胶

和阴极板形成一体，起到密封作用。然而，金属双极板的结构及功能并不是本发明的主要特

征，因此不在此多加陈述。

[0025] 控制单元30用以控制氢气和氧气进入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的流量。由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的原理可以得知，氢气为燃料电池310-316的燃料气体、氧气为燃料电池310-

316的氧化剂气体，因此控制单元30控制氢气储存槽204及氧气储存槽206中氢气和氧气进

入燃料电池设备30中的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的流量及流速，藉由通入燃料电池310-316

的氢气和氧气与金属双极板上的催化剂反应产生电流及水，其中，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

将产生的电流可储存于各自的储能装置，因此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都可以视为一个小

型的蓄电设备，据此，将燃料电池310-316与充电桩(未在图中表示)结合，则可以应用在新

能源车辆的供电设备上，以供应新能源车辆行驶时所需要的电源，在此新能源车辆可以是

加氢车辆、电动车辆或是氢电混合车辆等等。另外，燃料电池310-316与充电桩结合后可以

应用于LED省电大灯，或是将多个燃料电池310-316组合成燃料电池组，以提供须要使用较

多电量的电源设备。

[0026] 另外，在通入燃料电池310-316的氢气和氧气与金属双极板上的催化剂反应之后

所产生的水，可以暂时先储存于水储存槽320，利用控制单元302将反应后产生的水由水储

存槽320藉由管线(未在图中表示)予以控制输送回电解水设备中20的电解水储存槽202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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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储存，并可以再一次的提供电解水设备30进行电解程序，而产生燃料电池产生电能所需

要的燃料气体和氧化剂气体，也解决了因燃料电池反应所产生的废水排放的问题。

[0027] 此外，控制单元30还具有通讯单元，用以与电子设备(未在图中表示)通信连接，其

中电子设备可以是服务器、笔记本计算机、行动装置或是桌面计算机。藉由这些电子设备可

以以近端或是远程的方式来监控燃料电池系统的操作及状态。另外，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

中，由于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都可以多次的利用燃料电池系统进行反应产生电流以储

存电能，因此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都可以视为单一一颗蓄电池来进行租赁或是贩卖等

商业行为。

[0028] 再者，于本发明中的一实施例中，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上具有通讯单元，控制

单元30可以利用通讯单元监控每一个燃料电池310-316的使用状态及电容量。当燃料电池

310-316的电能处于低容量时，在燃料电池310-316上的警示设备(未在图中表示)会发出讯

号来提醒用户需要进行充电处理；或者是当燃料电池310-316发生异常时，燃料电池310-

316上的警示设备也护发出讯号提醒用户，并通过燃料电池310-316上的通讯单元与燃料电

池系统的控制单元30通讯连接，以监控并可以实时的处理有异常的燃料电池310-316的状

况。

[0029] 另外，图2是表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方块图。图2与图1是相似的

燃料电池系统，其光伏收集设备10、电解水设备20及燃料电池设备30与图1相同，在此不再

多加陈述，而与图1之间的差异在于，燃料电池系统还包含了蓄电设备40与光伏收集设备10

电性连接。此蓄电设备40的目的在于将光伏收集设备10所转换的电能储存在蓄电设备40

内，当光伏收集设备10所收集的光伏所产生的电能不足以供应电解水设备20或是燃料电池

设备30运作时，则可以利用蓄电设备40来供应所须的电能。要说明的是，将光伏收集设备10

收集的太阳能转换成电能以储存在蓄电设备40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多加陈述。

[0030] 综合上述，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从一开始所使用的电能是由光伏板102-112由

太阳光所收集并转换得到的，这是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来产生电能，并不需要藉由任何化学

或是核能反应来得到电能，对环境相当的友善，也并没有消耗任何地球上的资源。此外，电

解水设备30中用来电解的水则是采用在燃料电池设备30中，因燃料气体(氢气)、氧化剂气

体(氧气)与催化剂反应而产生的水，将产生的水再回收利用，达到了节省水资源的目的。再

者，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燃料电池具有储电功能，当燃料电池反应产生电能之后将这

些电能储存起来，而可以将每一个燃料电池当作一个蓄电装置来做为车辆、住家的电源供

应来源，可以降低地球上对于石油的需求量以及降低因汽车燃烧汽油不完全所造成的空气

污染。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要求范围；同时

以上的描述，对于相关技术领域之专门人士应可明了及实施，因此其它未脱离本发明所揭

示之精神下所完成的等效改变或修饰，均应包含在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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