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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及其使用方

法

(57)摘要

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组合装置：车或船或航

空器上装由氢气瓶和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组成

的氢气装置，氢气注入氢气瓶和内装储氢材料氢

气瓶内，氢气瓶内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加热装

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氢气瓶和

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储氢材料释放氢

气输入氢气瓶内，氢气瓶腔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输送到氢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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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包括：金属储氢瓶，储氢材料，氢气，储氢瓶附件，其

特征是：储氢装置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由

氢气管连通，储氢材料储氢瓶外装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

储氢瓶内，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氢气供氢装置使用。

2.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包括：金属储氢瓶，储氢材料，氢气，储氢瓶附件，其

特征是：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氢气注入

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

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

瓶内，储氢瓶腔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

3.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包括：金属储氢瓶，储氢材料，氢气，储氢瓶附件，其

特征是：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储氢瓶与

车载加注机连接，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车或船或航空器将储氢瓶和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加

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储氢材

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

内。

4.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包括：金属储氢瓶，储氢材料，氢气，储氢瓶附件，其

特征是：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装载到车或船或航空器上，氢气注入储氢瓶内和内装储氢材

料储氢瓶内，车或船或航空器将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内装储氢材料储

氢瓶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

5.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储氢装置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

瓶组成，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通过氢气管连通；2、储氢材料储氢瓶外装加热装置

和控温装置；3、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4、储氢瓶内氢气供氢装置使用；

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6、

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氢泵和氢气管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供氢装

置使用。

6.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

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  2、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  4、储氢瓶

内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

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氢泵和氢气管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储

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

7.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

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储氢瓶与车载加注机连接；2、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

材料储氢瓶内；3、车或船或航空器将装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运送

到用氢处；4、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

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

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

8.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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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  2、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3、车或船或

航空器将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分氢气站；4、储氢瓶内氢气用泵输送到分氢

气站氢容器内；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

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氢泵和氢气管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分

氢气站氢容器内。

9.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上装传感器；2、传

感器信息传送到车或船或航空器上信息装置和信息显示装置；3、车或船或航空器信息装置

与总控装置通过物联网，卫星定位，通讯装置连通；4、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装载到车或船或

航空器上；5、氢气注入氢气瓶内和储氢材料内；  6、客户发出用氢气需求信息，总控装置接

收用户发出的用氢信息；7、车或船或航空器按照总控装置提供的信息和指令，将内装储氢

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8、车载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

10.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上装传感器；2、传

感器信息传送到车或船或航空器上信息装置和信息显示装置；3、车或船或航空器信息装置

与总控装置通过物联网，卫星定位，通讯装置连通；4、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装载到车或船或

航空器上；5、氢气注入氢气瓶内和储氢材料内；  6、客户发出用氢气需求信息，总控装置接

收用户发出的用氢信息；7、车或船或航空器按照总控装置提供的信息和指令，将储氢瓶运

送到用氢处；8、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

释放氢气；9、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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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氢瓶组合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储氢瓶采用高压储氢瓶，高压储氢瓶储氢量少，高压瓶危险，使用寿命短，优

点是充放气快。

[0003] 现有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储氢量大，需要在储氢瓶设置加热装置，充放气速度

慢，无法满足快速充气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1、将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

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内装氢气的储氢瓶能够快速的向用氢装置供氢，储氢材料能够储存

大量氢气，通过加热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能够快速进入上储氢腔内，储氢材料释放

氢气通过氢气泵和输送管输入储氢瓶内，氢气泵将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氢气抽出、减压，利

于储氢材料释放氢气。2、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上设储氢腔，输入氢气进入储氢腔，储氢腔内

氢气进入储氢材料内，储氢材料氢气释放氢气进入储氢腔，由储氢腔向外输出，可实现快速

充放气。3、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瓶，氢气注入

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

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输入

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其优点是：（1）、储氢瓶内氢气可快速输送到氢

发动机。（2）、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能够存储大量氢气，提高车或船或航空器的运营里

程。4、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瓶，储氢瓶与车载

加注机连接，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车或船或航空器将储氢瓶和内装

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加热装

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储氢材料释

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制

成移动氢气站。5、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装载到车或船或航空器上，氢气注入储氢瓶内和内

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车或船或航空器将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内装储

氢材料储氢瓶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制成移动氢气站。6、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卫星定位通讯装置解决移动氢气站向氢用户供氢问题，减少运输路程，降低运输费用。

[0005]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包括：金属储氢瓶，储氢材料，氢气，储氢瓶附

件，储氢装置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由氢气

管连通，储氢材料储氢瓶外装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

瓶内，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氢泵

将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氢气供氢装置使用。

[0006]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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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储氢瓶内氢气输送

到氢发动机，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

放氢气，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

[0007]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

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储氢瓶与车载加注机连接，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

氢瓶内，车或船或航空器将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加注机将储

氢瓶内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

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

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

[0008]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装载到车或船或航空器

上，氢气注入储氢瓶内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车或船或航空器将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

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车或船或航空器

将空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回氢气站重新注入氢气。

[0009]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储氢装置由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

氢瓶组成，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通过氢气管连通；2、储氢材料储氢瓶外装加热装

置和控温装置；3、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4、储氢瓶内氢气供氢装置使

用；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氢泵和氢气管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供氢

装置使用。

[0010]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

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  2、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  4、储氢

瓶内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

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氢泵和氢气管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腔

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氢发动机。

[0011]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

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储氢瓶与车载加注机连接；2、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

氢材料储氢瓶内；3、车或船或航空器将装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运

送到用氢处；4、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

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料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

氢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

[0012]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车或船或航空器上装由储氢瓶和内装

储氢材料储氢瓶组成的储氢装置；  2、氢气注入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内；3、车或船

或航空器将储氢瓶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分氢气站；4、储氢瓶内氢气用泵输送到分

氢气站氢容器内；5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

料释放氢气；  6、储氢材料释放氢气通过氢泵和氢气管输入储氢瓶内，储氢瓶内氢气输送到

分氢气站氢容器内。

[0013]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上装传感器；2、

传感器信息传送到车或船或航空器上信息装置和信息显示装置；3、车或船或航空器信息装

置与总控装置通过物联网，卫星定位，通讯装置连通；4、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装载到车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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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航空器上；5、氢气注入氢气瓶内和储氢材料内；  6、客户发出用氢气需求信息，总控装置

接收用户发出的用氢信息；7、车或船或航空器按照总控装置提供的信息和指令，将内装储

氢材料储氢瓶运送到用氢处；8、车载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

[0014] 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使用方法：1、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上装传感器；2、

传感器信息传送到车或船或航空器上信息装置和信息显示装置；3、车或船或航空器信息装

置与总控装置通过物联网，卫星定位，通讯装置连通；4、内装储氢材料氢气瓶装载到车或船

或航空器上；5、氢气注入氢气瓶内和储氢材料内；  6、客户发出用氢气需求信息，总控装置

接收用户发出的用氢信息；7、车或船或航空器按照总控装置提供的信息和指令，将储氢瓶

运送到用氢处；8、加热装置和控温装置加热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和储氢材料，储氢材

料释放氢气；9、储氢材料释放氢气输入储氢瓶内，车载加注机将储氢瓶内储氢材料释放氢

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

具体实施例

[0015]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6] 图1是具有本发明技术特征储氢瓶与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组合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2是具有本发明技术特征的储氢瓶与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与汽车组合

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具有本发明技术特征的储氢瓶与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装载到氢气

运输车上制作成移动氢气站组合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具有本发明技术特征的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装载到氢气运输车上

制作成移动氢气站组合结构示意图。

[0020] 实施例1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组合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其中：1是储氢瓶，2是

储氢瓶内金属瓶，3是缠绕涂胶纤维，4是外保护层，  5是金属储氢瓶内氢气，6是储氢瓶阀，7

是储氢瓶阀氢气通道，8是储氢材料释放氢气入口，9是金属储氢瓶内氢气输出管，10是出气

口截止阀，11是输出氢泵，12是氢气输出口，13是内装储氢材料金属储氢瓶，  14是内层金属

瓶，15是涂胶层，16是外金属保护层，17是内金属加热筋，18是储氢材料，19是储氢材料释放

氢气，20是多孔板，21是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22是储氢腔内氢气，23是金属储氢瓶口，24是

氢气输送管，25是金属储氢瓶左氢气输入口，26是金属储氢瓶左外截止阀，27是金属储氢瓶

阀，28是金属储氢瓶阀氢气通道，29是金属储氢瓶左氢泵，30是金属储氢瓶左内截止阀，31

是控温加热装置，32是固定封堵，33是金属储氢瓶右氢气输入口，34是金属储氢瓶右外截止

阀，35是金属储氢瓶右内截止阀，36是右金属储氢瓶氢泵。

[0021]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由储氢瓶1和内装储氢材料15储氢瓶11组成，

储氢瓶1外缠绕涂胶纤维2，外缠绕涂胶纤维2外包裹外保护层3，金属储氢瓶口4处安装储氢

瓶阀6，储氢瓶阀氢气通道7与金属储氢瓶阀27连通与氢气输出口12连通，储氢材料储氢瓶

外装控温加热装置31，控温加热装置31用固定封堵32固定。

[0022] 充氢气时，关闭金属储氢瓶右外截止阀34和金属储氢瓶右内截止阀35和出气口截

止阀10，开启金属储氢瓶左外截止阀26和金属储氢瓶左内截止阀30，氢气站氢气通过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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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氢瓶左氢气输入口25注入左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21内，左储氢腔内氢气22通过多孔板20

板孔进入储氢材料18内，氢气站氢气通过金属储氢瓶左氢气输入口25和储氢瓶阀氢气通道

7注入储氢瓶内金属瓶2腔内，关闭金属储氢瓶左外截止阀26和金属储氢瓶左内截止阀30，

开启金属储氢瓶右外截止阀34，关闭金属储氢瓶右内截止阀35，氢气站氢气通过金属储氢

瓶右氢气输入口33注入右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21内，储氢腔内氢气22通过多孔板20板孔进

入储氢材料18内，关闭金属储氢瓶右外截止阀34，完成储氢瓶1和左金属储氢瓶13和右金属

储氢瓶13充氢气过程。

[0023] 使用时，关闭金属储氢瓶左外截止阀26和金属储氢瓶右外截止阀34，开启出气口

截止阀9，输出氢泵10将金属储氢瓶内氢气6通过金属储氢瓶内氢气输出管9输送到用氢处，

控温加热装置31加热内层金属瓶14和内金属加热筋17，内层金属瓶14和内金属加热筋17加

热储氢材料18，储氢材料18释放氢气进入上储氢腔21内，金属储氢瓶左氢泵29将左储氢腔

内氢气22通过储氢瓶阀氢气通道8输入储氢瓶内金属瓶2内，金属储氢瓶右氢泵36将右金属

储氢瓶内氢气22输入储氢瓶内金属瓶2内，补充金属储氢瓶内氢气5的减少。

[0024] 实施例2

一种储氢瓶与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与汽车组合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其中：

37是汽车，38是储氢瓶，39是储氢瓶内金属瓶，40是缠绕涂胶纤维，41是外保护层，42是储氢

瓶阀，43是储氢瓶阀氢气输入通道，44是储氢瓶阀氢气输出通道，  45是金属储氢瓶内氢气，

46是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47是内层金属瓶，48是涂胶层，49是外金属保护层，50是内金属

加热筋，51是储氢材料，52是储氢材料释放氢气，53是多孔板，54是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55

是储氢腔内氢气，56是金属储氢瓶口，57是金属储氢瓶阀，58是控温加热装置，59是固定封

堵，60是金属储氢瓶截止阀，61是氢气输入口，  62是输入口截止阀，63是氢气输送管，64是

另一金属储氢瓶截止阀，65是氢泵，66是动力电池，67是氢气输出氢泵，68是单向阀，69是燃

料电池堆，70是燃料电池升压变频器，71是氢电动机，72是动力控制单元。

[0025]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汽车37装由储氢瓶38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

46组成的储氢瓶，开启输入口截止阀62和金属储氢瓶截止阀60，氢气站氢气注入储氢瓶38

内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46内和储氢材料51内，关闭输入口截止阀62，氢气输出氢泵67将

金属储氢瓶内氢气45输入燃料电池堆69，燃料电池堆69内氢气输送到氢电动机70，金属储

氢瓶内氢气45数量减少，压力降低，控温加热装置58加热内层金属瓶47和内金属加热筋50，

内层金属瓶47和内金属加热筋50加热储氢材料51，储氢材料释放氢气52穿过多孔板53进入

上储氢腔54内，氢泵65通过氢气输送管63将储氢腔内氢气55输送到储氢瓶38内，氢气输出

氢泵67将金属储氢瓶内氢气45输送到燃料电池堆69内，燃料电池堆69内氢气输送到氢电动

机70。

[0026] 实施例3

一种储氢瓶与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装载到氢气运输车上制作成移动氢气站

组合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其中：73是移动氢气运输加注车，74是车载氢气加注机，75是氢

气加注枪，76是储氢瓶，77是储氢瓶内金属瓶，78是缠绕涂胶纤维，79是外保护层，80是储氢

瓶阀，81是储氢瓶阀氢气通道，  82是输出氢气截止阀，83是输出氢气氢泵，84是输入氢气截

止阀，85是氢气输入口，86是氢气输入口截止阀，87是氢气泵，88是氢气输送管，89是内装储

氢材料金属储氢瓶，90是内层金属瓶，91是涂胶层，92是外金属保护层，93是内金属加热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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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是储氢材料，95是储氢材料释放氢气，96是多孔板，97是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98是储氢

腔内氢气，99是金属储氢瓶口，100是金属储氢瓶阀，101是金属储氢瓶截止阀，102是控温加

热装置，103是固定封堵，104是储氢瓶固定架。

[0027]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移动氢气运输加注车73上装车载氢气加注机

74和储氢瓶76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89，储氢瓶76与车载氢气加注机74连接，开启输入氢

气截止阀84和氢气输入口截止阀86和金属储氢瓶截止阀101，关闭输出氢气截止阀82，氢气

站氢气通过氢气输入口85注入储氢瓶76内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89内和储氢材料94内，移

动氢气运输加注车73将注入氢气的储氢瓶76和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89运送到用氢处，开启

输出氢气截止阀82，车载加注机枪75将储氢瓶内氢气79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控温加热装

置102加热内层金属瓶90和内金属加热筋93，内层金属瓶90和内金属加热筋93加热储氢材

料94，储氢材料释放氢气95穿过多孔板96进入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97内，氢气泵87将金属

储氢瓶储氢腔内氢气98通过氢气输送管88输入储氢瓶76内，车载加注机74将储氢瓶76内氢

气输送到用户氢装置内。

[0028] 实施例4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用于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组合

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其中：105是移动氢气瓶运输车，106是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107内

层金属瓶，108是涂胶层，109是外金属保护层，110是内金属加热筋，111是储氢材料，112是

储氢材料释放氢气，113是多孔板，114是金属储氢瓶上储氢腔，115是储氢腔内氢气，116是

金属储氢瓶口，117是金属储氢瓶阀，118是金属储氢瓶截止阀，119是氢气输入输出口，120

是控温加热装置，121是固定封堵，122是储氢瓶固定架。

[0029] 一种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组合装置，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106装载到移动氢气瓶

运输车105上，氢气站氢气通过氢气输入输出口119注入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106内和储氢

材料111内，移动氢气瓶运输车105将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106运送到用氢处，车载内装储氢

材料储氢瓶106替换用户内装储氢材料储氢瓶。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1120852 A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111120852 A

9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11120852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