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120226.9

(22)申请日 2018.01.24

(73)专利权人 南通安思卓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 226500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城北街

道起凤西路333号

(72)发明人 李海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 32241

代理人 唐小红

(51)Int.Cl.

C25B 1/04(2006.01)

C25B 9/04(2006.01)

C25B 9/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电解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电解装置，包括：四路开

关，其输入端连接电源的正极、控制端连接控制

器、输出端具有四个端口；电解槽，由多个极板串

联构成，相邻两个极板之间构成一电解小室；且

多个极板包括：连接电源负极的第一端极板；与

第一端极板相对的设置、且与一输入端口连接的

第二端极板；等间隔分布于第一端极板和第二端

极板之间的N个双极板；第 个双极板、第

个双极板、第 个双极板与另外三个输入端

口一一对应连接；控制器，用于根据电源电压控

制四路开关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对应的端口

导通。本实用新型有效实现水电解制氢装置对波

动输入电源的适应性，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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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解槽、电源、控制器和四路开关；其中：

所述四路开关，其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正极、控制端连接所述控制器、输出端具有第

一端口、第二端口、第三端口和第四端口；

所述电解槽，由多个极板串联构成，相邻两个极板之间构成一电解小室；

且所述多个极板包括：第一端极板，设置于所述电解槽的一端，且连接所述电源的负

极；第二端极板，与所述第一端极板相对的设置于所述电解槽的另一端，且与所述第四端口

连接；N个双极板，N个所述双极板等间隔分布于所述第一端极板和所述第二端极板之间；第

个双极板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一端口连接、第 个双极板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二端口连

接、第 个双极板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三端口连接；其中，N为正整数；

所述控制器，用于检测电源电压，并根据所述电源电压控制所述四路开关中的输入端

与输出端中对应的端口导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槽中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电解

小室氢气出气端的单向阻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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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化学技术与可替换能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解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氢气作为储能载体拥有质量轻，能量密度高，使用时对环境无任何排放等优点，受

到广大科研工作者及环境工作者的青睐。然而，氢气并非存在于自然界，需要利用外部能量

进行制备。目前制氢的技术主要是矿物燃料制氢和水电解制氢两大类。也有其他制氢方法

比如热化学循环制氢和生物质制氢。矿物燃料制氢是目前最大也是最经济的氢气来源，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矿物燃料制氢由于其使用石油燃料作为原

料，在制备氢气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环境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制备的氢气后期需要繁琐

的过滤和分离工序导致氢气纯度不一定能满足后期用氢设备的要求。另外，矿物燃料制氢

通常用于大型生产基地，在目前高效经济的微电网架构中无法完全发挥其作用。

[0003] 水电解制氢通过电解水而获得高纯度的氢气，其设备结构成熟，相对简单。其纯化

后的氢气纯度可高达99.9999％，高出其他制氢方式一个数量级且其制备的氢气不含碳元

素杂质，故而成为如多晶硅生产等高精应用领域唯一选择。然而水电解制氢的能量转化率

相较矿物燃料制氢偏低，有研究分析得出，水电解制氢的生产消耗构成中，原材料(主要为

电费投入)占比高达81.9％，致使水电解制氢在整体制氢市场所占份额很小。

[0004] 在国家大力倡导新能源可持续化发展今天，水电解制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

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由于其产电功率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域限制，导致大

量可再生能源无法合理的被利用，继而出现“弃风弃水弃光”现象。水电解制氢凭借其灵活

的系统规模，成熟且稳定的系统性能，以及与氢燃料电池系统良好的契合度，有望成为主流

制氢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氢气作为能量载体，在同等质量的燃料中，拥有最高的能量密

度。未来在能量储存应用和微电网构建方面，水电解制氢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0005] 目前新能源水电解制氢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电解水制氢效率不高

以及新能源输入功率不稳定。因此，优化水电解制氢系统对波动电源输入(比如可再生能

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适应性，同时提高单位能量的产氢量，是目前水电解制氢

技术的主要目标。

[0006] 因此，如何提高用于水电解制氢的电解槽对波动电源的适应性，提高能量转化效

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解装置，用于有效提高水电解制氢的电解槽对波动电源的

适应性，提高能量转化效率，减少可再生资源的浪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解装置，包括电解槽、电源、控制器

和四路开关；其中：

[0009] 所述四路开关，其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正极、控制端连接所述控制器、输出端具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395285 U

3



有第一端口、第二端口、第三端口和第四端口；

[0010] 所述电解槽，由多个极板串联构成，相邻两个极板之间构成一电解小室；且所述多

个极板包括：第一端极板，设置于所述电解槽的一端，且连接所述电源的负极；第二端极板，

与所述第一端极板相对的设置于所述电解槽的另一端，且与所述第四端口连接；N个双极

板，N个所述双极板等间隔分布于所述第一端极板和所述第二端极板之间；第 个双极板

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一端口连接、第 个双极板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二端口连接、第

个双极板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三端口连接；其中，N为正整数；

[0011] 所述控制器，用于检测电源电压，并根据所述电源电压控制所述四路开关中的输

入端与输出端中对应的端口导通。

[0012] 优选的，所述电解槽中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电解小室氢气出气端的单向阻回阀。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电解装置，通过对输入电源功率的检测结果而选择性的接入部

分电解槽进入电路回路，在不过多增加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有效实现水电解制氢装置对波

动输入电源的适应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为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

等)的收集、存储、和运输提供解决方案。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电解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单向阻回阀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电解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说明。

[0017] 本具体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电解装置，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电解

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电解装置，包括电解槽9、电源6、控

制器5和四路开关8。其中，所述电源6为由可再生能源转化生成的电能，例如由风力发电产

生的电能、太阳能能转化而来的电能、潮汐能转化而来的电能等等。所述电解槽9用于电解

水以产生清洁能源氢气，具体来说，电解槽9内发生电化学反应：通过输入的电能将水分解

成氢气与氧气，其中氢气在去水后纯度达99.9％。

[0018] 所述四路开关8，其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6的正极、控制端连接所述控制器5、输出

端具有第一端口(1)、第二端口(2)、第三端口(3)和第四端口(4)。

[0019] 可再生能源产电能力极大的受天气等客观因素影响，比如风能发电受制于当地风

能强度以及其持续时间，太阳能发电受制于所接收到的日光强度以及日照时间。这些因素

导致了可再生能源作为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动性。

[0020] 为了适应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所述电源6电压的波动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具

体实施方式所提供的电解装置中的所述电解槽9，由多个极板串联构成，相邻两个极板之间

构成一电解小室，由水电解产生氢气的过程在电解小室内发生，且每一电解小室内部由隔

膜分隔成阳极与阴极。所述多个极板包括N  个双极板和两个单极板，两个所述单极板包括

置于所述电解槽9相对两端的第一端极板1和第二端极板4。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端极板1，

设置于所述电解槽9的一端，且连接所述电源6的负极；第二端极板4，与所述第一端极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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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设置于所述电解槽9的另一端，且与所述第四端口(4)连接；N个双极板2，N个所述双

极板2等间隔分布于所述第一端极板1和所述第二端极板  4之间。即在本具体实施方式的电

解槽9中总共有N+2个极板，由这N+2个极板共构成N+1个小室，且这N+1个小室是相互串联。

本具体实施方式为了适应波动的电源电压，所采取方式是根据电源电压控制不同数量的电

解小室接入电解回路。

[0021] 具体来说，本具体实施方式中，第 个双极板2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一端口(1)连

接、第 个双极板2通过触点与所述第二端口(2)连接、第 个双极板2通过触点与所

述第三端口(3)连接；其中，N为正整数。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四路开关8输入端的四个

端口与四个极板(即第二端极板4和三个双极板)一一对应连接。所述控制器5，用于检测电

源电压，并根据所述电源电压控制所述四路开关8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对应的端口导通。

这样，通过所述控制器5控制所述四路开关8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对应的端口导通，就能

够实现将不同数量的电解小室接入电解回路，以完成针对不同电源电压使得全部或部分电

解小室参与电解制氢的过程。优选的，当 和 的计算结果为非整数时，以对

其计算结果向上取整后得到的值作为与所述四路开关  8连接的双极板。

[0022] 采用本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电解装置进行电解水制氢的过程中，电流从所述电源

6的正极流出后，首先经过所述四路开关8，从某一双极板2上的触点或所述第二端极板4流

入，然后经过电解槽9中的部分或全部电解小室，之后经所述第一端极板1后流回所述电源6

的负极。其中，所述四路开关8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的第一端口(1)导通时表明参与反应

的电解小室数量最少，相应的，所述四路开关8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的第四端口(4)导通

时表明所述电解槽9中全部的电解小室均参与反应(即参与反应的电解小室数量最大)。参

与反应的电解小室数量越少，则表明电源输入相比电解槽最大可接受输入功率越小。一般

情况下，电源输入功率均小于电解槽可接收额定功率。

[0023]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单向阻回阀的结构示意图。为了收集电解反

应生成的氢气，一般在电解小室中分别设置有氢气出气端和氧气出气端。为了防止参与电

解反应的电解小室中生成的氢气回流至未参与电解反应的电解小室中而发生电解逆反应，

优选的，如图1、2所示，所述电解槽9中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电解小室氢气出气端的单向阻回

阀3。单向阻回阀3的设置，能够进一步提高单位能量的产氢量，实现氢气的最大化采集。

[0024] 本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电解装置，通过对输入电源功率的检测结果而选择性的接

入部分电解槽进入电路回路，在不过多增加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有效实现水电解制氢装置

对波动输入电源的适应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为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太阳能，潮汐

能等)的收集、存储、和运输提供解决方案。

[0025] 实施例1

[0026] 最大产气量为1Nm3的电解槽(系统约为5kw)共含有50个电解小室，极板(所有极板

均计算在内)数量为51块。按照本实施例的设计(参照图1)，第一端极板1连接于可再生能源

电源6的负极；第二端极板4连接于四路开关  8的第四端口(4)；第51/4块双极板(计算结果

为非整数，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向上取整，即从第一端极板1开始第13块双极板)连接于四路

开关8的第一端口(1)；第51/2块双极板(计算结果为非整数，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向上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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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第一端极板1开始第26块双极板)连接于四路开关8的第二端口(2)；第51*3/4块双极板

(计算结果为非整数，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向上取整，即从第一端极板1开始第39块双极板)连

接于四路开关8的第三端口(3)；四路开关8的输入端连接于可再生能源电源6的正极；控制

器5与可再生能源电源  6并联，且与四路开关8的控制端连接，用于检测可再生能源电源6的

电源电压。对应电解系统容量按照本具体实施方式电解装置当前设置可分为5挡：系统关闭

(四路开关8断开)，1.3kW模式(四路开关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的第一端口导通)，2.6kW模

式(四路开关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的第二端口导通)，3.9kW模式(四路开关中的输入端与

输出端中的第三端口导通)，以及5kW  模式(四路开关中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的第四端口导

通)。

[0027] 以本实施例中的电解装置与5kW光伏阵列耦合为例进行说明。在太阳升起前，光伏

阵列不工作，输入电源为零，此时本实施例的装置处于系统关闭状态；当太阳升起后(比如

6am-8am)，光伏阵列开始工作，但此时光照入射角度大，光能辐射强度不高，其光伏阵列输

出功率小(比如1kW)。经过光伏系统内置DC/DC转换器输入到本实施例电解装置并被控制器

5收集，控制器5  根据此时电源6的输入功率(或电压)控制四路开关8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

的第一端口(1)导通。至此，本实施例电解装置工作于1.3kW模式。当太阳继续上升(8am-

10am)，光照入射角度减小，光能辐射强度增强，光伏阵列输出功率增大(比如2.2kW)。此电

源功率的变化一直被本实施例电解装置中的控制器5监控着，当其值达到预设的阈值时(比

如>＝1.95kW)，控制四路开关8  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中的第二端口(2)导通。随着太阳上升

(10am-11am)光照入射角的继续减小，光能辐射强度继续增加，光伏阵列的输出功率也继续

增大(3.5kW)，此时本实施例电解装置将运行于3.9kW模式(即四路开关8的输入端与输出端

中的第三端口(3)导通)。当正午(11am-1pm)来临，阳光直射于光伏阵列，此时光伏阵列输出

其峰值5kW，相应的本实施例电解装置也运行于峰值(5kW)模式(即四路开关8的输入端与输

出端中的第四端口(4)  导通)。同理，当过了午后，随着光能辐射强度的减弱，光伏阵列的输

出功率逐渐减小，本实施例电解装置也根据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源6的波动调控其接入电

路回路的电解小室数量。

[0028] 需要指出的是，本具体实施方式中电解装置并非如实施例1所述线性变化，所述电

解装置根据电源电压的波动给予相对应的系统容量(即四路开关的端口连接)以确保本具

体实施方式电解装置始终处于优化的容量上，从而提供最大化系统效率。如前所述，本具体

实施方式着重介绍一种可变容量电解装置的结构与设计，其中四路开关以及5kW系统容量

设计并非固定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002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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