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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

氢系统，包括金属储氢容器、恒温槽、溢流阀、质

量流量控制器、氢源、燃料电池电堆、加热水箱、

制冷机组、自动补水循环泵以及温度传感器；该

系统以去离子水为传热介质，金属储氢容器能够

在不同工况下通过对循环水的切换实现充/放氢

流程的选择与转换，氢气流速平稳，反应均衡，反

应产物为纯净水，清洁无污染，而且整个系统结

构紧凑，制造和维修成本低，工作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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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包括内含储氢合金的金属储氢容器（1）以及给

储氢合金提供氢气的氢源（5），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盛装去离子水的恒温槽（2）和通过质量

流量控制器（4）连接于金属储氢容器（1）的燃料电池电堆（6），所述的金属储氢容器（1）设于

恒温槽（2）内且外壁直接接触去离子水，恒温槽（2）上侧的溢流出口连接有溢流阀（3），所述

的燃料电池电堆（6）出口连接有加热水箱（7），加热水箱（7）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与

恒温槽（2）的进水口和出水口连接，用于将反应产物所携带的热量返还给恒温槽（2），所述

的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位于溢流阀（3）的下游和金属储氢容器（1）的下方，所述的加热

水箱（7）上连接有制冷机组（8），制冷机组（8）的水箱与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连接，为恒

温槽（2）循环提供冷却水，所述的恒温槽（2）内设有温度传感器（10），温度传感器（10）的一

端与恒温槽（2）连接，另一端与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连接，用于监测去离子水的温度变

化，将金属储氢容器（1）的外表面温度变化实时地传递给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自动补

水循环泵（91、92）通过接收的控制信号来改变循环冷却水的流量和温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金属

储氢容器（1）由罐体（11）、叠加在罐体（11）内的多个换热结构（12）以及穿过换热结构（12）

中心的导气管（13）组成，所述的换热结构（12）内壁粘贴有一层金属缓冲层，所述的金属缓

冲层为波浪形“V”字结构金属片叠加而成，所述的导气管（13）为粉末冶金多孔的中空结构，

让气体通过同时阻止金属粉末通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结

构（12）的外壁与罐体（11）内表面直接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氢

合金为TiFe、TiFe0.9Mn0.1、TiMn1.5、Ti0.8Zr0.2Cr0.8Mn1.2、V0.8Ti0.2或LaN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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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氢气的储存、运输及供给领域，涉及固态储氢供氢技术，具体地涉及一

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氢气作为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通过燃料电池电堆反应后能够转化为电能。但是，

如何安全可靠地储存和使用氢气，并且保证不泄露，是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常见的储

氢技术主要有高压储氢、物理吸附储氢、固态储氢、有机液体储氢等几种方式。

[0003] 高压储氢的主要缺点是密封性差，容易泄露，存在安全隐患。物理吸附储氢一般只

能在低温下达到较大的储氢量，与化学储氢材料相比，物理储氢的吸附热低，作用力弱，只

是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不涉及化学键的断裂和生成。固态储氢技术发展较快，某些类型的

合金储氢材料具有很强的与氢气反应的能力，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能够大量吸收氢气，生

成金属氢化物，如TiFe、TiMn、V系、镧系金属等，但距离大规模工程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有

机液体储氢技术近年来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是以某些不饱和芳香烃、烯炔烃等作为储氢

载体，通过与氢气作为反应物发生可逆化学反应来实现储放氢，但大多处于试验室研究阶

段，在工程应用方面报道较少。储氢合金在充/放氢反应过程中表现出显著地热效应，即吸

氢放热，吸热放氢。因此，为了保证吸放氢平衡，需要为金属储氢装置配置特殊的换热结构

或热平衡装置。

[0004] 中国专利CN105387341公开了一种阵列式固态储氢放氢装置，包括储氢罐和罐内

的气路系统，该储氢装置由一个腔体和以结构单元阵列式安装在腔体内的具有承担固态储

氢和放氢功能的储氢罐组成。该专利的特点是：储氢罐以阵列方式置于腔体内，以结构单元

形式安装，可根据实际需求容量增减单元数量；冷却/加热系统与装置一体化，既保证热传

递的效果，又能够有效简化整体结构，降低成本；金属化合物合金粉均匀分布在层叠放置的

方块铝膜上，填充量高，储氢多；该装置既可作为储、放氢装置，又可作为储氢介质特性、储

放氢动力学和热量传递的研究装置。

[0005] 中国专利CN105387341公开的储放氢装置虽然便于安装，适于安装到具有特定形

状的设备中，但其复杂的结构使得制造和维护成本高，不适用于给一般简单的设备供氢。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工作性能稳定的温度补偿式合

金储氢供氢系统。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

统，包括用于吸氢储存的内含储氢合金的金属储氢容器以及给储氢合金提供氢气的氢源，

还包括盛装用于热传导的去离子水的恒温槽和通过质量流量控制器连接于金属储氢容器

的燃料电池电堆，所述的金属储氢容器设于恒温槽内且外壁直接接触去离子水，质量流量

控制器用于控制放氢流速，调节放氢压力，恒温槽上侧的溢流出口连接有溢流阀，所述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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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电池电堆出口连接有加热水箱，加热水箱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与恒温槽的进水口和出水

口连接，用于提供作为热传导的去离子水所需的热量，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将反应产物水

所携带的热量返还给恒温槽，用于系统热循环回路，所述的自动补水循环泵位于溢流阀的

下游和金属储氢容器的下方，用于整个系统回路的循环利用，所述的加热水箱上连接有制

冷机组，制冷机组的水箱与自动补水循环泵连接，为恒温槽循环提供冷却水，所述的恒温槽

的内部设有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一端与恒温槽连接，另一端与自动补水循环泵连接，

用于监测金属储氢容器外表面进行热交换的去离子水的温度变化，将金属储氢容器的外表

面温度变化实时地传递给自动补水循环泵，自动补水循环泵相应地通过接收的控制信号来

改变开关状态，根据温度信号控制自动补水循环泵与溢流阀的开启与否，以改变与金属储

氢容器接触的循环冷却水的流量和温度。

[0008] 所述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其金属储氢容器由罐体、叠加在罐体

内的多个换热结构以及穿过换热结构中心的导气管组成，所述的换热结构内壁粘贴有一层

金属缓冲层，所述的金属缓冲层为波浪形“V”字结构金属片叠加而成，所述的导气管为粉末

冶金多孔的中空结构，让气体通过同时阻止金属粉末通过。

[0009] 所述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其换热结构的外壁与罐体内表面直接

接触。接触面积大，间隙小，为去离子水的热交换提供了良好的换热条件。

[0010] 所述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其储氢合金为TiFe、TiFe0 .9Mn0 .1、

TiMn1.5、Ti0.8Zr0.2Cr0.8Mn1.2、V0.8Ti0.2或LaNi5。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储氢供氢系统，释放出的氢气经过燃料电池电堆

反应后，生成的产物水可作为金属储氢容器放氢反应所需要的热源，通过质量流量控制器

可调节氢气流速，对外持续供氢。使用去离子水作为传热介质，去离子水与金属储氢容器的

外表面直接接触，使得设计的金属储氢容器的结构简单，生产和维护成本低，装拆方便快

捷。通过温度传感器随时监测水温变化，根据水温变化而补充因充/放氢流程所需的热量交

换：充氢时放热，提供冷却水；放氢时吸热，提供热水。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放氢工作流程；

图3是本发明的充氢工作流程；

图4是本发明金属储氢容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是本发明换热结构的侧视图；

图6是本发明换热结构的俯视图；

图7是本发明换热结构的立体图。

[0014] 各附图标记为：1—金属储氢容器，2—恒温槽，3—溢流阀，4—质量流量控制器，

5—氢源，6—燃料电池电堆，7—加热水箱，8—制冷机组，91、92—自动补水循环泵，10—温

度传感器，11—罐体，12—换热结构，13—导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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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

[0016]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温度补偿式合金储氢供氢系统，包括金属储氢容器

1、恒温槽2、溢流阀3、质量流量控制器4、氢源5、燃料电池电堆6、加热水箱7、制冷机组8、自

动补水循环泵91和92以及温度传感器10。

[0017] 恒温槽2盛装用于热传导的去离子水，金属储氢容器1设于恒温槽2内且外壁直接

接触去离子水，燃料电池电堆6通过质量流量控制器4连接于金属储氢容器1，质量流量控制

器4用于控制放氢流速，调节放氢压力，恒温槽2上侧的溢流出口连接有溢流阀3，燃料电池

电堆6出口连接加热水箱7，加热水箱7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与恒温槽2的进水口和出

水口连接，用于提供作为热传导的去离子水所需的热量，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将反应

产物水所携带的热量返还给恒温槽2，用于系统热循环回路，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位于溢

流阀3的下游和金属储氢容器1的下方，用于整个系统回路的循环利用，加热水箱7连接有制

冷机组8，制冷机组8的水箱与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连接，为恒温槽2循环提供冷却水，恒温

槽2的内部设置温度传感器10，温度传感器10的一端与恒温槽2连接，另一端与自动补水循

环泵91、92连接，用于监测金属储氢容器1外表面进行热交换的去离子水的温度变化，将金

属储氢容器1的外表面温度变化实时地传递给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自动补水循环泵91、

92相应地通过接收的控制信号来改变开关状态，根据温度信号控制自动补水循环泵91、92

与所述溢流阀3的开启与否，以改变与金属储氢容器1接触的循环冷却水的流量和温度。

[0018] 金属储氢容器1中装有储氢合金，储氢合金可以列举TiFe、TiFe0 .9Mn0 .1、TiMn1 .5、

Ti0.8Zr0.2Cr0.8Mn1 .2、V0.8Ti0.2、LaNi5等，根据外部用氢设备对氢气依赖的要求，可选择充氢

压力大于等于4.50MPa（试验数据所得）、充氢水温5～10℃（试验数据所得）；放氢压力0.3～

1.0MPa、放氢水温60～70℃（试验数据所得）。

[0019] 如图2所示，当合金放氢时，恒温槽2保持罐体表面水温60～70℃范围，如果水温下

降，温度传感器10可释放信号给自动补水循环泵91和92，将加热水箱7提供的热水，包含燃

料电池电堆6反应生成的产物水流入加热水箱7的部分，一起导入恒温槽2中补充供热，同时

将溢流阀3打开，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91排出多余的热交换水，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储氢合

金完全放氢为止。

[0020] 由于放氢的过程是一个吸热反应过程，会导致金属储氢容器1内部储氢合金的温

度下降，为了持续向外部用氢设备提供稳定的氢气来源，传感器10将金属储氢容器1的外表

面温度变化实时地传递给自动补水循环泵91，自动补水循环泵91相应地通过接收的控制信

号来改变开关状态，以改变与金属储氢容器1接触的循环水流量和温度，同时在温度较低时

通过溢流阀3将多余的已被完全吸收了热量的循环水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92排至加热水箱

7。

[0021] 如图3所示，当合金吸氢时，恒温槽2可保持罐体表面温度5～10℃范围，如果水温

升高，温度传感器10可将控制信号传给自动补水循环泵92，将制冷机组8提供的冷却水导入

恒温槽2中，同时将溢流阀3打开，排出多余的热交换水，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合金吸氢饱和

为止。

[0022] 由于充氢的过程是一个放热反应过程，会导致金属储氢容器1内部储氢合金的温

度上升，为了保证储氢合金持续吸氢，由氢源5持续供氢，同时温度传感器10将金属储氢容

器1的外表面温度变化实时地传递给自动补水循环泵91，自动补水循环泵91相应地通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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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控制信号来改变开关状态，以改变与金属储氢容器1接触的循环冷却水的流量和温度，

冷却水由制冷机组8提供，同时在水温升高时通过溢流阀3将多余的已吸收足够热量的循环

水通过自动补水循环泵92排至制冷机组8水箱，进行下一轮的循环利用。

[0023] 如图4所示，所述的金属储氢容器1由罐体11、叠加在罐体11内的多个换热结构12

以及穿过换热结构12中心的导气管13组成，换热结构12的外壁与罐体11内表面直接接触，

接触面积大，间隙小，为去离子水的热交换提供了良好的换热条件。

[0024] 如图5至图7所示，所述的换热结构12内壁粘贴有一层金属缓冲层，可以抵消或减

缓合金材料吸氢膨胀时对罐体的挤压，所述的金属缓冲层为波浪形“V”字结构金属片叠加

而成，下面粘贴阻粉层，安装在换热结构12内壁，紧贴内壁粘贴，所述的导气管13为粉末冶

金多孔的中空结构，安装在罐体11内部，通过换热结构12中心，可让气体通过同时阻止金属

粉末通过。储氢合金在吸氢膨胀时不与罐体内壁直接接触，而是由金属缓冲层承受合金膨

胀导致的应力应变影响，可减缓或避免罐体的应力应变挤压效应，起到保护罐体的作用。

[0025] 在本发明中水是传热介质，用作热传导的水可以由加热水箱7或制冷机组8提供，

根据充/放氢工作流程的不同进行选择和切换。

[0026]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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