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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发动机集成装置，属于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领

域，包括电堆模块，电控模块，和位于电堆模块下

部的空气模块、氢气模块和冷却模块，电堆模块

包括集成部件的电堆模块底板，空气模块包括集

成部件的空气模块底板，氢气模块包括集成部件

的氢气模块底板，冷却模块包括集成部件的冷却

模块底板；空气模块底板、氢气模块底板和冷却

模块底板通过结构件固定于电堆模块底板下方，

从而实现集成；所述电堆模块通过管道接口与空

气模块、氢气模块、冷却模块中各部件连接。本发

明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发动机的能量优化控制

与稳定运行，提高发动机的可靠性与寿命，具有

高集成度，适用于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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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堆模块(St)，位

于电堆模块(St)侧面的电控模块，和位于电堆模块(St)下部的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

(BH)和冷却模块(BC)，所述电堆模块(St)包括集成部件的电堆模块底板(S0)，空气模块

(BA)包括集成部件的空气模块底板(BA0)，氢气模块(BH)包括集成部件的氢气模块底板

(BH0)，冷却模块(BC)包括集成部件的冷却模块底板(BC0)；所述空气模块底板(BA0)、氢气

模块底板(BH0)和冷却模块底板(BC0)通过结构件固定于电堆模块底板(S0)下方，从而将空

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冷却模块(BC)与电堆模块(St)集成；所述电堆模块(St)通过管

道接口与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冷却模块(BC)中各部件连接；

所述电堆模块(St)还包括燃料电池电堆和通过结构件集成于电堆模块底板(S0)上的

空气吹扫进口(JS1)、空气吹扫出口(JS2)、反应空气进口(JS3)、反应空气出口(JS4)、冷却

液进口(JS5)、冷却液出口(JS6)、氢气进口(JS7)、氢气出口(JS8)；

所述空气模块(BA)还包括通过结构件集成于空气模块底板(BA0)上的空压机(BA1)、空

压机控制器(BA2)、油冷回路、空气流量计(BA6)、气‑气加湿器(BA7)、空气吹扫泵(BA8)、电

堆出气端节气门(BA9)、电堆进气端节气门(BA10)和空气接口部件；所述空气接口部件包括

与空气吹扫进口(JS1)相匹配的空气吹扫泵接口(JB1)、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1)、与外

部空气过滤器相匹配的空压机进气接口(JB2‑2)、与反应空气进口(JS3)相匹配的接口

(JB3)、与反应空气出口(JS4)相匹配的接口(JB4)、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1)和多通道接

头(JA2)；所述油冷回路用于冷却空压机(BA1)的泵头；所述空压机控制器(BA2)与空压机

(BA1)信号连接；所述空气流量计(BA6)位于空压机进气接口(JB2‑2)与空压机(BA1)的连接

处；所述气‑气加湿器(BA7)连接空压机(BA1)，还分别经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连接接口

(JB4)、经电堆进气端节气门(BA10)连接接口(JB3)、经多通道接头(JA2)连接发动机尾气排

放接口(JA1)，通过电堆反应空气出口的湿润尾气来加湿电堆反应空气进口的干燥空气；所

述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和电堆进气端节气门(BA10)在发动机运行时打开，在发动机关

机后关闭；所述多通道接头(JA2)用于供其它支路的尾气排放的接入与汇流；所述空气吹扫

泵(BA8)分别连接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1)和空气吹扫泵接口(JB1)，用于吹扫电堆模

块(St)的壳体内部空间；

所述冷却模块(BC)包括通过结构件集成于冷却模块底板(BC0)上的冷却水泵(BC1)、去

离子器(BC2)、电加热器(BC3)、节温器(BC4)、杂质颗粒过滤器(BC5)、手动球阀(BC6)和冷却

接口部件；所述冷却接口部件包括与冷却液进口(JS5)相匹配的接口(JB5)、与冷却液出口

(JS6)相匹配的接口(JB6)、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1)、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出口

(JC2)、冷却液补液接口(JC3)和冷却液排放接口(JC4)；所述节温器(BC4)分别连接电加热

器(BC3)、接口(JB6)和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1)，用于实现冷却液在不同温度条件下

的三通管道调节；所述电加热器(BC3)连接冷却水泵(BC1)，用于在发动机启动阶段对冷却

液进行辅助加热；所述去离子器(BC2)连接冷却水泵(BC1)，用于降低冷却液离子浓度以降

低冷却液电导率；所述杂质颗粒过滤器(BC5)位于冷却水泵(BC1)和接口(JB5)的连接处；所

述手动球阀(BC6)位于冷却液排放接口(JC4)处，用于在发动机维保时排放发动机内部的冷

却液；所述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出口(JC2)连接冷却水泵(BC1)；

所述氢气模块(BH)还包括通过结构件集成于氢气模块底板(BH0)上的氢气循环泵

(BH1)、稳压模块(BH2)、第一电磁阀(BH3)、第二电磁阀(BH4)、第三电磁阀(BH5)和氢气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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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所述氢气接口部件包括与氢气进口(JS7)相匹配的接口(JB7)、与氢气出口(JS8)相匹

配的接口(JB8)、氢气输入接口(JH1)、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和阳极吹扫接口(JH3)；所

述稳压模块(BH2)分别连接氢气输入接口(JH1)和接口(JB7)，用于调节氢气输入接口(JH1)

处的氢气进气口压强；所述氢气循环泵(BH1)分别连接第一电磁阀(BH3)和接口(JB7)，用于

将接口(JB8)输出的电堆阳极出口富余氢气循环输送至接口(JB7)，进而输送至电堆阳极进

口，第一电磁阀(BH3)控制电堆阳极出口富余氢气输送至氢气循环泵(BH1)；所述第二电磁

阀(BH4)分别连接接口(JB8)和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的另

一端连接多通道接头(JA2)，用于定期将氢气管道内的杂质及水蒸气从发动机尾气排放接

口(JA1)排出；所述第三电磁阀(BH5)分别连接氢气循环泵(BH1)和阳极吹扫接口(JH3)，用

于控制环境空气进入氢气循环泵(BH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

气模块底板(BA0)、氢气模块底板(BH0)和冷却模块底板(BC0)集成在一块大底板上，所述大

底板通过结构件固定于电堆模块底板(S0)下方，从而将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冷却

模块(BC)与电堆模块(St)集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堆模块(St)还包括位于燃料电池电堆四周的壳体，所述壳体上设有电流接口和信号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油

冷回路包括依次串联连接的油壶(BA3)，散热器及其散热风扇(BA4)，和油滤(BA5)；所述油

壶(BA3)和油滤(BA5)分别与冷却空压机(BA1)的泵头连接；所述油滤(BA5)用于过滤油冷回

路中存在的颗粒杂质。

5.一种将权利要求1所述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空气模块底板(BA0)与冷却模块底板(BC0)位于同一水平面，氢气模块底板(BH0)的位置高

于空气模块底板(BA0)与冷却模块底板(BC0)。

6.一种应用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

的商用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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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

动机集成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燃料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高效、长寿命的发电装置。以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为例，燃料气体从阳极侧进入，氢原子在阳极失去电子变成质子，质子穿过质子交

换膜到达阴极，电子同时经由外部回路也到达阴极，质子、电子与氧气在阴极结合生成水。

燃料电池采用非燃烧的方式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由于不受卡诺循环的限制其直接发电效

率可高达45％。以电池堆为核心发电装置，燃料电池系统集成了电源管理、热管理等模块，

具有热、电、水、气统筹管理的特征。燃料电池系统产品从固定式电站，到移动式电源；从电

动汽车，到航天飞船；从军用装备，到民用产品，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

[0003] 燃料电池用于交通领域可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源，只需耗时几分钟的加注氢气

燃料，即可持续提供电能，相比于纯电动汽车，其充电时间大幅下降；氢气的高比能量特性，

使燃料电池汽车的续航里程大幅提升。而燃料电池发动机则为燃料电池汽车的核心技术与

主要研发内容。

[0004] 现有商用大客车的燃料电池发动机，一般集成在大客车尾部，为了在尾部设有座

位，仅给燃料电池发动机留有一个高度较矮的矩形空间，对于燃料电池发动机的集成度和

外部尺寸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是现有商用大客车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的集成度较低，功能不

完备，在装车时需要额外添加辅助部件及相应的空间需求，不利于整车的装车集成。此外，

发动机缺乏模块性系统设计理念，导致发动机维护困难。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以及本领域研究和应用的需求，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了

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发动机的能量优化

控制与稳定运行，提高发动机的可靠性与寿命，且具有高集成度。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堆模块St，位

于电堆模块St侧面的电控模块，和位于电堆模块St下部的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和冷却

模块BC，所述电堆模块St包括集成部件的电堆模块底板S0，空气模块BA包括集成部件的空

气模块底板BA0，氢气模块BH包括集成部件的氢气模块底板BH0，冷却模块BC包括集成部件

的冷却模块底板BC0；所述空气模块底板BA0、氢气模块底板BH0和冷却模块底板BC0通过结

构件固定于电堆模块底板S0下方，从而将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冷却模块BC与电堆模块

St集成；所述电堆模块St通过管道接口与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冷却模块BC中各部件连

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模块底板BA0、氢气模块底板BH0和冷却模块底板BC0集成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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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大底板上，所述大底板通过结构件固定于电堆模块底板S0下方，从而将空气模块BA、氢气

模块BH、冷却模块BC与电堆模块St集成。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堆模块St还包括燃料电池电堆和通过结构件集成于电堆模块底

板S0上的空气吹扫进口JS1、空气吹扫出口JS2、反应空气进口JS3、反应空气出口JS4、冷却

液进口JS5、冷却液出口JS6、氢气进口JS7、氢气出口JS8。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电堆模块St还包括位于燃料电池电堆四周的壳体，所述壳体上设

有电流接口和信号接口。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电控模块为设置于电堆模块St壳体上的发动机控制器S6。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模块BA还包括通过结构件集成于空气模块底板BA0上的空压

机BA1、空压机控制器BA2、油冷回路、空气流量计BA6、气‑气加湿器BA7、空气吹扫泵BA8、电

堆出气端节气门BA9、电堆进气端节气门BA10和空气接口部件；所述空气接口部件包括与空

气吹扫进口JS1相匹配的空气吹扫泵接口JB1、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1、与外部空气过滤

器相匹配的空压机进气接口JB2‑2、与反应空气进口JS3相匹配的接口JB3、与反应空气出口

JS4相匹配的接口JB4、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1和多通道接头JA2；

[0013] 所述油冷回路用于冷却空压机BA1的泵头；所述空压机控制器BA2与空压机BA1信

号连接；所述空气流量计BA6位于空压机进气接口JB2‑2与空压机BA1的连接处；所述气‑气

加湿器BA7连接空压机BA1，还分别经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连接接口JB4、经电堆进气端节

气门BA10连接接口JB3、经多通道接头JA2连接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1，通过电堆反应空气

出口的湿润尾气来加湿电堆反应空气进口的干燥空气；所述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和电堆

进气端节气门BA10在发动机运行时打开以便于空气流通，在发动机关机后关闭，避免外界

杂质进入电堆模块St内部；所述多通道接头JA2用于供其它支路的尾气排放的接入与汇流；

所述空气吹扫泵BA8分别连接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1和空气吹扫泵接口JB1，用于吹扫

电堆模块St的壳体内部空间，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微漏氢气积累。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油冷回路包括依次串联连接的油壶BA3，散热器及其散热风扇BA4，

和油滤BA5；所述油壶BA3和油滤BA5分别与冷却空压机BA1的泵头连接；所述油滤BA5用于过

滤油冷回路中可能存在的颗粒杂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冷却模块BC包括通过结构件集成于冷却模块底板BC0上的冷却水

泵BC1、去离子器BC2、电加热器BC3、节温器BC4、杂质颗粒过滤器BC5、手动球阀BC6和冷却接

口部件；所述冷却接口部件包括与冷却液进口JS5相匹配的接口JB5、与冷却液出口JS6相匹

配的接口JB6、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1、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出口JC2、冷却液补液接

口JC3和冷却液排放接口JC4；

[0016] 所述节温器BC4分别连接电加热器BC3、接口JB6和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1，

用于实现冷却液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三通管道调节；所述电加热器BC3连接冷却水泵BC1，

用于在发动机启动阶段对冷却液进行辅助加热，迅速提高冷却液温度，以提高发动机启动

速度；所述去离子器BC2连接冷却水泵BC1，用于降低冷却液离子浓度以降低冷却液电导率，

防止冷却液电导率过高造成运行故障与寿命衰减；所述杂质颗粒过滤器BC5位于冷却水泵

BC1和接口JB5的连接处；所述手动球阀BC6位于冷却液排放接口JC4处，用于在发动机维保

时排放发动机内部的冷却液；所述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出口JC2连接冷却水泵BC1。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氢气模块BH还包括通过结构件集成于氢气模块底板BH0上的氢气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2635807 B

6



循环泵BH1、稳压模块BH2、第一电磁阀BH3、第二电磁阀BH4、第三电磁阀BH5和氢气接口部

件；所述氢气接口部件包括与氢气进口JS7相匹配的接口JB7、与氢气出口JS8相匹配的接口

JB8、氢气输入接口JH1、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和阳极吹扫接口JH3；

[0018] 所述稳压模块BH2分别连接氢气输入接口JH1和接口JB7，用于调节氢气输入接口

JH1处的氢气进气口压强，具体通过改变稳压模块BH2内部的比例电磁阀的阀体开度来调节

氢气进口压强；所述氢气循环泵BH1分别连接第一电磁阀BH3和接口JB7，用于将接口JB8输

出的电堆阳极出口富余氢气循环输送至接口JB7，进而输送至电堆阳极进口，提高氢气利用

效率，第一电磁阀BH3控制电堆阳极出口富余氢气输送至氢气循环泵BH1；所述第二电磁阀

BH4分别连接接口JB8和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的另一端连接多

通道接头JA2，用于定期将氢气管道内的杂质及水蒸气从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1排出；所

述第三电磁阀BH5分别连接氢气循环泵BH1和阳极吹扫接口JH3，用于控制环境空气进入氢

气循环泵BH1。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模块底板BA0与冷却模块底板BC0位于同一水平面，氢气模块

底板BH0的位置高于空气模块底板BA0与冷却模块底板BC0；优选地，氢气模块底板BH0与冷

却模块底板BC0之间的高度差，刚好用于冷却模块BC中发动机的冷却液接口JC1、外部散热

器的冷却液接口JC2、冷却液补液接口JC3和冷却液排放接口JC4的空间布局。

[0020]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应用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商用大客

车。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通过上下两层的

模块化设计，高度集成电堆模块、电控模块、空气模块、氢气模块和冷却模块，并提供明确的

管道接口、通讯接口以及供需电接口，可实现发动机的能量优化控制与稳定运行，提高发动

机的可靠性与寿命；

[0023] 2、本发明所述集成装置的整体为方正的长方体结构，体积功率密度高，易于匹配

各种商用车车型，尤其适合大客车，且由于模块化设计，易于拆卸、后期维护与配件更换；

[0024] 3、本发明所述集成装置的空气模块、氢气模块和冷却模块可分别设置在三块不同

的底板上，也可设置于同一块大底板上，可匹配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实现装置拆卸与维修

的便利最大化。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总体结构

图；其中，图1(a)为集成装置的俯视斜视图，图1(b)为集成装置沿Z轴的侧视图，图1(c)为集

成装置沿X轴的侧视图，图1(d)为集成装置的仰视斜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分层结构

图；其中，图2(a)为电堆模块结构图，图2(b)为辅助部件模块结构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空气模块

结构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冷却模块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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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氢气模块

结构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加载动态

曲线；其中，图6(a)为电流电压曲线，图6(b)为电流功率曲线，图6(c)为电流温度曲线；

[0031]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的降载动态

曲线；其中，图7(a)为电流电压曲线，图7(b)为电流功率曲线，图7(c)为电流温度曲线。

[0032] 附图标记说明

[0033] S1：第一电流接口；S2：第二电流接口；S3：第一信号接口；S4：第二信号接口；S5：吊

环；S6：发动机控制器；St：电堆模块；BOP：辅助部件模块；BA：空气模块；BC：冷却模块；BH：氢

气模块；JA1：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2：多通道接头；JH1：氢气输入接口；JH2：氢气间歇式

排放接口；JH3：阳极吹扫接口；JC1：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2：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出

口；JC3：冷却液补液接口；JC4：冷却液排放接口；S0：电堆模块底板；JS1：空气吹扫进口；

JS2：空气吹扫出口；JS3：反应空气进口；JS4：反应空气出口；JS5：冷却液进口；JS6：冷却液

出口；JS7：氢气进口；JS8：氢气出口；JB1：与空气吹扫进口JS1相匹配的空气吹扫泵接口；

JB2‑1：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2：与外部空气过滤器相匹配的空压机进气接口；JB3：与

反应空气进口JS3相匹配的接口；JB4：与反应空气出口JS4相匹配的接口；JB5：与冷却液进

口JS5相匹配的接口；JB6：与冷却液出口JS6相匹配的接口；JB7：与氢气进口JS7相匹配的接

口；JB8：与氢气出口JS8相匹配的接口；BA0：空气模块底板；BA1：空压机；BA2：空压机控制

器；BA3：油壶；BA4：散热器及其散热风扇；BA5：油滤；BA6：空气流量计；BA7：气‑气加湿器；

BA8：空气吹扫泵；BA9：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10：电堆进气端节气门；BC0：冷却模块底板；

BC1：冷却水泵；BC2：去离子器；BC3：电加热器；BC4：节温器；BC5：杂质颗粒过滤器；BC6：手动

球阀；BH0：氢气模块底板；BH1：氢气循环泵；BH2：稳压模块；BH3：第一电磁阀；BH4：第二电磁

阀；BH5：第三电磁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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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实施例1

[003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装置，其总体结构图如

图1、2所示，包括电堆模块St、位于电堆模块St侧面的发动机控制器S6和位于电堆模块St下

部的辅助部件模块BOP，所述辅助部件模块BOP包括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和冷却模块BC；

所述空气模块BA向电堆模块St提供反应所需氧化剂，氢气模块BH向电堆模块St提供反应所

需的氢气燃料，氢气与氧气在电堆模块St内部发生电化学反应，电堆模块St对外提供直流

电能，冷却模块BC调节电堆模块St的热量平衡。

[0037] 所述电堆模块St的结构如图2(a)所示，包括电堆模块底板S0、燃料电池电堆和通

过结构件集成于电堆模块底板S0上的空气吹扫进口JS1、空气吹扫出口JS2、反应空气进口

JS3、反应空气出口JS4、冷却液进口JS5、冷却液出口JS6、氢气进口JS7、氢气出口JS8；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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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堆模块St还包括位于燃料电池电堆四周的壳体，所述壳体上设有第一电流接口S1、第二

电流接口S2、第一信号接口S3、第二信号接口S4、吊环S5和发动机控制器S6；

[0038] 所述第一电流接口S1和第二电流接口S2通过接插导线输入至外部DC‑DC升压模块

的低电压输入端，是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功率输出接口；所述第一信号接口S3、第二信号接口

S4集成电堆模块St内部的传感器信号；所述吊环S5为位于电堆模块St上方四角位置的承力

安装结构件；所述发动机控制器S6负责处理监测信号、下达控制指令、协调控制发动机的总

体运行，便于调试与维保。

[0039] 所述空气模块BA的结构图如图3所示，包括空气模块底板BA0和通过结构件集成于

空气模块底板BA0上的空压机BA1、空压机控制器BA2、油壶BA3、散热器及其散热风扇BA4、油

滤BA5、空气流量计BA6、气‑气加湿器BA7、空气吹扫泵BA8、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电堆进气

端节气门BA10和空气接口部件；所述空气接口部件包括与空气吹扫进口JS1相匹配的空气

吹扫泵接口JB1、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1、与外部空气过滤器相匹配的空压机进气接口

JB2‑2、与反应空气进口JS3相匹配的接口JB3、与反应空气出口JS4相匹配的接口JB4、发动

机尾气排放接口JA1和多通道接头JA2；

[0040] 所述油壶BA3，散热器及其散热风扇BA4，和油滤BA5依次串联连接，油壶BA3和油滤

BA5分别与冷却空压机BA1的泵头连接，构成一个油冷回路，用于冷却空压机BA1的泵头，所

述油滤BA5用于过滤油冷回路中可能存在的颗粒杂质；所述空压机控制器BA2与空压机BA1

信号连接；所述空气流量计BA6位于空压机进气接口JB2‑2与空压机BA1的连接处；所述气‑

气加湿器BA7连接空压机BA1，还分别经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连接接口JB4、经电堆进气端

节气门BA10连接接口JB3、经多通道接头JA2连接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1，通过电堆反应空

气出口的湿润尾气来加湿电堆反应空气进口的干燥空气；所述电堆出气端节气门BA9和电

堆进气端节气门BA10在发动机运行时打开以便于空气流通，在发动机关机后关闭，避免外

界杂质进入电堆模块St内部；所述多通道接头JA2用于供其它支路的尾气排放的接入与汇

流；所述空气吹扫泵BA8分别连接空气吹扫泵进气接口JB2‑1和空气吹扫泵接口JB1，用于吹

扫电堆模块St的壳体内部空间，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微漏氢气积累。

[0041] 所述冷却模块BC的结构图如图4所示，包括冷却模块底板BC0和通过结构件集成于

冷却模块底板BC0上的冷却水泵BC1、去离子器BC2、电加热器BC3、节温器BC4、杂质颗粒过滤

器BC5、手动球阀BC6和冷却接口部件；所述冷却接口部件包括与冷却液进口JS5相匹配的接

口JB5、与冷却液出口JS6相匹配的接口JB6、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1、外部散热器的冷

却液出口JC2、冷却液补液接口JC3和冷却液排放接口JC4；

[0042] 所述节温器BC4分别连接电加热器BC3、接口JB6和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进口JC1，

用于实现冷却液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三通管道调节；所述电加热器BC3连接冷却水泵BC1，

用于在发动机启动阶段对冷却液进行辅助加热，迅速提高冷却液温度，以提高发动机启动

速度；所述去离子器BC2连接冷却水泵BC1，用于降低冷却液离子浓度以降低冷却液电导率，

防止冷却液电导率过高造成运行故障与寿命衰减；所述杂质颗粒过滤器BC5位于冷却水泵

BC1和接口JB5的连接处；所述手动球阀BC6位于冷却液排放接口JC4处，用于在发动机维保

时排放发动机内部的冷却液；所述外部散热器的冷却液出口JC2连接冷却水泵BC1。

[0043] 所述氢气模块BH的结构图如图5所示，包括氢气模块底板BH0和通过结构件集成于

氢气模块底板BH0上的氢气循环泵BH1、稳压模块BH2、第一电磁阀BH3、第二电磁阀BH4、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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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BH5和氢气接口部件；所述氢气接口部件包括与氢气进口JS7相匹配的接口JB7、与氢

气出口JS8相匹配的接口JB8、氢气输入接口JH1、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和阳极吹扫接口

JH3；

[0044] 所述稳压模块BH2分别连接氢气输入接口JH1和接口JB7，用于调节氢气输入接口

JH1处的氢气进气口压强，具体通过改变稳压模块BH2内部的比例电磁阀的阀体开度来调节

氢气进口压强；所述氢气循环泵BH1分别连接第一电磁阀BH3和接口JB7，用于将接口JB8输

出的电堆阳极出口富余氢气循环输送至接口JB7，进而输送至电堆阳极进口，提高氢气利用

效率，第一电磁阀BH3控制电堆阳极出口富余氢气输送至氢气循环泵BH1；所述第二电磁阀

BH4分别连接接口JB8和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氢气间歇式排放接口JH2的另一端连接多

通道接头JA2，用于定期将氢气管道内的杂质及水蒸气从发动机尾气排放接口JA1排出；所

述第三电磁阀BH5分别连接氢气循环泵BH1和阳极吹扫接口JH3，用于控制环境空气进入氢

气循环泵BH1。

[0045] 所述空气模块底板BA0、氢气模块底板BH0和冷却模块底板BC0通过结构件固定于

电堆模块底板S0下方，从而将空气模块BA、氢气模块BH、冷却模块BC与电堆模块St集成。

[0046]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模块底板BA0与冷却模块底板BC0位于同一水平面，氢气模块

底板BH0的位置高于空气模块底板BA0与冷却模块底板BC0；氢气模块底板BH0与冷却模块底

板BC0之间的高度差，刚好用于冷却模块BC中发动机的冷却液接口JC1、外部散热器的冷却

液接口JC2、冷却液补液接口JC3和冷却液排放接口JC4的空间布局。

[0047] 图6为本实施例所述集成装置在实际测试过程中的加载动态曲线。其中，图6(a)为

电流电压曲线，图6(b)为电流功率曲线，图6(c)为电流温度曲线。在发动机加载过程中：随

着氢气与空气的通入，发动机的电堆电压迅速升高至开路电压约280V；随后负载电流从0开

始以台阶方式进行增加，随着电流的阶跃升高，燃料电池电压先跌落再缓慢上升至平稳期；

而发动机功率则随着电流的阶跃升高也形成阶跃升高；当电流上升至280A时，电压稳定于

184V左右，发动机功率输出约为51.5kW。燃料电池电堆温度随着发动机的加载，首先呈现温

度上升趋势，当运行至227秒时，电堆温度上升至54℃，温度达到局部峰值开始突然下降至

40℃，然后再上升再下降，如此经历4个温度波动(振动幅值逐渐减小)，呈现稳定上升趋势，

直至正常工作温度。这是由于在初始升温阶段，冷却液温度较低，节温器BC4导通了电加热

器BC3回路，因此温度上升较快；当温度升高超过节温器阈值，节温器BC4实现通路切换，导

通了外部散热器回路，冷却液开始迅速降温；节温器BC4基于冷却液实际温度的通路切换，

造成温度波动上升的效果。

[0048] 图7为本实施例所述集成装置在实际测试的降载动态曲线，其中，图7(a)为电流电

压曲线；图7(b)为电流功率曲线；图7(c)为电流温度曲线。在发动机降载过程中：随着负载

电流从280A开始以台阶方式进行阶跃式降载，燃料电池电压先瞬间升高再缓慢跌落至平稳

期；而发动机功率则随着电流的阶跃降载也形成阶跃降低；当负载电流降低为0时，燃料电

池电压达到开路电压约280V，随后进入发动机关机的阴阳极吹扫阶段，燃料电池电压随着

阴阳极的空气同时吹扫，电压迅速降低，最终到达0V。温度随着发动机的降载，呈现缓慢降

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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