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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介质通过燃料电池（14）运行期间由燃料电 

池（14）所产牛的热最而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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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一个或更多个至少部分地设置在航空器的不加压部分中的部件的航空器 

燃料电池系统（10)，所述系统包括： 

一燃料电池（14), 

一蒸发冷却系统（16)，所述蒸发冷却系统（16)与所述燃料电池（14）热接触，其中在所 

述燃料电池（14）运行期间由所述燃料电池（14）产牛的热量通过冷却介质的蒸发向吸收并 

且从所述燃料电池(14)中排出； 

一用于感测所述蒸发冷却系统（16）中压力的装置(22) ；和 

控制单元（24)，所述控制单元（24）依靠从感测所述蒸发冷却系统（16）中压力的所 

述装置(22）向所述控制单元（24）提供的信号来调节所述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以遵 

循冷却介质的蒸发曲线的依赖于压力的蒸发，其中所述冷却介质在所述航空器的上升和下 

降期问都能够在所述冷却介质的湿蒸气区中实现蒸发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适于在所述燃料电池（14) 

中产牛期靼压力的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25)、以及用于控制所述燃料电池运行压力 

产牛系统(25）的控制单元（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控制所述燃料电池 

运行压力产牛系统（25）的所述控制单元（24）适丁控制所述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 

(25),使得存所述燃料电池（14）中产牛防！F:通常以液体形式存存于所述燃料电池（14）中 

的物质和／或物质混合物不必要蒸发的压力。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十用十控制所述燃料电池运 

行压力产生系缔(25）的所述控制单元（24）适于依靠所述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和／ 

或依靠感测所述蒸发冷却系统（16）中压力的所述装置(22）的信号，来控制所述燃料电池 

(14）中的压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缔，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冷却系缔(16)包 

括用于冷凝为了冷却所述燃料电池（14）而在所述燃料电池（14）运行期间蒸发的冷却介质 

的冷凝器（2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凝器（26）为外壳冷 

却器的形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利用储存在所述冷却 

介质中的热量的至少一种装置(4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利用储存在所述冷却 

介质巾的热量的所述装置(42）为蒸气加热装置、水脱帮装置或者航空器的除冰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将所述冷却介质排出 

到环境中的装置(32, 34)。 

10．一种运行具有一个或更多个牵少部分地设置在航窄器的不加压部分中的部件的航 

空器燃料电池系统（10）的方法，所述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10)包括燃料电池（14）和蒸发 

冷却系统（16)，所述蒸发冷却系统（16)与所述燃料电池（14）热接触，其中在所述燃料电池 

(14）运行期间山所述燃料电池（14）产牛的热量通过冷却介质的蒸发而吸收并且从所述燃 

料电池（14）中排出，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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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压力传感装置(22)感测所述蒸发冷却系绞(16）中的压力，和 

一借助于控制单元（24）依靠从所述压力传感装置(22）向所述控制单元（24）提供的 

信号来调节所述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以遵循冷却介质的蒸发曲线的依赖于压力的蒸 

发，其中所述冷却介质在所述航空器的「升和下降期间都能够在所述冷却介质的混蒸气区 

中实现蒸发。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丁借助于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25) 

存所述燃料电池(14）中产牛期单的压力。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25）借 

助十用十控制所述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25）的控制单ji (24）来控制，以在所述燃 

料电池（14）中产生防止通常以液体形式存在于所述燃料电池（14）中的物质和／或物质混 

合物不必要蒸发的压力。 

13．根据权利要求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控制所述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 

缔(25)的所述控制单元（24）依靠所述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和／或依靠所述压力传 

感装置(22）的信号，来控制所述燃料电池（14）中的压力。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泫，其特征在于为了冷却所述燃料电池（14）而在所述燃 

料电池（14）运行期间蒸发的所述冷却介质在冷凝器（26）中冷凝。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介质是通过外壳冷却器形式的 

冷凝器（26)冷凝的n

16．根据权利要求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储存于所述冷却介质中的热量提供给 

用于利用所述热量的至少一种装置(42)。 

17．根据权利要求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储存于所述冷却介质中的热量提供给 

用于利用所述热量的装置(42),所述装置为蒸气加热装置、水脱帮装置或者航空器的除冰 

装置的形式。 

18．根据权利要求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冷却介质排出到环境中。 

19．一种航空器，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器燃料电池系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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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冷却的燃料电池系统以及运行蒸发冷却的燃料电池系 

统的方法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蒸发冷却的燃料电池系统以及一种运行蒸发冷却的燃料电池系 

缔的方法。 

[0002］ 燃料电池系纨能够低排放和高效率地产牛电力。为此，目前干在努力将燃料电池 

系统应用于各种移动应用中，例如在机动车上程、海运或者航空中用于产牛电能。例如在航 

空器中，可以想到由燃料电池系统来取代由丰发动机或者辅助涡轮驱动的目前用作机载电 

源的发电机。此外，燃料电池系统还可以用于航空器的应急电源，并且取代迄今还在使用的 

冲压式空气涡轮（RAT)n

[0003］ 燃料电池通常包括阴极区和阳极区，所述阳极区通过电解质与阴极区分离。当燃 

料电池运行时，向燃料电池的阳极侧提供燃料例如氢气，并且向燃料电池的阴极侧提供含 

氧的氧化剂例如空气。在聚合物电解质膜（PEM）燃料电池中，氢分子在存在于阳极区的阳 

极催化剂处根据例如式（1）进行反应， 

[0004] H9 - 2 ・ H++2 ・ e
[0005］ 而且，通过形成带IF电的氢离子，由此将电子传送到电极。 

[0006］ 在阳极区形成的H＋离子然后通过电解质扩散到阴极，在那里，在存在于阴极区的 

阴极催化剂处，它们与提供给阴极的氧气和经由外电路供应至阴极的电子根据式（2）进行 

反应， 

[0007] 0. 5 ・ 09+2 ・ H++2 ・ e - H70
[0008] 以形成水。 

[0009］ 除了产牛电能之夕卜燃料电池在运行中时，还产牛热能，必须借助于冷却系统将热 

能从燃料电池中除去以防止燃料电池过热。在移动应用的情形中，通常在燃料电池运行期 

间所产牛的热能的仅仅一部分能够被供到系缆内或者外部散热器中以进一步使用，通常由 

燃料电池产牛的反应热的至少一部分必须排放到环境中。在航空器中所用的例如用于机载 

电源的燃料电池必须设计为能够满足对于电能的大量斋求。然而，在产牛电能方面具有高 

容量的燃料电池也产牛大量的热能，因此具有高的冷却需求。 

[0010］ 原则上，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冷却在航空器十使用的燃料电池。例如，能够使用液体 

冷却，其中使用液体作为冷却介质，以吸收由燃料电池所产牛的反应热。根据式（3）来粗略 

计算液体冷却系缔的冷却能力 

[0011] QF =mF ・clip ,・△几 

[0012］ 其中QF是冷却液的吸热量，mF是质量流量，CPF 是冷却液的热容，A TF 是冷却液出 

口温度和冷却液进口温度之间的温羌。 

[0013］ 由式(3）显见，其中在回路中输送冷却液的有效的液体冷却，需要将通过吸收来 

自燃料电池的热量而被加热的冷却液再次降温A TF，然后它才可以再次有效吸收来自燃料 

电池的废热。为了使冷却液降温A 'I'F，可以将冷却液供给至例如热交换器，其中在冷却液中 

储存的热能被转移至另一冷却介质例如环境空气。作为用液体冷却燃料电池接着用环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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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使冷却液再次冷却的一个替代方案，也可以想到直接用环境空气来冷却燃料电池n

[0014］ 不管环境空气冷却系统是用于燃料电池的直接环境空气冷却还是仅仅用来使液 

体冷却系统的冷却液再次冷却，根据式（4）来粗略计算环境空气冷却系统的冷却能力 

[00151 QL =rnL ・CpL ・△兀 (4) 

[0016］ 其中QL是冷却窄气的吸热量，mL是冷却窄气的质量流量，CPL 是冷却窄气的热容， 

A TL 是冷却空气出LI温度和环境空气温度之间的温苯。 

[0017］ 式（4）清蹩表明，冷却空气出LI温度和环境空气温度之间的温羌A TL 越小，则环 

境空气冷却的冷却能力就越小。在冷却低温PEM 燃料电池的情况下，该燃料电池的运行温 

度通常为约60 ~ 110C，输出 好为约60 ~ 90C，因此存在如下问题： 高相当于燃料电 

池的运行温度的冷却空气十口温度和环境空气温度之间的温并A TL 较小，因此冷却系统的 

冷却能力相应较小。因此，需要大的热交换表面来用于充分地将热量从PEM 燃料电池中移 

牟环境。用丁PEM燃料电池的液体和／或空气冷却系统因此必须具有大的体积和较大的重 

量，这对于仵移动应用中使用、尤其仵航窄中使用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冷却航窄器上所用 

的PEM燃料电池所需的冷空气必须从航空器环境吸入，接着吸收由燃料电池所产牛的反应 

热，返回到航空器坏境中。然向，空气的吸进和其排入航空器坏境都导致空气阻力增加，这 

不利于航窄器的有效飞行操作。 

[00181 和土述冷却能力基木土依赖于冷却介质温度和环境空气温度之羌的冷却系统形 

成对比，根据式（5)，蒸发冷却系统的冷去峭b力， 

[00191 Qy ＝鹿v CPL ・△鸟 

[0020］ 由蒸发冷却系统中所用的冷却介质的蒸发焓△h 决定，QV是冷却介质从液态物质 

转化为气态物质的吸热量，咙是待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的冷却介质的质量流量。 

[0021］ 蒸发之后，在蒸发冷却系统的回路中输送的冷却介质确实必须通过冷凝转化回液 

态物质。然而，冷却介质不必被冷却到温度低于通过蒸发冷却系统冷却的燃料电池的运行 

温度。而∥，与十述液体冷却和空气冷却系纨相比，蒸发冷却系统具有如下优点：诸如水的 

常规冷却介质的状态变化需要的能量比冷却介质在液态下能够吸收的能量人得多。因此， 

与冷却能力相当的空气冷却系统相比，蒸发冷却系统可以在显著更小的冷却介质质量流量 

下运行。 

[0022］ 例如，由DE 199 35 719 Al 获知一种用于冷却燃料电池的蒸发冷却系统。在DE

199 35 719 Al 中所述的冷却系统中，冷却介质例如水通过布置在燃料电池堆的阳极供气 

室和阳极废气室中的冷却管输送。冷却介质随着流经冷却管而蒸发，由此吸收 高达90 9' 

的通过热辐射从燃料电池排放的热量。 

[0023］ 本发明涉及的目的是提供尤其适用于航空器中的蒸发冷却燃料电池系统。另夕卜， 

本发明还涉及的口的是提供一种运行这种蒸发冷却燃料电池系绮的方法。 

[0024］ 该目的通过具有权利要求1所述特征的燃料电池系统和通过具有权利要求11 所 

述特征的用于运行燃料电池系统的方泫来实现。 

[0025］ 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包括燃料电池，优选＼4W 级输出的燃料电池，文中术语 

“燃料电池”不仅是指单电池，而且还指包括多个燃料电池的燃料电池堆。燃料电池优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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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燃料电池，其阳极区与氢源连接，其阴极侧提供有含氧氧化性物质，优选空气n优选为氢 

气的待提供给燃料电池的阳极区的燃料可以储存在与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一体化 

的燃料罐中。作为替代方案或者除此之外，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可以包括燃料产牛 

装置，用于产牛待提供给燃料电池的阳极区的燃料。燃料电池的阴极侧可以与斥缩机的斥 

力侧相连。压缩机可以是具有组合空气和蒸气入口的压缩机。 

[0026］ 燃料电池可以是低温PEM燃料电池或者高温PEM燃料电池、包含具有尤机材料的 

复合电解质的PEM 燃料电池、聚苯并咪唑PEM 燃料电池或者聚全氟磺酸PEM 燃料电池。当 

运行时，燃料电池除了产牛电能之外，还产牛热能，必须将该热能从燃料电池中除去以防止 

燃料电池过热。 

[002]］ 因此，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练还包括与燃料电池热接触的蒸发冷却系缔，使 

得在燃料电池运行期间由燃料电池产牛的热量通过冷却介质的蒸发被吸收并∥从燃料电 

池中排出。如十所解释的那样，由于将冷却介质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需要高的蒸发 

焓，所以蒸发冷却系绮的特征在于高吸热量以及因此而具有的优异冷却能力。因此，与具有 

类似吸热量的空气或液体冷却系统相比，根据木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统可以 

使用显著更低的冷却介质质量流量来运行，而且设计紧凑、重量较小。此外，当根据本发明 

的燃料电池系统用于航空器十时，蒸发冷却系统具有低的能量损失，不会导致任何另外的 

空气阻力，并且在运行负载峰值期间，能够可靠并自动地为燃料电池提供冷却能力。 后， 

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缆中可以实现高的系统动力学，这是因为蒸发 

时冷却介质的膨胀使得能够将冷却介质从与燃料电池热接触的蒸发冷却系统区域迅速地 

除去。 

[0028］ 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统可以实现为设计为与燃料电池分开 

的系统U 然而，优选蒸发冷却系统至少部分地集成到燃料电池的组件中，并且包括，例如形 

成丁燃料电池或者燃料电池堆的双极板、隔板、盖板和／或侧隔板中的冷却通道。作为替代 

方案或者除此之外，蒸发冷却系缔的冷却通道也可以存燃料电池的阳极供气室、阴极供气 

室、阳极废气室和／或阴极废气室中延伸。冷却介质流经蒸发冷却系统的冷却通道，其中冷 

却介质通过吸收由燃料电池在运行期间产牛的热量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例如，水 

可以用作冷却介质，当它流经蒸发冷却系缔的冷却通道时通过泡核沸腾而蒸发。 

[0029］ 根据木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还包括用于感测蒸发冷却系统中（即其中冷却介质 

由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的蒸发冷却系统的部件中）的压力的装置。如果蒸发冷却系统 

（即其中冷却介质由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的蒸发冷却系缔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件）与蒸 

发冷却系统的环境连接，则压力传感装置可以适于和布置为使得它感测蒸发冷却系统和／ 

或燃料电池的环境中的环境压力n 例如压力传感器可以用作压力传感装置n 压力传感装置 

向例如实现为电子控制单元的控制单元提供作为蒸发冷却系统中压力特性的信号。 

[0030］ 依靠从用于感测蒸发冷却系统中压力的装置提供给控制单元的信号，根据本发明 

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控制单元适于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使得蒸发冷却系统的冷却介质 

通过燃料电池在燃料电池的运行期间产牛的热量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换言之，控 

制单元适丁根据蒸发冷却系统（即其中冷却介质被蒸发的蒸发冷却系统的部件）中的压力 

来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使得总能确保由燃料电池存燃料电池运行期间所产牛的热量 

足以将蒸发冷却系统的冷却介质由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结果，总能确保蒸发冷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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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适合功能n 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绞中，冷却介质在吸收燃料电池产牛的热量后 

的温度仅仅低于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使得实现高的传热，并∥由此实现蒸发冷却系统特 

别好的冷却能力。而且，冷却介质物质状态的基本等温变化使得蒸发冷却系统能够稳定运 

行。 

[0031］ 诸如水的一般冷却介质的蒸发温度随着压力降低而下降。例如，水在相当于海平 

面大气压(1. 0132巴）下的蒸发温度为100C。与之相比，在0. 1992 巴的压力下，如同存在 

于12 192m (40000英尺）的高度，即商业航牢器的巡航高度，水的蒸发温度仅为60C。因此， 

如果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的蒸发冷却系统使用水作为冷却介质进行运行的话，则在蒸发 

冷却系统中的压力相当十海平面大气压的情况卜，必须将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选择得如此 

之高，使得山燃料电池在运行期间产生的热量足以将蒸发冷却系缔中的冷却介质加热到超 

过100C，由此提供蒸发冷却系统的适合功能。另一方面，如果蒸发冷却系统中的压力仅为 

0. 1992 巴，那么燃料电池可以以较低的运行温度来运行，这是因为由燃料电池在运行期间 

产牛的热量仅仅必须足以将冷却介质加热到60C即可。 

[0032] 当在约60~ 90℃的运行温度运行时，低温PEM燃料电池获得其最佳输出。如果在 

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绞中，借助于压力传感装置确定在蒸发冷却系绞中例如由于比海 

平面大气压低的环境压力而存在十分低的压力，那么控制单元可以将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 

降低到这种程度，使得获得燃料电池的最佳输出，但是在运行期间由燃料电池所产牛的热 

量仍然足以将蒸发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由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由此确保蒸发冷却 

系统的适合功能。 

[0033］ 在飞行中，航空器丰要处于其中环境压力低于海平面大气压的环境中。该事实可 

以以特剔有利的方式用于在航空器「使用的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中，来保持燃料电 

池的运行温度低于100C，但是对于燃料电池的大多数运行时间，尽可能地保持在约60 ~ 

90℃的最佳运行温度范围内。这仅需要将蒸发冷却系统（即其中冷却介质被蒸发的蒸发冷 

却系缔的部件）设置存航牢器的不加压区域中并且与环境大气相连，使得航牢器环境中较 

低的环境压力存在于蒸发冷却系统的这些部件中。 

[0034］ 例如，只要航空器处十恒定的巡航高度，控制单7L就咧以将用十航空器上的根据 

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缔的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保持在恒定的混度下，尽可能地保持在燃料 

电池的最佳运行温度范围内。另一方面，当航空器土升时，控制单元可以依照下降的环境压 

力而降低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反之，当航空器下降时，可以依照升高的环境压力而提高燃 

料电池的运行温度。 

[0035］ 如果使用水作为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则当 

航空器处于约12 192m (40000英尺）的恒定巡航高度时，控制单元可以将燃料电池的运行温 

度保持在例如约60C。当航空器从约海平面的起始位置上升直至达到巡航高度U']，控制单 

元可以例如依照下降的环境压力在上升期间将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从约100℃连续地降低 

到约60C。另一方面，当航空器从巡航高度下降到约海平面的着陆位置时，控制单元可以依 

照升高的环境压力将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从约60℃连续地升高到约100C。 

[0036］ 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 个优选实施方案中，依照从用于感测蒸发冷却 

系绮巾压力的装置提供给控制单元的信号，控制单元适于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使得 

在冷却介质的湿蒸气区中实现蒸发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通过燃料电池运行期间由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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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产牛的热量的蒸发n 此处“湿蒸气”珲解为其中沸腾液体和饱和蒸气保持平衡状态的 

体系。 

[0037］ 如果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统中所用的冷却介质的蒸发在 

冷却介质的混蒸气区中实现，则在冷却介质蒸发期间，液态物质中沸腾的冷却介质与冷却 

介质的饱和蒸气保持平衡状态。只要冷却介质在蒸发期间被加热到其依赖于压力的蒸发温 

度，就是这种情形。因而，控制装置优选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使得蒸发冷却系统中的 

冷却介质被加热到相当于冷却介质的依赖于压力的蒸发温度的温度。例如，燃料电池可以 

在比蒸发冷却系统的冷却介质的依赖于压力的蒸发温度高0~ 5 C .优选1 '---'3℃的运行温 

度卜运行。 

[0038］ 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缔优选还包括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生系缔，其适于在燃 

料电池（即其中不存在蒸发冷却系统的一体化冷却通道的燃料电池的部件）中产牛期靼的 

压力。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可以例如集成到燃料电池 

系绞的介质供给系缔中，并且包括向燃料电池的阴极区提供氧化剂的压缩机，和／或包括 

相应的用于向燃料电池的阳极区提供燃料的输送装置。不管燃料电池环境中环境压力如 

何，也不管蒸发冷却系统中的压力如何，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用来使燃料电池运行 

压力达到期望水平，或者将其保持在期望水平。 

[0039］ 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可以适于在燃料电池中产牛低于或者高于燃料电池 

环境中环境压力和／或蒸发冷却系统中压力的压力n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可 

以包括，例如实现为电子控制单元的控制单元，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用于 

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的控制单元可以是单独的控制单元。然而，作为其替代方 

案，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斥力产牛系统的控制单元也可以集成到用于控制燃料电池的运 

行温度的控制单元中。 

[0040］ 如十向所解释的那样，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中，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总 

是依赖于蒸发冷却系绮中的压力控制，使得蒸发冷却系缔中的冷却介质被燃料电池运行期 

间由燃料电池所产牛的热量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态物质。然而，在相对的高运行温度情况 

卜，出现通常以液体形式存在十燃料电池中（即，例如阳极区、阴极区、将阳极区与阴极区 

隔开的膜区域、阳极气体管线或者阴极气体管线中）的诸如水的物质和／或物质混合物蒸 

发的问题。 

[0041］ 为了防止在燃料电池运行期间通常以液体形式存在于燃料电池中的物质和／或 

物质混合物的不希靼的蒸发，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练的控制单元可以适于控 

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使得在燃料电池中产牛防止通常以液休形式存在于燃料电 

池中的物质和／或物质混合物的不必要蒸发的压力n

[0042］ 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的控制单元可以依照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 

适于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压力。控制单元作为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的控制变量 

而使用的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可以是中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的控制单元提供的燃料 

电池设定运行温度，或者可以是例如借助于温度传感器测量的燃料电池运行温度。然而，作 

为替代方案或者除此之外，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的控制单元也可以适丁基丁从 

用于感测蒸发冷却系绞中压力的装置向它提供的信号来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压力。例如， 

基于作为蒸发冷却系统中压力特性的压力传感装置的信号，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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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系绞的控制单元可以计算燃料电池的设定运行温度，并∥用它作为确定燃料电池中适当 

的设定运行压力的控制变量。 

[0043］ 如果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统中使用水作为环境友好的冷 

却介质，则在蒸发冷却系统中的斥力大致相当于海平面大气斥的情况下，例如实现为PEM

燃料电池的燃料电池优选在约100~ 105℃的运行温度运行。那么，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 

压力产牛系统的控制单元优选如此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统，使得在燃料电池中产 

牛的压力高于海平面大气压，例如为2巴。存2 巴的压力下，水的蒸发温度为120. 23CC ,使 

得在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下在燃料电池中（例如在阳极区、阴极区、将阳极区与阴极区隔 

州的膜区域、阳极气体管线或者阴极气体管线中）存在的水的蒸发得到r'iJ 靠地防止。 

[0044］ 如十面所解释的那样，通过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缔的蒸发冷却系缔中发生 

的蒸发过程可以将大量的热从燃料电池中排出。通过蒸发冷却系统从燃料电池中排出的热 

量必须然后排放到环境中或者以供进一步使用。传热过程可以由式（6)来描述： 

[00451

[00461

据式 

[00471

[00481

[00491

Q =:k・A ・Etmiog

其中Q是传递的热,k

(7）来训算： 

(6) 
是传热系数，A 是传热面，△tml og 是温度梯度。传热系数k根 

1/k = 1/ aOut +s/ A +1/ ain

其中S是壁厚，入是导热系数，a 是传热系数。 

传热系数U 被认为是传热过程中影响待传递的热输出Q的丰要变量。在冷凝过程 

情况下获得大的伎热系数a 。根据木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系统因此优选包括 

冷凝器，用于冷凝在燃料电池运行期问蒸发的冷却介质来冷却燃料电池。在如此设计的蒸 

发冷却系统的情形中，吸收燃料电池的反应热是通过蒸发实现的，然而排放燃料电池的反 

应热是通过冷凝过程来实现的。由于方式类似于蒸发过程的冷凝过程消耗的能量远远高于 

例如液体形式的冷却介质能够吸收的能量，因此具有冷凝器的蒸发冷却系统特别有效地运 

行。 

[0050］ 具有冷凝器的蒸发冷却系统的另一优点在于，它可以作为循环系统来运行，其中 

在冷凝器中冷凝的冷却介质以液态物质返回燃料电池巾，在那里它可以再次蒸发以冷却燃 

料电池U 然而，优选地，在具有冷凝器的蒸发冷却系统中，燃料电池冷却功能与冷却介质回 

收功能分离，使得即使冷凝器发牛故障，也能够确保燃料电池的足够冷却。为了确保为蒸发 

冷却系绞充分提供冷却介质，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缔可以包括用于将燃料电池运行期 

间产牛的水提供到蒸发冷却系统中的装置。 

[0051］ 借助十蒸发冷却系统从燃料电池中排出的热量咧以排放到坏境。当所产牛的热在 

相当低的泻度水平例如60℃时，这尤为适当。 

[0052］ 能够将根据木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燃料电池产牛的废热有效地排出到环境的 

冷凝器，例如可以以外壳冷却器的形式来实现。夕卜壳冷却器可以例如由其内侧朝向燃料电 

池系缔的擘来构成，接收施加的蒸气冷却介质并且作为蒸气冷凝器运行。另一方面，构成外 

壳冷却器（其外侧朝向外界）的壁的外侧作为周围空气加热装置运行。实现为外壳冷却器 

的冷凝器尤其适用于航空器十使用的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中。夕卜壳冷却器然后可以 

由例如航空器外壳的一部分构成，在其内侧上接收为了冷却燃料电池而施加的在燃料电池 



CN 101821887 B 说 明 书 7/12 页 

运行期问蒸发的冷却介质。 

[0053] 如果一部分航空器外壳用作外壳冷却器，则可以容易地产牛大的佳热面，并∥不 

斋要额外组件。这在重量方面产牛相当大的优势。而且，例如，由航空器外壳的一部分构成 

的外壳冷却器的特征为高的冷却能力，并∥中于不存在管道所以能够在重量方面获得额外 

优点。而且，借助于外壳冷却器拌出热产牛的噪音小，并且不需要任何人的气团运动，在航 

空器上使用的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情况下，所述大的气团运动能够导致小希望的 

额外的牢气阻力。 后，避免了顶舱（loft）的干扰。 

[0054］ 作为替代方案或者除了在运行期间由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燃料电池产 

牛的反应热排出坏境中之外，由燃料电池产牛的反应热还I1J 以回收和利用。为此，根据本发 

明的燃料电池系缔可以包括平少一种装置来利用储存在冷却介质中的热量。利用储存在冷 

却介质中的热量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例如，可以将气态的冷却介质直接提供给利用储 

存在冷却介质中的热量的装置。然而，在该过程中从蒸发冷却系统中排放的冷却介质必须 

输送回蒸发冷却系缔以确保燃料电池的适当冷却。 

[0055］ 作为替代方案或者除此之外，也可以想到仅仅将冷却介质中所储存的热量伎递到 

利用该热量的装置。为此，例如可以将气态的冷却介质通过热交换器输送，所述热交换器与 

利用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热量的装置热接触。此外，在蒸发冷却系统中提供的冷凝器可以这 

样来实现和／或设置，使得当冷却介质在冷凝器中冷凝时释放的热量被传递到利用储存于 

冷却介质中热量的装置n

[0056] 利用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的装置可以是加热装置，优选实现为蒸气加热装 

置，其利用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用于加热目的。然而，作为其替代方案，利用储存于冷 

却介质巾的热量的装置也可以是水脱帮装置，用于从海水获得饮用水。在提供用于航空器 

中的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中，利用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的装置优选是航空器的 

除冰装置。 

[005]］ 后，可以想到仵用于将水和／或水蒸气提供到航牢器的废气流中的装置中利用 

在蒸发冷却系统中用作冷却介质的水。由此可以减少航空器发动机的污染物排放。 

[0058］ 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个优选实施方案还包括用十将冷却介质排出到 

环境的设各。优选地，如果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不能够被排出到环境或者利用平足 

够程度的话，则用于将冷却介质移除到环境中的这种装置适于将气态的冷却介质排出到环 

境。即使当例如由于高的外界温度或者平稳的条件的结果，使得更加难以排出储存于冷却 

介质中的热量时，用于将冷却介质排出到环境的装置例如可以以出口阀的形式来实现，并 

确保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可靠运行。 

[0059］ 在一种运行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方泫中，所述燃料电池系统包括燃料电 

池和蒸发冷却系统，该蒸发冷却系统与燃料电池热接触，使得燃料电池运行期间由燃料电 

池产牛的热量通过冷却介质的蒸发来吸收并且从燃料电池中排出，借助于适当的压力传感 

装置来检测蒸发冷却系统中的斥力。借助于控制单元依照斥力传感装置向控制单元提供的 

信号来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燃料电池运行温度的控制以这种方式实现，使得蒸发冷 

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通过燃料电池运行划间由燃料电池产牛的热量从液态物质转化为气 

态物质。 

[0060］ 优选地，依靠压力传感装置向控制单元提供的信号，控制燃料电池的运行温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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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冷却介质的湿蒸气区中实现蒸发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通过燃料电池运行期问由燃 

料电池产牛的热量的蒸发。 

[0061］ 在根据本发明的用于运行燃料电池系统方法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借助于燃料 

电池运行斥力产牛系统在燃料电池中产牛期单的斥力。例如，借助于燃料电池运行斥力产 

牛系统，在燃料电池的阳极区、阴极区、将阳极区与阴极区隔开的膜区域、阳极气体管线或 

者阴极气体管线中产牛划望的压力。 

[0062] 借助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绞的控制单元，可以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 

产牛系统，以便在燃料电池中产牛这样的压力，在该压力下防止了通常以液体形式存在于 

燃料电池中的物质和／或物质混合物的不必要的蒸发。 

[0063］ 优选地，用于控制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生系绞的控制单元依靠燃料电池的运行温 

度和／或依靠用于感测蒸发冷却系统中压力的压力传感装置的信号，来控制燃料电池中的 

压力。 

[0064］ 在燃料电池运行期间为了冷却燃料电池而蒸发的冷却介质可以在冷凝器中被冷 

凝。优选地，通过以外壳冷却器的形式实现的冷凝器来冷凝冷却介质。 

[0065］ 作为替代方案或者除此之外，也可以将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供给至少一种利 

用该热量的装置。例如，可以将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供给实现形式为蒸气加热装置、水 

脱朴装置或者航空器的除冰装置的利用该热量的装置。 

[0066］ 此外，还可以以液体或蒸气的形式将在蒸发冷却系统中用作冷却介质的水供到航 

空器的废气流中。 

[0067］ 优选地，如果斋要的话，即不可能适当拌出或利用储存于冷却介质中的热量时，将 

冷却介质排十到环境。 

[0068］ 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特别适合用作航空器尤其是飞机中的基于燃料电池 

的能量供给单元。例如，燃料电池系统可以用作辅助动力装置(APU）或冲压空气涡轮（RAT) 

的替代方案，或者作为机翼防冰系绮(WA IS）的能量供给系缔。为了满足航窄器中电力需 

求，可能要求燃料电池系统能够产牛1MW的电力。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蒸发冷却 

系统尽管其重量低且设计紧凑，但是能够提供足够的冷却能力来冷却高功率燃料电池。向 

且，冷却系缔能够白卞运行，不依赖于其它航窄器系缔，例如航窄器窄调装置。根据本发明 

的燃料电池系统因此可以用于航空器土，例如作为自丰紧急电力供应单元。 

[0069］ 在装备有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航空器中，燃料电池系绞或者至少其中冷 

却介质被蒸发的蒸发冷却系统的部件，优选设置在航空器的不加压区。航空器中这种区域 

位于例如丰要结构／机身外壳（机腹整流器）和机尾部分中。 

[0070］ 现在参考示意性附图来更加全面地解释根据本发明的燃料电池系统的→个优选 

示例性实施方案，附图中 

[0071］ 图1示出燃料电池系统的笫一实施方案的示意图， 

[0072］ 图2 示十燃料电池系统的笫二实施方案的示意图，和 

[0073］ 图3示出燃料电池系统的笫＝实施方案的示意图。 

[0074］ 图1示出燃料电池系统10，其设置在机腹整流器12中，即在航空器的小加压区中。 

燃料电池系绞10包括实现为燃料电池堆形式的燃料电池14。燃料电池14实现为运行温度 

为60 ~110℃的低温PEM燃料电池U 燃料电池14的 仕运行温度范围为60 ~ 9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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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为燃料电池14提供的蒸发冷却系绞16包括冷却通道17，其在燃料电池14的双极 

板（图1中没有更详细地表示）中实现。用作冷却介质的水在燃料电池14 运行期间流过 

冷却通道17。借助于泵18,将液态的水从冷却介质槽20 供给到冷却通道17。 

[0076］ 在机腹轺流器12中还设置了斥力传感器220 斥力传感器22 测量机腹辖流器12

内部中的压力，该压力相当于蒸发冷却系统16中的压力，即在冷却通道17中的压力。如前 

所述，机腹整流器12属丁航空器的小加压区，因此由压力伎感器22所测定的存在丁机腹整 

流器12内部中的压力P1基本上相当于航牢器环境中的周围压力Pfl 0 当航牢器飞行时，特 

别是当航空器处于其巡航高度时，该压力明显小于海平面大气压。 

[0077］ 向电了控制单ri 24提供由压力传感器22发出的信号，该信号为机腹整流器12内 

部中周围压力的特性。以压力传感器22 的信号为基础，电子控制单元24 控制燃料电池14

的运行温度，使得当水流经在燃料电池14的双极板中实现的冷却通道17时，由液态物质转 

化为气态物质。流经冷却通道17的水的蒸发导致由燃料电池14在运行期间产牛的反应热 

被用作冷却介质的水吸收。 

[0078］ 特别地，依靠压力传感器22 向控制申元24所提供的信号，电子控制单元24 控制 

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使得在湿蒸气区中实现了蒸发冷却系统16中流经冷却通道17的 

水通过燃料电池运行期间产牛的反应热的蒸发。控制单元24 总是控制燃料电池14的运行 

温度，使得燃料电池14 的运行温度比冷却介质水的依赖于压力的蒸发温度高约0 ~ 5C0

[0079］ 依靠航空器的飞行高度和机腹杂流器12中的所得压力，通过控制单元24 如此控 

制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使得总是遵循冷却介质水的依赖于压力的蒸发曲线。表1给出 

依赖于航空器飞行高度的冷却介质水的沸腾或蒸发温度以及沸腾或蒸发压力的相应值。 

[0080］ 表1:依赖于航空器飞行高度的冷却介质水的沸腾温度和沸腾斥力（北半球， 

450 N，七月） 

[0081] 

沸腾温度 

[C I

沸腾压力 

［巴］ 

飞行高度 

[ml

59 0. 1901 12497 (4 1000 英尺） 

60 0. 1992 12192 (40000 英 J ) 

70 0. 3116 9144(30000 英尺） 

80 0. 4736 6096 (20000 英 J ) 

90 0.7011 3048(10000 & ) 

100 L0132 O

120.23 2

[0082］ 表1清楚地表明，当航空器处于巡航高度时，燃料电池14 可以在约60℃的运行温 

度下运行。当航空器十升和下降时，燃料电池14 的运行温度通过控制单元24连续适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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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周围压力n 换言之，使得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遵循冷却介质水的依赖于压力的蒸 

发曲线，使得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17中的冷却介质水在航空器上升和下降期间都 

能够在湿蒸气区中实现蒸发。结果，总能确保流经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17的冷却 

介质的适当蒸发。 

[0083］ 表1表明燃料电池14在其人部分的运行时间中可以在60~ 90℃的最佳运行温度 

范围下运行。只有当航空器在低丁3048m (10000 英尺）的高度或者在地向上毯行寸，燃料 

电池14才需要较高的运行温度。 

[0084］ 为了防止通常以液体形式存在于燃料电池14 中（即例如在阳极区、阴极区、将阳 

极区与阴极区隔州的膜区域、阳极气体管线或者阴极气体管线中）的水的不必要的蒸发， 

控制单元24控制与燃料电池14 的介质供给系缔一体化的燃料电池运行压力产牛系缔25, 

使得在燃料电池14 中产牛这样的运行压力，在该运行压力下，防止了存在于燃料电池中的 

液体水的不必要的蒸发。示于图1中的低温PEM燃料电池14是在2巴的运行压力下运行 

的。在2 巴的压力下，水的蒸发温度为120. 23CC，使得在燃料电池14 的整个运行温度范围 

内，可靠地防止了存在于燃料电池14 中的液体水的蒸发。 

[0085］ 示于图l 的燃料电池系统1(）还包括：以外壳冷却器形式实现的冷凝器26。冷凝 

器26用来使在燃料电池14运行期间为了冷却燃料电池14 而蒸发的水恢复至液态。冷凝 

器26 由航空器外壳在机腹整流器12的区域中构建，所述航空器外壳由钛合金、铝合金、纤 

维一塑料复合材料或者玻璃一纤维强化的铝构成n 当流经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时 

蒸发的水通过蒸气输出管线28 从冷却通道出现，分布在机腹蘩流器12的内部并且佳送至 

航空器外壳的内表面，而无斋提供管道。水蒸气在航空器外壳的内表面十冷凝，并且通过航 

空器的外壳的外表面将中此释放的冷凝热排放至环境。 

[0086］ 如果燃料电池14产牛例如1MW 的电力，那么在燃料电池14运行觌间需要每秒蒸 

发0. 5 升水，以将来自燃料电池14 的反应热的适当移除。水蒸气经由蒸气输出线28，通过 

机腹整流器12 的内部，到达航窄器外壳的内表面，仵那里冷凝。因此，仵燃料电池14 运行 

期间，在航空器外壳的内表面十每秒流下约0. 5 升冷凝水。 

[0087］ 将航空器外壳的内表面十流卜的冷凝水收集在冷凝水收集区30 中。冷凝水收集 

区30位于构成冷凝器26 的航窄器外壳部分的靠近底部的区域中，使得可以利用重力来收 

集冷凝水。借助于泵18,将冷凝水从冷凝水收集区30输送到冷却介质槽20中或者直接返 

回在燃料电池14 的双极板中实现的冷却通道17中。由此产牛闭合的冷却介质回路。 

[0088］ 显然，必须使设置在机腹整流器12 内部中的组件免受湿气。然而，由于在燃料电 

池14 运行期间，经由蒸气输出线28 将至少约60℃的水蒸气连续供到机腹整流器12 的内 

部，所以在飞行期问不需要保护设置在机腹整流器12内部中的组件免受冰和寒冷n 机腹整 

流器12可以实现为容纳燃料电池系统10 的室。由蒸发冷却系统16 产牛的水蒸气可以用 

于该室的通风和／或惰性化。 

[0089］ 为确保即使中于周围温度高或者在平稳条件的情况下使得更加难以经中冷凝器 

26 来适当地排出储存于冷却介质水中的燃料电池反应热时，燃料电池系统10 也能够可靠 

运行，燃料电池系统10 还包括用丁将冷却介质水排出到环境的装置，其实现为呐个蒸气出 

口阀32、 34 的形式。蒸气出口阀32、 34借助于电子控制单元24来开动。为此，控制单元24

接收来自压力传感器22和／或来自温度传感器36的信号，所述温度传感器36用于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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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整流器12 内部的温度n 如果压力传感器22和／或温度传感器36 显示机腹整流器12中 

的压力和／或温度超过了预定临界 大值，则通过电子控制单元24打开蒸气出口阀32 . 34, 

使得可以将经由蒸气输出线28输送到机腹整流器12内部中的水蒸气以及由此在水蒸气中 

储存的热能，从机腹辖流器12 的内部排十至叮环境中。 

[0090］ 为了确保蒸发冷却系统16即使在冷凝器26发牛故障或者将冷却介质排出到环境 

中之后的情形下的适当功能，必须进行规定，将冷却介质供给到蒸发冷却系统16 中，即供 

到冷却介质槽20 或冷却通道17 中，这与流经冷却通道17 时蒸发的冷却介质的冷凝无关。 

为此，燃料电池系统10 具有工艺用水脱除装置35，其用来接收燃料电池运行期间产牛的水 

并且将其供到蒸发冷却系统16的冷却介质槽20中。 

[0091］ 后，燃料电池系缔10具有储存系缔37,用于储存燃料电池14运行期间产牛的电 

能。储存系统37用来将燃料电池14产牛的额外能量进行中间储存，而∥如果需要的话，将 

其输送到通过燃料电池系统10供应电能的航空器十的负载。储存系统37可以包括例如超 

级电容器或者多个超级电容器。 

[00921 原则土，机腹整流器12 也可以实现为压力容器。在这种情况下，机腹整流器12内 

部的压力P1也可以高于周围压力PA。由于冷却介质蒸气是可压缩的，所以机腹整流器12的 

内部然后也可以用作储存容器用于吸收载荷波动。而∥，在机腹整流器12中的压力P1通 

过泵18-.通过燃料电池14 的热输入、以及蒸气出口阀32-34 的相应控制而发牛特定变化的 

情况下，由于热传递依赖于压力，所以可能影响机腹杂流器壁的内表面十的热传递强度n 然 

而，将机腹蘩流器12 设计为压力容器必须需要机腹蘩流器壁的相应强化，因此导致重量的 

不期单的增加。 

[0093］ 示于图2的燃料电池系统10与根据图1的燃料电池系统的区别之处在于：燃料电 

池14 实现为高温PEM燃料电池而不是低温PE虹燃料电池。根据图2的高温PEM燃料电池 

14 通常在比示丁图1中的低温PEM燃料电池14高的运行温度（ 高200 "C ）下运行。 

[0094］ 而且，仵与蒸发冷却系缔16 的冷却通道17连接的蒸气输出线28中设置阀40，阀 

40 在其闭合位置限定了包括蒸发冷却系统16的冷却通道17的压力区。该压力区可以设 

计为使得它口」以经受数巴的过压。因此，借助十泵18，口」以在包括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 

通道17的压力区中产生比机腹整流器12中压力P1更高的压力P2。可以提供压力传感器 

（图2中未示出）来测量该压力区中的压力。 

[0095］ 在图2所示的燃料电池系统中，在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17中的压力相当 

于低的周围压力PA时，由于在低压下冷却介质较低的蒸发温度和高温PEM燃料电池14的较 

高运行温度之间的苯异大，所以在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17 中可能出现材料的超热 

以及因此的过热和材料的损坏n 为防止这种情况，借助于泵18，特别提高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17中的压力，以提高冷却介质的蒸发温度，在高温PEM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度 

下实现冷却介质的 佳沸腾行为。 

[00961 依靠蒸发冷却系统16的冷却通道17 中的斥力，控制单元24可以控制燃料电池 

14 的运行温度，使得在湿蒸气区中通过燃料电池14 运行期间产牛的反应热实现流经冷却 

通道的水的蒸发。然而，作为 个替代方案，控制单元24也可以使用燃料电池14的运行温 

度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依靠燃料电池14 的运行温度来控制蒸发冷却系绞16 的冷却通道17

中的压力，使得在湿蒸气区中通过燃料电池14 运行期间产牛的反应热实现流经冷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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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的蒸发n 示于图2中的燃料电池系统的运行可以与周围压力PA无关，并∥因此与航空 

器的飞行高度无关。而∥，蒸发冷却系统16的冷却通道17中的压力变化使得能够控制冷 

却通道17中的热传递。泵18.燃料电池14 运行期间产牛的反应热、阀40 以及蒸气输出阀 

32、 34之间的相百作用是通过控制单元24依靠气象学确定的和操作影响变量（如飞行高 

度、机上电力系统的负载要求、储存系统37的负载状态等）来控制的。在其他方面，在图2

中所示的燃料电池系统10 的结构和功能相当丁根据图1设置的结构和功能。 

[009]］ 图3中所说明的燃料电池系统10 与图2所示结构的区别存于：燃料电池系绞10

不仅包括用于将燃料电池反应热排出到环境的冷凝器26，还包括以除冰装置形式实现的装 

置42，用来利用储存十冷却介质水中的热量。除冰装置包括两个蒸气线44 . 46，其从蒸气输 

出线28分叉，而且通过其从蒸发冷却系练16的冷却通道17中出来的水蒸气可以被带走并 

∥输送到航空器的待除冰区。 

[0098] 当水蒸气流过蒸气线44x46 时，向航空器的待除冰区释放储存于蒸气中的热能， 

并随后仍然以气态或以液态返回机腹整流器12的内部中。将压力控制阀48、50、52、54 设 

置在蒸气线44 -.46 中用来控制蒸气线44、46 中的期望压力。依靠蒸发冷却系统16的冷却 

通道17中的期望压力P2和蒸气线44、46 中的期单压力P3，对压力控制阀48、5(）、52 .54 进 

行控制。然而，蒸气线44、46 中的压力P3不能够超过蒸发冷却系统16 的冷却通道17中的 

压力P2。蒸气线44-46 中的压力变化使得能够控制蒸气线44-46中的热传递。泵18-.燃料 

电池14 运行期间产牛的反应热、阀40、压力控制阀48、50、52、54 以及蒸气输出阀32、 34 之 

间的相丌作用由控制单元24依靠气象学确定的和操作影响变量（例如飞行高度、机上电力 

系统的负载要求、储存系统37 的负载状态等）来控制，并且，如果斋要的话，指定优先对丰 

结构进行除冰。 

[0099］ 而且，图3中所说明的燃料电池系统10 包括两个供给装置56,用于将水蒸气供到 

呐个航空器发动机58 的废气流中。可以通过例如文斤里管使水蒸气吸到航空器发动机58

的废气流中。向航牢器发动机58的废气流中提供水蒸气可以减少发动机58的污染物排放。 

在其它方面，在图3中所示的燃料电池系统10的结构和功能相当于根据图2的设置的结构 

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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