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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

氢车，包括：车架，在车架上设置有液氢储罐、高

压液氢泵、能使两种介质进行热交换的热交换

器、汽化器、用于储存高压气氢的高压瓶组、加氢

机、BOG加热器、为加氢车动力系统提供电能的第

一燃料电池、为加氢车用电设备提供电能的蓄电

池、为蓄电池充电的第二燃料电池、中央控制器。

上述的加氢车设备成本低、载氢量大、辐射半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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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包括：车架，其特征在于：在车架上设置有液氢储罐、高

压液氢泵、能使两种介质进行热交换的热交换器、汽化器、用于储存高压气氢的高压瓶组、

加氢机、BOG加热器、为加氢车动力系统提供电能的第一燃料电池、蓄电池、第二燃料电池、

中央控制器，液氢储罐的液氢出口通过管路与高压液氢泵的入口相连，高压液氢泵的出口

通过管路与热交换器的介质一入口相连，热交换器的介质一出口通过管路与汽化器的入口

相连，汽化器的出口通过管路与高压瓶组相连，使得汽化器汽化得到的高压气氢能被加注

至高压瓶组中储存，高压瓶组通过管路与热交换器的介质二入口相连，使得高压瓶组中的

高压气氢能进入热交换器中进行热交换而预冷却，热交换器的介质二出口通过管路与加氢

机的入口相连，使得预冷却后的高压气氢能通过加氢机进行加注，高压瓶组通过管路还与

第一燃料电池的加氢口相连，使得高压瓶组能为第一燃料电池提供高压气氢，第一燃料电

池通过电路与蓄电池相连，使得第一燃料电池能为蓄电池充电，BOG加热器的入口通过管路

与液氢储罐上的BOG出口相连，BOG加热器的出口通过管路与第二燃料电池的加氢口相连，

第二燃料电池通过电路与蓄电池相连，使得第二燃料电池能为蓄电池充电，蓄电池通过电

路分别与BOG加热器、汽化器、高压液氢泵相连，使得蓄电池能给BOG加热器、汽化器、高压液

氢泵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特征在于：高压瓶组的结构包

括：车用储氢瓶和加氢用储氢瓶，车用储氢瓶和加氢用储氢瓶的进口均通过一个带截止阀

的充氢支管与充氢总管相连，充氢总管与汽化器出口相连，车用储氢瓶的出口通过一个带

截止阀的第一供氢支管与第一供氢总管相连，第一供氢总管与第一燃料电池的加氢口相

连，使得车用储氢瓶能为第一燃料电池提供高压气氢，加氢用储氢瓶的出口通过一个带截

止阀的第二供氢支管与第二供氢总管相连，第二供氢总管与热交换器介质二入口相连，使

得加氢用储氢瓶能为加氢机提供高压气氢，第一供氢总管和第二供氢总管通过一个带截止

阀的应急管路相连，各个截止阀均受到中央控制器的控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特征在于：车用储氢瓶设置有

两个，加氢用储氢瓶设置有六个。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特征在于：车用储氢瓶为

70Mpa高压储瓶，加氢用储氢瓶为80Mpa高压储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特征在于：高压瓶组安装于车

架的顶部，BOG加热器、第一燃料电池、蓄电池、第二燃料电池安装于车架的前部，液氢储罐、

高压液氢泵安装于车架的中部，热交换器、汽化器、加氢机安装于车架的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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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加氢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能为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注高压气氢

的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加氢车普遍采用高压储氢罐来储存用于加注的气氢，并且还需要压缩机对

高压储氢罐放出的气氢加压至高压、然后采用预冷设备对高压气氢预冷后才能通过加氢机

进行加注。上述的加氢车存在如下缺点：（1）压缩机和预冷设备比较昂贵，所以加氢车的设

备成本较高；（2）由于加注的气氢以气体的形态储存，使得加氢车的载氢量小，从而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加注需求；（3）现有的加氢车行驶里程短，使得加氢车的辐射半径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将提供一种设备成本低、载氢量大、辐射半径

大的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

车，包括：车架，其特征在于：在车架上设置有液氢储罐、高压液氢泵、能使两种介质进行热

交换的热交换器、汽化器、用于储存高压气氢的高压瓶组、加氢机、BOG加热器、为加氢车动

力系统提供电能的第一燃料电池、蓄电池、第二燃料电池、中央控制器，液氢储罐的液氢出

口通过管路与高压液氢泵的入口相连，高压液氢泵的出口通过管路与热交换器的介质一入

口相连，热交换器的介质一出口通过管路与汽化器的入口相连，汽化器的出口通过管路与

高压瓶组相连，使得汽化器汽化得到的高压气氢能被加注至高压瓶组中储存，高压瓶组通

过管路与热交换器的介质二入口相连，使得高压瓶组中的高压气氢能进入热交换器中进行

热交换而预冷却，热交换器的介质二出口通过管路与加氢机的入口相连，使得预冷却后的

高压气氢能通过加氢机进行加注，高压瓶组通过管路还与第一燃料电池的加氢口相连，使

得高压瓶组能为第一燃料电池提供高压气氢，第一燃料电池通过电路与蓄电池相连，使得

第一燃料电池能为蓄电池充电，BOG加热器的入口通过管路与液氢储罐上的BOG出口相连，

BOG加热器的出口通过管路与第二燃料电池的加氢口相连，第二燃料电池通过电路与蓄电

池相连，使得第二燃料电池能为蓄电池充电，蓄电池通过电路分别与BOG加热器、汽化器、高

压液氢泵相连，使得蓄电池能给BOG加热器、汽化器、高压液氢泵供电。

[0005]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中：高压瓶组的结构包括：车用

储氢瓶和加氢用储氢瓶，车用储氢瓶和加氢用储氢瓶的进口均通过一个带截止阀的充氢支

管与充氢总管相连，充氢总管与汽化器出口相连，车用储氢瓶的出口通过一个带截止阀的

第一供氢支管与第一供氢总管相连，第一供氢总管与第一燃料电池的加氢口相连，使得车

用储氢瓶能为第一燃料电池提供高压气氢，加氢用储氢瓶的出口通过一个带截止阀的第二

供氢支管与第二供氢总管相连，第二供氢总管与热交换器介质二入口相连，使得加氢用储

氢瓶能为加氢机提供高压气氢，第一供氢总管和第二供氢总管通过一个带截止阀的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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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相连，各个截止阀均受到中央控制器的控制。

[0006]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中：车用储氢瓶设置有两个，加

氢用储氢瓶设置有六个。

[0007]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中：车用储氢瓶为70Mpa高压储

瓶，加氢用储氢瓶为80Mpa高压储瓶。

[0008]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其中：高压瓶组安装于车架的顶

部，BOG加热器、第一燃料电池、蓄电池、第二燃料电池安装于车架的前部，液氢储罐、高压液

氢泵安装于车架的中部，热交换器、汽化器、加氢机安装于车架的后部。

[0009]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加注的高压气氢

以液氢的形态储存，使得加氢车的载氢量能得到显著提升；另外，利用高压液氢泵后能使后

续流路保持高压状态，从而无需额外购买压缩机，这样就能降低成本和空间，其次高压瓶组

中的高压气氢能通过进入热交换器中热交换来达到加注前预冷的目的，从而无需额外购买

预冷设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液氢储罐中蒸发得到的BOG气体能用于给加氢车供电，

从而能实现能源的最大化利用；高压瓶组中的用于加注的高压气氢在必要时也能供给加氢

车使用，使得加氢车的行驶里程得到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加注服务的辐射半径。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0011] 图2为图1中所示的高压瓶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的结构布置示意图。

[0013] 图4为图3中A-A方向的结构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5]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液氢储氢型高压加氢车，包括：车架1，在车架1上设置有液氢

储罐2、高压液氢泵21、能使两种介质进行热交换的热交换器3、汽化器31、用于储存高压气

氢的高压瓶组4、加氢机5、BOG加热器51、为加氢车动力系统提供电能的第一燃料电池6、蓄

电池7、第二燃料电池8、中央控制器9，氢以液态储存后能使加氢车的载氢量大大提高，液氢

储罐2的液氢出口通过管路与高压液氢泵21的入口相连，高压液氢泵21的出口通过管路与

热交换器3的介质一入口相连，热交换器3的介质一出口通过管路与汽化器31的入口相连，

汽化器31的出口通过管路与高压瓶组4相连，使得汽化器31汽化得到的高压气氢能被加注

至高压瓶组4中储存，高压瓶组4通过管路与热交换器3的介质二入口相连，使得高压瓶组4

中的高压气氢能进入热交换器3中进行热交换而预冷却，热交换器3的介质二出口通过管路

与加氢机5的入口相连，使得预冷却后的高压气氢能通过加氢机5进行加注，高压瓶组4通过

管路还与第一燃料电池6的加氢口相连，使得高压瓶组4能为第一燃料电池6提供高压气氢，

第一燃料电池6通过电路与蓄电池7相连，使得第一燃料电池6能为蓄电池7充电，BOG加热器

51的入口通过管路与液氢储罐2上的BOG出口相连，BOG加热器51的出口通过管路与第二燃

料电池8的加氢口相连，第二燃料电池8通过电路与蓄电池7相连，使得第二燃料电池8能为

蓄电池7充电，蓄电池7通过电路分别与BOG加热器51、汽化器31、高压液氢泵21相连，使得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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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7能给BOG加热器51、汽化器31、高压液氢泵21供电。

[0016] 在本实施例中，高压瓶组4的结构包括：车用储氢瓶41和加氢用储氢瓶42，本实施

例中，车用储氢瓶41设置有两个且均为70Mpa高压储瓶，加氢用储氢瓶42设置有六个且均为

80Mpa高压储瓶，实际应用中，车用储氢瓶41和加氢用储氢瓶42的个数可根据实际情况增

减；车用储氢瓶41和加氢用储氢瓶42的进口均通过一个带截止阀91的充氢支管43与充氢总

管44相连，充氢总管44与汽化器31出口相连，车用储氢瓶41的出口通过一个带截止阀91的

第一供氢支管45与第一供氢总管46相连，第一供氢总管46与第一燃料电池6的加氢口相连，

使得车用储氢瓶41能为第一燃料电池6提供高压气氢，加氢用储氢瓶42的出口通过一个带

截止阀91的第二供氢支管47与第二供氢总管48相连，第二供氢总管48与热交换器3介质二

入口相连，使得加氢用储氢瓶42能为加氢机5提供高压气氢，第一供氢总管46和第二供氢总

管48通过一个带截止阀91的应急管路49相连，各个截止阀91均受到中央控制器9的控制。

[0017] 另外，如图3、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高压瓶组4安装于车架1的顶部，这样设置是

为了当面对突发情况时，可实现氢气快速向上释放并减少安全隐患；BOG加热器51、第一燃

料电池6、蓄电池7、第二燃料电池8安装于车架1的前部，这样设置是为了减少线路布局；液

氢储罐2、高压液氢泵21安装于车架1的中部，这样设置是为了能方便的为车前部设备提供

BOG气体，为车后部设备提供超临界氢，另外，由于液氢储罐2所占空间较大，放置于车中部

也是为了使液氢储罐2具有更合理的运行空间，从而便于液氢加注及排放，减少安全隐患；

热交换器3、汽化器31、加氢机5安装于车架1的后部，这样设置是为了方便汽车加注高压气

氢。

[0018] 高压加氢流路：高压液氢泵21会抽取液氢储罐2中的液氢并且增压压缩，使得液氢

成为超临界氢，然后超临界氢会被输送至热交换器3中与高压瓶组4放出的80  Mpa、20℃的

高压气氢进行热交换，使得自身温度上升，接着会被输送至汽化器31中进行汽化，从而形成

约90Mpa、-40℃的高压气氢，然后90Mpa、-40℃的高压气氢会被输送至高压瓶组4中储存，高

压气氢在被储存至高压瓶组4中时温度会随着快速注入而上升；高压瓶组4释放出的80 

Mpa、20℃的高压气氢通过与超临界氢热交换预冷却后温度会下降，从而形成80  Mpa、-40℃

的高压气氢，然后80  Mpa、-40℃的高压气氢会被输送至加氢机5中，由加氢机5对70Mpa的氢

燃料电池汽车进行加注。利用高压液氢泵21后能使后续流路保持高压状态，从而无需额外

购买压缩机，这样就能降低成本和空间，其次高压瓶组4中的高压气氢能通过进入热交换器

3中热交换来达到加注前预冷的目的，从而无需额外购买预冷设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0019] BOG流路：液氢储罐2中的部分液氢由于外部能量的输入会蒸发成为蒸发汽（简称

BOG），由于蒸发量较少，因此额外增加液化设备或者增压储氢设备会造成额外投入，若直接

排放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安全隐患。为了更好的利用BOG气体，实现能源的最大化利用，

本实施例中，液氢储罐2中蒸发得到的BOG气体会被输送至BOG加热器51中进行加热以便提

高BOG气体温度，然后BOG气体会被接入第二燃料电池8中产生电能，并且电能会被储存于蓄

电池7中为加氢车用电设施提供电能，若BOG气体出现不足，导致蓄电池7电量即将耗尽的情

况发生时，中央控制器9会控制第一燃料电池6为蓄电池7充电。

[0020] 氢自用流路：高压瓶组4中的车用储氢瓶41只用于为第一燃料电池6提供高压气

氢，使得第一燃料电池6能为加氢车动力系统提供电能，高压瓶组4中加氢用储氢瓶42用于

为加氢机5提供用于加注的高压气氢；当加氢车出现行驶氢气不足时，中央控制器9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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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路49上的截止阀91，使得加氢用储氢瓶42也能为第一燃料电池6提供高压气氢，这样

就能大大提高加氢车的行驶里程，从而能大大提高加注服务的辐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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