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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桩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

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该充电桩包括太阳能电池

板、铅蓄电池、水箱、储氢罐、氢燃料电池、电源输

出接口和充电桩外壳；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分

别与铅蓄电池，以及水箱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

气生成装置连接；铅蓄电池的输出端分别与水箱

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电源输

出接口设置在充电桩外壳上，并与氢燃料电池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水箱的氢气生成装置通过输氢

管与储气罐的进气端连通；所述储氢罐的出气端

与氢燃料电池连通，所述氢燃料电池上设有进气

口。本发明充电桩体积小，保证了发电功率的同

时，成本相较传统充电桩低，可供户外电子设备、

田间/野外作业无人机、电动车等小型设备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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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于：该充电桩包括太

阳能电池板(1)、铅蓄电池(2)、水箱(3)、储氢罐(4)、氢燃料电池(5)、电源输出接口(6)和充

电桩外壳(7)；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外部；

所述铅蓄电池(2)、水箱(3)、储氢罐(4)和氢燃料电池(5)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内

部；所述水箱(3)内设有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的输出端分

别与铅蓄电池(2)，以及水箱(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所述铅蓄电池(2)

的输出端分别与水箱(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所述电源输出接口(6)与

氢燃料电池(5)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水箱(3)的氢气生成装置通过输氢管(33)与储气罐(4)

的进气端连通；所述储氢罐(4)的出气端与氢燃料电池(5)连通，所述氢燃料电池(5)上设有

进气口(5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箱(3)上设有与氧气生成装置连通的排气口(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箱(3)设有补水口(3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氢燃料电池(5)上设有水循环管(52)，所述水循环管(52)与水箱(3)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储氢罐(4)的体积为1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箱(3)的容量为2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外部顶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源输出接口(6)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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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合燃料电池充电桩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

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各种充电设备日新月异，其中，尤其是移动电源的发

展更为迅速。移动电源(Mobile  Power  Pack，MPP)，也叫充电宝、旅行充电器等，是一种集供

电和充电功能于一体的便携式充电器，可以给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设备随时随地充电。一

般由锂电芯(或者干电池，较少见)作为储电单元，使用方便快捷。但移动电源的安全隐患

大，可储存电量极为有限，且移动电源采用的18650电芯和聚合物电芯都对环境有很大污

染。

[0003] 最近几年，国内外为给电动汽车提供电能，建设了充电基础设施，但都处于前期发

展阶段，且建造成本高。充电基础设施是指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补给的各类充换电设施，是

新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各类集中式充换电站和分散式充电桩，主要有特斯拉充电装置

等。但是这些充电基础设施不能设置在无电线电缆的地方，一般设置在城市中心或离城市

较近的郊区，这是一大缺陷；且其也不太环保，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主题。

[0004] 太阳能、氢能等新型能源因其储量巨大、效率高、无污染、无排放等优势，日益受到

世界各国的重视，采用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等作为无污染绿色能源应运而生。但单纯采用

太阳能或燃料电池，由于电源本身的特性，在充电桩设计中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适

应新能源系统的需求。目前国内外的主流研究方向集中于太阳能/氢能混合动力用于汽车

或无人机方面，而面向诸如手机、电动自行车等小型设备的环保混合能源充电桩，还未见报

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其采

用清洁、环保的新型能源，充电桩体积小，保证发电功率的同时，成本相较传统充电桩低。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该充电桩包括太阳能电池

板1、铅蓄电池2、水箱3、储氢罐4、氢燃料电池5、电源输出接口6和充电桩外壳7。

[0008]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外部。

[0009] 所述铅蓄电池2、水箱3、储氢罐4和氢燃料电池5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内部；所述

水箱3内设有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的输出端分别与铅蓄电池

2，以及水箱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所述铅蓄电池2的输出端分别与水箱

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所述电源输出接口6与氢燃料电池5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水箱3的氢气生成装置通过输氢管33与储气罐4的进气端连通；所述储氢罐4的出气

端与氢燃料电池5连通，所述氢燃料电池5上设有进气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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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水箱3上设有与氧气生成装置连通的排气口31。

[0011] 所述水箱3设有补水口32。

[0012] 所述氢燃料电池5上设有水循环管52，所述水循环管52与水箱3连接。

[0013] 所述储氢罐4的体积为1L。

[0014] 所述水箱3的容量为2L。

[0015]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外部顶端。

[0016] 所述电源输出接口6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上。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本发明以清洁、环保的太阳能为特点，太阳光能通过太阳能板吸收，利用光电效应

的原理，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氢是地球上储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可用

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电解水来制备氢气，且产物环保无污染。氢气作为燃料电池的原料之

一，通过质子交换膜与空气中的氧气反应，产生电荷，构成高效率的氢燃料电池，实现氢能

转化为电能，可供户外电子设备、田间/野外作业无人机、电动车等小型设备充电。本发明充

电桩体积小，保证了发电功率的同时，成本相较传统充电桩低。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的主视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的使用状态示意

图。

[0022] 其中的附图标记为：

[0023] 1  太阳能电池板

[0024] 2 铅蓄电池

[0025] 3 水箱

[0026] 31  排气口

[0027] 32  补水口

[0028] 33  输氢管

[0029] 4  储氢罐

[0030] 5 氢燃料电池

[0031] 51  进气口

[0032] 52 水循环管

[0033] 6 电源输出接口

[0034] 7  充电桩外壳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36]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面向小型设备的太阳能-氢燃料电池野外充电桩，包括太阳

能电池板1、铅蓄电池2、水箱3、储氢罐4、氢燃料电池5、电源输出接口6和充电桩外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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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外部顶端。

[0038] 所述铅蓄电池2、水箱3、储氢罐4和氢燃料电池5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的内部。所述

水箱3内设有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的输出端分别与铅蓄电池

2，以及水箱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所述铅蓄电池2的输出端分别与水箱

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连接。所述电源输出接口6设置在充电桩外壳7上，并与

氢燃料电池5的输出端连接。

[0039] 所述水箱3为电解水的反应场所，其中储存一定量的水，其容量优选为2L。所述水

箱3上设有与氧气生成装置连通的排气口31，用于排出电解反应产生的氧气；所述水箱3的

氢气生成装置通过输氢管33与储气罐4的进气端连通，将电解反应产生的氢气输送至储气

罐4，所述储氢罐4的出气端与氢燃料电池5连通。

[0040] 所述储氢罐4中储存一定量的纯净氢气，其输出的氢气达到氢燃料电池5发电所要

求的压强与流速。储氢罐4的体积优选为1L。

[0041] 所述氢燃料电池5上设有进气口51，水循环管52的两端分别与氢燃料电池5和水箱

3连接，将氢燃料电池5生成的水输送到水箱3中，实现循环利用。

[0042] 进一步地，所述水箱3设有补水口32，用于向水箱3中补充电解水。

[0043] 优选地，所述铅蓄电池2的输出端并联一电压比较装置，用于检测铅蓄电池2的电

压，并将该电压与铅蓄电池2的额定最低电压或额定饱和电压进行比较；所述太阳能电池板

1上设有电路开关控制器，用于控制太阳能电池板1与水箱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

装置的电路连通；所述电路开关控制器与电压比较装置的输出端串联。

[0044] 充电桩中加入铅蓄电池2的目的是避免太阳能电池板1单独发电受到天气、光照时

间的限制，从而有效提高生成氢气的效率。

[0045]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46]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对铅蓄电池2充电；电压比较装置实时

检测铅蓄电池2的电压，并将铅蓄电池2的电压与额定最低电压或额定饱和电压进行比较；

当铅蓄电池2的电压低于额定最低电压时，电压比较装置向太阳能电池板1的电路开关控制

器发送控制信号，电路开关控制器切断太阳能电池板1与水箱3内的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

成装置的电路，停止对水箱3内的水进行电解，为铅蓄电池2充电，仅由铅蓄电池2继续对水

箱3内的水进行电解。当铅蓄电池2的电压达到额定饱和电压时，电压比较装置向太阳能电

池板1的电路开关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电路开关控制器连通太阳能电池板1与水箱3内的

氧气生成装置和氢气生成装置的电路，太阳能电池板1和铅蓄电池2同时对水箱3内的水进

行电解。水箱3内的氢气生成装置将电解反应产生的氢气输送至储气罐4。氢燃料电池5通过

质子交换膜，把来自储氢罐4的氢气和由进气口51进入的空气中的氧气分别供给阳极和阴

极，氢通过阳极向外扩散和电解质发生反应后，放出电子通过外部的负载到达阴极；反应过

程生成的水由水循环管52输送到水箱3中，实现循环利用。

[0047] 如图3所示，一般的小型设备(如手机、电动自行车等)与电源输出接口6连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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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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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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