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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氢能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包

括放置待测气瓶的筒体、控制装置、用于装卸筒

体上封头的协助组件，所述筒体上设置端口分别

与待测气瓶内气体充放组件、温度控制组件、湿

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件对应连接，所述筒体

上还设置有被测气瓶内的被测气体充放口，所述

控制装置的信号端分别与协助组件、气体充放组

件、温度控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件

的信号端对应连接。该发明的优点在于：使被测

样品处于设定的极端情况下能进行数据的测量，

也能为被测样品一旦失效后产生的爆炸冲击提

供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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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放置待测气瓶

(2)的筒体(1)、控制装置(62)、用于装卸筒体(1)上封头(11)的协助组件，所述筒体(1)上设

置端口分别与待测气瓶(2)内气体充放组件、温度控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件

对应连接，所述筒体(1)上还设置有被测气瓶内的被测气体充放口(113)，所述控制装置

(62)的信号端分别与协助组件、气体充放组件、温度控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

件的信号端对应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协助组件包括盖体小车(42)，所述盖体小车(42)与封头(11)之间通过调节机构

(43)连接，所述筒体(1)上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封头(11)和筒体(1)的卡箍(12)，所述卡箍

(12)上设置有用于旋转和支撑卡箍(12)的旋转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盖体小车(42)下方设置有盖体导轨(41)，所述盖体小车(42)在盖体导轨(41)上来

回移动，所述旋转组件包括设置在卡箍(12)两侧的支撑卡箍(12)且驱动卡箍(12)正反转动

的第一旋转驱动(44)和第二旋转驱动(45)。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筒体(1)内设置有用于固定待测气瓶(2)的气瓶支架(32)，气瓶支架(32)下方设置

有样品导轨(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温度控制组件包括换热器(115)、设置在筒体(1)上的温度传感器(17)，所述换热器

(115)环形设置在筒体(1)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湿度控制组件包括设置在筒体(1)上的湿度传感器(15)、加湿口(114)、进气口

(13)，所述进气口(13)输入用于置换筒体(1)内空气的试验气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安全监控组件，所述安全监控组件包括设置在筒体(1)上的气瓶压力传感器

(14)、筒内压力传感器(110)、被测气体泄漏报警仪(112)，所述筒体(1)上还设置安装爆破

片(117)的端口。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安全监控组件包括试验气体置换单元，所述试验气体置换单元包括设置在筒体(1)

上的气瓶压力传感器(14)、筒内压力传感器(110)、依次设置的氮气源(51)、减压阀(52)、控

压阀K5、控压阀K4，控压阀K4的输出端与进气口(13)连接；试验气体置换单元还包括在泄压

口(119)后端依次设置的泄压阀K10、泄压阀K11、真空泵(54)、单向阀(5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安全监控组件还包括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所述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

测单元包括气相色谱仪(61)，所述筒体(1)上设置有气相色谱仪取气口(16)，气相色谱仪取

气口(16)的气体经过相应的气相色谱检测阀组与气相色谱仪(6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进气

口(13)与外部供气单元连接的管路上设置有置换阀组，所述气相色谱检测阀组、置换阀组

均与控制装置(62)的控制端连接，气相色谱仪(61)的输出端与控制装置(62)的相应信号输

入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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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泄压口(119)处设置有泄压阀组，所述泄压阀组的受控端与控制装置(6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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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氢能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

拟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氢燃料电池汽车具有零排放无污染、加氢时间短、续航里程长、效率高等优点，因

而已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成为现代汽车的发展方向。

[0003] 复合材料高压储气瓶、气体管路控制阀门、连接件、密封件等供氢系统零部件是氢

燃料电池汽车的重要组件，服役过程中受到高压气体、极端温湿度环境等共同作用，其安全

性能至关重要。

[0004] 为了确保供氢系统零部件的安全性，GTR  No.13、SAE  J2579等国际通行标准均要

求上述产品定型前必须开展一些列极为苛刻的服役性能测试试验，其中又以极端温湿度环

境下气体循环疲劳测试最为苛刻复杂。相应的，对实现该测试的气体循环疲劳测试系统的

要求则更为苛刻复杂。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满足气体循环疲劳测试，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以满足功能与安全需求的极端温

湿度环境模拟的装置。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包括放置待测气瓶的筒体、控

制装置、用于装卸筒体上封头的协助组件，所述筒体上设置端口分别与待测气瓶内气体充

放组件、温度控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件对应连接，所述筒体上还设置有被测

气瓶内的被测气体充放口，所述控制装置的信号端分别与协助组件、气体充放组件、温度控

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件的信号端对应连接。

[0007] 优化的，所述协助组件包括盖体小车，所述盖体小车与封头之间通过调节机构连

接，所述筒体上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封头和筒体的卡箍，所述卡箍上设置有用于旋转和支

撑卡箍的旋转组件。

[0008] 优化的，所述盖体小车下方设置有盖体导轨，所述盖体小车在盖体导轨上来回移

动，所述旋转组件包括设置在卡箍两侧的支撑卡箍且驱动卡箍正反转动的第一旋转驱动和

第二旋转驱动。

[0009] 优化的，所述筒体内设置有用于固定待测气瓶的气瓶支架，气瓶支架下方设置有

样品导轨。

[0010] 优化的，所述温度控制组件包括换热器、设置在筒体上的温度传感器，所述换热器

环形设置在筒体内。

[0011] 优化的，所述湿度控制组件包括设置在筒体上的湿度传感器、加湿口、进气口，所

述进气口输入用于置换筒体内空气的试验气体。

[0012] 优化的，还包括安全监控组件，所述安全监控组件包括设置在筒体上的气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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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筒内压力传感器、被测气体泄漏报警仪，所述筒体上还设置安装爆破片的端口。

[0013] 优化的，所述安全监控组件包括试验气体置换单元，所述试验气体置换单元包括

设置在筒体上的气瓶压力传感器、筒内压力传感器、依次设置的氮气源、减压阀、控压阀K5、

控压阀K4，控压阀K4的输出端与进气口连接；试验气体置换单元还包括在泄压口后端依次

设置的泄压阀K10、泄压阀K11、真空泵、单向阀。

[0014] 优化的，所述安全监控组件还包括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所述待测气体

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包括气相色谱仪，所述筒体上设置有气相色谱仪取气口，气相色谱仪

取气口的气体经过相应的气相色谱检测阀组与气相色谱仪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进气口与外

部供气单元连接的管路上设置有置换阀组，所述气相色谱检测阀组、置换阀组均与控制装

置的控制端连接，气相色谱仪的输出端与控制装置的相应信号输入端连接。

[0015] 优化的，所述泄压口处设置有泄压阀组，所述泄压阀组的受控端与控制装置连接。

[0016]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7] (1)本发明所述的系统中温度控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对被测样品(如复合材料高

压储氢气瓶、阀门等)形成极端温湿度环境，如温度-40～+85℃、湿度95％；控制装置的设置

为被测样品、试验过程参数监测工具等提供安装平台与路径接口；筒体和安全监控组件的

设置为被测样品一旦失效后产生的爆炸冲击提供防护。

[0018] (2)本发明中筒体的和封头均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装卸，并通过旋转组件来正反

旋转卡箍，使得筒体在使用时为密封状态。

[0019] (3)本发明通过气瓶支架和样品导轨的设置，方便待测样品移动到筒体内。

[0020] (4)换热器和温度传感器实现筒体内温度的准确调节。试验气体置换单元用于置

换筒体内的空气，从而达到试验所需要的气体环境，并且还可用于调节筒体内的压力。

[0021] (5)安全监控组件保证了试验的安全性。

[0022] (6)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用于测量试验效果，并且通过控制装置来回控

制试验状态。

[0023] (7)本发明在筒体上设置的泄压阀组可以用于调节筒体内的压力，其中爆破片防

止筒体内的压力过高，并且筒体厚度满足被测气瓶物理爆炸抗爆需求。

[0024] (8)本发明通过设置气相色谱仪来实现：1)检测循环疲劳测试前筒体内置换后气

体纯度；2)用于监测被测气瓶泄漏速率，气体泄漏监测单元用于判断是否泄漏，色相气谱仪

和气体泄漏监测单元配合。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筒体的主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中筒体的俯视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中筒体的侧视图和剖视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中筒体的连接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系统图。

[0030] 图中标注符号的含义如下：

[0031] 1-筒体  11-封头  12-卡箍  13-进气口  14-气瓶压力传感器

[0032] 15-湿度传感器  16-气相色谱仪取气口  17-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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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8-换热器入口  19-换热器出口  110-筒内压力传感器

[0034] 111-安全阀口  112-被测气体泄漏报警仪  113-被测气体充放口

[0035] 114-加湿口  115-换热器  116-预留口  117-爆破片

[0036] 118-安全联锁装置  119-泄压口  120-排污口

[0037] 2-待测气瓶  31-样品导轨  32-气瓶支架

[0038] 41-盖体导轨  42-盖体小车  43-调节机构

[0039] 44-第一旋转驱动  45-第二旋转驱动

[0040] 51-氮气源  52-减压阀  53-测压表  54-真空泵  55-单向阀

[0041] 61-气相色谱仪  62-控制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如图1-5所示，一种用于氢气循环疲劳测试的防爆环境模拟系统，包括放置待测气

瓶2的筒体1、控制装置62、安全监控组件、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受控端分别与控

制装置62连接的用于装卸筒体1上封头11的协助组件，所述筒体1上设置有与待测气瓶2内

气体充放组件、温度控制组件、湿度控制组件、安全监控组件对应的端口，所述筒体1上还设

置有被测气瓶内被测气体充放口113。筒体1为圆筒状，其直径与长度满足被测气瓶及其固

定机构安装、内置换热器115安装以及温度与湿度均匀性等要求，其厚度满足被测气瓶物理

爆炸抗爆需求。在该实施中，待测气瓶2内的气体为氢气。

[0043] 所述协助组件包括盖体小车42，所述盖体小车42与封头11之间通过调节机构43连

接，所述筒体1上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封头11和筒体1的卡箍12，所述卡箍12上设置有用于

旋转和支撑卡箍12的旋转组件。封头11为球形，与筒体1配合，通过卡箍12锁紧，形成密封

面，进行形成密封防爆空间。调节机构43为液压伸缩缸，液压伸缩缸的一端与小车连接，另

一端与封头11铰接。

[0044] 所述盖体小车42下方设置有盖体导轨41，所述盖体小车42在盖体导轨41上来回移

动，所述卡箍12的两侧分别设置有支撑卡箍12且驱动卡箍12正反转动的第一旋转驱动44和

第二旋转驱动45，相应的实现锁紧封头11或放松封头11。第一旋转驱动44和第二旋转驱动

45与封头11活动连接。

[0045] 所述筒体1内设置有用于固定待测气瓶2的气瓶支架32，气瓶支架32下方设置有样

品导轨31。

[0046] 所述温度控制组件包括换热器115、设置在筒体1上的温度传感器17，所述换热器

115环形设置在筒体1内。详细地说，温度控制组件还包括设置在筒体1外的制冷机组，所述

制冷机组将设定温度的载冷剂通过换热器115与筒体1内的气体进行热交换，从而实现筒体

1内环境温度的控制。与换热器115对应的，所述筒体1上设置有换热器出口19和换热器入口

18，所述换热器出口19和换热器入口18与外部的恒温水箱构成水环路。

[0047] 所述湿度控制组件包括设置在筒体1上的湿度传感器15和加湿口114，所述进气口

13输入用于置换筒体1内空气的试验气体。具体的，试验气体为氮气。湿度控制组件外部还

设置有加湿水箱、设置在加湿水箱内的电加热器、向加湿水箱内充入气体的气管，电加热器

将加湿水箱中的水加热后产生蒸汽，蒸汽经过与加湿口114连接的管道输入到筒体1内，气

管内的气体推动加湿水箱中的水蒸气流入筒体1。在该实施例中，气管内的气体为氮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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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过程中，还打开筒体1上的泄压口119，使得筒体1内环境形成对流，增强筒体1内加湿效

率。考虑筒体1内的微正压环境，加湿水箱设置氮气补气口，引入高压氮气作为加湿用水蒸

气的动力源，以确保水蒸气能够高效地输送至筒体1空间。针对防爆特殊应用环境，筒体1加

湿过程通过泄压口119泄压形成强制对流环境，从而使得空间水蒸气传质效率增强，保证筒

体1内湿度均匀性。

[0048] 所述安全监控组件包括试验气体置换单元、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紧急

泄放单元，保证待测气瓶2存在氢气泄漏、爆炸失效情况下的测试安全。

[0049] 试验气体置换单元包括设置在筒体1上的气瓶压力传感器14、筒内压力传感器

110。用于获得相应位置的压力。试验气体置换单元包括依次设置的氮气源51、减压阀52、控

压阀K5、控压阀K4，控压阀K4的输出端与进气口13连接。减压阀52从输出端还的气体管路上

还设置有测压表53。试验气体置换单元还包括泄压阀K10、泄压阀K11、真空泵54、单向阀55。

待系统安装完毕后，通过真空泵54将筒体1内空气抽出到一定负压(如-50kPa)，然后充入氮

气到某正压(筒体1内压力>0.2MPa)，然后泄放氮气至常压，再通过真空泵54抽至负压，再充

入到正压，如此抽真空-充氮气反复一定次数(如3次)，最后一次使筒体1内充满氮气，并保

持微正压(如5kPa)。

[0050] 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包括被测气体泄漏报警仪112、气相色谱仪61，所述

筒体1上设置的气相色谱仪取气口16位置均匀布置在筒体1最顶部。被测气体泄漏报警仪

112的信号端与控制装置62连接，控制装置62控制泄压阀K12的通断，泄压阀K12与泄压阀

K10串联形成另一路泄压支路。气相色谱仪取气口16的气体经过相应的气相色谱检测阀组

与气相色谱仪61的输入端连接，在该实施例中，包括三个气相色谱仪取气口16，三个气相色

谱仪取气口16输出端的气体管路分别通过取气控制阀K1、取气控制阀K2、取气控制阀K3与

总管路连接，总管路通过取气控制阀K6与气相色谱仪61的输入端连接。

[0051] 紧急泄放单元包括在筒体1的端口上设置安装的爆破片117。

[0052] 所述试验气体置换单元、待测气体内气体泄漏监测单元、紧急泄放单元内的阀当

为电控阀时，其受控端均与控制装置62的控制端连接，气相色谱仪61的输出端与控制装置

62的相应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泄压口119处设置有泄压阀组，所述泄压阀组的受控端与控

制装置62连接。

[0053] 通过被测气体泄漏报警仪112监测氢气泄漏浓度，通过气相色谱仪61监测氢气泄

漏速率，控制装置62根据氢气泄漏浓度与速率判定危险等级(如按泄漏严重程度依次为I

级、II级、III级)。进而采取继续观察、停止实验并开启泄压阀组、氮气吹扫等措施。

[0054] 另外的，筒体1上还设置有排污口120，并且还设置有常用的安全联锁装置118、安

全阀口111。并且还设置有预留口116，用于增加该系统的试验功能项。

[0055] 以上仅为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创造，凡在本发明

创造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创造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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