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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作为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设备，在航空航天、运

载交通和便携移动设备等诸多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电堆的结构设计、封装方式以

及服役中的工况条件都会影响电堆组件的受力状况，进而影响电堆性能。本文以 PEMFC

电堆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值仿真方法进行了结构性能分析与优化设计。第一章综述了国

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详细论述了动载荷、封装力和可靠性等电堆结构设计中的关键问

题。之后从以下几方面介绍研究内容： 

第二章介绍了动载荷作用下的车用电堆的结构响应和疲劳损伤分析。针对目前大型

电堆的动力学仿真研究的不足，首先开展了电堆振动模态的有限元分析，包括识别电堆

主要参与模态，预测电堆在不同频率和方向振动载荷作用下的力学响应，并且讨论了螺

栓分布和封装力大小对电堆振动模态的影响。随后在电堆随机振动载荷响应的有限元分

析中，依据 Miner 损伤理论评估了电堆组件的疲劳损伤。从疲劳寿命云图可以发现，螺

栓与螺母连接区域以及密封件和 PEM 的外边缘区域的寿命较短。这说明电堆在服役过

程中可能出现螺栓松动、泄漏率上升以及有效电极反应面积减小而导致的性能衰退问题。

最后研究了电堆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力学响应，采用均匀化方法对较大规模的钢带封装

电堆的有限元建模做了简化。结果显示，当电堆受到较大横向（垂直于封装力施加方向）

冲击加速度作用时，单电池之间会发生相对的滑动位移，电堆整体出现横向的弯曲变形，

即“塌腰”现象。这些有限元分析结果可以作为膜电极、密封件和端板等组件结构的详细

设计依据。 

第三章针对钢带封装的电堆端板，进行了多目标结构优化。依据前一章的有限元分

析结果，优化目标确定为提升电堆内组件压力分布均匀性和端板刚度。钢带封装是近年

来比较流行的大型电堆封装方法，与螺栓封装相比，钢带封装可以使电堆结构更为紧凑。

但钢带封装端板的应力状态较为复杂。本文在对钢带封装端板进行优化时，提出了一种

多目标分步的优化设计方法。首先，对端板横截面进行二维优化设计，优化分成两步连

续的优化过程，即形状优化和拓扑优化，目的是降低数值计算的收敛难度并提高计算的

稳定性。计算采用模拟退火算法以提高这种需要考虑非线性接触的优化问题的求解效率

和精度。然后，通过形状优化（基于网格节点描述），得到具有光滑边界的端板截面的形

状与拓扑优化结果。最后，基于这个二维截面优化结果，对端板进行三维的形状优化（基

于几何参数描述）。优化实现了端板减重、电堆组件的均匀受压以及疲劳寿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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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提出了电堆的等效刚度-质量建模分析方法。由于电堆的结构应力和性能分析

是多尺度与多场耦合问题，利用有限元法分析时，需要数量庞大的单元网格才能达到足

够的分析精度。因此需要一种高效、合理的电堆性能分析方法。我们建立的等效模型是

把大型电堆简化为由许多组弹簧和质点通过串联或并联组合在一起的力学模型。该模型

在保持电堆组件装配关系的同时，将具体的电堆结构参数化，从而可以分析组件的结构

应力，并且综合考虑封装力、温度、外部动载荷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章为第五章的电堆

可靠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五章基于等效模型对电堆进行了可靠性分析、性能评估与参数设计。以电堆密封

性、组件强度以及组件间不出现相对滑动作为安全准则，得到封装力的可行设计范围。

在此基础上，电堆设计中还引入了可靠性设计的理念。电堆的强度与疲劳可靠度会受到

每个膜电极与密封件应力状态的影响，而应力状态又与封装力和组件厚度相关。利用等

效模型可以快速分析这些参数对于电堆可靠度与功率密度的影响。据此，工程师可以在

产品设计初期快速确定这些关键结构设计参数的合理取值，从而保证电堆在服役中具有

高可靠度与高功率密度。 

 

关键词：PEMFC 电堆；动载荷；优化设计；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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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and clean energy device, the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PEMFC)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new power resources and is promising to be widely 

used in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automobiles and portable equipmen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dynamic condition, clamping method and structural design have great effects on the 

structural stress,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tack during the serving time. Taking the 

PEMFC stack as the studied objective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s the main method,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stack are carried out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fuel cells is first introduced in Chapter 1, and 

then the key problems in the stack design, i.e. dynamic load, clamping force and reliability, are 

also elaborated.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hapters:  

In Chapter 2, the dynamic responses and fatigue damage of PEMFC stacks under vibration 

and impacting load are analyzed. As there is still lack of the dynamics simulation of the large 

stack, this chapter starts from a mode analysis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Using 

this method, we can distinguish the local vibration from the stack global modes, predict the 

vibration responses, such as deformed shape and direction, and discuss the effects of the 

clamping configuration and the clamping force magnitude on vibration modes. As the structure 

design for the stack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component fatigue life, the dynamic stress of the 

stack under random vibration is analyzed afterwards. Based on the Miner fatigue damage theory, 

the fatigue lives of the fuel cell components are assessed. The component fatigue life contours 

illustrate that the fatigue lives of bolt regions close to nuts and the outside regions of sealant 

and PEM are relatively short. As a result, the torque release, leak rate increase, shrinkage of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region and degradation of stack performance may occur during the 

service time. In the analysis of mechanical response of a large stack clamped by belts under 

impact load, a homogenization FEM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unit cells close to the two endplates have a worse anti-impact performance than those in the 

middle of the stack. When subjected to a large impact in the direction parallel with the cells, 

the stack may give rise to interface slippage between cells, showing a downward bowing 

phenomenon. These FEM analysis results may provide referential information for the detailed 

design of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MEA), sealant, endplate, and etc.  

In Chapter 3, the endplate structure clamped by steel belts is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FEM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optimization objectives are determined as a 

maximum rigidity of endplate and a most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contact pressure. Steel-belt 

clamping method is a new clamping method used for large stack during recent years. Compared 

with bolt-clamped stack, the steel belt-clamped stack shows advantages of compac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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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gant appearance, and etc. However, when the 3D topology optimization method available 

for bolt-clamped stack is employed directly, the complex stress state of the belt-clamped stack 

can readily lead to a “blur” or “tiny” structure problem. Therefore, a multi-objective stepwise 

optimization on the endplate clamped by steel belts is proposed. We first divide the endplate 

cross section (2D) optimization problem into a two-step optimization, i.e. shape optimization 

and topology optimization, to improve the numerical convergence and stability. The simulated 

annealing method is introduced to promote the numerical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for the 

nonlinear contact optimization problem. Then the grid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is used, 

resulting in a smooth boundary topology optimiz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2D cross section 

shape optimization and the improved topology optimization, a 3D optimized topology is 

obtained using a geometry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The finally optimized endplate not only 

gives a small mass but also improves greatly the uniformity of the contact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es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fuel cell components. 

In Chapter 4, an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for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parameter design of stack is set up.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stress and stack performance are 

multi-scale and multi-factor coupled problems. For the FEM analysis, a huge number of 

elements will be needed to get an accurate solution. Thus a large computational resource will 

be taken for the fine numerical analysis. Therefore, a reasonable and simplified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is desired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EMFC stack. In this dissertation, 

an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is proposed. The model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springs and 

point masses in order to get the parameterize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effects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clamping force, temperature and dynamic load on the 

structural stress of components can be efficiently analyzed. This chapt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stack reliability in the next chapter. 

In Chapter 5, the structure parameter design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stacks using the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are introduced. The proper range of clamping force for typical 

stacks i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gas tightness, and non-slippage condition 

between the contact components. Based on this, a method to analyze the strength and fatigue 

reliability is also introduced in the stack structure design. The reliability of stack depends on 

the stress status of each MEA and sealant, and the stress status is related to clamping force and 

thicknesses of the two components.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the allowable value of these key design parameters can be effectively 

obtained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roduct design. This can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power density of stacks during the serving time.  

Key Words：PEMFC stack; Dynamic load; Optimization design; Reliability analysis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V - 

目    录 

1  绪论 ..........................................................................................................................1 

1.1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1 

1.1.1  PEMFC 的概述 .....................................................................................1 

1.1.2  PEMFC 的结构特点与工作原理 ..........................................................4 

1.2  PEMFC 电堆在动载下响应的研究 ................................................................9 

1.3  封装力与结构优化的研究 ........................................................................... 11 

1.3.1  最优封装力设计 ................................................................................. 11 

1.3.2  端板结构优化设计 ............................................................................. 12 

1.3.3  电堆的结构可靠性研究 ...................................................................... 13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14 

1.4.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1.4.2  文章结构 ............................................................................................. 15 

2  PEMFC 电堆在动载下的响应分析........................................................................ 17 

2.1  电堆模态分析 ............................................................................................... 17 

2.1.1  模态分析理论 ..................................................................................... 17 

2.1.2  电堆模态分析的有限元模型 .............................................................. 18 

2.1.3  电堆的模态分析结果.......................................................................... 22 

2.2  电堆的随机振动响应和疲劳寿命分析 ........................................................ 29 

2.2.1  疲劳分析基本理论与电堆的有限元模型 ........................................... 29 

2.2.2  电堆疲劳寿命分析结果 ...................................................................... 33 

2.3  电堆的冲击载荷响应分析 ........................................................................... 40 

2.3.1  电堆的均匀化有限元模型 .................................................................. 40 

2.3.2  电堆冲击响应的有限元计算结果 ...................................................... 45 

2.4  本章小结 ...................................................................................................... 47 

3  PEMFC 电堆端板的结构优化 ............................................................................... 49 

3.1  钢带封装端板的分步优化 ........................................................................... 49 

3.1.1  截面形状优化 ..................................................................................... 50 

3.1.2  横截面的拓扑优化 ............................................................................. 53 

3.1.3  三维端板的优化 ................................................................................. 56 

3.2  端板优化对于组件疲劳寿命的影响 ............................................................ 59 

3.4  本章小结 ...................................................................................................... 6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VI - 

4  PEMFC 电堆等效刚度-质量模型 .......................................................................... 63 

4.1  等效刚度-质量模型的建立 .......................................................................... 63 

4.2  验证与误差分析 ........................................................................................... 72 

4.3  基于等效模型的电堆性能分析方法 ............................................................ 76 

4.4  本章小结 ...................................................................................................... 82 

5  基于等效模型与可靠性的电堆参数设计 .............................................................. 83 

5.1  电堆在动载下的结构强度 ........................................................................... 85 

5.2  电堆的结构强度可靠性分析 ........................................................................ 89 

5.2.1  结构强度可靠度的计算方法 .............................................................. 89 

5.2.2  变异系数 ............................................................................................. 92 

5.2.3  电堆结构强度可靠度分析结果 ........................................................ 100 

5.3  电堆的结构疲劳可靠性分析 ...................................................................... 105 

5.4  电堆的性能评估 ......................................................................................... 112 

5.5  本章小结 .................................................................................................... 116 

6  结论与展望 .......................................................................................................... 117 

6.1  结论 ............................................................................................................ 117 

6.2  主要创新点................................................................................................. 119 

6.3  展望 ............................................................................................................ 120 

参考文献 .................................................................................................................... 121 

附录 A  本文中的电堆模型 ..................................................................................... 131 

附录 B  主要名词中英对照 ..................................................................................... 132 

附录 C  电堆组件的等效刚度 ................................................................................. 13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134 

致谢 ........................................................................................................................... 137 

作者简介 .................................................................................................................... 138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VII - 

TABLE OF CONTENTS 

1  Introduction ..............................................................................................................1 

1.1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PEMFC) ..............................................1 

1.1.1  Overveiw of PEMFC .............................................................................1 

1.1.2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PEMFC ....................4 

1.2  Investigation of PEMFC stack dynamic responses ...........................................9 

1.3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lamping force and structure ..................................... 11 

1.3.1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lamping force................................................. 11 

1.3.2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12 

1.3.3  Reliability study of stack ...................................................................... 13 

1.4  Main contents of the dissertation ................................................................... 14 

1.4.1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 14 

1.4.2  Structure of the dissertation.................................................................. 15 

2  Analysis of PEMFC stack dynamic responses ......................................................... 17 

2.1  Mode analysis of stack .................................................................................. 17 

2.1.1  Theory of mode analysis ...................................................................... 17 

2.1.2  Stack FEM models ............................................................................... 18 

2.1.3  Mode analysis results ........................................................................... 22 

2.2  Fatigue life analysis of stack under random vibration..................................... 29 

2.2.1  Theory of fatigue life analysis and stack FEM models.......................... 29 

2.2.2  Fatigue life analysis results .................................................................. 33 

2.3  Mechanical response of stack under impact load ............................................ 40 

2.3.1  Homogenization FEM model of stack .................................................. 40 

2.3.2  Results of the stack response under impact load ................................... 45 

2.4  Chapter summary .......................................................................................... 47 

3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of PEMFC stack ................................................ 49 

3.1  Stepwise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assembled by belts ................................... 49 

3.1.1  Shape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cross section ....................................... 50 

3.1.2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cross section .................................. 53 

3.1.3  3D optimization of the endplate ........................................................... 56 

3.2  Effect of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on other component fatigue lives .............. 59 

3.4  Chapter summary .......................................................................................... 62 

4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of PEMFC stack ................................................... 63 

4.1  Establishment of the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 63 

4.2  Verification and error analysis ....................................................................... 7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VIII - 

4.3  Analysis method of stack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model ........... 76 

4.4  Chapter summary .......................................................................................... 82 

5  Structural parameter design of stack based on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 83 

5.1  Structural strength of stack under dynamic load ............................................. 85 

5.2  Structural strength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tack ............................................... 89 

5.2.1  Computational method of structural strength reliability ........................ 89 

5.2.2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92 

5.2.3  Results of structural strength reliability of stack ................................. 100 

5.3  Analysis of fatigue reliability of stack.......................................................... 105 

5.4  Evaluation of stack performance .................................................................. 112 

5.5  Chapter summary ........................................................................................ 116 

6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ions ............................................................................... 117 

6.1  Conclusions ................................................................................................. 117 

6.2  Innovations.................................................................................................. 119 

6.3  Prospections ................................................................................................ 120 

References .................................................................................................................. 121 

The appendix A  Stack models in the dissertation ...................................................... 131 

The appendix B  Main terms in Chinese-English ....................................................... 132 

The appendix C  Equivalent stiffnesses of the components ........................................ 133 

Achievements ............................................................................................................. 134 

Acknowledgements ..................................................................................................... 136 

Author introduction..................................................................................................... 138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IX - 

图目录 

图 1. 1  各类型的燃料电池 ...........................................................................................1 

图 1. 2  PEMFC 电堆的结构示意图 .............................................................................5 

图 1. 3  典型的 PEMFC 电堆 ........................................................................................6 

图 1. 4  PEMFC 工作原理示意图 .................................................................................7 

图 1. 5  PEMFC 典型的电流-电压曲线 ........................................................................8 

图 1. 6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与内容结构 .................................................................. 15 

图 2. 1  螺栓封装电堆的示意图 ................................................................................. 19 

图 2. 2  螺栓布局示意图 ............................................................................................. 20 

图 2. 3  单电池的网格划分示意图 ............................................................................. 22 

图 2. 4  施加 12 N·m 扭矩的 4 螺栓电堆的主要参与模态......................................... 24 

图 2. 5  施加 8 N·m 扭矩的 6-螺栓电堆的主要参与模态 .......................................... 26 

图 2. 6  电堆模态的频率 ............................................................................................. 27 

图 2. 7  封装力作用下端板的变形图.......................................................................... 28 

图 2. 8  电堆组件材料的 σ-Ncycle线 ............................................................................ 30 

图 2. 9  施加的随机振动载荷的加速度 PSD .............................................................. 32 

图 2. 10  螺栓疲劳寿命云图 ....................................................................................... 34 

图 2. 11  No.10 单电池密封件的疲劳寿命云图 ......................................................... 35 

图 2. 12  No.10 单电池 PEM 疲劳寿命云图 ............................................................... 36 

图 2. 13  各单电池内密封件的最短寿命 .................................................................... 37 

图 2. 14  各单电池内 PEM 的最短寿命 ..................................................................... 38 

图 2. 15  螺栓扭矩对 4 螺栓电堆 PEM 寿命的影响 .................................................. 39 

图 2. 16  螺栓扭矩对 6 螺栓电堆 PEM 寿命的影响 .................................................. 40 

图 2. 17  钢带封装电堆的示意图 ............................................................................... 41 

图 2. 18  单电池结构图 ............................................................................................... 41 

图 2. 19  30 g 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的电堆响应 ............................................................ 46 

图 2. 20  临界冲击加速度（ac）与封装力的关系 ..................................................... 47 

图 3. 1  优化的螺栓封装端板示意图.......................................................................... 49 

图 3. 2  端板截面形状的控制点 ................................................................................. 50 

图 3. 3  端板截面形状优化的流程图.......................................................................... 52 

图 3. 4  端板截面形状优化历程 ................................................................................. 53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X - 

图 3. 5  端板截面拓扑优化模型 ................................................................................. 54 

图 3. 6  端板截面的拓扑和形状优化结果 .................................................................. 55 

图 3. 7  端板横截面上的 Mises 应力分布 .................................................................. 56 

图 3. 8  三维端板形状优化的控制面.......................................................................... 57 

图 3. 9  具有内部孔洞结构的三维端板 ...................................................................... 58 

图 3. 10  MEA 上法向位移的分布 ............................................................................. 59 

图 3. 11  优化后三维端板的 Mises 应力分布 ............................................................ 59 

图 3. 12  4 螺栓封装电堆内组件疲劳寿命云图 ......................................................... 60 

图 3. 13  6 螺栓封装电堆内组件疲劳寿命云图 ......................................................... 61 

图 3. 14  钢带封装电堆内组件疲劳寿命云图 ............................................................ 61 

图 4. 1  PEMFC 电堆等效刚度-质量模型示意图 ....................................................... 65 

图 4. 2  单电池中密封件与 MEA 厚度差的示意图.................................................... 67 

图 4. 3  电堆受冲击加速度作用的示意图 .................................................................. 68 

图 4. 4  基于等效模型的 PEMFC 电堆分析方法 ....................................................... 71 

图 4. 5  等效模型计算与实验测试的组件接触压力对比 ........................................... 72 

图 4. 6  小型钢带封装的电堆模型 ............................................................................. 73 

图 4. 7  在 400 N 封装力作用下的电堆压缩变形云图 ............................................... 75 

图 4. 8  电堆在 400 N 封装力和 150 g 横向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的压缩变形云图 ..... 75 

图 4. 9  pContact 对 ΩMEA 与 Ωcontact的影响 ................................................................... 78 

图 4. 10  压缩率 30%的 GDL 孔隙率分布图 ............................................................. 79 

图 4. 11  极化曲线（j-Uout）和功率密度曲线（j-P） ............................................... 81 

图 5. 1  基于等效模型的电堆参数设计示例 .............................................................. 83 

图 5. 2  PEM 材料属性的函数曲面 ............................................................................ 85 

图 5. 3  考虑纵向冲击加速度和基座刚度的封装力许用范围 ................................... 87 

图 5. 4  考虑冲击加速度大小和方向的封装力许用范围 ........................................... 89 

图 5. 5  结构强度可靠度的计算流程.......................................................................... 90 

图 5. 6  一阶二次矩法的迭代过程 ............................................................................. 94 

图 5. 7  应力变异系数对各随机变量变异系数的偏导数 ........................................... 96 

图 5. 8  应力的变异系数 ............................................................................................. 97 

图 5. 9  4 螺栓封装电堆组件上接触压力 ................................................................... 98 

图 5. 10  6 螺栓封装电堆组件上接触压力 ................................................................. 99 

图 5. 11  螺栓扭矩不一致对电堆模态频率的影响 .................................................. 100 

图 5. 12  PEM 和密封件的强度可靠度 .................................................................... 101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XI - 

图 5. 13  保证电堆强度可靠度不小于 0.99 的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 102 

图 5. 14  不同工况温度时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 的可行设计范围 .............................. 103 

图 5. 15  工况温度为 20-90℃时 FBolt 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 104 

图 5. 16  电堆强度可靠度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 105 

图 5. 17  循环应力 .................................................................................................... 106 

图 5. 18  电堆组件材料的 σm-σa-Ncycle关系图 .......................................................... 107 

图 5. 19  密封件和 PEM 的应力循环极限次数 ........................................................ 108 

图 5. 20  平均应力不变时组件应力状态与疲劳可靠度的关系 ............................... 108 

图 5. 21  电堆组件的疲劳可靠度 ............................................................................. 110 

图 5. 22  电堆的疲劳可靠度 ..................................................................................... 111 

图 5. 23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的取值对 PStack 的影响 ................................................ 113 

图 5. 24  关键组件等寿命以及电堆高功率密度的参数设计 ................................... 115 

 

 

表目录 

表 1. 1  车企厂商发布的燃料电池车型 ........................................................................2 

表 2. 1  GDL 的材料属性............................................................................................ 21 

表 2. 2  假设为线性各向同性电堆组件的材料属性 .................................................. 21 

表 2. 3  施加 12 N·m 扭矩的 4-螺栓电堆的前 20 个模态的频率与有效质量 ........... 23 

表 2. 4  施加 8 N·m 扭矩的 6-螺栓电堆的前 20 个模态的频率与有效质量 ............. 25 

表 2. 5  组件材料的塑性属性 ..................................................................................... 29 

表 2. 6  单电池的几何参数 ......................................................................................... 43 

表 3. 1  优化后三维端板缩放因子的取值 .................................................................. 58 

表 4. 1  等效模型分析与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对比 ...................................................... 74 

表 5. 1  PEM 材料属性的拟合参数 ............................................................................ 84 

表 5. 2  应力的均值和标准差参数 ............................................................................. 96 

表 5. 3  工况参数 ...................................................................................................... 11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XII - 

主要符号表 

符号 物理意义 单位 

h 高度 mm 

w 宽度 mm 

l 长度 mm 

th 厚度 mm 

d 深度 mm 

r 半径 mm 

A 面积 mm2 

V 体积 mm3 

N 总数  

K 刚度 MPa·mm 

E 弹性模量 MPa 

G 剪切模量 MPa 

Y 屈服极限 MPa 

v 泊松比  

ρ 密度 kg·m-3 

m 质量 kg 

λ 热传导率 W·m-1·K-1 

α 热膨胀系数 10-6 

c 比热容 J·kg-1·K-1 

μ 摩擦系数  

φv 孔隙率  

Ω 电阻率 mΩ·cm2 

κ 渗透系数 m2 

vis 动力黏度 Pa·s 

D 扩散系数 m2·s-1 

F 合力 N 

τ 螺栓扭矩 N·m 

p 压强 MPa 

T 温度 K (或℃) 

RH 湿度 % 

v 速度 m·s-1 

a 加速度 m·s-2 

θ 冲击角度 ° 

C 摩尔浓度 mol·m-3 

Q 流量 m3·s-1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XIII - 

主要符号表（续） 

符号 物理意义 单位 

σ 应力 MPa 

ε 应变  

δ 封装方向的变形量 mm 

u 位移 mm 

f 频率 Hz 

t 时间 s（或 h） 

φ 振动模态  

R 可靠度 % 

U 电动势 V 

j 电流密度 A·cm-2 

P 功率密度 W·cm-3 

M 相对分子质量  

Hf 焓 J·mol-1 

Gf Gibbs 自由能 J·mol-1 

Sf 熵 J·mol-1·K-1 

Fa 
Faraday 常数 

（取值：96485.34） 
C·mol-1 

Rg 
理想气体常数 

（取值：8.314） 
J·mol-1·K-1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 - 

1  绪论 

1.1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1.1.1  PEMFC 的概述 

燃料电池作为一种利用氢气或醇类的发电设备，具有高效和清洁的特点，在新能源

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航空航天、运载交通和便携移动设备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1, 2]。燃料电池可以通过电化学反应将氢气或醇类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因此不受

卡诺循环（Carnot cycle）的限制，有着很高的转换效率。按照电解质和工作温度的不同，

燃料电池可以分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PEMFC）、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lid oxide fuel cell，SOFC）、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MCFC）、磷酸盐燃料电池（Phosphoric fuel cell，PAFC）和碱性燃料

电池（Alkaline fuel cell，AFC）等等。由于电解质和催化剂材料的差异，各类型的燃料

电池的质量功率密度、寿命和成本等特性的差别都很大，如图 1.1 所示 [3, 4]。这就导致

它们都有着各自适合的服役领域。相比之下，PEMFC 工作温度较低，具有快速启动、

质量功率密度和反应效率高的优点 [5]。另外 PEMFC 的生成物只有水，因此其组件腐蚀

问题也最轻微 [6]。所以，PEMFC 被看作是新能源车辆领域中最具发展前景的动力源。 

 

图 1.1  各类型的燃料电池 [3, 4] 

Fig. 1.1  Summary of fuel cell types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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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FC 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委托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研制载人航天器的电池系统。但受当时技术的限制，PEMFC 采用的聚

苯乙烯磺酸膜在服役时易于降解，导致电池寿命很短，而且反应生成的水中掺杂了对人

体有毒的物质。GE 随后将电池的电解质膜更换为杜邦公司（Du Pont）的全氟磺酸膜

（Nafion）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但是阿波罗（Appollo）登月飞船却最终搭载了另一类

燃料电池——AFC [7]。受此挫折之后，PEMFC 技术的研发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1983

年，加拿大巴拉德动力公司（Ballard Power System）在加拿大国防部资助下重启 PEMFC

的研发 [8]。随着材料科学和催化技术的发展，PEMFC 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铂/碳催化

剂取代纯铂黑，并且实现了电极的立体化，即阴极、阳极和膜三合一组成膜电极组件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MEA），降低了电极电阻，增加了铂的利用率 [9-11]。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电化学催化还原法和溅射法等薄膜电极的制备技术进一步发展，使

膜电极铂载量大幅降低 [12-14]。性能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也促使 PEMFC 逐渐从军用转为

民用。 

 

表 1.1  车企厂商发布的燃料电池车型 [18-20] 

Table 1.1  The models of fuel cell vehicles released by automobile enterprises [18-20] 

年份 厂商 型号 年份 厂商 型号 

2008 丰田 FCHV-adv 2014 上汽 荣威 950 

2008 本田 FCX Clarity 2014 奥迪 A7 h-tronquattro-FCEV 

2009 梅赛德斯-奔驰 F-Cell 2014 大众 高尔夫 Hymotion 

2010 梅赛德斯-奔驰 F800 2016 通用 Ford Colorado ZH2 

2012 日产 TeRRA FCV SUV 2016 宝马 iNext 

2013 现代 ix35 FCEV 2016 本田 Clarity 

2014 本田 FCV Concept 2016 丰田 Mirai 

 

当今石油能源短缺与大气环境的严重污染已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国际能源机构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 年在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

石油占全球消耗总量的比例高达 57%，而预计到 2020 年这个比例将增长至 62%以上。

这样下去，在 2020 年以后，全球的石油需求与供给将开始出现净缺口，并且这个缺口

还会逐年增大 [15]。另外，交通运输中排放的尾气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

一。因此，开发新能源汽车，进行交通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16, 17]。利用清洁能源（氢气或

醇类）的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主要门类，近十年间得到了各大汽车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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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表 1.1 列出了近年发布的燃料电池车型（Fuel cell vehicle，FCV）[18-20]。而作为燃

料电池汽车的动力源，PEMFC 的研发也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

的大力支持。 

燃料电池汽车与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electric vehicle，HEV）相比是真正意义上的

零污染排放，并且能量转换率很高，最高可达到 80%以上 [1, 18, 21, 22]。而燃料电池汽车与

纯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BEV）相比，优势在于续航能力更强而且可以快速

补充燃料，并且 PEMFC 比锂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同样重

量的 PEMFC 提供的能量可以达到锂电池的 3 倍 [23]。但是 PEMFC 研发中还需要解决寿

命短、成本高以及氢燃料基础建设不足这三大关键问题 [24-27]。可以说，燃料电池汽车仍

处于大规模商业化的推进阶段，短时间内在价格和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方面仍无法与混合

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相比。目前最先进的燃料电池汽车（如本田 Clarity），虽然一次

加满氢气只需 3 分钟，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750 km，可由于高昂的售价和数量极少的配套

设施，销售量十分惨淡。但考虑到混合动力汽车只是交通领域能源转型期的过渡型产品，

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充电效率都难以进一步的大幅提升，从长远来看 PEMFC 仍是新能

源汽车最佳的动力源 [28, 29]。因此，诸如通用汽车等公司都将 PEMFC 的发展摆在更为长

远的战略中，各国政府对 PEMFC 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将持续下去。具体的，

美国计划依靠燃料电池、混合动力和生物燃料等技术的共同发展，逐步摆脱对石油燃料

的依赖，并将 PEMFC 列入长期发展规划中。欧盟发布《地平线 2020 年计划》指出，燃

料电池汽车目标至 2020 年达到 20 万辆，加氢站 1000 座。日本政府的目标则是 2030 年

前后使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 [16]。 

中国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燃料电池的巨大发展前景，并把它列为国家

重点攻关的技术之一 [30]。我国首辆燃料电池汽车于 1999 年在清华大学试验成功。在这

之后的“十·五”期间（2001-2005 年），我国开始对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组织大规模的研发

工作，并在“863”重大专项中指出支持 PEMFC 的研发，并拨款 3.8 亿元 [31]。“十一·五”

（2006-2010 年）和“十二·五”（2011-2015 年）规划继续把燃料电池汽车列为重点支持

项目。这期间是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从示范考核到产业化的启动阶段 [32-35]。2006 年“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在中国逐步形成燃料电池汽车的自主研发能

力 [36]。2012 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包括了同济

大学、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等众多高

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奇瑞等多家汽车企业，目的是紧密产学

研联合，促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2014 年上汽荣威 950 IV 型燃料电池

汽车出产，其搭载的 FCV80 可保证车辆在 40 km/h 等速工况下持续行驶 430 km。同年，

北汽福田欧辉燃料电池客车和东风 EQ5080 燃料电池厢式运输车也相继问世。进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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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后，国家的目标是建立起完善的新能源汽车科技体系和产业链 [37]。2017 年，在

三部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科学技术部）联合发布的《汽车产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燃料电池汽车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推出的最新

补贴政策明确指出，燃料电池汽车补贴不退坡，补贴力度已经达到美国和日本的 4倍 [38]。

在利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与国际先进 PEMFC 生产厂商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2017 年

加拿大 Hydrogenics 与 Ballard 先后与中国企业签署合作协议。综合上述，国家对燃料电

池汽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39]。 

总体来说，中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的研发起步不晚、发展速度也不慢，但是产业基

础薄弱 [40, 41]。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衣宝廉所说的“虽曾陷低迷，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一”，

燃料电池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 PEMFC 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我

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在这一方面公开发表的论文也较多 [42, 43]。我国在燃

料电池催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44, 45]，尤其在膜电极材料研发方面 [46, 47]。

但是在结构优化、结构集成、封装和可靠性研究等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些恰恰

是 PEMFC 实际应用并大规模产业化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 PEMFC 从实验室真正走向

市场的关键环节。 

 

1.1.2  PEMFC 的结构特点与工作原理 

在实际使用中，通常会根据工作电流、电压和功率的需要，使用端板（Endplate，

EP）和紧固件（螺栓或钢带）将多个串联的单电池（Unit Cell）、集电板（Collector）和

绝缘板（Insulator）封装在一起，组成如图 1.2 所示的多级电堆结构。图中的 z 方向是电

堆的封装方向，即封装力施加的方向。 

每个单电池都由双极板（Bipolar Plate，BP）、膜电极（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MEA）以及密封件（Sealant）组成。MEA 是由两层气体扩散层（Gas diffusion layer，

GDL）夹着一层质子交换膜（Proton exchange membrane，PEM）组成的“三明治”结构。

在 GDL 和 PEM 间有很薄的一层区域，这是电化学反应的场所，可以称作催化层（Catalyst 

layer，CL）。但是催化层很薄，所以对力学分析结果影响极小，往往可以在建立结构应

力、强度等相关的分析模型时将其忽略。 

一个双极板同时与两个相邻单电池 MEA 的阴极和阳极相接触。由于双极板需起到

输送电流以及将反应产生的多余热量传递出去的作用，它一般是由具有良好导电和导热

性能的石墨或金属材料制成 [48-50]。双极板上会加工有平行的气体流道和冷却流道，用于

反应气体的传输和电堆的冷却散热。一般而言，这些流道的横截面形状都是矩形。虽然

流道结构相对简单，流道中气体传输的研究却要涉及气、液、固三相的耦合问题，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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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51-53]。目前，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了大量的试验和模拟研究，通过流道结构的合理

设计可以保证电池中反应物和生成物的顺畅传输 [54-59]。 

MEA 厚度为毫米量级，是 PEMFC 的核心组件。在 MEA 中，GDL 占据着其绝大部

分体积。GDL 通常是由碳布或碳纸纤维制成（如 TGP-H-90），这些材料上的孔隙是反应

物和生成物传输的通道。而且与双极板一样，GDL 也要参与电流的输送，因此需要具有

良好的透气性、导电性以及一定的机械强度 [60-62]。PEM 非常薄，厚度为微米量级。PEM

必需具有很高质子传导性和电化学稳定性，然而它却又是整个电池中机械强度最低的组

件 [63, 64]。这就对电池结构设计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密封件同样是电堆的关键组件，一般是由各类橡胶材料制成 [65-67]，主要用于保证电

池内部气体压强并防止气体泄漏。密封件通常安装在两个双极板之间。为了达到密封效

果，密封件和双极板之间必需要有一定大小的接触压力。 

 

图 1.2  PEMFC 电堆的结构示意图 

Figure 1.2  Schematic of a PEMFC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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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电池可提供的电压一般在 0.7-1.2 V，而工作电流与 MEA 的面积大小正相关。这

样，通过串联封装多级单电池以及改变 MEA 面积，可以实现设计不同输出功率的电堆。

图 1.3 将近十年文献中的典型 PEMFC 电堆做了汇总 [1, 2, 18, 21, 23, 43, 68-71]。可以发现电堆可

供应电力的功率范围很广，种类型号繁多。通常较大的输出功率也意味着电堆的体积会

比较大。功率为 MW 量级的电堆一般会用于分散式电站（未在图 1.3 中展示），可移动

使用的电堆功率一般在 5 W-250 kW 之间。在可移动电堆中，功率为 W 量级的一般会用

于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1 kW-80 kW 的则会用于小型交通工具（如电动单车），而 80 

kW 以上的适合用于汽车、轻轨机车以及航天飞机等大型运载工具。目前研究较多的可

移动电堆是 W 量级的微型电堆和 1 kW-10 kW 的中型规模电堆，但 10 kW 级以上大型

电堆的研究较少。 

 

图 1.3  典型的 PEMFC 电堆 
[1, 2, 18, 21, 23, 43, 68-71] 

Figure 1.3  The typical PEMFC stacks [1, 2, 18, 21, 23, 43, 68-71] 

 

PEMFC 电堆的发电原理可以简单理解为电解水的逆反应，利用液态或气态燃料（多

为氢）产生电力。PEM 的材料一般会采用硫化的含氟聚合物（如聚四氟乙烯，Poly-

tetrafluoroethylene，PTFE）。考虑到材料的化学性质与电化学反应效率，PEMFC 的工作

温度通常在 85℃以下。为了保证 PEMFC 可以低温启动，有必要使电极担载一定含量的

铂（Pt）和钌（Ru）等金属颗粒。电堆工作时，氢气被用作燃料通入阳极（Anode），而

在阴极（Cathode）可以直接通入空气作为氧化剂，如图 1.4 所示。阳极的氧化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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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2HH2                            （1.1） 

阴极的还原反应为： 

OH2He2O
2

1
22                           （1.2） 

总的反应过程是，氢气和氧气经过 GDL 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氢分子解离为氢离子

（质子）和电子。氢离子通过 PEM 抵达阴极，同时电子也经外电路到达阴极，形成电

流。到达阴极的电子与氢离子和氧气结合生成水。生成水为气液两相混合状态。其中一

小部分水会浸润 PEM 保证其质子的传导性，剩余的部分通过流道排出。总的反应方程

式为： 

HeatPowerOHO
2

1
H 222                     （1.3） 

 

图 1.4  PEMFC 工作原理示意图 

Figure 1.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EMFC working principle 

 

电流密度-电压曲线（j-U，极化曲线）常用于表征 PEMFC 电堆的性能 [52]。如图 1.5

所示，电堆的实际工作电压会远小于能量完全转换的热力学电压（Thermodynamic 

voltage）。在电流密度不变时，电压的损耗也就意味着 PEMFC 输出功率的降低。电压的

损耗主要是由活化损耗（Activation loses）、欧姆损耗（Ohmic loses）浓度损耗（Mass 

transport loses）和燃料穿透损耗（Gas crossover loses）导致的。活化损耗是在电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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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电化学反应活化能垒时产生的。增加反应物浓度、降低活化能垒（通过使用催化剂）、

适当提高温度以及增加反应场所（即增加电极的真实反应表面积）等都有助于降低活化

损耗。欧姆损耗主要是由于电池内部电阻导致的，这个电阻包括组件自身的电阻以及组

件之间的接触电阻。浓度损耗是因反应导致电极中局部反应物浓度不足，而物质传输和

扩散阻力又使反应物无法及时补充，导致了吉布斯自由能（Gibbs free energy）的下降，

进而引起了电压的损耗。燃料穿透损耗是由于氢分子未解离而直接通过 PEM 到达阴极，

在催化剂作用下与氧气反应，并有少量电子经过 PEM 产生内部短路电流。当 MEA 温度

较低时，这种现象会更为明显。这些损耗都会导致电池不可逆的能量损失，因此尽量减

少各种损耗有利于提升 PEMFC 电堆的整体性能。综合上述，影响电堆性能的因素有很

多，主要包括：温度、催化剂活性、组件电阻率、反应物和生成物浓度等等。除此以外，

封装方式、外部动载荷与电堆的结构设计（如流道尺寸、膜电极和密封件厚度等）都会

影响电堆组件的受力状况，进而影响到 GDL 孔隙率、内部的物质传输效率、电堆组件

间接触电阻、散热、密封效果、电极上反应物和生成物浓度等等。因此，对整个 PEMFC

电堆的分析评估以及优化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耦合的难题 [4, 52, 72-75]。 

 

图 1.5  PEMFC 典型的电流-电压曲线 [52] 

Figure 1.5  Classical current-voltage curve of PEMFC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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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EMFC 电堆在动载下响应的研究 

车用 PEMFC 电堆在服役时不可避免的要承受环境中的振动和冲击载荷的作用 [76]，

这会导致电堆结构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机械载荷。因此电堆工作的性能稳定性、寿命和可

靠性不仅与其自身的运行状况有关，还与动载荷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关。动载荷产生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①行驶的车辆受到路况的影响，车体颠簸导致的振动会传递到电堆，

从而形成结构上的振动载荷；②车辆需要不断的启动、制动、转向与变速等，因此电堆

结构还会受到持续变化的惯性力作用；③当车辆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事故时，电堆结构

会受到较为强烈的冲击载荷的作用。虽然这种事故是小概率事件，可是考虑到 PEMFC

电堆使用的氢气是易燃易爆的，因此电堆结构应该被更为谨慎地设计并具有较强的抗冲

击性，以更好地保障驾驶者和乘客的生命安全。研究表明，振动和冲击载荷可能导致

MEA 上裂纹的产生扩展，PEM 和 GDL 剥离分层，甚至是 PEM 的破碎以及 GDL 中纤

维断裂致使孔隙率的改变 [77-79]。此外，密封件在动载荷作用下的损伤，会引起氢气泄漏

率的增加 [80-84]。这些都会导致电堆性能的衰退甚至是失效 [85]。 

我们知道，如果振动载荷导致了电堆整体的共振，那么结构损伤会十分严重。Rouss

等 [86]通过三轴振动实验平台对电堆进行了测试，得到了电堆整体响应的共振频率和电

堆出现较大响应的位置。可如果振动载荷长期作用在电堆上，一些电堆组件（如密封件

等）的局部振动响应也会导致结构的局部损伤。为此 Rouss 等 [87]建立了一个电堆的神

经网络数值模型，可以得到多方向激励下电堆内部特定位置测点的响应，并且检测局部

损伤的发生。此外，采用模态分析对结构振动响应问题进行解耦是一种常见而有效的分

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利用整体模态和局部模态分别反映电堆整体的振动响应和一些电

堆组件局部的振动响应。但是由于局部振动响应相较于整体振动响应不明显，单纯地利

用实验模态分析无法准确的将局部模态和整体进行区分。利用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对结构进行模态分析，可以得到电堆振动响应的每个模态的频率和变形

形状。Ballard 的研究 [88]表明利用有限元方法对电堆的模态分析结果可以较好的吻合理

论计算和试验检测的结果（电堆基频的计算误差不大于 8.3%）。Ahmed 等 [89]将膜电极

简化为多层复合板结构并对其进行了模态分析。在分析中，他们讨论了电堆组件厚度、

弹性模量和密度对振动模态的影响。Hong 等 [90]发现即使电堆结构出现细微的改变，也

会使这些改变的部位的局部振动模态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为了能准确地模拟和区分电

堆的局部和整体振动模态，就要在建模中保留流道等细小结构。然而这样就会导致有限

元的计算量十分巨大。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将电堆整体和局部振动模态进行区分讨

论。另外，封装力的施加方式和大小会对电池结构振动响应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我们

也没有发现文献资料中有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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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役中，即使动载荷未达到使组件直接发生强度破坏的程度，电堆结构也可能因

为长期的循环应力而出现组件的疲劳损伤问题。这就会降低电堆的使用寿命以及在服役

后期的可靠性。根据第 1.1.1 节的介绍，车用 PEMFC 电堆的广泛应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之一就是低耐久性和寿命短 [91, 92]。为了实现车用电堆正常使用最低目标 5000 h [93]，学

者们对各种工况中电堆组件的疲劳损伤进行了研究。这些工况主要包括：CO 等有害气

体的侵入 [94]，电压电流的持续变化 [95]，温度和湿度的循环变化 [96]以及前面提到的动载

荷 [97]。研究表明振动载荷是导致电堆组件结构疲劳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的，

Rajalakshmi 等 [98]通过电堆在三轴振动试验台上的随机和扫频振动实验，发现一些螺栓

的扭矩明显地从 14 N·m 下降至 6 N·m。螺栓松动是由振动载荷作用下的结构损伤导致

的，如螺栓上不可逆的塑性变形 [99]和螺纹联接处的微动磨损 [100, 101]。Hou 等 [83]在长时

的强化道路振动试验后发现阳极氢气泄漏率上升了 1.73 倍，并且指出密封件气密性下

降的原因可能是振动载荷导致的密封件的疲劳损伤，如裂纹扩展和结构失效等。在另外

的一些电堆的振动实验中 [80-82]，还观察到极化曲线在高电流密度时的改变，这可能是由

MEA 损伤导致的 [102]。此外，Banan 等 [76]进一步指出了增大振动频率和幅值会明显的

加剧 MEA 的损伤。显然这是由于振动载荷的增大使电堆组件产生了更大循环应力，导

致了组件疲劳损伤的加重。实验结果揭示了 PEM 的疲劳寿命随着所施加循环应力值的

下降呈指数级增长 [103]。为了预测 PEM 在循环应力下的疲劳寿命，Khorasany 等还发展

了一个基于有限元法的弹-塑性模型 [104]。这些疲劳研究大都是聚焦到某一个电堆组件。

而得到的大量实验数据也是我们模拟研究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却忽略了组件之间的

相互关系以及一些结构细节（如流道等）的影响。这些被忽略的因素会影响到电堆在振

动载荷作用下的整体与局部的响应。因此，在对车用电堆进行疲劳分析时，通过建立电

堆级别的有限元模型开展数值模拟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还要重视分析电堆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力学响应情况，因为车用 PEMFC 电

堆可能在车辆碰撞中或飞机着陆时受到很高的冲击加速度作用 [105]。动力电池测试标准

就要求，动力电池需能承受 150 g 的冲击加速度 [106]。当遇到较大加速度的冲击时，除

了电堆组件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强度破坏，冲击载荷还可能导致电堆出现“塌腰”现象，

即电堆组件间出现了相对滑动。显然地，装配后组件之间就不应该再出现相对位置关系

的改变，否则组件结构的破坏和气体的泄漏问题一定都会很严重。然而，目前还没有对

整堆在大冲击载荷作用下响应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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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封装力与结构优化的研究 

1.3.1  最优封装力设计 

车用 PEMFC 电堆通常会使用封装组件——端板以及螺栓[52, 64, 107, 122]或钢带[68, 123, 124]

将多个单电池装配封装在一起。装配封装以后，电堆整体的运行效率往往要明显低于单

电池的 [125, 126]。这也就表明，为了保证电堆在实际服役时具有较高的效率、可靠性和耐

久性，就必须对电堆进行合理的封装 [127-129]。封装组件需要对内部电堆组件（MEA、密

封件和双极板等）提供适当大小的封装力。封装力会影响到电堆内的“三传一反”，即质

量传输、动量传输、热量传输以及电化学反应。不合理的封装力是造成电堆性能不佳与

电堆组件失效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107]。分析解决封装力作用下电堆中的力学问题，对

推动改进其结构设计至关重要 [64]。 

气体扩散层（GDL）是由多孔材料制成的，是最容易变形的电堆组件。在封装力作

用下，GDL 会受压变形，孔隙率相应减小。当 GDL 的压缩率（压缩变形量与初始厚度

的比值）较大时，反应气体与生成水的传输会受到较大的阻力 [108-110]。研究表明，当 GDL

的压缩率从 0%增加至 50%时，阴极的水的饱和度上涨了 32% [113]。当电堆工作的电流

密度越大时，由于电极反应就需要更多的反应气体而且会生产更多的水需要被排出，这

就要求 GDL 具有较高的物质传输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封装力过大，电堆的浓度

损耗与阴极“水淹”的问题就会很严重 [130-132]。但是封装力的适量增大可以降低 GDL 与

双极板间的接触电阻，电堆的电导率会相应增大 [52]。反之如果封装力过小，因为组件间

接触电阻过大，电堆的欧姆损耗就会很大 [133-137]。另外，过大可能导致组件强度的破坏 

[111]，而过小可能导致气体的泄漏问题 [112, 118, 138]。因此，不合理的封装力不仅会带来电

堆结构上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电堆性能。所以，封装力的设计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并

做出权衡，这并不是容易的工作。实验室中，一般会通过测试不同封装力下电堆的性能，

并从中挑选电堆具有最佳性能时的封装力。然而，任何一个运行工况与结构设计上的改

动，都可能导致电堆最优封装力的改变，这些实验就需要反复的进行而花费大量的成本。 

利用有限元方法，为了达到足够的分析精度，电堆模型往往需要数量庞大的有限单

元，分析就会占用巨大的计算资源 [139]。因此需要一种高效、合理且简化的电堆数值分

析方法。我们课题组在之前的研究中 [114]，将电堆结构简化为等效刚度模型（Equivalent 

stiffness model），即把大型电堆简化为由许多组弹簧通过串联或并联组合在一起的力学

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可以分析电堆组件在封装力作用和温度影响下的应力与组件间的接

触电阻，并通过分析密封件上的压力评估电堆的密封情况。综合考虑性能与结构强度，

进而可以高效获得电堆的最优封装力 [115]。 

综合上述，目前封装力的设计往往依据的是静载条件下的实验与模拟分析。但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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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FC 电堆受到振动和冲击加速度较大时，结构应力仍然可能达到导致组件失效破坏

的极限应力。即便封装力保证了各组件在静载条件下都不会出现问题，在动载环境中长

期服役时，组件还是可能因为疲劳损伤导致电堆性能过早的衰退以及可靠性的下降。因

此有必要将振动和冲击加速度作为封装力设计的考虑因素。 

 

1.3.2  端板结构优化设计 

组件受压的均匀性也是影响 PEMFC 电堆性能与耐久性的重要因素 [78, 140]。在封装

力作用下组件之间的接触压力分布的不均匀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压力不均匀导致的密封

件部分区域过低的压力会使气体泄漏率出现不合理的上升，而部分区域过高的压力又可

能使组件发生局部的强度破坏。一些研究 [119, 122, 141-143]还表明，封装力作用下 MEA 的

不均匀受压会引起其局部的接触电阻增大、物质传输受阻和局部的温度升高（形成热点

区域）等问题，从而影响到 PEMFC 的工作性能。显然，封装力的大小与端板上螺栓（或

钢带）的布局都会影响到组件上的压力分布 [144, 145]。此外，封装力是通过端板传递到电

池内部组件的，所以通过端板结构优化设计可以改善组件受压的均匀性。为此，人们对

端板开展了大量设计和优化工作。理想状态下，端板应具备高弹性模量和低密度。所以，

端板设计选用的材料一般是铝合金、钛合金以及工程塑料、聚乙烯等 [146]。在结构设计

方面，Asghari 等 [119]发现增加端板的厚度可以提升端板的刚度，这可以改善组件压力分

布的均匀性。Wang 等 [120]在空心端板中加装了一个充水的压力泵，通过改变水压使端板

的形状发生变化，进而使传递到内部电堆组件的封装力更为均匀。Yu 等 [121]与 Evertz 等 

[147]引入了弯曲形状设计概念，例如直接用弯曲端板或者在端板下边嵌入辅助弯曲板。

当施加封装力时，结构的弯曲可以抑制和补偿变形，保证端板（或辅助弯曲板）与内部

组件之间的接触面形状为一个平面，就可以形成比较均匀的压力分布。但这些研究都忽

略了端板质量这一设计要素。因为端板在整个电堆重量中占的比重较大，端板的设计要

与轻量化的理念相符 [148, 149]。我们课题组在早期的工作中 [122]，对螺栓封装端板进行了

多目标的拓扑优化。设计的端板具有较高的刚度并使内部组件的受压均匀性达到了最佳。

同时，拓扑优化使端板使用的材料大幅减少，降低了其重量。 

但是上述研究针对的都是螺栓封装端板，而对柔性钢带封装端板设计改进的研究较

少。采用钢带封装方式的电堆的结构可以更为紧凑，但是钢带封装的电堆也同样存在组

件受压不均匀的问题 [146]。钢带封装电堆的有限元分析和优化的难度都是较高的。同螺

栓对比，钢带与端板的接触面更大。这就表明钢带与端板接触面的几何形状会对电堆组

件受压均匀性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这个接触面的几何形状也要作为优化设计的变量。

另外，钢带与端板接触面上不单单有法向的压力，还存在由于界面摩擦导致的切向应力。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3 - 

由于这个较为复杂的应力状态，若直接对端板结构进行三维拓扑优化，优化的结构可能

会不清晰或尺寸细小而不能被工程接受 [150]。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是本文中端板优化部分

的主要工作目的。 

 

1.3.3  电堆的结构可靠性研究 

产品从设计制造至服役的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各种内部或外界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如组件结构尺寸的加工误差、材料力学属性的随机性、外界随机载荷以及不稳

定的运行工况等等 [151, 152]。按照概率论的观点，产品正常工作或发生故障都是随机事件。

可靠性被用作反映产品在规定条件下与规定时间内正常工作的能力，是表征产品服役时

性能、安全性和耐久性的综合指标 [153]。其中“规定条件”是指产品服役时的工况条件与

外部环境条件，而“规定时间”则指产品设计的使用期限。产品可靠性的高低可以用可靠

度（Reliability）数值大小度量。可靠度越高，产品长期无故障工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期望的 [154]。 

产品可靠性研究包含两个层面，即可靠性分析和可靠性设计。其中的可靠性分析是

指对产品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具体包括计算得出产品的可靠度以及分析判断产品的故障

模式。可靠性分析得到的结论都不是确定性的判断，而是以概率的形式给出。在可靠性

分析的基础上，可靠性设计针对导致产品故障的原因进行改进，从而对故障的发生进行

预防和控制，减少产品故障损失费用和维修费用 [155]。可靠性设计的目标就是提高产品

的可靠度。与传统的机械设计理念不同，可靠性设计考虑到实际工程中的很多不确定因

素，能够更好的贴合实际情况。可靠性研究涉及概率论、数理统计、机械、力学以及工

程材料等多门学科 [153]。目前可靠性研究已经在机械、车辆、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工

程等诸多领域广泛开展，很多结构设计规范也引入了可靠性设计理论 [156]。 

可靠性研究在产品设计与后期服役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产品设计本身可靠性就

不高，那么产品运行维护的成本是会很高的。据日本消费电子产业的统计，有高达 80%

的故障都可以归因于产品的设计缺陷 [153]。近年的相关事例中，最著名的要数三星电子

的 Samsung Galaxy Note7 手机的爆炸事件。Note7 采用了激进的设计方案让手机内部结

构非常的紧凑，在使用中电池一旦受到过度挤压，很容易导致正负极短路而发生自燃。

因此，为实现产品的高可靠性，必须首要关注其设计环节。此外，产品在服役中的疲劳

损伤会导致产品使用后期可靠性的下降。因此，根据可靠性分析，对产品制定合理的检

修方案，及时维修或更换损伤的组件，既可以节省维护成本，还可以有效地避免严重事

故的发生。一个结构复杂的产品，如飞行器、车辆、手机以及 PEMFC 电堆等，都是由

数量庞大的组件装配而成的。各组件还需要通过各种连接结构、管道和导线相连。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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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小组件的损坏都有可能造成整体产品的失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燃料系统

密封圈的失效就导致了挑战者号（Challenger）航天飞船的坠毁。因此，每一个组件都有

可能成为影响产品整体可靠性的关键。 

聚焦到本文的研究对象，PEMFC 电堆中的每个组件各司其职却又相互影响，它们

设计的合理性都将直接关系到实际电堆产品的性能、可靠性及寿命等关键因素。另外根

据第 1.1.2 节的介绍，电堆的分析评估需要考虑封装力、外界载荷状况、运行工况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所以，电堆的可靠性研究需要较大的工作量并具有较高的难度。目前对

电堆的可靠性研究工作一般都是在系统逻辑层面开展的，即系统可靠性是基于实验数据

通过逻辑算法推演得到的。例如，Tanrioven 等 [157, 158]利用 Markov 模型，研究了 PEMFC

并网电站系统的可靠性，并分析了在电网中添加备用发电单元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

Wieland 等 [159]、Harel 等 [160]和 Onanena 等 [161]分别基于实验数据建立了电堆性能可靠

性分析的模型，并探讨了 PEMFC 系统的耐久性。上述这些研究更倾向于直接观测电堆

性能参数（如电压、阻抗）在整个服役期限的改变情况，但鲜有对电堆结构强度和疲劳

的可靠性研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电堆整体结构的仿真计算量巨大，集成化较

高的电堆产品的整体结构响应测试难度和成本也都较高。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1.4.1  研究思路与方法 

如前所述，对整个 PEMFC 电堆的分析评估以及优化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耦合

的难题。电堆分析中的主要力学问题包括：①电堆的封装内应力，②振动和冲击载荷引

起的应力，③燃料内部流动压力，④温度应力，等等。关于燃料内部流动压力、内部温

度应力以及螺栓封装端板的优化设计等方面，我们课题组已经在早期的研究中做了大量

的工作 [52, 64, 171, 185]，本文将直接借鉴这些工作的部分成果，不再做赘述和讨论。本文的

研究重点则是电堆在动载荷下的响应分析、钢带封装端板的优化设计和电堆的结构可靠

性研究。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以数值模拟为主，主要使用大型结构力学分析软件 ABAQUS 和

ANSYS，商业优化软件 Optistruct 和 Isight。为更好地服务于产品的分析设计工作，需做

好数值模拟计算效率与精度的权衡。设计研究中也要抓住关键问题有的放矢。因此根据

电堆产品设计阶段对分析精度的需求，发展了三种求解模型，即等效刚度-质量模型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均匀化模型以及精细的电堆有限元模型。其中的等

效刚度-质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求解效率，可以帮助工程师在产品设计初期对一些关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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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快速的完成定型设计，减少后续对电堆设计的反复推翻与重来，节省人力财力。利用

均匀化以及精细的电堆有限元模型，可以更详细的分析得到 PEMFC 组件的应力分布、

电堆振动模态、冲击载荷下的电堆响应以及组件的疲劳寿命。据此，再对电堆端板等组

件进行结构优化，确定电堆结构的设计细节。最后进行可行性评估完成设计方案。将设

计完成的产品投入市场后，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获得用户反馈。在新一轮的更新迭代中，

不断完善产品设计。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通过仿真模拟手段，提供高效可信的分析模

型与设计方法，减少电堆结构设计研发中的支出，避免各环节设计不合理导致的电堆机

械强度和可靠性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产品快速迭代。本文的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结构

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与内容结构 

Fig. 1.6  The technology roadmap and content structure of this dissertation 

 

1.4.2  文章结构 

本文第一章介绍了 PEMFC 电堆的基本原理、发展历程以及在产品化过程中面临的

主要问题。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电堆组件受力状况会决定电池的接触电阻、散热、

密封效果以及物质传输效率等性能指标，所以分析不但要考虑电堆的运行工况，如温度、

催化剂活性、反应物和生成物浓度等，还需要研究外界动载荷、封装方式以及结构设计

对组件受力状况影响。但目前对电堆整体在动载荷下响应分析的研究很少；封装力的设

计也往往依据的是静载条件下的实验与模拟分析，而且尚未发现对钢带封装端板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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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另外还鲜有对电堆结构强度与疲劳可靠性的研究。这些都将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

内容。 

本文第二章首先对典型的螺栓封装 PEMFC 电堆进行模态分析，预测电堆在不同频

率和方向的振动载荷作用下的响应。然后在模态分析的基础上，对电堆在随机振动载荷

下的响应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分析得到电堆组件（如密封件和 PEM 等）的疲劳寿命云

图，并依据 Miner 损伤理论，评估组件在不同载荷工况下的损伤情况。最后，对电堆在

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响应做了分析。这些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为了减少电堆在动载荷下

的结构损伤，要着重对电堆端板结构、封装力、膜电极与密封件厚度做改进设计，这些

内容将分别在第三章和第五章做详细论述。 

本文第三章对钢带封装的端板进行结构优化设计。依据前一章的分析结果，优化目

标确定为提升电堆内组件压力分布均匀性和端板刚度。钢带封装端板的结构应力较为复

杂，所以在课题组早期的螺栓封装端板的结构拓扑优化方法 [122]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多目标的钢带封装端板的分步优化设计方法。将整个优化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端板截面

形状优化、端板截面拓扑优化和三维端板的形状优化。目的是通过对端板多目标优化问

题进行拆分，减少每一步计算中的收敛性与稳定性问题。此外，在端板截面形状优化时，

考虑到钢带与端板接触的非线性，引入了一种零阶的智能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这种

方法在解决非线性优化问题时，比常见的一阶或二阶梯度算法具有更好的求解效率和精

度。优化实现了端板减重、电堆组件的均匀受压以及疲劳寿命的增长。 

本文第四章提出了电堆的等效刚度-质量的建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高效地分析

封装力下的结构应力，温度变化时组件膨胀变形而产生的温度应力，以及动载荷作用下

电堆结构响应的应力。再结合组件间的接触电阻分析和反应物在电极中的浓度分析等，

可以得到电堆输出电压的活化损耗、欧姆损耗和浓度损耗，进而评估电堆的性能。提出

等效模型的目的是，在电堆设计初期帮助工程师快速确定关键参数的合理取值，从而减

少实验与有限元分析中反复试错的损失，同时避免不合理参数设计对电堆结构强度、可

靠性和功率密度的影响。 

本文第五章基于等效刚度-质量模型对电堆进行了可靠性分析、性能评估与参数设计。

首先确定电堆组件的失效模式和相应的强度准则，得到考虑动载荷影响的封装力可行设

计范围。然后通过可靠性分析，确定封装力、膜电极和密封件厚度等参数的合理取值范

围。最后在电堆性能评估中，分析这些参数对于电堆功率密度的影响。综合上述三个方

面，完成这些关键参数的优化设计，以保证电堆具有高可靠度与高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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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MFC 电堆在动载下的响应分析 

2.1  电堆模态分析 

2.1.1  模态分析理论 

电堆结构的自由振动方程可以写做： 

0 KuuM                           （2.1） 

其中，K 为刚度矩阵，M 为质量矩阵。位移 u 的通解可以由各阶模态的线性组合表示 

[162]： 


n

tif

nn
neqφu                        （2.2） 

其中，fn 和 φn 分别是结构的第 n 阶固有频率和振动模态。系数 qn 可以通过初始条件求

解获得。这里定义广义位移向量（generalized displacement vector）和模态矩阵（mode matrix）

分别为 χ 和 Φ，表达式如下： 

 Ttif

n

tiftif neqeqeq ...21

21                   （2.3） 

 nφφφ ...21Φ                       （2.4） 

值得注意的是，PEMFC 电堆是通过支座固定安装在交通工具或其他便携设备上的。

支座运动会传递给电堆振动载荷，在模态分析中，将这种支座的运动定义为基础运动激

励。假设施加的基础运动激励为 ub（激励的频率范围是 1 Hz 至 4.2 kHz），则电堆的振

动方程可以写做： 

 



6

1j
jbj uBMKuuM                     （2.5） 

其中，基础运动激励由结构整体的惯性力载荷表示。这个惯性力由 x、y 和 z 三个方向

平动分量（j=1，2，3 时），以及三个方向的转动分量组成（j=4，5，6 时）。Bj为惯性力

指标向量，一般由 0 或 1 两种元素构成。Bj中某一元素为 0 或 1 分别表示质量矩阵中的

相应元素在基础运动  
jbu 作用下是否产生惯性力。 

将式 2.5 中的位移向量 u 通过左乘模态矩阵 Φ（modal matrix），转化为模态坐标系

中的广义位移 χn（generalized displacement）。那么电堆的振动方程还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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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j
jbjnn

n

n
n u

m

k
                     （2.6） 

其中，kn和mn分别是第 n阶模态的广义刚度（generalized stiffness）和广义质量（generalized 

mass）： 

nnn φKφk T                            （2.7） 

nnn φMφm T                            （2.8） 

那么模态参与系数（modal participation factor）Гn是： 

  jn

n

jn MTφ
m

T1
Γ                          （2.9） 

然后，定义有效质量（effective mass）为： 

   2Γ
jnnj

eff

n mm                          （2.10） 

通过比较各模态的有效质量大小，可以判断识别电堆振动响应的主要参与模态以及次要

参与模态。另外，通过比较某一模态 6 个方向上的有效质量，就可以知道此模态的主振

方向 [162]。 

 

2.1.2  电堆模态分析的有限元模型 

为了承接课题组之前的工作 [64]，本节分析的 PEMFC 电堆与之前发表论文中使用的

相同。该电堆是一个典型螺栓封装的小型电堆（具有 10 个单电池，功率为 1 kW），如

图 2.1 所示。电堆的长、宽和高（沿 x、y 和 z 的尺寸）分别为 180 mm×250 mm×175 mm。

分析中直角坐标系的原点设置在电堆的重心上。这 10 个单电池串联排列，由端板、螺

栓和螺母紧密封装在一起，z 方向为电堆的封装方向。详细的组件几何尺寸如下：双极

板沿 x、y 和 z 的尺寸分别是 85 mm×165 mm×4 mm，双极板上的平行气体流道尺寸为宽

1 mm，深 0.6 mm。双极板中部矩形截面的冷却流道尺寸为 3 mm×2 mm。PEM 和 GDL

的厚度分别是 0.05 mm 和 0.275 mm。MEA 的四边都由密封件环绕密封。端板、绝缘板

和集电板沿 x 和 y 的尺寸都是 180 mm×250 mm，而厚度分别是 20 mm、20 mm 和 4 mm。

约束图 2.1 中右侧端板的所有刚体运动自由度，而对左侧端板采用滑轨约束 [114]，即不

约束端板沿 z 方向的平动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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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螺栓封装电堆的示意图 

Figure 2.1  Schematic of a stack assembled by bolts 

 

图 2.2 显示了两种螺栓布局，即 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 [116, 122]。因为对于 6 螺栓封装

电堆，当螺栓扭矩（τ）为 16 N·m 时，一些电堆组件（如 PEM）已经达到了其材料的屈

服极限，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 16 N·m 作为螺栓扭矩的上限。为了讨论封装力的影响，

这两种螺栓布局的电堆都将分别施加 8、12 和 16 N·m 三种大小的螺栓扭矩。这样总共

就要对六种封装情况的电堆进行振动模态分析。其中有两种封装情况的总封装力是相同

的（约 22 kN），即采用 4 螺栓封装时螺栓扭矩为 12 N·m 以及采用 6 螺栓封装时螺栓扭

矩为 8 N·m。 

GDL 由炭纸（TGP-H-90）制成，假设力学性质为准各向同性（quasi-isotropic）[61]。

GDL 的材料属性在表 2.1 中列出。GDL 在 xy 面内为各向同性线弹性，而在 z 方向为非

线性弹性。xy 面内的剪切模量可由下式计算： 

 
 

 GDL

xGDL

xyGDL
12 ν

E
G


                        （2.11） 

其中，(EGDL)x是 GDL 的 x 向弹性模量，υGDL 是 GDL 的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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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螺栓布局示意图：(a) 6 螺栓封装，(b) 4 螺栓封装 

Figure 2.2  Schematic of the clamping configuration:  

(a) 4-bolt-clamping, (b) 6-bolt-clamping 

 

除了 GDL 以外，其它电堆组件（如密封件、PEM、双极板、端板、绝缘板、集电板

和螺栓等）都假设为各向同性线弹性材料，材料属性如表 2.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密

封件的弹性模量是通过对橡胶的应力-应变曲线 [66]进行线性拟合后得到的。PEM 的材料

属性，如弹性模量、强度和密度，都与温度和湿度相关，但在电堆模态分析中可以忽略

PEM 温度和湿度的分布的影响。这是因为，PEM 非常的薄（只占 MEA 总厚度的 8%），

PEM 材料属性的改变对 MEA 整体刚度以及质量的影响不大。当 PEM 相对湿度从 30%

变为 90%时，PEM 的弹性模量会从 120 MPa 下降至 60.5 MPa，但 MEA 的 x 和 y 方向

的刚度只降低了 0.078%，而 z 方向的刚度也只是降低了 0.715%。此外, 当 PEM 的密度

因相对湿度的上升而增加了 50%时, MEA 的总质量只改变了 4.68%。文献[89]也指出了

PEM 的材料属性的改变对电堆模态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因此在本章的分析中，假设

PEM 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为均匀分布，取值分别是 70℃和 9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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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GDL 的材料属性 

 Table 2.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GDL  

属性 取值 文献 

z 向弹性模量，(EGDL)z /MPa 

① 67.467.167.166 z

2

z  εε ， 021.0- z ≤ε ；

a) 

② 11.67， 21.0-27.0- ≤zε ； 

③ 93576834118630
2

...  zz εε ， 27.0-≤zε ； 

④ 拉伸同压缩对称， 0zε . 

[60-62] 

x 向弹性模量，(EGDL)x /MPa 7000 [60] 

y 向弹性模量，(EGDL)y /MPa 7000 [60] 

泊松比，υGDL 0 [60] 

xy 面内的剪切模量，(GGDL)xy 

/MPa 
3500 b) 

xz 面内的剪切模量，(GGDL)xz 

/MPa 
18.5 [60] 

yz 面内的剪切模量，(GGDL)yz 

/MPa 
18.5 [60] 

密度，ρGDL/kg·m-3 440 [67] 

a) εz是 GDL 沿 z 向的弹性应变；b) 由式（2.11）计算得到。 

 

表 2.2  假设为线性各向同性电堆组件的材料属性 

Table 2.2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nents assumed to be linear isotropy 

电堆组件 材料名称 弹性模量 (E) /MPa 泊松比 (υ) 密度 (ρ) /kg·m-3 

Sealant Rubber 15.91 [66] 0.50 [67] 1000 [67] 

PEM Nafion® 112 60.05 [63] 0.25 [122] 500 [122] 

BP Graphite 10000 [122] 0.25 [122] 2160 [122] 

Endplate Aluminum alloy 69000 [122] 0.33 [122] 2800 [122] 

Collector Plate Copper 100000 [122] 0.33 [122] 8940 [122] 

Insulating plate Polyoxymethylene 2600 [122] 0.39 [122] 1420 [122] 

Bolt and Nut Stainless steel 304 209000 [122] 0.28 [122] 7850 [122] 

 

本文使用 ABAQUS/Standard 进行有限元分析。因为需要考虑非对称模态对结构响

应的影响，所以不能利用对称性对 PEMFC 电堆模型进行简化。划分有限元单元时，为

保证应力计算的精度，在流道等细小结构要采用小尺寸的单元（加密局部单元）。如图

2.3 所示，电池中的 MEA 和密封件等薄层结构在厚度方向至少划分 4 层单元。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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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堆的整体有限元模型的单元数约为 100 万，单元类型为 8 节点六面体单元。每个单

元都保证通过了质量检查，即单元的长宽比（Edge ratio）、对角线之比（Diagonal ratio），

歪斜度（Equiangular skew）和相邻单元大小之比（Size change）等等都能在合理的数值

范围之内。组件之间相互接触的单元都被绑定在一起，也就是组件间不会发生相对滑

动。计算在 Dell R730 型服务器中进行。每种情况的计算需使用 CPU 核数 48，内存 95 

GB，耗时约 50 小时。 

 

图 2.3  单电池的网格划分示意图 

（整体网格的划分是对横截面网格沿 y 方向进行扫略形成的） 

Figure 2.3  Schematic of the unit cell mesh 

(The unit cell mesh is created by sweeping a cross-section along y-axis) 

 

2.1.3  电堆的模态分析结果 

在 4 个螺栓封装和 6 个螺栓封装电堆上分别施加 12 N·m 和 8 N·m 的螺栓扭矩。此

时，这两个电堆的总封装力是相同的。它们前 20 个模态的频率和在 6 个方向上的有效

质量分别列在表 2.3 和表 2.4 中。通过比较有效质量的大小，可以识别这两个电堆振动

响应的主要参与模态。这些模态都在表 2.3 和表 2.4 中被加粗标识，其模态振型如图 2.4

和图 2.5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模态振型云图在显示时都做了归一化处理，只能反映不

同频率时电堆的变形形状。通过对比电堆振动模态的特性参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第一，图 2.4（a）和图 2.5（a）分别显示了 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电堆的第 1 模态振

型。图中的两个模态振型都是电堆整体沿 z 轴伸长变形以及端板的左右两侧边缘绕 y 轴

转动的弯曲变形。在表 2.3 和表 2.4 中可以发现这两个模态沿 z 轴平动的有效质量分别

是 6.639 kg 和 7.316 kg，绕 y 轴转动的有效质量分别是 1.903×10-2 kg·m2 和 2.098×10-2 

kg·m2。相比之下，其他方向的平动和转动的有效质量都较小。这样，表中的有效质量数

值与图中的模态振型共同表明电堆的第 1 模态主要是沿 z 方向和绕 y 轴旋转振动的。另

外，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电堆的第 1 模态频率分别是 1.010 kHz 和 1.280 kHz。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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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封装力相同的条件下，将螺栓数目从 4个增加到 6个，第 1模态的频率增大了 26.73%。

这是因为增加螺栓数目会增大电堆整体沿 z 向的刚度，同时也会加强对端板外边缘的约

束。 

 

表 2.3  施加 12 N·m 扭矩的 4-螺栓电堆的前 20 个模态的频率与有效质量 

Table 2.3  The frequencies and effective mode mass in the first 20 modes of the PEMFC stack at the 

4-bolt configuration and 12 N·m clamping torque  

模态

编号 

频率(f) 

/kHz 

有效质量 (meff) 

沿 x 平动 

方向/kg 

沿 y 平动 

方向/kg 

沿 z 平动 

方向/kg 

绕 x 转动 

方向/kg·m2 

绕 y 转动 

方向/kg·m2 

绕 z 转动 

方向/kg·m2 

1 1.010 0.000 0.000 6.639 1.916×10-4 1.903×10-2 0.000 

2 1.337 2.873×10-5 9.236×10-8 1.177×10-2 3.674×10-7 2.911×10-5 3.269×10-8 

3 1.338 8.296×10-5 1.988×10-5 3.361×10-5 9.793×10-8 1.059×10-6 1.192×10-7 

4 1.338 9.711×10-8 8.250×10-3 4.452×10-7 4.924×10-5 0.000 5.395×10-5 

5 1.338 0.000 9.345×10-7 1.303×10-5 0.000 3.981×10-8 1.158×10-4 

6 1.338 1.644×10-5 0.000 1.113×10-2 3.218×10-7 3.554×10-5 1.967×10-7 

7 1.339 1.061×10-5 2.929×10-1 2.714×10-8 1.742×10-3 6.762×10-8 9.031×10-4 

8 1.340 5.386×10-8 1.605×10-4 2.653×10-8 9.571×10-7 0.000 3.789×10-3 

9 1.341 2.795×10-1 1.133×10-5 3.686×10-8 6.815×10-8 1.664×10-3 7.170×10-6 

10 1.53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6.383×10-3 

11 1.710 1.153×10-6 0.000 5.169×10-8 0.000 0.000 1.154×10-7 

12 1.724 2.001 0.000 0.000 0.000 1.196×10-2 5.766×10-5 

13 1.767 0.000 2.060 0.000 1.231×10-2 0.000 5.906×10-3 

14 2.106 0.000 0.000 2.097×10-1 6.025×10-6 6.011×10-4 0.000 

15 2.358 0.000 1.088×10-6 0.000 7.630×10-3 0.000 0.000 

16 2.481 0.000 0.000 3.907×10-1 1.123×10-5 1.120×10-3 0.000 

17 2.637 0.000 0.000 1.126×10-1 3.242×10-6 3.228×10-4 0.000 

18 2.748 1.699×10-7 0.000 0.000 0.000 3.516×10-3 0.000 

19 2.80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789×10-8 

20 2.88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2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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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施加 12 N·m 扭矩的 4 螺栓电堆的主要参与模态： 

(a) 第 1 模态，(b) 第 7 模态，(c) 第 10 模态，(d) 第 12 模态， 

(e) 第 13 模态，(f) 第 15 模态 

Figure 2.4  The main vibration modes of the 4-bolt-stack with 12 N·m clamping torque: 

(a) 1st mode, (b) 7th mode, (c) 10th mode, (d) 12th mode, (e) 13th mode, (f) 15th mode 

 

第二，表 2.3 中第 2 至第 9 模态都是四个螺栓的局部振动模态，它们的模态频率集

中出现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即 1.337-1.341 kHz。在表 2.4 中的第 2 至第 13 模态是六

螺栓的局部振动模态，它们的频率范围是 1.326-1.332 kHz。图 2.4（b）和图 2.5（b）显

示了其中的两个具有较大有效质量的螺栓局部振动模态。这种较多模态出现在一个较小

的频率范围内的现象，是由于电堆结构具有周期性和对称性。电堆包含大量相同类型的

组件，同一类组件的局部振动模态频率是很接近的。据此，识别出模态分布密集的频率

区间，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振动载荷在什么频率区间内可能引起电堆的局部响应。 

第三，图 2.4（c-f）和图 2.5（c-f）分别显示了这两种封装情况的电堆内部单电池的

整体振动模态。分别比较图 2.4（c）和图 2.5（c）中的电池单元整体绕 z 轴旋转的模态、

图 2.4（d）和图 2.5（d）中的沿 x 轴平动的模态、图 2.4（e）和图 2.5（e）中的沿 y 轴

平动的模态以及图 2.4（f）和图 2.5（f）中的绕 x 轴旋转的模态，可以发现它们两两之

间模态云图的差别很小而且其频率也很接近。也就是说，当总封装力相同时，螺栓的数

目和布局对内部单电池的整体模态及其频率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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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施加 8 N·m 扭矩的 6-螺栓电堆的前 20 个模态的频率与有效质量 

Table 2.4  The frequencies and effective mode mass in the first 20 modes of the PEMFC stack at the 

6-bolt configuration and 8 N·m clamping torque  

模态

编号 

频率(f) 

/kHz 

有效质量 (meff) 

沿 x 平动 

方向/kg 

沿 y 平动 

方向/kg 

沿 z 平动 

方向/kg 

绕 x 转动 

方向/kg·m2 

绕 y 转动 

方向/kg·m2 

绕 z 转动 

方向/kg·m2 

1 1.280 1.012×10-8 5.198×10-8 7.316 2.115×10-4 2.098×10-2 0.000 

2 1.326 2.048×10-7 0.000 0.000 0.000 0.000 3.471×10-4 

3 1.328 1.165×10-7 1.519×10-5 4.402×10-3 4.316×10-7 1.281×10-5 4.169×10-8 

4 1.329 4.980×10-3 0.000 0.000 0.000 2.953×10-5 7.716×10-7 

5 1.329 2.293×10-7 6.071×10-6 2.469×10-1 8.173×10-6 7.098×10-4 1.722×10-8 

6 1.330 0.000 4.160×10-2 2.691×10-5 2.485×10-4 7.552×10-8 1.193×10-4 

7 1.330 1.321×10-6 3.538×10-4 5.222×10-4 1.763×10-6 1.288×10-6 1.024×10-6 

8 1.330 4.216×10-2 6.582×10-6 1.334×10-4 6.762×10-8 2.709×10-4 4.796×10-6 

9 1.330 2.002×10-4 1.548×10-3 2.999×10-2 1.572×10-5 6.692×10-5 5.103×10-6 

10 1.330 1.198×10-6 0.000 4.449×10-8 0.000 0.000 6.867×10-5 

11 1.332 1.413×10-3 1.332×10-6 0.000 0.000 8.396×10-6 2.674×10-3 

12 1.332 1.208×10-6 3.918×10-1 2.347×10-4 2.323×10-3 8.189×10-7 1.130×10-3 

13 1.332 3.854×10-1 1.433×10-6 5.450×10-7 0.000 2.289×10-3 3.819×10-5 

14 1.53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6.693×10-3 

15 1.724 1.994 0.000 0.000 0.000 1.191×10-2 5.752×10-5 

16 1.75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4.108×10-8 

17 1.766 0.000 2.058 0.000 1.229×10-2 0.000 5.901×10-3 

18 2.132 0.000 0.000 1.864×10-2 5.231×10-7 5.343×10-5 0.000 

19 2.14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938×10-4 

20 2.353 0.000 1.418×10-7 0.000 7.928×10-3 0.000 0.000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26 - 

 

图 2.5  施加 8 N·m 扭矩的 6-螺栓电堆的主要参与模态： 

 (a) 第 1 模态，(b) 第 8 模态，(c) 第 14 模态，(d) 第 15 模态， 

(e) 第 17 模态，(f) 第 20 模态 

Figure 2.5  The main vibration modes of the 6-bolt-stack with 8 N·m clamping torque: 

 (a) 1st mode, (b) 12th mode, (c) 14th mode, (d) 15th mode, (e) 17th mode, (f) 20th mode 

 

图 2.6 展示了六种封装情况下电堆的模态编号-频率曲线，模态是按频率由低到高的

顺序排列编号的。在曲线中“上升”区域的模态一般是电堆的整体振动模态。而曲线的“平

台”区域就表明一些模态集中在了较小频率区间内。再按照上文的论述，可以判断这是

某些电堆组件的局部振动模态。如图 2.6（a）与（b）所示，螺栓的一阶和二阶局部模态

振型分别呈“C 形”和“S 形”。还可以看出，对于 4 螺栓封装电堆，螺栓的每阶局部模态

的总数是 8 个，而对于 6 螺栓封装电堆，这个总数是 12 个。另外，在图 2.6（b）中，

这六条曲线的末端都有一个包含 20 个模态的“平台”区域，它们是密封件的局部模态。

这些局部模态的产生的原因是，封装力作用下弯曲变形的端板（如图 2.7 所示）导致了

密封件的轻微弯曲变形，使得密封件结构在振动中出现了失谐的情况 [164]。 

在考虑螺栓扭矩和数目的影响时，可以发现增加螺栓扭矩可以增强电堆组件沿封装

方向的约束。因此，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电堆的整体模态频率都会相应增加。例如，当

螺栓扭矩从 8 N·m 增加大到 16 N·m 时，4 螺栓电堆的第 1 模态频率从 1.003 kHz 上升至

1.017 kHz，而 6 螺栓电堆的从 1.280 kHz 上升至 1.291 kHz。与之类似，随着螺栓扭矩从

8 N·m 增加大到 16 N·m，每个螺栓的局部模态频率会增大约 20 Hz。而当螺栓扭矩相同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7 - 

时，图 2.6（a）中 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的曲线在表示螺栓局部模态的区域几乎重合。然

而，密封件的局部模态频率会随着螺栓扭矩的增加而减小。具体来说，当螺栓扭矩从 8 

N·m 增加大到 16 N·m 时，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的密封件局部模态频率分别下降了 294 

Hz 和 406 Hz。这是因为，随着总封装力的增大，密封垫圈被压薄，导致了垫圈的抗弯

刚度下降，进而导致了垫圈局部模态的频率的下降。而当 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被施加的

总封装力相同时，两个电堆内垫圈局部模态的频率十分接近。这就说明密封件的局部模

态频率与封装力的大小关系密切，但是与螺栓数目的关系不大。 

 

图 2.6  电堆模态的频率：(a) 是 (b) 中框选区域的放大图 

Figure 2.6  Mode frequencies: (a) is the enlarged view of the box selected region in (b)  

 

分析发现，在所有电堆组件中密封件和螺栓的局部模态频率是相对较低的。这是因

为，密封件的刚度较低，而螺栓的约束较少。螺栓的约束只在两端与端板的接触区域，

中间区域则为悬空状态。相比之下，MEA 和双极板的刚度都相对较高，并且都在电堆

内部有足够的约束。这就导致，MEA 和双极板的局部模态频率分别达到了 6.711 kHz 和

7.125 kHz。但是在实际的道路工况下，电堆所受的主要是低频振动载荷，其频率一般不

会超过 4.200 kHz [103, 165]。这就是说，对于本文研究的电堆而言，其 MEA 和双极板的局

部模态在实际的道路服役中是不易被激发产生的，因此本文也就不再对这些局部模态进

行具体的讨论和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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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封装力作用下端板的变形图： 

 (a) 施加 12 N·m 扭矩的 4 螺栓电堆端板，(b) 施加 8 N·m 扭矩的 6 螺栓电堆端板 

Figure 2.7  The deformation of the endplates under clamping force: 

 (a) 4-bolt-endplate with 12 N·m bolt torque, (b) 6-bolt-endplate with 8 N·m bolt torque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电堆的第 1 模态的主振方向都是电堆的封

装方向（z 向）。因此，电堆要尽量避免来自此方向的低频振动。当总封装力保持不变时，

6 螺栓电堆的第 1 阶模态频率比 4 螺栓电堆的高 26.73%。这就表明，当增加螺栓的数目

后，电堆整体沿封装方向的刚度增大了，使得电堆抵抗沿 z向的低频振动的能力增强了。

当螺栓扭矩从 8 N·m 增加至 16 N·m 时，4 螺栓电堆的第 1 模态频率上升了 1.40%，即

从 1.003 kHz 增至 1.017 kHz，而 6 螺栓电堆的上升了 0.86%，从 1.280 kHz 增至 1.291 

kHz。这样增加电堆的模态频率是有利于减少低频振动载荷对电堆结构的损伤的。 

当总的封装力保持不变时，螺栓数目的改变对所有的单电池沿 x、y 方向以及绕 x、

y 和 z 三个方向的扭转振动模态的影响很小。但是，当螺栓扭矩从 8 N·m增加至 16 N·m，

也就是总封装力增大一倍时，螺栓的局部模态频率大约增加了 20 Hz。同样，当总的封

装力保持不变时，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中密封件的局部模态频率是几乎相等的。但是当

螺栓扭矩都增大一倍时，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中密封件的局部模态频率分别下降了 294 

Hz 和 406 Hz。因此，增加总封装力可以提高电堆的整体模态以及螺栓的局部模态的频

率，但是会导致密封件局部模态频率的下降。因此，为了避免电堆组件在道路上的低频

振动作用下的损伤，电堆的总封装力需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9 - 

2.2  电堆的随机振动响应和疲劳寿命分析 

2.2.1  疲劳分析基本理论与电堆的有限元模型 

电堆在振动下的响应是决定疲劳寿命长短的关键因素，而振动响应的分析需要依靠

模态叠加法，因此本节的有限元分析要基于前一节电堆模态分析结果。本节有限元模型

的几何尺寸、组件间的装配关系、单元划分和边界条件也与前一节保持一致。分析中端

板、集电板、螺栓、螺母和 PEM 的材料被假设为弹性-线性强化，表 2.5 列出了它们的

塑性属性，即屈服极限、强度极限和极限塑性应变。 

 

表 2.5  组件材料的塑性属性 

Table 2.5  The plastic properties of the component materials 

组件 屈服极限 /MPa 强度极限 /MPa 极限塑性应变 

Endplate 260 [67] 526 [67] 0.10 [67] 

Collector plate 33.33 [67] 210 [67] 0.60 [67] 

Bolt and nut 215 [67] 505 [67] 0.70 [67] 

PEM 2.90 [63] 11 [63] 2.50 [63] 

 

电堆在服役中受到连续的振动或冲击加速度作用，会引起组件上持续的循环应力，

这可能导致组件出现疲劳破坏的问题。如图 2.8 显示了密封件和 PEM 材料的循环应力

值与循环次数的关系。σ 与 Ncycle 满足如下方程： 

2cycle
1 αNσ
α

                        （2.12） 

其中的两个系数 α1 和 α2，取值可以通过对材料疲劳实验数据的拟合来确定。对于螺栓

[166]，α1 和 α2 分别取 2.10 和 3.40×109；对于 PEM [103]，α1 和 α2 分别取 7.57 和 3.16×109；

对于密封件 [167]，α1 和 α2 分别取 2.26 和 3.53×105。 

组件的疲劳损伤除了与循环应力幅相关之外，还受到组件上的平均应力的影响（次

要因素）。我们知道，电堆装配后，在封装力的作用下各组件上已经存在应力了。大量的

实验研究表明，在低周疲劳分析中，平均应力对组件的疲劳强度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在

高周疲劳分析中，平均应力对组件的疲劳强度的影响显著。为了考虑这种影响，Soderberg

等提出了基于经验的模型，得到的平均应力修正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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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σ

σ
σ



                       （2.13） 

其中，σe 是修正的对称循环应力幅值；σY 是组件的屈服极限；σa 和 σm 分别是循环应力

幅值和平均值，计算式如下： 

2

minmax
a

σσ
σ


                      （2.14） 

2

minmax
m

σσ
σ


                      （2.15） 

其中，σmax 和 σmin分别是应力循环中的应力最大和最小值。 

 

图 2.8  电堆组件材料的 σ-Ncycle线（双对数坐标） 

Figure 2.8  σ-Ncycle curves of the bolt, sealant and PEM materials (log-log coordinate) 

 

然而对于大多数的韧性材料，当平均应力为压应力时，这个修正会使分析结果过于

保守。这种情况下，可以假设 σe就等于 σa。再根据 Miner 损伤理论 [168]，可以计算组件

的累积损伤，表达式如下： 

e
0

ecycle,

ecycle,

Miner σd
N

n
D

σ

σ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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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cycle,σe 表示此幅值为 σe 的应力循环次数，Ncycle,σe 表示此应力幅的极限循环次数。

DMiner 表示应力循环达到 ncycle,σe 次时的累积损伤量。车用电堆在随机振动载荷振动作用

下，响应循环应力幅值的概率密度函数满足高斯分布 [97]，表达式如下， 
















2

2

e

2

e
e

2ψ

σ

ψ

σ
σ exp)p(                   （2.17） 

其中，ψ2 是响应应力均方值，是应力功率谱密度函数在频率 f 域上的积分，表达式如下， 

dffψ 



0

2
)G(                       （2.18） 

随后，定义响应应力功率谱密度的 i 阶谱矩 mi和循环应力值穿越率的期望值 E(p) ，

表达式分别为， 





 dfffm i

i )G(                      （2.19） 

24 mmp /)E(                        （2.20） 

这样，历经时长为 t 的振动载荷后，某一数值应力的循环次数可表示为， 

tpσn σ  )E()p( eecycle,                   （2.21） 

将式（2.17）、（2.20）和（2.21）代入式（2.16），并通过宽带应力系数 λ 对方程进行

修正，得到在随机振动载荷下电堆组件的累积损伤，表达式如下， 

e
0 2

e2

2

2

e1

e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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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p(

              （2.22） 

其中，λ 可由 Monte Carlo 模拟得出的经验表达式计算 [168]， 

33225871

11
1110330074003309260

..
))(..(..




α
βααλ       （2.23） 

其中，β 是谱宽参数，表达式如下， 

)/( 4

22

2 mψmβ                        （2.24） 

当 DMiner 等于 1 时，就认为此组件疲劳破坏失效了。此振动载荷的作用时长就是相应的

该组件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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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实现对无限长随机振动的测试和模拟，所以需要截取（truncated）有限长的

随机振动信号片段进行研究 [169]。本节中截取的片段时长为 4 小时。再通过对有限长信

号片段的周期延拓（periodic extension）就可以得到疲劳分析中使用的虚拟无限长随机振

动。本文对电堆在四种情况的随机振动载荷响应进行了分析，这四种情况包括单独沿 x、

y 和 z 的振动以及三向混合振动。这里的混合振动是沿三个方向单独振动的叠加，叠加

时每个方向的权重参数都为 1。沿 x、y 和 z 方向的随机振动加速度的功率密度谱（power 

spectral density，PSD）都是相同的，如图 2.9 所示 [165]。根据电堆振动实验测试准则与

相关文献 [86, 106, 165]，振动加速度的幅值一般是从 1 g 至 20 g。因此本文中的最大振动加

速度就设为 20 g。另外，本文采用的是强化的道路振动载荷，比电堆实际服役的实际振

动环境要更为严苛，因此疲劳寿命分析的结果是偏于保守的  [80-83] 。应用

ABAQUS/Standard 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到了电堆组件的结构响应应力的 PSD，用 G(f)表

示。电堆的有限元模型的单元数约为 1 百万。计算在 Dell R730 型服务器中进行。每种

振动载荷工况下，计算都需使用 CPU 核 48，内存 95 GB，耗时约 100 h。值得说明的是，

有限元分析中所有组件之间的关系都设为绑定，即组件之间不允许出现相对滑动。原因

是，经有限元计算验证当本节分析的电堆受到的横向（x、y 方向）振动加速度小于 20 g

时，电堆组件之间是不会发生相对滑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将组件之间的接触关系简化

为绑定会导致组件应力分析结果偏大，但这个偏差值很小可以忽略 [139]，相应的疲劳寿

命分析结果会偏于保守。另外，为了降低求解难度并减少计算耗时，分析中未考虑材料

蠕变的影响。原因是，本文讨论的车用电堆服役时长一般在 5000-10000 h。在这个时长

内车载电堆在服役工况下，金属材料或聚合物材料的蠕变变形都是很小的 [170]。 

 

图 2.9  施加的随机振动载荷的加速度 PSD [86, 106, 165] 

Figure 2.9  Acceleration PSD of random vibration [86, 106,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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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电堆疲劳寿命分析结果 

为满足最低的使用需求 [93]，电堆组件的疲劳寿命要达到 5000 h 以上。在 x、y 向振

动载荷作用下，螺栓处于拉-弯耦合的应力状态。在这种应力状态下，螺栓上靠近螺母区

域的疲劳寿命较短，也就是损伤较为严重，如图 2.10（a、b）与图 2.10（e、f）所示。

这些区域的损伤可能会导致螺母的松动，这与文献[99, 100]中实验观测到的现象相符。

进一步的，螺栓松动与螺栓扭矩下降会导致电堆内部组件压力的下降，引起氢气泄漏率

和接触电阻增大等问题。在结构设计中，可以通过在螺母与端板间安装弹性垫圈、增加

螺栓、垫圈和端板接触面的粗糙度等方式来避免螺栓松动的问题。在 z 向振动载荷作用

下，由于螺栓要承受整个电堆沿 z 向的惯性力，螺栓会受到沿 z 向的较大拉伸循环应力。

这种循环应力导致螺栓上大部分区域的疲劳寿命都下降至 1000 小时左右，如图 2.10（c、

g）。这种情况下，螺栓上大部分区域的螺纹会出现微动磨损 [101]。比较 4 螺栓和 6 螺栓

封装这两种情况可以发现，当总封装力相同时，增加螺栓数目可以使单根螺栓的平均应

力和沿 z 方向的循环应力幅都相应减小，那么每根螺栓在三向混合振动载荷作用下就会

具有较长的寿命，如图 2.10（d、h）。但是由于这个结论是显然的，下文将不再对此做

进一步的讨论。 

在振动载荷作用下，密封件和 PEM 在 xy 面上的疲劳寿命的分布很大程度受压力分

布的影响。在封装力和动载荷作用下，组件上承担较大循环应力区域的损伤往往较为严

重且疲劳寿命较短。通过基于疲劳寿命云图的色方图（color histogram）分析，可以得到

密封件或 PEM 寿命小于 5000 小时的失效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下文将这个“比例”简写

为“失效面积比例（failure area ratio）”。通常的，密封件失效面积比例的增加会导致泄漏

率的增大，而 PEM 失效面积比例的增加则会导致电堆功率的下降。比较各个单电池内

密封件和 PEM 的寿命云图，最靠近导轨约束端板单电池（如图 2.1 所示，No.10 单电池）

内密封件和 PEM 具有较小的疲劳寿命和较大的失效面积，如图 2.11 和图 2.12 显示的疲

劳寿命云图。这些云图中分别标识了在四种随机振动载荷工况下组件的失效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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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螺栓疲劳寿命云图： 

 (a-d) 中的螺栓属于 4 螺栓电堆，(e-h) 中的属于 6 螺栓电堆；(a、e) 中振动载荷是沿 x 方

向，(b、f) 沿 y 方向，(c、g) 沿 z 方向，(d、h) 是三向混合振动 

Figure 2.10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the bolts: bolts in (a-d) belong to 4-bolt-clamping stack, (e-h) 

belong to 6-bolt-clamping stack, applying the vibrations in (a, e) x-axis, (b, f) y-axis, (c, g) z-axis, and 

(d, h) multi-axes 

 

在 x 方向的振动载荷作用下，电堆整体会出现弯曲变形，因此密封件的左右两侧区

域会出现翘曲变形，如图 2.11（a、e），并相应出现较大的剪切和压缩耦合的循环应力。

因此 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的密封件在上述区域的疲劳寿命都较短，分别是 3858.6 h 和

3367.7 h，密封件的损伤面积比例则是 14.0%与 15.4%。类似的，在 y 方向的振动载荷作

用下，密封件上下侧区域的疲劳寿命较短。对于 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的密封件，寿命分

别是 4342.1 h 和 3701.6 h，损伤面积比例为 6.7% 和 11.4%，如图 2.11（b、f）。对比可

以看出在横向（x、y 方向）的振动载荷作用下，6 螺栓电堆的密封件外边缘寿命要小于

4 螺栓电堆的。这是因为在本文的螺栓布局下（图 2.2），6 螺栓的端板较 4 螺栓的在四

角处有较大区域没有螺栓的约束，因此在振动载荷作用下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弯曲摆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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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就使 6 螺栓电堆内部的密封件边缘产生较大的循环应力幅值，寿命较短。在 z 向

振动载荷作用下，各单电池在 z 向的惯性力主要由密封件承担，导致密封件受到较大的

损伤，其中 4 螺栓电堆密封件的失效面积达 100%，6 螺栓电密封件的为 30%，如图 2.11

（c、g）。此外，在 z 向振动载荷和封装力共同作用下，由于端板的外边缘出现弯曲变

形，密封件外边缘要承受比其内部区域更大的循环应力，这就导致密封件内部区域的寿

命要长于外边缘区域的。如图 2.11（d、h）所示，在三向混合振动载荷作用下，密封件

的大部分区域的寿命都不足 2000 h，在外边缘区域甚至不足 1100 h。这可能会在电堆使

用后期引起较为严重的泄漏问题 ，这与文献[80, 83]中实验观测到的现象相符。 

 

图 2.11  No.10 单电池密封件的疲劳寿命云图： 

(a-d) 中的密封件属于 4 螺栓电堆，(e-h) 中的属于 6 螺栓电堆；(a、e) 中振动载荷是沿 x 方

向，(b、f) 沿 y 方向，(c、g) 沿 z 方向，(d、h) 是三向混合振动 

Figure 2.11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the sealants in the No.10 unit cell: sealants in (a-d) belong to 4-

bolt-clamping stack; (e-h) belong to 6-bolt-clamping stack, applying the vibrations in (a, e) x-axis, (b, 

f) y-axis, (c, g) z-axis, and (d, h) multi-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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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中 PEM 失效面积比例的增加意味着有效电化学反应区域的缩小。在 x、y 向振

动载荷作用下，4 螺栓电堆 PEM 分别有 1.1%和 0.9%的失效面积比例，如图 2.12（a、

b）所示。相比之下，图 2.12（e、f）显示的 6 螺栓电堆 PEM 的失效面积比例分别为 1.0%

和 0.3%。与密封件类似，PEM 的损伤也主要出现在其外边缘区域。在 z 向振动载荷作

用下，单电池在 z 向的惯性力主要由密封件承担，因此 PEM 的疲劳寿命可以达到 1 百

万小时以上，如图 2.12（c、g）。在三向混合振动载荷作用下，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内

PEM 的失效面积分别为 13.5%和 2.6%，如图 2.12（d、h）。PEM 的失效面积比例远小于

密封件的，依照上文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密封件的外边缘承担了更大的循环应力。

另外，由于应力集中现象，受流道肋压缩的 PEM 部分区域寿命较小。总的来说，本节

分析电堆的 PEM 大部分区域（大于 80%的比例）都可以满足较长工作时间的需求。然

而，PEM 外边缘区域的寿命却很短，往往不足 1000 h。 

 

图 2.12  No.10 单电池 PEM 疲劳寿命云图： 

(a-d) 中的 PEM 属于 4 螺栓电堆，(e-h) 中的属于 6 螺栓电堆；(a、e) 中振动载荷是沿 x 方

向，(b、f) 沿 y 方向，(c、g) 沿 z 方向，(d、h) 是三向混合振动 

Figure 2.12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PEMs in the No.10 unit cell: PEMs in (a-d) belong to 4-bolt-

clamping stack; (e-h) belong to 6-bolt-clamping stack, applying the vibrations in (a, e) x-axis, (b, f) y-

axis, (c, g) z-axis, and (d, h) multi-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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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下列结构改进设计方案可以帮助缓解氢气泄漏和性能衰退的问题：①增加端板

的刚度，即减小端板在封装力和振动载荷作用下外边缘的弯曲变形，让密封件和 PEM 上

的应力分布更为均匀，这有助于增加密封件和 PEM 外边缘的疲劳寿命。②在流道肋等

结构上加工合适尺寸的倒角有助于缓解应力集中现象。③恰当的密封件和 PEM 的设计

厚度可以让电堆内组件分担的压力更为合理。本节研究的电堆密封件承担了过多的载荷，

因此合理的减小密封件厚度可以有效增长其疲劳寿命。这部分工作将在第五章详细介绍。 

图 2.13 和图 2.14 分别显示了各个单电池内密封件和 PEM 上的最短寿命值（Min. 

Life）。分析图中信息可以知道，在 x、y 向振动载荷作用下，电堆的惯性力会在靠近两

侧端板的单电池内产生较大剪切力，使得这些单电池内的密封件和 PEM 寿命较短，而

电堆中间单电池的组件寿命较长。在 z 向振动载荷作用下，靠近被导轨约束端板的单电

池（No.10）内密封件和 PEM 具有最短的寿命。 

 

图 2.13  各单电池内密封件的最短寿命： 

 (a) x 方向振动，(b) y 方向振动，(c) z 方向振动，(d) 三向混合振动 

Figure 2.13  The minimum fatigue life of sealant in each unit cell: applying the vibrations in (a) x-

axis, (b) y-axis, (c) in z-axis, and (d) multi-axes 

 

具体来说，受 x、y 向振动载荷时，靠近两侧端板的单电池（No.1、2、9 和 1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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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件具有较短寿命，如图 2.13（a、b）所示。相比较，6 螺栓电堆的这些单电池内密

封件的最短寿命值较 4 螺栓电堆的略短一些。受 z 向振动载荷时，6 螺栓电堆的 No.10

单电池内密封件的寿命要短于 4 螺栓电堆的，如图 2.13（c）所示。受三向混合振动时，

No.1、2、9 和 10 单电池内密封件最短寿命未达到 5000 小时的要求，如图 2.13（d）所

示。结果导致电堆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单电池的泄漏问题会较为凸显。 

当电堆受 x 或 y 向振动载荷时，图 2.14（a、b）显示的 PEM 最短寿命在 No.1、2、

9 和 10 单电池内小于 1000 小时，说明靠近端板的单电池内 PEM 的部分区域会在较短

时间内出现损伤。而当电堆只受 z 向振动载荷时，图 2.14（c）显示的 PEM 最短寿命均

大于 1 百万小时。如图 2.14（d）所示，受三向混合振动时，6 螺栓电堆的各单电池内

PEM 寿命都较 4 螺栓电堆的长。这就是说，在总封装力一定时，合理的改变螺栓布局可

以提高 PEM 的寿命。 

 

图 2.14  各单电池内 PEM 的最短寿命： 

(a) x 方向振动，(b) y 方向振动，(c) z 方向振动，(d) 三向混合振动 

Figure 2.14  The minimum fatigue life of PEM in each unit cell: applying the vibrations in (a) x-axis, 

(b) y-axis, (c) in z-axis, and (d) multi-axes 

 

接下来，螺栓扭矩对组件寿命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三向混合振动载荷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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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螺栓扭矩分别是 8 N·m、12 N·m 和 16 N·m 时，4 螺栓电堆的密封件最短寿命值分别

是 1300.8 h、1017.4 h 和 908.50 h，而 6 螺栓电堆的是 970.92 h、874.9 h 和 750.95 h。密

封件的最小疲劳寿命会随着螺栓扭矩的增大而减小，而且失效面积比例都达到了 100%。

这两个电堆在随机振动载荷作用下，密封件的损伤都较为严重、寿命也较短，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端板设计的问题导致密封件外缘受力较大，二是密封件较 MEA 承担了

更大的封装力和动载荷。这两个问题可以分别通过端板的结构优化以及合理设计密封件

的厚度来改善，具体的分析和改进设计方法将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说明。 

图 2.15 和图 2.16 分别显示了在不同螺栓扭矩下 4 螺栓和 6 螺栓电堆 No.10 单电池

PEM 的寿命云图。随着螺栓扭矩的增大，两个电堆 PEM 的最小疲劳寿命都相应缩短，

而失效面积增大，如图 2.15（d）和图 2.16（d）。原因是螺栓扭矩增大使 PEM 上承担的

封装力增加，封装力与振动载荷共同作用下，组件上循环应力的平均值也相应增大，导

致寿命的缩短。在相同振动载荷作用下，4 螺栓电堆在施加三种螺栓扭矩时，其 PEM 的

损伤都要比 6 螺栓电堆的严重。这正如前文中的解释，6 螺栓电堆的密封件的外缘分担

了较大的循环应力。但相应的，6 螺栓电堆密封件的最短寿命值要比 4 螺栓电堆的小。

因此在设计电堆结构时，要兼顾密封件和 PEM 等组件的寿命，避免由于某一类组件过

早疲劳失效而导致电堆整体性能大幅衰退问题的出现。 

 

图 2.15  螺栓扭矩对 4 螺栓电堆 PEM 寿命的影响： 

 (a) 8 N·m，(b) 12 N·m，(c) 16 N·m，(d) PEM 的最短寿命与失效面积 

Figure 2.15  The effect of bolt torque on PEM life in 4-bolt-clamping-stack:  

(a) 8 N·m, (b) 12 N·m, (c) 16 N·m, (d) the min. life and failure area ratio of 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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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螺栓扭矩对 6 螺栓电堆 PEM 寿命的影响： 

 (a) 8 N·m，(b) 12 N·m，(c) 16 N·m，(d) PEM 的最短寿命与失效面积 

Figure 2.16  The effect of bolt torque on PEM life in 6-bolt-clamping-stack:  

(a) 8 N·m, (b) 12 N·m, (c) 16 N·m, (d) the min. life and failure area ratio of PEM 

 

2.3  电堆的冲击载荷响应分析 

2.3.1  电堆的均匀化有限元模型 

电堆规模越大，在动载荷作用下产生的惯性力也就越大，电堆组件上的响应应力也

越大。特别是当电堆经受较大的冲击加速度时，电堆组件之间可能会出现相对滑动，从

而出现电堆中部的“塌腰”现象。国内公司生产的某型号 PEMFC 电堆在运输途中就出现

过类似的问题，进而影响了电堆正常的销售和使用 [171]。本节研究的电堆型号是 Ballard 

FCgen®-1300 [68]。该电堆共由 100 个单电池组成。采用钢带封装，共有 4 条钢带，每条

宽度为 25 mm，钢带与内部单电池的间距为 1 mm，单电池的编号沿 z 轴正方向依次增

大，如图 2.17 所示。图 2.18 显示了单电池结构，组件组成与上一节介绍的螺栓封装电

堆是相同的。这些电堆组件一层一层的按照次序串联排列并依靠封装力装配在一起，封

装力沿 z 方向施加。注意：为了清晰显示电堆中的细小结构（如流道等），这个模型的示

意图并未按照真实的电堆尺寸绘制。一个单电池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区域。在外部

区域，双极板与密封件相接触，起到阻止内部反应气体泄漏的作用。而在内部区域，双

极板流道的肋与 MEA 相接触，这是电化学反应发电的区域。该电堆密封件的材料是硅

橡胶（Methyl vinyl silicone rubber），具有较大的弹性模量（为 5500 MPa [68, 122]）。其它

的电堆组件材料与 2.1 节中电堆的一致，如表 2.1 与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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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钢带封装电堆的示意图：(a) 三视图，(b) 侧视图 

① 100 个电池单元，② 封装钢带，③ 端板，④ 绝缘板，⑤ 集电板 

Figure 2.17  Schematic of stack clamped by belts: (a) 3D view, (b) side view 

① 100 unite cells, ② Steel belt, ③ Endplate, ④ Insulator plate, ⑤ Collector plate 

 

 

图 2.18  1/2 单电池结构示意图：(a) 爆炸视图，(b) 装配图， 

(c) 内部和外部区域的周期结构 

① 密封件；② PEM；③肋；④ 双极板；⑤ 流道；⑥ GDL 

Figure 2.18  Structure of a half unit cell: (a) exploded view, (b) assembly illustration,  

(c) periodic structure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gions 

① Sealant, ② PEM, ③ rib, ④ BP, ⑤ channel, ⑥ GDL 

 

由于电堆规模较大，在建立有限元模型时，如果保留所有的结构细节，那么模型的

有限单元数目将十分巨大，对硬件的要求和计算时间的消耗都无法接受。因此需要在建

模中做简化处理：第一，GDL 在出平面方向（即封装方向）的弹性模量较其它组件小一

个以上的数量级，所以内部区域组件间的接触压力要较外部区域的小很多。这表明，在

受到封装力作用而且内外区域的变形一致时，外部区域承担主要的机械载荷。这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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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区域组件间摩擦系数相差不大时，单电池界面间的摩擦力主要由外部区域提供。因

此，将内部区域的组件 GDL 的材料属性简化为线弹性对最终相对滑动结果分析的影响

是很小的。第二，基于相同的原因，当我们进行电堆的整体的变形响应分析时，可以不

考虑 MEA 与流道肋部接触的局部应力集中现象。因此采用均匀化的建模方法，将流道

等细小结构在建模中简化。还需要指出的是，将单电池等效为单一材料的方法无法分析

多层结构热不匹配导致的温度应力，模型在热力耦合分析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具体

的，首先计算获得单电池内部和外部区域整体的等效材料属性，然后依据这些等效的材

料属性对简化后的电堆进行有限元分析。单电池整体可以被简化为正交各向异性材料  

[114, 172]。计算单电池的等效材料属性时，需要电堆组件厚度占单电池总厚度的比例 ，

可以由下式计算：  

Cell

internal

BP

internal

BP 2 thth /)(                   （2.25） 

CellGDLGDL 2 thth /)(                    （2.26） 

CellRibRib 2 thth /)(                      （2.27） 

CellPEMPEM thth /                      （2.28） 

Cell

external

BP

external

BP 2 thth /)(                  （2.29） 

CellSealantSealant thth /                     （2.30） 

其中，thCell是单电池的总厚度，可以由式（2.31）计算。这里的上标 internal 和 external

分别代表了单电池内部和外部区域，单电池的几何参数如表 2.6 所示。 

Sealant

external

BPPEMGDLRib

internal

BPCell 22 ththththththth  )(  （2.31） 

流道肋支撑着 MEA，本节电堆的流道肋和流道的宽度比例为：wRib/(wRib+wChannel)=1/3。

这样，内部区域的等效弹性模量可以由下式计算： 

PEMPEMGDLGDLBP

internal

BP

internal

x EEEE              （2.32） 

PEMPEMGDLGDLBPRibBP

internal

BP

internal

y EEEEE  
3

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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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

PEM

GDL

GDL

BP

Rib

BP

internal

BP

internal

z EE
E

EE








3

1

1
           （2.34） 

内部区域的等效剪切模量是： 

PEM

PEM

GDL

GDL

BP

Rib

BP

internal

BP

internal

xz

internal

yz GG
G

GGG








3

1

11          （2.35） 

PEMPEMGDLGDLBPRib

internal

BP

internal

xy GGGG   )(
3

1
     （2.36） 

 

表 2.6  单电池的几何参数 [60, 68] 

Table 2.6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unit cell [60, 68] 

描述 符号 取值/ mm 

内部区域 BP 厚度 (half) 
internal

BPth  0.545 

外部区域 BP 厚度 (half) 
external

BPth  1.045 

肋的高度 thRib 0.500 

肋的宽度 wRib 0.500 

流道宽度 wChannel 1.000 

GDL 厚度 thGDL 0.200 

PEM 厚度 thPEM 0.050 

密封件厚度 thSealant 0.450 

 

内部区域泊松比的计算式为： 

PEMPEMGDLGDLBPRib

internal

BP

internal

xz

internal

yz   )(
3

1
    （2.37） 

internal

2,2

internal

21

internal

y

internal

xinternal

xz
C

C ,


ε

ε
ν                  （2.38） 

其中， internal

x 和 internal

y 分别表示内部区域沿 x 和 y 方向的应变。柔度矩阵是刚度矩阵的

逆，即 Cinternal = [Kinternal]-1。xy 面内的总体刚度阵（Kinternal）的计算式为： 





3

1

n

n

ji,

internal

ji,

n

thQK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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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ji,Q 是各电堆组件在 xy 面内的刚度阵，双极板、GDL 和 PEM 对应的编号 n 分

别是 1、2 和 3。最后，内部区域的密度为： 

PEMPEMGDLGDLBPRib

internal

BP

internal

3

1
  )(          （2.41） 

类似的，单电池外部区域的等效材料属性可以由下式计算： 

SealantSealantBP

external

BP

external

y

external

x EEEE                （2.42） 

Sealant

Sealant

BP

external

BP

external

z EEE




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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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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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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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alantSealantBP

external

BP

external

xy GGG                    （2.45） 

SealantSealantBP

external

BP

external

xz

external

yz                  （2.46） 

external

y

external

xexternal

xy



                           （2.47） 

SealantSealantBP

external

BP

external                   （2.48） 

经过简化，用于电堆在冲击载荷下响应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共包含 110 万线性减缩六

面体单元。电堆的有限元模型中包含多个组件之间的接触对，这就说明该模型的求解具

有较高的非线性。为了使计算能够顺利的收敛，我们将整个求解过程分成两步依次进行：

第一步是电堆在封装力下的静力分析，在 ABAQUS/Standard 求解器中完成的：第二步

是封装后的电堆在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的动力分析，在 ABAQUS/Explicit 求解器中完成。

动力分析以静力求解结果作为初始应力场，采用直接积分方法。依据普遍采用的车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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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冲击试验的加载方法 [98]，单次的冲击加速度（a）按照方波形式加载，持续 15 ms，

封装力的取值范围是 10 kN 至 35 kN [116]。密封件和双极板之间最大静摩擦系数（μ）的

取值范围是 0.2至 0.6 [173-175]。其他相接触的组件之间的最大静摩擦系数（双极板和MEA、

端板和绝缘板、绝缘板和集电板、以及集电板和双极板）分别是 0.2、0.4、0.4、和 0.2 

[175,176]。计算在 Dawning 服务器（48 核 64 GB 内存）中进行，完成所有的有限元计算共

需要 1000h。 

 

2.3.2  电堆冲击响应的有限元计算结果 

当电堆受到较大横向冲击加速度时，电堆中部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弯曲变形，即“塌腰”

现象（downward bowing）。冲击是电堆服役中遇到的较为极端的工况，加速度幅值较高

（一般在 20 g 以上 [105, 106]），这里以加速度为 30 g 的有限元分析结果为例来进行说明。

当封装力为 15 kN 以及 μ 为 0.4 时，图 2.19 显示了电堆沿 y 方向的总变形（total 

displacement）、不可恢复的残余变形（residual displacement）、单电池之间的相对滑动位

移（relative slippage）以及单电池在 xy 平面内的剪切变形（elastic shear deformation）。

对比图中的“total displacement”和“residual displacement”两条曲线，冲击后残余的变

形是前 10 号单电池间的相对滑动。这就是说，单电池弹性剪切变形是可以恢复的，而

电堆组件（密封件、MEA 与双极板）之间的滑动位移是不可恢复的。 

结果表明，冲击下电堆整体变形的最大值以及冲击后电堆整体残余变形的最大值都

出现在电堆的中间部位。然而，相对滑动位移的最大值则出现在靠近端板的单电池之间。

相对滑动位移的最小值以及单电池弹性剪切变形都出现在电堆中部。由于电堆组件之间

的最大静摩擦力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接触压力，当横向冲击加速度超过某一值时，相接触

的两个组件就可能发生相对的滑动。因为两侧的端板是固定的，各电堆组件都是靠相互

之间的摩擦力约束而使电堆保持为一个整体。当受到横向冲击加速度作用时，靠近端板

的单电池的组件接触界面上的摩擦力就要平衡其内部的所有单电池由于冲击产生的惯

性力，也就是说越靠近端板的单电池内组件间的界面横向剪力就越大。另外由于端板不

是理想的刚性结构，在封装力作用下，靠近端板的单电池的组件不均匀受压会较中部单

电池更为明显。由于这两个原因，在横向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相对滑动往往先出现于靠

近端板的单电池之间，这些单电池间的相对滑动位移也要较中部（远离两侧端板）的要

大一些。因为滑动摩擦力一般小于组件间的最大静摩擦力，所以单电池之间一旦发生相

对滑动，摩擦导致的接触界面剪切力就会减小，单电池的弹性剪切变形也随之变小。如

图 2.19 所示，最大弹性剪切变形不出现在最靠近端板的单电池上，而是出现在邻近发生

相对滑动但自身并未滑动的单电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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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30 g 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的电堆响应： 

(a) 位移、滑移与变形曲线图，(b) 位移云图 

Figure 2.19  The mechanical response under a 30 g impact acceleration: 

 (a) Displacement, slippage and deformation curves, (b) displacement contour 

 

单电池之间的相对滑移量受封装力、冲击加速度和组件间摩擦系数的综合影响。较

大的摩擦系数和较大且合理的封装力是保证电堆具有较好抗冲击能力的前提条件。通过

有限元计算，得到了对于不同封装力和摩擦系数的单电池间出现相对滑动的临界冲击加

速度（ac），如图 2.20。当横向冲击加速度大于这个临界值之后，电堆中就会出现组件相

对滑动的问题。这里的临界加速度可以作为电堆抵抗横向冲击能力的一个评判标准。结

果表明，临界冲击加速度会随着封装力和摩擦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在我们讨论的摩擦系

数范围之内（0.2 至 0.6），当封装力为 10 kN，并且横向加速度大于 10 g 时，电堆内就

会出现组件的相对滑动现象。而封装力增加至 35 kN 时，电堆便可以抵抗数值在 30 g 以

内的横向冲击加速度。据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考虑动载荷的影响时，封装力的可行设计

范围会较基于静载分析得到的小很多。具体的基于动载分析的封装力设计方法将在第五

章介绍。本节得到的不同封装力下电堆内组件发生相对滑动的临界冲击加速度可以为工

程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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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临界冲击加速度（ac）同封装力和摩擦系数的关系 

Figure 2.20  The dependence of the critical impact acceleration (ac) on clamping force and friction 

factor 

 

2.4  本章小结 

首先，本章利用有限元方法对两种典型布局的螺栓封装 PEMFC 电堆进行模态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结果中各模态的有效质量，能识别出电堆振动响应的主要参与模态。据此，

电堆在不同频率和方向的振动载荷作用下的力学响应，即变形形状和方向，可以被合理

地预测。例如，第 2.1 节中电堆的第 1 模态的主振方向都是沿封装方向（z）的平动，因

此为了防止电堆出现整体的共振，就要避免电堆受到沿 z 方向的低频振动。此外，还讨

论了螺栓数目和总封装力的变化会对电堆整体模态与组件局部模态分别产生的影响。增

加螺栓的数目可以增强电堆在封装方向的整体刚度，也就可以提高其抵抗沿 z 方向低频

振动的能力，但是不能明显地增强电堆抵抗来自横向（x 和 y）的以及绕三轴扭转的低

频振动的能力。而当总的封装力保持不变时，改变螺栓的数目对电堆内密封件等组件的

局部振动模态影响很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加总封装力可以提高电堆的整体模态

以及螺栓的局部模态的频率，但是会导致密封件局部模态频率的下降。因此，对于这一

类典型的螺栓封装电堆，为了减缓电堆组件在道路上的低频振动作用下的损伤，电堆的

总封装力需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然后，本章继续对螺栓封装的电堆在随机振动载荷下的响应进行了分析。依据 Miner

损伤理论，分析讨论了在三向单独（分别沿 x、y 和 z 方向）和三向混合等四种随机振

动载荷工况下的电堆组件的疲劳寿命。在这四种随机振动工况下，循环应力幅值的分布

对于电堆组件寿命具有很大的影响。从疲劳寿命云图可以发现，螺栓与螺母连接区域以

及密封件和 PEM 的外边缘区域的寿命较短。这会导致电堆在服役过程中，出现螺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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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泄漏率上升以及有效电极反应面积的减少等引起电堆性能衰退的问题。此外，相比

于电堆中部的单电池，靠近两侧端板单电池的密封件和 PEM 的疲劳寿命较短且损伤面

积比例较大。通过优化改进电堆结构的设计可以减小组件的疲劳损伤，例如，增加端板

刚度可以降低密封件和 PEM 外边缘处的循环应力幅值，从而提高疲劳寿命。合理的封

装力、螺栓布局与数目都有助于提升组件的疲劳寿命。在端板和螺母之间增加垫圈，并

增大它们之间接触区域的摩擦系数，能够减少螺栓松动问题的出现。MEA 与密封件的

非等厚设计可以使电堆内部组件压力分布更为合理，从而避免密封件或 PEM 的过早损

伤失效。 

最后，本章对钢带封装电堆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力学响应做了分析。采用均匀化的

方法，对较大规模的钢带封装电堆的有限元建模做了简化，减少计算资源的占用和求解

时间的消耗。当受到较大的横向冲击加速度作用时，单电池之间可能会发生相对的滑动

位移，电堆整体表现出横向的弯曲变形，即“塌腰”现象，而最大的弯曲变形出现在电堆

的中部。冲击加速度导致的组件界面上最大的剪切力出现在靠近端板的单电池内。这就

导致最大的相对滑动位移出现在最靠近端板的单电池之间。单电池之间的相对滑移量受

封装力、冲击加速度和摩擦系数的综合影响。较大的摩擦系数和较大且合理的封装力是

保证电堆具有较好抗冲击性能的前提。本章还提供了此钢带封装电堆在不同封装力下组

件发生相对滑移的临界冲击加速度，这可以为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本章主要研究分析了 PEMFC 电堆在振动和冲击载荷下的力学响应与结构的疲劳寿

命。简单概括，电堆结构与封装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动力学响应，决定了其抗振、

抗冲击、抗疲劳、抵抗衰退等综合性能。因此，我们在结构设计与封装工艺（包括封装

布局和封装力）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电堆可能遇到的各种动载荷工况，避免由于设计

不合理导致的电堆在服役中结构过早的损伤与失效。为了减少电堆在动载荷下的结构损

伤，要着重对电堆端板结构、封装力、膜电极与密封件厚度做改进设计，具体的设计方

法将分别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和第五章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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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MFC 电堆端板的结构优化 

3.1  钢带封装端板的分步优化 

对于螺栓封装端板，本课题组已在早期的工作中 [122]进行了多目标的拓扑优化，优

化后的端板具有较高的刚度并使内部组件的受压均匀性达到了最佳，同时大幅降低了端

板重量，如图 3.1 所示。但由于对于钢带封装电堆端板的设计改进研究较少，本章将把

钢带封装端板的优化设计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相比于螺栓封装，采用钢带封装方式的

电堆的结构可以更为紧凑，但钢带封装电堆的有限元分析和优化的难度都较高。首先，

由于柔性钢带与端板的接触面积较大，接触面的几何形状会对电堆组件受压均匀性产生

明显的影响。其次，端板与钢带接触面上不单单有法向的压力，还存在界面静摩擦导致

的切向应力，端板结构应力状态较为复杂。本章采用的分步优化可以将结构应力复杂的

端板多目标优化问题进行拆分，减少每一步计算中的收敛性与稳定性问题，以提高最终

优化结果的可信性 [177]。 

 

图 3.1  优化的螺栓封装端板示意图：(a) 4 螺栓封装，(b) 6 螺栓封装 

Figure 3.1  Schematic of the optimized endplates clamped by bolts:  

(a) 4-bolt-clamping, (b) 6-bolt-clamping 

 

本章选择作为算例的钢带封装 PEMFC 电堆与第 2.3 节中的相同，电堆结构如图 2.17

和图 2.18 所示。电堆组件的材料属性与尺寸等参数如表 2.1、表 2.2 和表 2.6 所列。在有

限元建模中，同样利用均匀化方法，等效简化冷却流道等细微结构。另外根据电池结构

的对称性，可以只选取电堆结构的 1/8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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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截面形状优化 

首先，将端板横截面的形状优化作为钢带封装端板分步优化的第一步。为了限制有

限元模型的刚体运动，要在对称面上施加对称边界条件。模型中设置了两个接触对，分

别是端板的下界面和电池的内部组件以及端板的上界面和钢带之间的接触。钢带封装端

板的横截面形状可以由若干控制点拟合得到的 B 样条曲线描述，如图 3.2 所示。样条曲

线的控制点被设置在了钢带和端板的接触面上，ri 和 θi 为控制点的坐标，i 为控制点编

号。在优化过程中，若横截面上控制点数过少，会使端板的描述不够精细，降低优化结

果的可信度，而取的控制点数目过多，则会减慢收敛速度。对于本文研究的电堆，为了

能较为准确的描述截面形状并且保证求解效率，我们将控制点的数目设为 5。 

 

图 3.2  端板截面形状的控制点（示意图未按结构真实尺寸比例绘制） 

Figure 3.2  The control points on endplate cross section 

（Note: the dimension of schematic is not proportion to the real model） 

 

控制点坐标（θi，ri）的表达式为： 

)1(
8

i 







 i


 ,           i = 1, 2, 3, 4, 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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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i = 2, 3, 4, 5     （3.2） 

其中，i为控制点的编号。控制点1在端板与绝缘层的接触面上（θ1=0，r1=wstack/2），控制

点5在端板截面的对称轴上（θ5=π/2）。这5个控制点沿着θ方向等间距分布，ri（i = 2, 3, 4, 

5）为优化中设计变量。这里，我们定义λi为控制点i和i-1之间连线的斜率。再定义Δλi为

两条相邻的连线斜率之差，表达式如下： 

i1iiΔ   
,             i = 3, 4, 5      （3.3） 

在优化过程中，优化目标之一，即接触压力分布最均匀，可以等效为接触面上节点

法向位移（uj）的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SD）最小。换句话说，实现这样的优化目

标可以使内部电堆组件接触面在封装力作用下尽量的保持平坦。在优化过程中，柔性钢

带的形状会根据端板外形的变化而相应改变。为了使封装钢带和端板紧密接触，避免出

现不合理的应力集中，端板的外形应该是光滑且外凸的。因此，上式中的λ i和Δλi需均为

正。端板横截面形状优化的列式为： 

find                ri,               i = 2, 3, 4, 5    （3.4） 

min. 
       

 
2

1j

j

c





n

uuSD
                        

（3.5） 

s.t.
          

0Δ,0 ii   ,         i = 3, 4, 5      （3.6） 

其中，u 是接触面上节点法向位移的平均值，nc是接触面上节点的总数目。 

端板外形的形状优化流程如图3.3所示，优化求解使用了ANSYS与Isight两个软件。

由于端板外表面与钢带接触带来的非线性，通常的一阶或二阶梯度寻优算法在计算目标

函数对设计变量的灵敏度时会遇到困难，从而影响到优化求解的收敛速度。因此本文采

取了零阶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这种算法不需要计算目标函数对设计变量的灵敏度，可

以直接在设计区间的全局搜索最优解，很适合应用于这类非线性的多目标优化问题 [17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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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端板截面形状优化的流程图 

Figure 3.3  The flowchart of shape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cross section 

 

受实际的物理退火过程启发，模拟退火算法引入一个温度参数。刚开始优化时，这

个参数的值最大，随着优化的进行，这个参数值逐渐减小。在整个优化过程中，设计变

量的值不断的改变，也就对应的不断提出一个个新的设计方案。然后，算法会通过比较

它们的目标函数值来判断新的方案的优劣。每当一个方案的目标函数较上一个方案的取

值小时，这个方案就被接受成为当前优化的解。但是，当一个方案的目标函数值较大时，

这个方案也是有较小的概率被接受成为当前优化的解，这个接受较差方案的概率是由上

面提到的温度参数决定的。这种数值的处理方法有利于使优化跳出局部最优解 [181]。图

3.4显示了利用模拟退火算法对端板外形做形状优化的迭代历程。整个优化的初始参数是

随机给出的（在这个智能算法中，最终的优化结果与初始值无关）。优化开始时由于初始

的温度参数值较高，设计变量在设计范围内大幅度变化，导致目标值较大幅度地频繁改

变，如图3.4中第1至490步。在优化进程中的第525步迭代陷入了一个局部的最优解。但

是算法接受了一个较差方案之后，优化可以继续下去，这有利于使算法找到全局最优解。

随着优化迭代的进行，温度参数逐渐降低，算法接受较差方案的概率也相应降低。最后，

当连续多个方案都没有被算法接受时，认为计算收敛，结束优化。最终显示横截面的最

优形状为四分之一圆形。根据对称性，整个端板的最优横截面形状为半圆形。这个优化

结果将作为后续优化设计的初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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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端板截面形状优化历程 

Figure 3.4  The process of shape optimization of endplate cross section 

 

 

 

3.1.2  横截面的拓扑优化 

作为分步优化的第二步，在上一节形状优化结果的基础上对端板横截面进行拓扑优

化，优化模型如图3.5所示，优化求解在Optistruct软件中进行。本文在拓扑优化中采用了

变密度法（variable density method，VDM）。有限单元的密度为ρe，取值范围是0至1。当

ρe=0时，表明该单元所占区域是空洞，不承担机械载荷；当ρe=1时，表明该单元所占区

域是实心材料；而当ρe的值在0至1之间时，表明该单元所占区域是一种假设的材料，其

弹性模量要较实心材料的小。这里采用固体各向同性材料惩罚模型（Solid isotropic 

microstructures with penalization，SIMP），描述单元弹性模量与ρe的关系 [150]。 

使用拓扑优化方法，可以将端板中多余的（承担机械载荷较小）材料去除，从而降

低端板的质量。这里将考虑两个优化目标：最大化端板刚度以及使组件间接触压力分布

最为均匀。前一个优化目标可以等效为最小化端板整体结构应变能，而后一个优化目标

已经在上一节中做了介绍。再将两个优化目标通过加权的方法整合成一个目标函数 [182]，

这样就可以将多目标优化问题化为单目标优化问题，具体的优化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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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T

e21 ,...,,   ,      e = 1, 2 … ne    （3.7）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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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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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t.                     10 e   ,          e = 1, 2 … ne    （3.9） 

0MM                           （3.10） 

其中，SE和SD分别表示端板应变能和电堆组件接触面法向位移的标准差。SE0和SD0分

别表示初始端板的应变能和位移标准差。SEmin和SDmin可以通过求解如下的单目标优化

问题得到： 

min.                     SE(ρ)                        （3.11） 

以及 

min.                    SD(ρ)                        （3.12） 

 

图 3.5  端板截面拓扑优化模型 

Figure 3.5  The topology optimization model of the endplate cros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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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单目标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与多目标优化问题的一致。ω1和ω2为加权系数，

这里都取为0.5 [122]。式（3.10）表明优化后端板设计区域的总质量（M）不应该大于 ·M0，

表达式为： 





e

1e

ee0

n

vMM                    （3.13） 

式中，M0为端板可设计区域的初始质量， 为优化的质量比（这里取0.3 [122]），ve是可设

计区域上有限单元的体积，ne是总的单元数目。 

 

图 3.6  端板截面的拓扑和形状优化结果： 

(a) 初始的端板横截面，(b) 多目标拓扑优化后横截面，(c) 形状优化后横截面 

Figure 3.6  The topology and shape optimization of the endplate cross section: (a) the original 

endplate cross section, (b) the multi-objective topology optimized endplate cross section, (c) shape 

optimized endplate cross section based on the topology optimized design 

 

图3.6（a）显示了经过第一步端板横截面形状优化的结果。图3.6（b）显示了横截面

经过多目标拓扑优化的结果，其中的ρe小于0.3的单元被去除了[122]。优化后耦合目标函

数的值从0.7616下降至0.0105。为了进一步使此拓扑优化结果中的端板结构轮廓更为规

则平滑，这里利用网格参数化的形状优化方法 [183]，对拓扑优化后的端板截面建立有限

元分析模型。在这个优化模型中，设计变量为拓扑优化后端板内部孔洞轮廓上的单元节

点的坐标。最后的端板横截面的优化结果如图3.6（c）所示。经过网格参数化的形状优

化的端板在工程加工中更容易实现。最终横截面的拓扑和形状优化使端板的质量下降了

39.50%。而且经过优化后，板与内部组件接触面上法向位移（uz）的标准差从0.4413 μm

下降至0.2857 μm。 

此外，将最大化刚度作为拓扑优化的目标之一可以帮助避免由于结构材料去除而导

致过大的Mises应力的出现。图3.7显示了经过横截面优化前后的两个端板在封装力作用

下Mises应力的分布。比较初始端板，优化后端板横截面上的最大Mises应力增加至49.05 

MPa，但是这仍然远小于端板材料的屈服极限（Aluminum alloy，290 MPa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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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端板横截面上的 Mises 应力分布： 

(a) 初始端板的横截面，(b) 形状和拓扑优化后端板的横截面 

Figure 3.7  The von Mises stress of the endplate cross section: (a) the original endplate cross section, 

(b) the endplate cross section after topology and shape optimization 

 

3.1.3  三维端板的优化 

目前拓扑优化方法在实际的大规模三维问题中应用较少，在对复杂结构进行优化时，

其应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150]。本文对端板的三维实体优化采用了另一种思路，即利用

分步优化的方法将复杂问题拆分为简单问题。前面两个小节已经介绍了分步优化的前两

步，完成了端板横截面优化的形状与拓扑优化。基于这个结果，将优化得到的端板截面

沿X方向进行拉伸，得到端板的三维实体模型，如图3.8所示。这里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封装钢带的位置会对优化结果产生影响，但是这在之前的工作中已经做了讨论 [185]。本

章电堆钢带的位置和尺寸均参考实际产品，并不作为研究讨论的变量。整个电堆一共使

用四个钢带封装，由于对称性，只需取1/4端板建模。一共设置了11个控制截面（在控制

截面3、4以及控制截面8、9之间布置封装钢带）。利用尺寸缩放因子pk表征控制截面上孔

洞尺寸的改变，pk的取值在0至1之间。用这种方法，可以采用几何参数化的形状优化方

法来优化三维的端板结构 [185, 186]。每个控制截面上的缩放因子pk为设计变量。这个优化

问题可以表示为： 

find             T
,. . .,, k21 pppp  ,       k = 1, 2 … 11    （3.14） 

min.      

2

min0

min
2

min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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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t.                 10 k  p ,           k = 1, 2 … 1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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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板内部的孔洞尺寸会随着设计变量而改变，最终的三维端板的优化结果可以通过这11

个设计变量的值而进一步得到。 

 

图 3.8  三维端板形状优化的控制面 

Figure 3.8  The control planes in shape optimization of 3D endplate 

 

以前两节得到端板横截面优化结果为基础，形状优化前后的三维端板如图3.9所示。

优化后端板内部的孔洞尺寸的缩放因子（沿着x方向）的值列入了表3.1。其中，k表示控

制界面的编号，xk是第k号的控制面的x的坐标，pk是第k号的控制面的缩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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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具有内部孔洞结构的三维端板（四分之一的电堆模型）： 

(a) 形状优化前的三维端板，(b) 形状优化后的三维端板 

Figure 3.9  3D endplate with inside-holes (one-quarter model due to symmetry): 

(a) the 3D endplate before optimization, (b) the 3D endplate after optimization 

 

 

表 3.1  优化后三维端板缩放因子的取值 

Table 3.1  The values of scaling parameters of 3D endplate after optimization 

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xk /mm 0 19.13 38.25 88.25 107.4 126.5 145.6 164.8 214.8 233.9 253.0 

pk 0.9942 0.7822 0.3273 0.3078 0.3321 0.3086 0.3036 0.3196 0.3580 0.3484 0.3995 

 

为了验证优化后三维端板的力学性能，我们对优化前后的在封装力作用下的端板进

行有限元分析。图 3.10 显示了最靠近端板的单电池的 MEA 的法向为位移分布云图。根

据对称性只显示了 1/4 的 MEA，图中右侧和上端为 MEA 的对称边界。图 3.10（a）显

示了未经形状优化的三维端板封装下 MEA 位移分布云图。相对于沿着 y 的位移分布结

果，沿着 x 方向的位移分布更不均匀。图 3.10（b）显示了经过形状优化的三维端板封

装下 MEA 的位移分布云图。优化前后 MEA 法向位移标准差下降了 9.16%，MEA 受到

压力的标准差也降低了 11.5%。有限元分析的结果表明优化后的三维端板的最大 Mises

应力为 22.26 MPa，如图 3.11 所示。这个最大的应力远小于端板材料的屈服极限，说明

优化后的端板可以满足静载封装下的强度需求。另外，本课题组已经在之前的研究中论

证过 [64]，单电池个数与封装力的大小对端板优化结果的影响不大。这就说明优化设计

的端板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即在调整电堆封装力以及改变单电池个数时，不需要再次对

端板重新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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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MEA 上法向位移的分布：(a) 三维端板优化前，(b) 三维端板优化后 

Figure 3.10  Normal displacement on the MEA: 

(a) 3D endplate before optimization, (b) 3D endplate after optimization 

 

 

图 3.11  优化后三维端板的 Mises 应力分布 

（根据关于 xz 和 yz 平面的对称性，只展示 1/4 端板模型） 

Figure 3.11  The von Mises stress of the 3D endplate after optimization 

(As the endplate is symmetric about xz and yz planes, 1/4 model is shown) 

 

3.2  端板优化对于组件疲劳寿命的影响 

接下来利用有限元方法，对采用优化后的螺栓封装与钢带封装端板的电堆在三向（x、

y 和 z）混合随机振动载荷下电堆组件的疲劳寿命进行分析比较。优化后的端板质量会

下降，具体的数据为：4 螺栓封装端板质量从 2.50 kg 下降至 0.91 kg，6 螺栓封装端板质

量从 2.49 kg 下降至 1.00 kg，钢带封装端板质量从 8.83 kg 下降至 6.21 kg。因此，当电

堆受到振动载荷作用时，电堆内部由于端板惯性力而产生的响应应力的幅值会相应减小。

其次，优化后的端板可以使电堆内密封件和 PEM 上受压更为均匀。在振动载荷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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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件和 PEM 上受到的循环应力幅值的分布也会更为均匀。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前一

章提到的密封件或 PEM 某些区域承担了较大的振动载荷，而出现组件局部区域寿命较

短，而出现过早损伤的问题。 

 

图 3.12  4 螺栓封装电堆内组件疲劳寿命云图： 

优化前端板封装的 (a) 密封件、(b) PEM；优化后端板封装的 (c) 密封件、(d) PEM 

Figure 3.12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components in 4-bolt-clamping stack:  

(a) sealant, (b) PEM clamped by before optimized endplate;  

(c) sealant, (d) PEM clamped by optimized endplate 

 

由于端板经受外载产生了弯曲变形，靠近端板的单电池内组件的受压是最不均匀的，

这些电堆组件在动载荷的作用下的损伤也是最为明显的 [188]。据此，本节选取这些疲劳

寿命相对较短的密封件和 PEM 做展示。图 3.12 和图 3.13 分别对比显示了端板优化前、

后的 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电堆密封件和 PEM 的疲劳寿命云图。从寿命云图中可以发现，

在优化后的端板封装下，密封件与 PEM 外边缘的低寿命区域面积明显减小。组件的寿

命，特别是两个电堆内密封件四个顶角的寿命明显提升。还要注意，本文采用的是强化

的道路振动载荷，比电堆实际服役的实际振动环境要更为严苛，因此分析得到的电堆组

件寿命结果偏于保守。而钢带封装电堆的规模要较螺栓封装的大很多，因此在振动载荷

作用下，受到较大的惯性力的影响，组件上的响应应力也要大很多。这就导致钢带封装

内密封件和 PEM 的疲劳寿命都较短，如图 3.14 所示。对比端板优化前、后的组件寿命

云图，可以发现密封件和 PEM 左右两侧较小寿命的区域面积明显缩小，组件的最短寿

命值也明显增大。密封件边缘处的寿命增加了约 150%，而 PEM 边缘寿命也增加了约

61%。因此通过端板的优化设计，可以有效防止电堆由于组件的疲劳损伤而过早的出现

性能衰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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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6 螺栓封装电堆内组件疲劳寿命云图： 

优化前端板封装的 (a) 密封件、(b) PEM；优化后端板封装的 (c) 密封件、(d) PEM 

Figure 3.13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components in 6-bolt-clamping stack:  

(a) sealant, (b) PEM clamped by before optimized endplate;  

(c) sealant, (d) PEM clamped by optimized endplate 

 

 

图 3.14  钢带封装电堆内组件疲劳寿命云图： 

(a) 优化前的端板封装，(b) 优化后的端板封装 

Figure 3.14  Fatigue life contours of components in belt-clamping stack:  

(a) clamped by before optimized endplate, (b) clamped by optimized end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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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钢带封装的 PEMFC 电堆的端板，以提升电堆内组件压力分布均匀性和端

板刚度为目标进行了优化设计。利用分步优化的设计思想，将多目标优化问题拆分成易

于收敛和稳定求解的三步，依次进行端板截面的形状优化、端板截面的拓扑优化和三维

端板的形状优化。 

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形状优化获得钢带封装的端板最优外形为半圆形。在此优化

过程中，使用了模拟退火算法代替通常使用的一阶或二阶梯度寻优算法。这种方法对于

具有高非线性的接触面的优化问题具有较高的求解效率。对端板截面进行拓扑优化，可

以实现端板减重的目的。另外在此优化中，使用网格参数化的形状优化方法，可以进一

步提升优化结果的平滑性。 

然后，以优化的端板横截面为基础，通过几何参数化的形状优化可以得到最终的三

维端板设计结果。这个形状优化步骤可以有效的提升电堆内部组件法向位移的均匀性，

进而缓解了密封件与 PEM 的外边缘出现的接触压力过大或过小的问题。同时，优化后

端板内的孔洞结构有助于达成轻量化的设计目标。 

最后，利用有限元方法，对采用优化后的螺栓封装与钢带封装端板的电堆在随机振

动载荷下电堆组件的疲劳寿命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端板电堆内密封件与

PEM 的最短寿命值明显提升，特别是这些组件外边缘区域的疲劳损伤问题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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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MFC 电堆等效刚度-质量模型 

4.1  等效刚度-质量模型的建立 

利用有限元法，为了达到足够的分析精度，电堆模型就需要数量庞大的有限单元，

分析会占用巨大的计算资源 [139]。因此需要一种高效、合理且简化的电堆数值分析方法。

我们课题组在之前的研究中 [114]，将电堆结构简化为等效刚度模型，即把电堆简化为由

许多组弹簧通过串联或并联组合在一起的力学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进

一步完善并发展出电堆的等效刚度-质量模型，下文简称为“等效模型”。 

参数化的等效模型把大型电堆简化为由许多组弹簧和质点，并通过串联或并联组合

在一起。电堆的横向和纵向分别指封装力施加的方向（z）以及垂直于封装力的方向（x、

y）。为了论述的严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个等效方法的前提假设：第一，因为电堆的

横向变形对组件间的接触压力的结果影响不大，所以在计算接触压力时可以将其忽略。

另外，当电堆只受封装力和纵向冲击加速度作用时，电堆的横向变形很小可以忽略。当

电堆受到较大的横向冲击加速度时，由于电堆组件一般呈薄板状结构，这些组件的切向

刚度（xz 和 yz 面内）较大，横向变形较小。但是，这种情况中需要额外补充一个电堆

组件之间不发生相对滑动的准则。经分析检验，只要满足这个补充的准则，电堆组件一

般不会因横向应力的影响而发生破坏。第二，在建立等效模型时，端板是具有足够高机

械强度的刚体 [114, 146]。第三，通常电堆组件都不允许发生塑性变形，所以只考虑分析组

件的弹性变形阶段。 

建立模型时，先将电池基本组件（双极板，MEA 和密封件等）组成单电池等效模型，

基本组件的刚度计算方法见附录 C。如图 4.1（a）所示，将双极板划分为四个区域：密

封区域（BP-sealant）、肋区域（BP-rib）、基板区域（BP-base）和冷却区域（BP-coolant）。

单电池也可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用于密封的外部区域（Cell-external），是由密封件和

双极板的密封区域串联组成；用于反应发电的内部区域（Cell-internal），是由 MEA、双

极板的肋和基板区域串联组成，以及用于散热的冷却区域（Cell-coolant）。这样，单电池

的等效质量就是组成单电池的各组件的总质量，记作 mCell。单电池外部和内部区域的等

效刚度的计算式 [52, 64, 114, 115] 分别是： 

Sealantsealant-BP

Sealantsealant-BP
external-Cell

2kk

kk
k


                    （4.1）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64 - 



































MEArib-gasrib-gas

MEArib-gasrib-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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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rib-gasrib-gas

MEArib-gasrib-gas

base-BP

internal-Cell

2
2

2

kkN

kkN
k

kkN

kkN
k

k              （4.2） 

external-coolantrib-coolantrib-coolantcoolant-BPcoolant-Cell 2kkNkk          （4.3） 

上式中 Ngas-rib 和 Ncoolant-rib 分别表示气体流道和冷却流道肋的数量。其中的 MEA 的等效

刚度为： 

PEMGDL

PEMGDL
MEA

2kk

kk
k


                          （4.4） 

再根据三个单电池区域所等效弹簧的串并联关系，可以组合得到一个单电池整体的等效

刚度： 

 

coolant-Cellinternal-Cellexternal-Cell

coolant-Cellinternal-Cellexternal-Cell
Cell

kkk

kkk
k




                  （4.5） 

如图 4.1（b）所示，将所得的单电池模型（NCell个）与集电板（2 个）和绝缘板（2

个）串联组成完整电堆的等效模型。同样将电堆分成外部和内部区域，它们的刚度计算

式分别是： 













coolant-Cell

Cell

InsulatorCollectorexternal-Stack

Stack

external-Cell

Cell

external-Stack
1-22

1

k

N

kkA

A

k

N
k     （4.6） 













coolant-Cell

Cell

InsulatorCollectorinternal-Stack

Stack

internal-Cell

Cell

internal-Stack
1-22

1

k

N

kkA

A

k

N
k      （4.7） 

电堆的总刚度为电堆外部和内部区域刚度之和： 

internal-StacknalstackexterStack kkk                  （4.8）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提供的等效模型不仅可以用螺栓封装的电堆，对钢带封

装的电堆也同样适用。在分析计算时，只需将螺栓的刚度（kbolt）与数目（Nbolt）替换为

封装钢带的刚度（kbelt）与数目（Nbelt）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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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PEMFC 电堆等效刚度-质量模型示意图：(a) 单电池，(b) 整体电堆 

（图中弹簧的尺寸并不代表刚度数值大小） 

Figure 4.1  Schematic of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of a PEMFC stack: 

 (a) unit cell, (b) whole PEMFC stack 

 (Note: Dimension of springs in the diagram is proportional to the magnitude of stiffness) 

 

 

 

在总封装力 Fclamping作用下，电堆的总压缩量是： 

Stack

clamping

Stack
k

F
δ                        （4.9） 

由此，可以得到电堆外部和内部区域的力的分别是： 

Stackexternal-Stackexternal-Stack δkF                （4.10） 

Stackinternal-Stackinternal-Stack δkF                 （4.11） 

再除以密封件和 MEA 等组件的横截面积（xy 平面），就可以得到相应组件上的应力值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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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FC 电堆一般都是在室温（20℃）状态下装配的，而电堆在服役时的温度一般在

60-90℃。这个温差（ΔT）会导致各组件产生相应的温度变形。当这种自由的温度变形受

到约束时，组件就会产生温度应力。对于电堆而言，封装螺栓等紧固件就是电堆内部组

件自由温度变形的约束。计算温度应力先要计算组件沿封装方向的温度变形，表达式如

下： 

thΔTαδ thermal
                        （4.12） 

其中，α 是组件材料的热膨胀系数，th 代表组件沿封装方向的尺寸。由此可分别得到电

堆外部和内部区域的自由温度变形： 

   thermal

Insulator

thermal

Collector

thermal

coolant-CellCell

thermal

external-CellCell

thermal

external-Stack 21- δδδNδNδ      （4.13） 

   thermal

Insulator

thermal

Collector

thermal

coolant-CellCell

thermal

internal-CellCell

thermal

internal-Stack 21- δδδNδNδ      （4.14） 

其中 

thermal

sealant-BP

thermal

Sealant

thermal

external-Cell 2δδδ                     （4.15） 

 thermal

base-BP

thermal

rib-gas

thermal

GDL

thermal

PEM

thermal

internal-Cell 22 δδδδδ            （4.16） 

thermal

coolant-BP

thermal

coolant-Cell δδ                        （4.17） 

根据变形协调与力的平衡，电堆整体的温度变形是： 

external-Stackinternal-StackBoltBolt

thermal

internal-Stackinternal-Stack

thermal

external-Stackexternal-Stack

thermal

BoltBoltBoltthermal

Stack
kkkN

δkδkδkN
δ




   （4.18） 

再依据式（4.10）和（4.11），由封装力和温度共同导致的电堆外部和内部区域力的分布

是： 

 thermal

Stack

thermal

external-StackStackexternal-Stack

thermal

external-Stack - δδδkF           （4.19） 

 thermal

Stack

thermal

internal-StackStackinternal-Stack

thermal

internal-Stack - δδδkF           （4.20） 

据此，在后续的多工况因素的耦合分析中，将各组件的温度变形代入耦合的力平衡方程

和变形协调方程，也就可以在组件受力分析中考虑温度的影响了。 

组件所受的应力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其性能和使用寿命。电堆内部的密封件和 MEA

都有着保证其正常工作且具有优异性能的合理应力范围。然而工程中一种常见的电堆结

构设计是将 MEA 和密封件设置成相等厚度的，这往往会导致这两个核心组件不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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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合理范围的应力。这时可以将密封件和 MEA 设计成非等厚的，通过厚度差的改变

来调节这两个组件上的应力。它们之间的厚度差的表达式如下： 

MEASealantSealant -Δ ththth                    （4.21） 

 

图 4.2  单电池中密封件与 MEA 厚度差的示意图 

Figure 4.2  Schematic of the unit cell when thicknesses of sealant and PEM are different 

 

MEA 厚度的设计往往是由气体传输和电化学反应效率性能等决定的，因此在后续分

析中其厚度取自文献中的特定值 [64, 68]。因此，厚度差 ΔthSealant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密封件

厚度的改变。这样，密封件的刚度和温度变形的计算式要分别更改为： 

SealantMEA

SealantSealant
Sealant

Δthth

AE
k


                      （4.22） 

 SealantMEASealant

thermal

Sealant ΔΔ ththTαδ                 （4.23） 

其中，ESealant 和 ASealant 分别是密封件的弹性模量和横截面积（xy 平面）。相应的，单电

池外部区域的刚度 kCell-external、kStack-external 和 kStack 都需要重新计算。当 ΔthSealant>0 时，密

封件比 MEA 厚（如图 4.2 所示），即封装前 MEA 与双极板之间存在初始间隙，这会导

致封装过程中密封件先与双极板接触产生应力。相对的，当 ΔthSealant<0 时，即密封件比

MEA 薄，初始间隙存在于密封件与双极板之间，导致封装过程中 MEA 先与双极板接触

产生应力。因此计算力的分布就需要分情况讨论。根据力的平衡和变形协调方程，当

ΔthSealant>0 时，在总封装力作用下的电堆外部和内部区域的力可通过式（4.24）和（4.2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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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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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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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4.25） 

要注意，上式中的刚度值都是重新计算更新过的。同样的，当 ΔthSealant<0 时，电堆外部

和内部区域的力分别是： 










 


Stack

SealantCellinternal-Stackclamping

external-Stack

gap

external-Stack

Δ

k

thNkF
kF           （4.26） 










 
 SealantCell

Stack

SealantCellinternal-Stackclamping

internal-Stack

gap

internal-Stack Δ-
Δ

thN
k

thNkF
kF      （4.27） 

根据上述的计算，我们知道当电堆中的初始间隙变化时，密封件和 MEA 上分担的应力

会相应的改变。因此在后续的耦合分析中，建立的变形协调方程也应该包括这些初始间

隙。 

 

图 4.3  电堆受冲击加速度作用的示意图 

Figure 4.3  Schematic of the stack under impact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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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于动载荷的处理采用动静法（经典的理论力学分析方法），即将冲击加速度导

致的电堆组件的惯性力代入到整体电堆结构的力的平衡与变形协调方程中进行分析求

解。如图 4.3 中的电堆，冲击加速度 a 方向与电堆纵向的夹角为 θ。i 是单电池的编号，

沿着电堆纵向递增。由于电堆的固定基座不是绝对的刚性，实际的电堆沿封装方向是具

有可伸缩性的。这里假设图 4.3 中下部的端板不可移动，而上部端板可沿电堆封装方向

移动，并用 ksub表示电堆固定基座的纵向刚度。 

各电堆组件的响应需满足位移协调和力平衡条件，因此螺栓和其他电堆组件的变形

量都会受冲击加速度作用发生改变，这里将分如下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是，当 cosθ ≥0 时（也就是电堆所受的冲击加速度的纵向分量是沿着+z 方向的），

螺栓被进一步拉伸，单根螺栓的力变为： 

 

subBoltBolt

InsulatorCollectorEPCellCellBolt

Bolt

clampingonaccelerati

Bolt

cos22

kkN

θammmmNk

N

F
F




     （4.28） 

此时，电堆的总压缩量是（封装力作用下电堆的总压缩量减去冲击加速度作用下螺栓的

伸长量）： 

 

subBoltBolt

InsulatorCollectorEPCellCell

Stack

onaccelerati

Stack

cos22

kkN

θammm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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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此时的单电池、绝缘板和集电板的变形分别是： 

 

Cell

CellInsulatorCollector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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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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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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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上式中的 Freaction为固定端板对于其它电堆组件的支座反力。那么电堆的总压缩量就可以

写作： 

InsulatorCollector

1

Cell

onaccelerati

Stack ΔΔΔ
Cell

ththth
N

i

i 


)(              （4.33） 

联立式（4.9）和式（4.28-4.33）就可以求得 F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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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当 cosθ <0 时（即电堆所受的冲击加速度的纵向分量是沿着-z 方向的），电堆

被进一步压缩，这导致单根螺栓的力减小，计算式如下： 

 StackBoltBolt

onaccelerati

Bolt Δ- δδkF                      （4.34） 

式中的 δBolt是在封装力作用下螺栓的伸长量，计算式是 δBolt=Fclamping /(NBoltkBolt）。ΔδStack

是在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电堆进一步的压缩变形量，计算式是 ΔδStack=
onaccelerati

Stackδ -δStack。

onaccelerati

Stackδ 仍可由式（4.30-4.33）计算得到。再由力的平衡条件，可得如下等式： 

θamFNδkF cosΔ EP

onaccelerati

BoltBoltStacksubreaction            （4.35） 

这样，可由式（4.34）和（4.35）计算得到 Freaction。 

得到这两种情况的 Freaction后，便可计算单电池外部和内部区域的压应力： 

  θamim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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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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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各单

电池中组件间的最大静摩擦力可以表示为： 

)()()( iii σAμσANμF external-Cellexternal-CellSealant-internalCellrib-gasrib-gasMEAfriction     （4.38） 

其中，μMEA 是 MEA 与双极板（其材料通常为石墨）的界面静摩擦系数，μSealant 是密封

件与双极板的界面静摩擦系数。当 θ 不等于 0 和 180°时，冲击加速度的横向分量会使各

单电池中组件间产生横向力： 

Cell
Cell

transverse sin1
2

mθai
N

F i 







)(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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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基于等效模型的 PEMFC 电堆分析方法： 

(a) 分析流程，(b) 组件的变形协调关系 

Figure 4.4  The analysis method of PEMFC stack based on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a) the flowchart of analysis, (b) the deformation compatibility of components 

 

上文提及的各工况因素对电堆组件受力情况的影响都应该在电堆设计分析时予以考

虑。图 4.4（a）显示了电堆设计分析的基本流程。首先，采用等效刚度-质量建模方法对

电堆进行参数化。然后，输入电堆服役时的各工况参数，利用力平衡和变形协调方程，

计算电堆组件的应力以及封装力导致的电堆整体和螺栓的变形，并计算温度、湿度和加

速度等工况因素导致的组件变形。如图 4.4（b）所示，根据仅受封装力作用以及受封装

力和各工况因素耦合作用时的电堆组件的变形协调关系，求解耦合情况下的电堆所受的

合力 Fcouple，表达式如下：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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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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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B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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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Bolt

couple
Δ

k

F
δ

k

F

k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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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40） 

这样，再根据电堆组件的等效弹簧的串并联关系以及弹簧力的分配规律，可以得到每个

组件所受到的力的分量，进而可以计算每个组件所受的压应力。需要说明的是，计算组

件力的分量时，要考虑密封件和 MEA 厚度差导致的电堆内初始间隙的影响。最后，还

要依据电堆组件应力的分析结果，对电堆进行疲劳寿命、可靠性和电化学性能的评估，

据此判断电堆结构设计的优劣。然后更改设计参数，进行下一轮的计算分析和评估。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72 - 

4.2  验证与误差分析 

提出等效模型之后，需要与经典的电堆结构分析方法对比，以进行正确性验证和误

差分析。之前的文献中已经对等效模型计算的单电池结构刚度以及封装力下电堆组件应

力的结果进行了验证。这些验证具体包括：林鹏等 [64]对比了采用等效模型与有限元模

型分析的单电池结构刚度，所得结果的偏差不超过 3%，但等效方法计算所耗时间可以

较有限元方法的少几个量级。Qiu 等 [189]基于等效刚度模型，提出了封装力作用下的预

测电堆内部组件间接触压力分布的分析方法，并对比了计算结果与压敏薄膜实验测试结

果。根据图 4.5 显示的 GDL 与双极板间的接触压力分布，表明等效模型计算结果与实

验测试结果的分布趋势一致，数值也能有良好的吻合。Alizadeh 等 [190]认为利用等效模

型计算组件应力的方法可以用于指导电堆封装。并且，Selamet 等 [191]也指出根据等效模

型计算的电堆最优封装力可以同文献[192, 193]的有限元和模拟分析得到相一致的结果。

这些验证与论述证明了等效方法在电堆封装设计应用的可行性和高效性。除此之外，我

们在与大连新源动力公司、上海汽车技术中心以及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合作

中，将这里提出的均匀化与等效建模方法都应用在了实际产品研发中。在 XY200A 燃料

电池堆的研发中，等效模型分析得到的电池组件层间滑动现象与实验室中观测的结果相

吻合。而在上汽第四代燃料电池堆的研发中，等效模型计算的 MEA 等组件上的接触压

力值与压敏纸测试结果的最大差异不超过 11.3%。但出于商业保密的要求，这部分内容

没有详细的写入本文。 

 

图 4.5  等效模型计算与实验测试的组件接触压力对比 

Figure 4.5  The contact pressure result comparison of the equivalent mode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 

 

接下来，对等效模型分析的电堆动载荷下力学响应结果进行验证。在等效模型分析

中，假设电堆在横向动载荷作用下不会出现弯曲变形，是导致计算误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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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电堆的双极板使用较薄的结构设计时，由于结构刚度较小，这个弯曲变形会

更明显，相应的误差也会更大。为了验证等效方法的可行性及分析精度以满足工程设计

要求，我们将等效分析方法计算结果与有限元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因为大型电堆的有

限元计算规模是十分巨大的，所以这个对比分析所使用的是一个具有 10 个单电池的小

型钢带封装电堆，如图 4.6。这个电堆的有限元模型总共具有 37 万个六面体减缩积分单

元。单电池的编号在图中从右至左依次增大。电堆的组件结构尺寸与材料属性参数与第

2.3 节的车用钢带封装电堆的相似。验证使用的工况为封装力 400 N 和冲击加速度 150 

g，是较为极端的工况。 

 

图 4.6  小型钢带封装的电堆模型（根据关于 yz 平面的对称性，只显示了 1/2 的电堆） 

Figure 4.6  The model of a small stack clamped by belts 

(As the stack is symmetric about yz plane, 1/2 is shown) 

 

首先对刚度计算结果进行验证。有限元计算结果如图 4.7 所示，各电堆组件沿纵向

的压缩变形量都呈现出较为均匀的状态。电堆在封装力作用下的总的压缩变形（δ）是

5.17 μm，可与反推得到电堆的整体刚度进行比较，计算式如下： 

δ

FN
k

clampingBelt

Stack

2
                      （4.41） 

得到电堆整体的纵向刚度（ Stackk ）是 77.40 GPa·mm。然后利用等效模型，由式（4.1-

4.8）计算得到的电堆纵向刚度为 82.30 GPa·mm。对比可以看出，利用等效方法计算的

刚度要比有限元分析得到的结果大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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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分析电堆在封装力和纵向冲击加速度（150 g）作用下的响应。表 4.1 对比列出

了等效模型分析（MA）和有限元分析（FEA）两种方法的结果。它们之间的相对偏差定

义如下： 

%100errorRelative 



FEA

FEAMA                （4.42） 

 

表 4.1  等效模型分析与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对比 

Table 4.1  Result comparisons of the MA and the FEA 

工况 参数 /单位 FEA MA 相对偏差 /% 

静载荷 

kStack /GPa·mm 77.40 82.30 6.33 

δ /μm 5.17 4.86 6.00 

σBelt /MPa 20.00 20.80 4.00 

纵向冲击 

（+z） 

δ /μm 4.87 4.42 9.24 

σBelt /MPa 24.36 23.05 5.40 

σ(1)
Cell-sealant /MPa 1.36 1.50 9.91 

σ(2)
Cell-sealant /MPa 1.38 1.50 8.77 

σ(3)
Cell-sealant /MPa 1.39 1.51 8.93 

σ(4)
Cell-sealant /MPa 1.40 1.53 9.14 

σ(5)
Cell-sealant /MPa 1.42 1.55 9.26 

σ(6)
Cell-sealant /MPa 1.43 1.56 9.24 

σ(7)
Cell-sealant /MPa 1.45 1.58 9.06 

σ(8)
Cell-sealant /MPa 1.46 1.59 8.73 

σ(9)
Cell-sealant /MPa 1.47 1.60 8.32 

σ(10)
Cell-sealant /MPa 1.49 1.62 8.78 

纵向冲击 

（-z） 

δ /μm 5.39 5.04 6.49 

σBelt /MPa 19.58 18.75 4.24 

σ(1)
Cell-sealant /MPa 1.68 1.78 6.02 

σ(2)
Cell-sealant /MPa 1.66 1.75 5.46 

σ(3)
Cell-sealant /MPa 1.65 1.74 5.82 

σ(4)
Cell-sealant /MPa 1.63 1.73 6.10 

σ(5)
Cell-sealant /MPa 1.62 1.72 6.21 

σ(6)
Cell-sealant /MPa 1.60 1.70 6.18 

σ(7)
Cell-sealant /MPa 1.59 1.69 6.00 

σ(8)
Cell-sealant /MPa 1.58 1.67 5.73 

σ(9)
Cell-sealant /MPa 1.56 1.65 5.48 

σ(10)
Cell-sealant /MPa 1.55 1.65 6.35 

注: )(

sealantCell

i

 是 No. i 单电池的密封件上平均接触压力 

σBelt是钢带上的拉伸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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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① +z 方向的冲击加速度作用会导致电堆总的压缩变形进一步的增加，

但是钢带上的拉伸应力会减小。受这个冲击加速度的影响，编号越大的单电池，其密封

件上的接触压力值越大。② -z 方向的冲击加速度作用会导致电堆总的压缩变形减小，

但是钢带上的拉伸应力会增加。编号越小的单电池，其密封件上的接触压力值越大。对

比这两种分析方法，它们得到的电堆在纵向冲击加速度作用下应力和变形规律是一致的，

密封件上接触压力的计算偏差不超过 10%。而封装力和纵向冲击加速度作用下，两种方

法计算的 MEA 上接触压力的偏差会更小，为了节省篇幅，此处的对比结果就不在本文

中展示了。 

 

图 4.7  在 400 N 封装力作用下的电堆压缩变形云图 

Figure 4.7  Compression deformation contour of stack under 400 N total clamping force 

 

 

图 4.8  电堆在 400 N 封装力和 150 g 横向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的压缩变形云图 

（注：图中显示的弯曲变形已经被放大了 300 倍） 

Figure 4.8  Compression deformation contour of stack under 150 g transverse impact acceleration 

and 400 N total clamping force 

（Note: The bending deformation is displayed at 300×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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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堆在横向冲击加速度 150 g 作用下，产生的横向应力导致电堆整体会有一个轻微

的弯曲变形，如图 4.8 所示。再与图 4.7 中电堆只受封装力作用时的情况进行对比，电

堆压缩变形的差异最大只有 0.12 μm。这个最大的差异出现在电堆的中部单电池的 MEA

上。结果就是，此 MEA 上的接触压力从 6.21×10-2 MPa 变为 6.34×10-2 MPa。再对比等

效模型的计算结果 5.84×10-2 MPa，接触压力相对误差的最大值从 6.34% 增加至 8.56%。

这在工程实践中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总的来说，忽略电堆在横向冲击下的弯曲变形、对端板刚体与组件材料作线弹性的

假设都会导致等效分析的误差。但是，与有限元分析的对比表明这个误差仍在工程实践

接受的范围之内。随着冲击加速度大小与方向的改变，等效分析得到的组件应力结果与

有限元分析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在不同冲击加速度和封装力的分析中，等效分析与有

限元分析结果的偏差都不会超过 10%。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有限元分析结果是在

Dell R730 服务器（48 核 95 GB）中计算 10 h 得到的。相比之下，等效模型的计算只需

要数秒的时间，时长减小了 2 个数量级以上。可见，该等效模型在保证工程使用的合理

精度的同时，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很高的求解效率。特别是分析大型电堆时，这个计

算效率上的优势在与有限元方法的对比中就会更为明显了。 

 

4.3  基于等效模型的电堆性能分析方法 

PEMFC 电堆的性能受到多种因素的耦合影响，包括组件的变形、温度与湿度、反应

与生成物的传输扩散、接触电阻和电化学反应等等。这里将通过建立较为成熟的宏观理

论模型，结合等效模型分析结构设计参数对电堆性能的影响。从微观角度，由于电堆输

出的电流与反应气体的消耗量成正比，当电堆电压下降时，消耗单位反应气体产生的电

功率也随之下降。因此，电堆的输出电压可以表征电堆的效率。然而，保持高电流密度

下的高输出电压是十分困难的。原因是电堆不可避免的存在活化、欧姆和浓度损耗，致

使实际输出的电压远低于热力学的理论值，而且电流密度越高这些损耗也就越大 [194]。 

对于一个单电池，输出电压的表达式如下： 

concohmicactNernstout UUUUU                    （4.43） 

上式中的 Uact、Uohmic和 Uconc 分别代表了活化、欧姆和浓度损耗；UNernst是 Nernst 电压，

根据热力学理论，其计算式为 [4]： 











21

O2H2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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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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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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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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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g和 Fa 分别是理想气体常数和法拉第（Faraday）常数。nH2 是氢气的化学计量数，

值为 2。pH2、pO2 和 pH2O 分别是反应和生成气体的分压，pH2/pO2 与反应气体的浓度比值

正相关，pH2O 则等于水的饱和蒸汽压与相对湿度的乘积。水的饱和蒸汽压可以由经验公

式计算 [73]： 

  3725saturate

H2O 1044541101837902953017642log TTTp   ....  （4.45） 

ΔGf表示反应前后物质吉布斯（Gibbs）自由能的变化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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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上式中氢气、氧气和水蒸气的焓 Hf与熵 Sf都可以通过查表得到 [4]。 

活化损耗 Uact可以由 Tafel 方程（Butler-Volmer 方程的简化形式[4, 73, 195]）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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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其中，α 是电化学反应传输系数，它的值取决于活化势垒，通常可以取为 0.5 [195]。j0 是

交换电流密度。 

 欧姆损耗 Uohmic 是由质子在 PEM 上传输的阻力，以及电子在 GDL、双极板和它们

两个之间接触界面上传输的阻力共同导致的，表达式如下 [4]： 

 MEAcontactohmict ΩΩjU                    （4.48） 

其中，ΩMEA 是 MEA 的电阻率（单位是 mΩ·cm2），它与 GDL 和 PEM 变形后的厚度以

及它们的电导率 sGDL和 sPEM有关（单位是 S·cm-1），计算式如下： 

    PEMPEMPEMGDLGDLGDL

PEMGDLMEA

--2

2

sδtsδt

ΩΩΩ

// 


         （4.49） 

相比较而言，PEM 的电阻率要比 GDL 大很多，这样 MEA 的电阻率就近似的等于 PEM

的电阻率。而当压力增大时，由于 PEM 很薄，PEM 厚度的改变就很小。这样 MEA 的

电阻率随压力的增加而变化的量不大。另外，接触电阻是与组件间真实的接触面积有关

的。封装力越大组件间的真实接触表面积也会越大，相应的接触电阻会越小 [196, 197]。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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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极板接触电阻可根据实验结果拟合得到，但要注意对于不同材料的双极板拟合公式

的形式和参数取值都是有差异的。通常的，制造双极板使用的材料包括：钢、复合材料

和石墨等。其对应的接触电阻 Ωcontact（单位是 mΩ·cm2）拟合计算式分别是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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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Contact 是 GDL 和双极板之间的接触压力。ΩMEA和 Ωcontact 随 pContact 变化的规律如

图 4.9 所示。对于三种材质的双极板，其与 GDL 的接触电阻都随 pGDL 的减小而大幅度

的变大。然而 MEA 的电阻率随 pContact 的改变而几乎保持不变。本文研究的电堆的双极

板都是由石墨制造的，这种石墨双极板与 GDL 的接触电阻较复合双极板的和 MEA 电

阻率都小了一个数量级，而较金属双极板的小了两个数量级，因此在分析中是可以忽略

的，而只需考虑 MEA 的电阻率。 

 

图 4.9  pContact 对 ΩMEA与 Ωcontact的影响 

Figure 4.9  The effect of pContact on ΩMEA and Ωcontact 

 

浓度损耗 Uconc 与反应物的浓度密切相关。因此设计要求 GDL 可以高效的传输反应

物（氢气和氧气）。而影响气体传输速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GDL 的孔隙率分布情况。图

4.10 的有限元计算结果显示了 GDL 在封装力作用下的孔隙率分布云图。可以发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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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L 压缩量达到 30%时，其孔隙率明显降低（大部分区域的孔隙率从初始的 0.7 下降至

0.5 以下）。根据经验可以建立 GDL 的孔隙率与体积应变之间的方程 [52]： 

V

V1-0
V 




e

e
                        （4.51） 

 

图 4.10  压缩率 30%的 GDL 孔隙率分布图 

Figure 4.10  The porosity distribution of GDL when the compression ratio is 30% 

 

其中，φ0 是 GDL 的初始孔隙率，εv 是 GDL 变形后的体积应变。GDL 的孔隙率降低的

直接影响是气体在其中的有效扩散系数的降低，有效扩散系数
eff

ki,D 的表达是如下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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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其中，Tref表示参考温度，Di,k 是气体组分在参考温度下的二元扩散系数，可以通过查表

得到。对于大多数的 PEMFC 电堆，计算浓度损耗时可只考虑阴极的情况。这是由于电

堆常常使用空气（而不是纯氧）作为氧化剂，而氧气的扩散比氢气要慢得多。因此浓度

损耗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4, 73]： 

                    （4.53） 

上式中的 nO2 表示氧气的化学计量数，值为 4。jlim是电堆的极限电流密度，是指当反应

物浓度（这里指的是氧气）降至 0 时的电堆的电流密度。jlim的表达式为 [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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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其 中 ， CO2 是 流 道 内 的 氧 气 浓 度 。 Qair 是 流 道 内 空 气 的 平 均 流 量 ， 等 于

QStack,air/(NCell·NChannel）。hm表示传质系数 [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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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ff

N2O2

hm
Φ

D
Sh ,                         （4.55） 

Sh是 Sherwood 数，表征了对流传质与扩散传质的比值，取为 4.86。Φh是水力直径，对

于矩形横截面的流道有 [4, 73]： 

ChannelChannel

ChannelChannel
h

2

dw

dw
Φ


                      （4.56） 

这里的 wChannel 和 dChannel分别是流道的宽度与深度。 

为了表征单电池电化学特性绘制了极化曲线（j-Uout）和功率密度曲线（j-P）。功率

密度 P 等于 j·Uout，即为电流密度与输出电压的乘积。图 4.11 显示的各条 j-P 曲线都共

同有如下规律：当 j 较小时，P 随着 j 的增加而增加；当 P 达到极大值后，随着 j 的继续

增加 P 逐渐减小。在设计中，一般将工作电流密度设为最大功率密度所对应的值。因此，

电堆的体积功率密度为： 

Stack

CellMEAmax
Stack

V

NAP
P


                      （4.57） 

其中，AMEA和 VStack 分别是 MEA 的面积（活化面积）和电堆的总体积。 

图 4.11（a）中 j-Uout 曲线的中间段的斜率越大就表示电阻率越大。对比来看，当接

触压力和其他工况参数一致时，因为具有石墨双极板的单电池的电阻率（组件电阻率和

接触电阻率的和）是最小的，相应的其欧姆损耗是最小的，Pmax也是最大的。这也是很

多电堆产品选用石墨双极板的一个原因。然后，再对比图 4.11（b）中的各条 j-Uout曲线，

当接触压力增加时，接触电阻率减小，欧姆损耗降低。但是，GDL 孔隙率的下降也导致

了极限的电流密度也会大幅下降。因此，就要通过合理的电堆设计，使双极板与 GDL 的

接触压力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结合结构强度、可靠性以及性能分析，对电堆封装与结构

的设计方法将在第五章做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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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极化曲线（j-Uout）和功率密度曲线（j-P）： 

(a) 不同材质双极板，(b) 不同接触压力 

Figure 4.11  The current-voltage curve (j-Uout) and power density curve (j-P): 

(a) with different BP materials, (b) with different contact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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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 PEMFC 电堆参数化的等效刚度-质量的建模分析方法，即是把大型电堆

简化为由许多组弹簧和质点通过串联或并联组合在一起的系统力学模型。该模型在保持

电堆组件装配关系的同时，将具体的电堆结构特点参数化，简化为纯粹的数学模型，从

而可以高效的分析 PEMFC 组件的结构应力。该模型能够分析的结构应力包括封装力导

致的结构应力、温度变化过程中组件膨胀变形而产生的温度应力、以及动载荷作用下电

堆结构的响应应力等。 

由于等效模型对电堆结构进行了简化与近似，难免存在计算误差。但对于一个具体

的工程问题，一方面，材料属性与载荷的测试以及结构组件的加工装配所引起的误差可

能已经超过了简化方法本身导致的计算误差；另一方面，产品分析精度的要求是根据不

同的结构设计阶段而异的：在结构概念设计中，很多参数都未完成定型设计，结构设计

的改动都需要重新分析与评估，而电堆结构设计初期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结

构设计的修改也会频繁出现。这时，如果对每次结构修改都进行精确的建模分析，无疑

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且占用巨大的计算资源。因此，工程师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平

衡计算精度与计算量之间的矛盾。通过等效模型与有限元模型分析结果的对比表明，等

效模型具有工程使用需求的足够精度，而且求解效率极高。 

在电堆组件的结构应力分析之后，利用本章提出的方法，结合组件间的接触电阻分

析和反应物在电极中的浓度分析等，可以得到电堆输出电压的活化损耗、欧姆损耗和浓

度损耗，进而评估电堆的性能。而且还能开展电堆结构的可靠性分析，以及近似评估在

连续动载下组件的疲劳寿命与结构的疲劳可靠度。综合考虑电堆功率密度、密封等性能

以及结构强度，从而高效的获得电堆封装力的合理设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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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等效模型与可靠性的电堆参数设计 

本章选取了三个典型的螺栓封装的电堆作为基于等效模型的参数设计示例，如图 5.1

所示。这三个电堆都采用直径为 10 mm 的螺栓进行封装。18 螺栓封装电堆上相邻螺栓

的间距与 6 螺栓封装电堆的相同，它们结构上的主要差异为电堆规模：18 螺栓封装电堆

由 100 个单电池组成，每个单电池在 xy 横截面上的尺寸为 506 mm×124 mm；而 6 螺栓

封装电堆由 10 个单电池组成，每个单电池在 xy 横截面上的尺寸为 165 mm×85 mm。6

螺栓与 4 螺栓封装电堆的规模是一致的，它们结构上的主要差异为螺栓布局。这三个电

堆的端板、集电板、绝缘板、双极板和 MEA 等组件的厚度都是一致的，分别是 20 mm、

20 mm、4 mm、6 mm 和 0.6 mm。它们的双极板上都具有平行气体流道，每条流道都是

1 mm 宽、0.6 mm 深。在双极板的中部还有矩形截面的冷却流道，流道截面尺寸为 3 

mm×2 mm。具体的材料属性参数见表 2.1 与表 2.2。 

 

图 5.1  基于等效模型的电堆参数设计示例： 

(a) 18 螺栓 100 单电池，(b) 6 螺栓 10 单电池，(c) 4 螺栓 10 单电池 

Figure 5.1  Examples of structural parameter design of stack based on equivalent model: 

(a) 100 unit cells clamped by 18 bolts, (b)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6 bolts, (c)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4 b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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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数据，PEM 的材料属性与温度和湿度相关。表 5.1 列出了 PEM 弹性模量

和屈服极限的拟合参数（β00-β03）的取值。采用三次多项式拟合，可得到它们之间的函

数关系，表达式如下： 

3

03

3

30

2

12

2

21

2

02

2

20

11011000

TRHTRHTRHTRH

TRHTRHTRH







),Poly(
     （5.1） 

拟合后的函数曲面如图 5.2 所示。 

表 5.1  PEM 材料属性的拟合参数 

Table 1  The coefficients of PEM material properties 

参数/单位 EPEM σYPEM 

β00 /MPa 255.8 9.626 

β10 /MPa·%-1 6.229 -8.074×10-2 

β01 /MPa·℃-1 -8.291 -6.697×10-2 

β11 /MPa·%-1·℃-1 -4.980×10-2 -2.402×10-3 

β20 /MPa·%-2 -0.1165 1.946×10-3 

β02 /MPa·℃-2 0.1537 2.360×10-3 

β21 /MPa·%-2·℃-1 3.062×10-4 7.594×10-6 

β12 /MPa·%-1·℃-2 1.500×10-4 1.547×10-5 

β30 /MPa·%-3 5.625×10-4 -1.422×10-5 

β03 /MPa·℃-3 -9.271×10-4 -2.234×10-5 

 

前人已经对大部分电堆尺寸参数的选取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根据流体的传输效率的

试验和模拟可以确定流道的最优尺寸 [53, 57]，所以本文就不再重复论述这些工作了。另

外电堆的工况参数（如气体压力、温度和湿度等）往往是由电化学反应需求决定，这也

不是本文研究讨论的重点。根据上文的论述，封装力 Fclamping和密封件与 MEA 的厚度差

ΔthSealant的改变都会显著影响组件的受力情况。因此，选取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作为本文

重点研究讨论的电堆的结构设计参数。设计流程如下： 

第一步，根据等效模型的分析，考虑冲击加速度的影响，得到满足组件不失效破坏

的 Fclamping的可行设计范围。 

第二步，根据疲劳极限分析，得到使密封件和 MEA 都能达到较高使用寿命（等寿

命设计）的 ΔthSealant取值，并给出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第三步，根据可靠性分析，考虑温度、湿度和加速度等工况参数的影响，计算电堆

整体可靠度达 0.99 以上的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 的设计范围。 

第四步，分析设计参数对电堆功率密度的影响，评估电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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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PEM 材料属性的函数曲面：(a) 弹性模量，(b) 屈服极限 

Figure 5.2  The function surfaces of PEM material properties: 
 (a) elastic module, (b) yield stress 

 

5.1  电堆在动载下的结构强度 

一般而言，评估电堆组件强度失效的安全准则有： 

（I）对于密封件，需要保证既不会因为密封件的压应力（σSealant）不足而出现漏气问题，

也不会因为压应力过大而使密封件出现屈服，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199]： 

Sealant

gas

Sealantexternal-Cell

2355

w

p
σσ ii

..
)()(


                 （5.2） 

SealantYSealantexternal-Cell σσσ ii  )()(                   （5.3） 

（II）相比于 GDL，PEM 的机械强度更弱，因此在分析时可以把其破坏与否当作衡量

MEA 强度破坏的标准 [78]，也就是要保证 MEA 的核心部件 PEM 不出现塑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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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YPEMinternal-Cell σσσ ii  )()(                      （5.4） 

（III）螺栓的塑性变形是不被允许的，即需满足： 

safe

BoltY

Bolt

Bolt

n

σ

A

F
                          （5.5） 

（IV）在冲击加速度作用下，不允许出现各电堆组件间相对滑动，则有： 

)()( ii FF frictiontransverse                        （5.6） 

这也就是说，组件间的最大静摩擦力 )(iFfriction
需要大于横向力 )(iFtransverse

。这里的横向力是由

横向的冲击加速度 atransverse导致的，可以由下式计算： 

transverseCell
Cell

transverse
2

1 am
N

iF i  )(
)(               （5.7） 

在式（5.2-5.6）中，pgas为电池内气体压强； SealantYσ 、 PEMYσ 和 BoltYσ 分别是密封件、PEM

和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pgas与 SealantYσ 这里分别取为 0.15 MPa [74]和 7.84 MPa [175]。 BoltYσ

在工程手册中的取值范围是 275 MPa 至 440 MPa [175]，这里为了使结构设计更为保守取

为下限 275 MPa。nsafe是螺栓强度的安全系数，这里取为 2。 

图 5.3 显示了电堆在考虑纵向冲击加速度（|a|）和基座刚度（ksub）时，单根螺栓施

加封装力（FBolt，总封装力 Fclamping等于 Nbolt·FBolt）的许用范围。这里用作示例的三个电

堆分别是：18 螺栓封装具有 100 个单电池的电堆，如图 5.3（a）所示；6 螺栓封装具有

10 个单电池的电堆，如图 5.3（b）所示；4 螺栓封装具有 10 个单电池的电堆，如图 5.3

（c）所示。讨论的|a|的范围是 0 至 150 g，而 ksub的范围是 0 至 10·kbolt·Nbolt。这里的 kbolt

和 Nbolt分别表示单根螺栓的刚度和电堆中螺栓的总数。因为图 5.3（a-c）结构是相似的，

这里只以图 5.3（a）为例来做详细说明。图 5.3（a）由左、右上和右下三幅小图组成。

其中的左图显示了 FBolt 的许用范围随|a|和 ksub 的变化情况；右上和右下图则显示了 ksub

分别是 10·kbolt·Nbolt 和 0 时，FBolt的许用范围随|a|的变化情况。更具体的，右上和右下图

中的虚线表示，当 a=0 g 时（静载），按照各安全准则得到的封装力的许用上、下限；而

图中的实线则表示，当 a>0 g 时（动载），对应不同冲击加速度的封装力的许用上、下

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是冲击加速度沿纵向的情况，电堆组件间是不会出

现相对滑动的；而且，对于这三个电堆而言，我们计算发现 PEM 是不易发生屈服变形

的。因此，安全准则 II 和 IV 决定的封装力上、下限并未在图 5.3 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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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考虑纵向冲击加速度和基座刚度的封装力许用范围： 

(a) 18 螺栓 100 单电池，(b) 6 螺栓 10 单电池，(c) 4 螺栓 10 单电池 

Figure 5.3  Schematic of allowable range of clamping force while considering longitudinal impact 

acceleration and longitudinal constraint stiffness: (a) 100 unit cells clamped with 18 bolts, (b) 10 unit 

cells clamped with 6 bolts, (c) 10 unit cells clamped with 4 b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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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势上看，当 ksub不变，随着|a|的增加，封装力的许用范围是缩小的。这就说明，

尽管设计中电堆静载下的各安全准则都能满足，电堆结构在服役中受到冲击时还是有可

能破坏失效的。也就是说，若设计中不考虑冲击加速度的影响，电堆使用的安全性就难

以保证。当|a|不变，随着 ksub的增加，封装力的许用范围会有所增大，这主要是因为 ksub

的增加会使基座承担更多的冲击力，这样就降低了螺栓断裂的风险，也就使由螺栓强度

失效的安全准则（III）决定的封装力的许用上限提高了。但是，比较之下，ksub的改变对

由密封件强度失效的安全准则（I.1 和 I.2）决定的封装力的许用上、下限的影响很小。

当 ksub 达到 4·kbolt·Nbolt 后再继续增大，封装力的许用上、下限的改变就已经不明显了。

所以，适当提高基座刚度确实可以增大封装力的许用范围（也可以理解为增加了电堆设

计的安全裕度），但没必要将基座设计得过于刚硬而导致成本大幅度提升。比较图 5.3（a-

c）可以发现，当 ksub不变，随着|a|的增加，图 5.3（a）中的封装力上、下限改变的幅度

较大（即图中实线的斜率较大）。这就说明，对于越大规模的电堆，电堆结构的安全性受

冲击加速度的影响也就越大。 

接下来考虑电池受不同方向冲击时封装力的许用范围。这里固定 ksub的取值 0（由上

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这种情况下，电堆更易受冲击影响而发生结构的破坏）。如图 5.4 所

示，冲击加速度的大小由云图的颜色表示（由蓝至红变化表示冲击加速度由 0 增加至 150 

g）。图 5.4 中的环向和径向坐标分别表示 θ 和 FBolt的取值。随着冲击加速度的增加，封

装力的许用范围在缩小，这一点与图 5.3 反映的结论类似。因为图 5.4（a-c）包含的内

容是相类似的，这里以图 5.4（a）为例来做详细说明。当冲击加速度较小时，封装力的

许用上、下限主要由密封件压力的上、下限决定。随着冲击加速度的增加，冲击方向的

改变，封装力的许用上限就需要考虑螺栓强度的要求，而封装力的许用下限也需要考虑

不允许电堆组件间出现相对滑动的要求。此外，单是冲击方向的改变也会导致封装力的

许用范围的变化，也就是电堆对于不同方向的冲击的抗冲击性是不同的。对于此电堆具

体来讲，纵向冲击最易造成电堆组件的材料强度的破坏，而 θ ≈ 120°或 240°时的冲击最

易造成电堆组件间的相对滑动。据此，在电堆抗冲击性较差的方向上安装防撞缓冲装置，

可以提升电堆的抗冲击性能。不同于图 5.4（a）所表征的较大电堆（具有 100 个单电池）

的特性，图 5.4（b、c）所表征的较小电堆（具有 10 个单电池）在受到不同方向的 150 

g 的冲击加速度时，电堆组件之间都不会出现相对滑动的问题。综合来看，18 螺栓封装

的 100 单电池电堆、6 螺栓封装 10 单电池电堆以及 4 螺栓封装 10 单电池电堆的单根螺

栓的封装力 FBolt 的许用范围分别是 5.045-6.143 kN、2.762-7.353 kN 和 4.162-9.481 kN。

后续章节中分析讨论的各电堆的封装力都会保证在此范围中，并且冲击加速度的幅值都

取为 150 g（讨论的上限），这就保持了设计都是偏于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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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考虑冲击加速度大小和方向的封装力许用范围： 

(a) 18 螺栓 100 单电池，(b) 6 螺栓 10 单电池，(c) 4 螺栓 10 单电池 

Figure 5.4  Schematic of allowance range of clamping force considering multi-direction of impact 

acceleration: (a) 100 unit cells clamped with 18 bolts, (b) 10 unit cells clamped with 6 bolts, (c) 10 

unit cells clamped with 4 bolts 

 

5.2  电堆的结构强度可靠性分析 

5.2.1  结构强度可靠度的计算方法 

电堆组件的加工制作和电堆装配封装过程中，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导致电堆的实际工

作表现达不到设计预期。这些不确定因素一般是由品质控制不足导致的，例如电堆组件

尺寸的加工误差、材料缺陷以及装配精度不足等等，结果造成一部分电堆在未达到服役

时长前就过早地出现故障或性能衰退。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电堆的可靠性不高。可靠性

是衡量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和使用期限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的指标。定义中，“规定条

件”是指电堆服役时的环境和工况条件（如温度和湿度等），“使用期限”是指设计目标中

需求电堆无故障工作的时长。可靠性越高，电堆可以长时无故障工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这正是生产商和消费者所期望的。 

可靠性研究依据的是概率统计方法。机械结构可靠性高低可以用可靠度衡量

（Reliability，R）。按照可靠性指标（可靠度）设计满足要求组件的方法通常被称为可靠

性定量设计。设计中，载荷、强度、结构尺寸、工况参数等均被看作是随机变动但具有

一定统计规律的随机变量，需要利用概率分布函数对它们的随机特性进行描述。具体到

PEMFC 电堆可靠性设计，我们将各组件的应力和强度作为随机变量。这里，强度失效

表示组件应力未满足 5.1 节中的结构强度安全准则（I-IV）。在本文中，电堆组件的可靠

度计算采用应力-强度分布干涉模型 [200]，计算流程如图 5.5 所示。可靠度的计算方法参

考了文献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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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结构强度可靠度的计算流程 

Figure 5.5  The flowchart of structural strength reliability calculation 

 

首先定义状态函数： 










下限

上限

Y

Y

σσ

σσ
ζ                       （5.8） 

ζ>0 表示组件在使用期限内安全工作；ζ<0 表示发生了破坏失效；ζ=0（极限状态方程）

表示临界状态。其中，σ 和 σY分别是组件的应力和强度，都是随机变量（材料属性、结

构尺寸和载荷等）的函数： 

 iXXXXσ ,...,,f)(f 21σσ                    （5.9） 

 j21YYY YYYYσ ,...,,f)(f                    （5.10） 

其中，影响 σ 和 σY 的随机变量分别用 Xi 和 Yj表示，通常这些随机变量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 ζ 的概率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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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那么，组件的可靠度就等于 0ζ 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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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上式中的状态函数替换为应力和强度来表示，结构强度可靠度就可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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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相对的，组件破坏失效的概率 Pfailure就是 1-R。 

影响产品结构可靠性的各种随机变量一般都服从某种分布形式，包括正态分布、指

数分布、Weibull 分布等。理论上进行可靠性分析需要大量的实验与使用现场的数据，通

过统计分析确定各随机变量的分布形式，但是 PEMFC 电堆的相关资料数据很少。在这

种情况下，工程上通常的做法是先将各随机变量假设服从正态分布 [152-155]，再通过后续

实验和实践中积累的数据逐渐对算法进行修正。电堆组件尺寸和材料属性等随机变量一

般是相互独立的。根据概率论中心极限定理 [203]，组件的应力和强度（多维随机函数）

也能较好的服从正态分布。据此，本文中电堆组件应力和强度的概率分布函数可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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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ξσ、ξY、ψσ 和 ψY 分别表示组件应力 σ 和强度 σY 的均值和标准差。根据正态分布

的加法定理，状态函数 z 也服从正态分布，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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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ζ 的均值和标准差（ξζ 和 ψζ）还满足： 

σYζ ξξξ                           （5.17） 

2

Y

2

σ ψψψζ                         （5.18） 

因此，组件的可靠性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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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进一步化简可得： 

 normalN βR                         （5.20） 

其中，N 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βnormal表示可靠度系数，表达式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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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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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normal

ψψ

ξξ

ψ

ξ
β




                    （5.21） 

从式（5.21）可以发现组件的可靠度随着 βnormal 增加而增加。所以，为了提高组件可靠

度，最直接的方法是增大组件应力与强度差的绝对值，也就是使组件应力尽量远离失效

破坏的危险值。或者降低应力和强度分布的离散度，即减小两者的标准差，也就是降低

应力与强度分布干涉的概率。 

 

5.2.2  变异系数 

为了描述随机变量的数据离散程度，引入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也

可称作标准差系数或离散系数），其定义是随机变量标准差 ψ 与均值 ξ 的比值： 

ξ

ψ
CV                            （5.22） 

对于本章中示例的三个电堆，根据等效模型，其核心电堆组件（MEA 和密封件）上

的应力可以分别表示为： 

 
clampingMEAMEA , , FDimensionEσ σf                （5.23） 

 clampingSealantSealant , , FDimensionEσ σf               （5.24） 

其中，E、Dimension 和 Fclamping 代表了三类电堆的设计参数，分别是组件的弹性模量、

组件的尺寸以及封装力。在可靠度分析中，这些设计参数都是作为随机变量的。在工程

中，组件应力（间接随机变量）与电堆设计参数（直接随机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往

往是隐式的。对于复杂的结构，求解这个隐式方程需要借助有限元等方法。这时，就会

突显出计算精度与计算量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工程师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根据式（5.8），

状态函数 ζ 也是由直接随机变量隐式表达的。这种情况可以利用一阶二次矩法（firs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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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moment，FORM）求得结构的可靠度。假设 ζ 是 n 维随机变量 Zj（j=1,2,…,n）的

函数，根据极限状态方程，可得结构失效界面的表达式为： 

0,...,, 21 )(f nζ ZZZ                       （5.25） 

这里用 )(
****

nZZZP ,...,, 21
表示失效界面上的一点。再对上式在该点处做一阶 Taylor 展开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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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 Zj相互独立时，ζ 的均值和标准差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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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ξj和 ψj分别是随机变量 Zj的均值和标准差。 

当失效函数是隐式时，工程上一般采用验算点法。我们首先定义灵敏度系数 Λj，用

以表示各个随机自变量 Zj分别对 ψζ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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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ζ 的标准差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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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ζ 服从正态分布时，可靠度系数 βnormal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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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失效界面方程可以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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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normal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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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ψΛβZ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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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32） 

而满足这个方程的设计点的表达式是： 

jjnormaljj ψΛβξZ *                      （5.33） 

 

图 5.6  一阶二次矩法的迭代过程 

Figure 5.6  The iterative process of first order second moment 

 

接下来要用迭代的办法求解状态函数 fζ 在 *

jZ 处的偏导数。为了方便表示，将

 
*

f
jj

j
ZZ

ζ Z


 记作 )('f
*

jZζ 。具体的迭代过程如图 5.6 所示。经过 k 次的迭代后，当 βnormal

的变化小于允许的计算误差时，完成求解。在得到可靠度系数 βnormal之后，利用标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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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函数方程即可求得结构可靠度。 )('f
*

jZζ 要依据两次有限元分析（或其他数值方法）的

结果再借助差分法得到。当采用前向差分时，其计算表达式为： 

j

jjj

j
Δ

Δ

Z

ZZZ
Z

ζζ

ζ

)(f)(f
)('f

**

*


                 （5.34） 

其中，ΔZj是两次迭代中随机变量 Zj的改变量。这样总共就需要 k(n+1)次有限元分析（或

其他数值方法的计算）。对于大型结构而言，这个计算规模是十分巨大的。 

根据前面的介绍，利用我们提供的等效模型，可以高效的分析电堆结构应力响应。

这种方法采取了线性的假设，上文中已经做了相关的验证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当状

态函数 ζ 与各个随机自变量近似呈线性关系，并且各个随机自变量的均值较大而方差较

小（即随机变量的变异系数都较小）时，计算可以采用均值点法，省去迭代的计算过程。

在这种方法中，失效点上各随机变量都直接取为它们的均值，βnormal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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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阶二次矩法，MEA 和密封件上应力的均值和方差可以分别表示为： 





























  2

F2

MEA

2
2

dimension2

j

MEA

2
2

E2

i

MEA

2

MEAMEA ji2

1
ψ

F
ψ

Dimension
ψ

E
ξ σ

j

σ

i

σ
σσ

fff
f  （5.36） 

 
2

F
MEA

2

dimension

j

MEA

2

E

i

MEA2

MEA ji















































  ψ

F
ψ

Dimension
ψ

E
ψ σ

j

σ

i

σ
σ

fff
 （5.37） 





























  2

F2

Sealant

2
2

dimension2

j

Sealant

2
2

E2

i

Sealant

2

SealantSealant ji2

1
ψ

F
ψ

Dimension
ψ

E
ξ σ

j

σ

i

σ
σσ

fff
f （5.38） 

 
2

F
Sealant

2

dimension

j

Sealant

2

E

i

Sealant2

Sealant ji















































  ψ

F
ψ

Dimension
ψ

E
ψ σ

j

σ

i

σ
σ

fff
（5.39） 

其中，ξσMEA、ξσSealant 和 ψσMEA、ψσSealant分别代表了组件上应力的均值和标准差。将本文

研究的具体电堆的参数代入式（5.36-5.39），应力的均值和标准差都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表

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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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forcedimensiondimensionmodulusmodulus0 CVβCVβCVββ          （5.40） 

其中，CVmodulus、CVdimension 和 CVforce 分别表示了电堆组件材料属性、结构尺寸和载荷等

随机变量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不是一个确定的值，通常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浮动。一般

而言，当产品设计要求严格且加工工艺水平较高时，大多设计参数的变异系数都不会大

于 0.10。式（5.40）中的参数 β0、βmodulus、βdimension和 βforce的取值如表 5.2 所示。再根据

定义，MEA 和密封件上应力的变异系数可以分别表示为： 

MEA

MEA
MEA

σ

σ
σ

ξ

ψ
CV                          （5.41） 

Sealant

Sealant
Sealant

σ

σ
σ

ξ

ψ
CV                         （5.42） 

表 5.2  应力的均值和标准差参数 

Table 5.2  The parameters of the stress mean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参数 

4（或 6）螺栓封装电堆 18 螺栓封装电堆 

ξσMEA 

/MPa 

ψσMEA 

/MPa 

ξσSealant 

/MPa 

ψσSealant 

/MPa 

ξσMEA 

/MPa 

ψσMEA 

/MPa 

ξσSealant 

/MPa 

ψσSealant 

/MPa 

β0 1.5020 0 1.6020 0 1.5034 0 1.6034 0 

βmodulus -0.0222 1.0540 0.0241 1.2388 -0.0413 0.9961 0.0474 1.3124 

βdimension 4.1943 9.5167 0.2879 6.0219 4.0690 9.2473 0.3143 6.2333 

βforce 0 2.2561 0 2.5664 0 2.2603 0 2.5710 

 

 

图 5.7  应力变异系数对各随机变量变异系数的偏导数：(a) MEA，(b) 密封件 

Figure 5.7  The derivative of stress CV with respect to the random varieties:  

(a) MEA, (b) seala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SzCbeYDga4VYh_WGvUxBKirrEqHSF7YgoWvkGmHbAXXo4miwx12AsqLgLAJxQnMzAidEr8jjiFZqiPQT0uq1p2J0SeL5hb2yeoMMrolJWKlwq78B2FchwT0bAfEuxs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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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力的变异系数对各随机变量变异系数求偏导数，结果如图 5.7 所示，当随机变

量变异系数在 0 至 0.10 范围内变化时，这些偏导数都近似的保持为一个常数。也就是

说，对于我们的电堆而言，当直接变量的变异系数较小时，间接变量（应力）的变异系

数与其成近似的线性关系，如图 5.8。其中尺寸参数的变异系数对组件应力的变异系数

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另外从图 5.8 中还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的电堆（4、6 和 18 螺栓

封装），它们的应力变异系数与各随机变量的偏导数的差别是很小的。 

 

图 5.8  应力的变异系数：4 或 6 螺栓封装电堆的 (a) MEA 和 (b) 密封件； 

18 螺栓封装电堆的 (c) MEA 和 (d) 密封件 

Figure 5.8  Stress CV: (a) MEA and (b) sealant in 4- or 6-bolt-clamping stack; 

(c) MEA and (d) sealant in 18-bolt-clamping stack 

 

由此可见，在利用等效模型计算的结果中，应力变异系数与电堆规模关系不大。当

然根据第四章的论述，保障这个方法成立的前提之一（即这个结果的适用条件）是电堆

端板具有足够的刚度。当组件尺寸和材料属性等随机变量 CV 继续增大时，应力和强度

的 CV 可能达到 0.2 以上。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设计电堆结构，电堆的可靠度都是较

低的（无法达到 0.99 以上）。所以，当电堆结构设计完成以后，制造高可靠度电堆的首

要前提是具备高水平的加工和装配工艺。根据文献，在目前的工业技术水平上，实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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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产品各随机变量的变异系数都能控制在 0.10 以内。具体的，弹性模量变异系数上限一

般取为 0.05 [205]，尺寸的变异系数上限为 0.035 [153]，以及封装力（外界载荷）的变异系

数上限为 0.07 [153]。将这些变异系数的上限代入式（5.40）可得，4（或 6）螺栓与 18 螺

栓封装电堆的组件应力变异系数上限分别是 0.1056 和 0.1046（MEA 应力变异系数），

0.0947 和 0.0956（密封件应力变异系数）。据此，在下面的分析中，MEA 与密封件应力

的 CV 都近似的取为 0.10。 

 

图 5.9  4 螺栓封装电堆组件上接触压力： 

(a) 螺栓扭矩相同时的 MEA，(b) 螺栓扭矩都不同的 MEA 

(c) 螺栓扭矩相同时的密封件，(d) 螺栓扭矩都不同的密封件 

Figure 5.9  The contact pressure of components in 4-bolt-clamping stack: 

(a) MEA when bolt torques are same, (b) MEA when bolt torques are different, 

(c) sealant when bolt torques are same, (d) sealant when bolt torques are different 

 

这里还需说明一点，由于螺栓的加工精度、螺帽界面摩擦状态和拧紧方法等多种因

素，螺栓施加封装力的变异系数是在讨论的随机变量中最大的，并且各螺栓扭矩的大小

很可能不一致。因此，接下来要研究这种情况对电堆结构可靠性分析的影响。图 5.9 和

图 5.10 分别显示了 4 螺栓和 6 螺栓封装电堆内组件接触压力分布云图，图中螺栓扭矩

的单位是“N·m”。这里讨论的电堆总封装力都是相同的，约为 22 kN。当螺栓扭矩一致

时，4 螺栓电堆的每个螺栓的扭矩为 12 N·m，而 6 螺栓电堆的为 8 N·m。按照上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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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力的变异系数的上限为 0.07，再由 3-Sigma 准则 [203]可以推算出，4 螺栓电堆的每个

螺栓的扭矩的变化范围是 9.48-14.52 N·m，而 6 螺栓电堆的是 6.32-9.68 N·m。 

图 5.9（b、d）和图 5.10（b、d）中左右两侧的螺栓扭矩分别取为其变化范围的上下

限。对比图 5.9（a、c）和图 5.10（a、c）中的组件压力云图可以发现，螺栓扭矩不一致

对 MEA 和密封件等组件上接触压力分布的影响不明显。当螺栓扭矩一致时，4 螺栓封

装电堆 MEA 和密封件上接触压力的最大值分别是 2.448 MPa 和 2.288 MPa，最小值分

别是 1.599 MPa 和 0.596 MPa；而当螺栓扭矩不一致时，MEA 和密封件上接触压力的最

大值分别是 2.452 MPa 和 2.295 MPa，最小值分别是 1.595 MPa 和 0.595 MPa。它们的偏

差都不超过 0.31%。而对于 6 螺栓封装电堆，当总封装力保持不变时，各螺栓扭矩之间

最大存在约 50%的偏差，引起的电堆组件上接触压力的最大偏差也不会超过 0.53%。 

 

图 5.10  6 螺栓封装电堆组件上接触压力： 

(a) 螺栓扭矩相同时的 MEA，(b) 螺栓扭矩都不同的 MEA 

(c) 螺栓扭矩相同时的密封件，(d) 螺栓扭矩都不同的密封件 

Figure 5.10  The contact pressure of components in 6-bolt-clamping stack: 

(a) MEA when bolt torques are same, (b) MEA when bolt torques are different, 

(c) sealant when bolt torques are same, (d) sealant when bolt torques are different 

 

然后，利用有限元方法，对螺栓扭矩不一致的电堆进行模态分析。与上文提到的一

样，分别取当电堆两侧的螺栓扭矩为其变化范围的上下限。以此为例，再与 2.1 节电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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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分析结果对比。图 5.11 显示了总封装力相同的前提下，螺栓扭矩不一致对电堆各阶

模态频率的影响。图中的“CV=0.07”表示电堆的每个螺栓的扭矩变异系数上限为 0.07。

对比可以发现，螺栓扭矩不一致与一致时的电堆模态频率差异很小。换句话说，某一个

螺栓扭矩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改变时，只要电堆总封装力保持不变，那么电堆在动载荷

下响应的改变也是很微小的。因此综上所述，在电堆结构强度的可靠性分析中可以不考

虑螺栓扭矩不一致对结果产生的影响。那么，分析中的各螺栓扭矩变异系数也可以假设

取相同的值。 

 

图 5.11  螺栓扭矩不一致对电堆模态频率的影响 

Figure 5.11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 of bolt torques on stack mode frequencies  

 

5.2.3  电堆结构强度可靠度分析结果 

各随机变量的变异系数都取为前一节所讨论的上限，这时基于结构强度可靠性分析

的电堆设计参数是最为保守的。图 5.12 显示了不同组件应力时的 PEM 和密封件的强度

可靠度，工况参数是 T=60℃以及 RH=50%。当 PEM 和密封件的应力分别在 0.2969-3.529 

MPa 和 2.454-4.173 MPa 范围时，它们的可靠度可以达到 0.9999。电堆是由多个电堆组

件装配组合在一起的系统，系统的可靠性取决于组件可靠性和各组件之间的连接方式  

[206, 207]。所以，当电堆组件在载荷作用下的应力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即各组件都具有较

高的强度可靠度时，那么电堆整体的可靠度也必然会是较高的。因此，尽量保证每个组

件在服役中都处在合理的应力状态，是结构可靠性设计的主要目标。对于电堆系统，若

单电池的核心组件 PEM 和密封件有一个失效破坏了，就可以认为单电池也失效破坏了，

那么单电池可靠度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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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antPEMCell RRR                       （5.43） 

据此，电堆可靠度的计算可采用系统表决模型 [155]，表达式如下： 

  iNi
N

ri

i

N RRR




  Cell

Cell

Cell CellCellStack 1C              （5.44） 

其中，电堆共由 NCell个单电池组成。模型规定，当故障的单电池个数不多于 r 时电堆就

不会发生故障。分析设计中我们取 r=1，即当任一单电池发生故障时就认为电堆已发生

故障。这时的模型也可称作串联模型，而这样的可靠性设计也是最为保守的。 

 

图 5.12  PEM 和密封件的强度可靠度 

Figure 5.12  The strength reliabilities of PEM and sealant 

 

根据 5.1 节的论述，导致电堆发生故障的原因包括：螺栓、密封件和 PEM 等组件的

强度破坏，密封失效引起的漏气，PEM 失效引起的电荷无法传输，以及电堆组件在冲击

加速度作用下发生相对滑动。图 5.13 显示了当工况参数为 T=60℃、RH=50%和 a=150 g

时，保证三个典型电堆的可靠度不小于 0.99 的各自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也就是说，若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在可行设计范围内取值，电堆不发生上述故障的可靠度

就可以达到 0.99 以上。可行设计范围是由多条曲线围绕而成的，其中每条曲线都代表电

堆发生某一种故障的概率恰为 0.01（已在图 5.13 中作了标识）。而当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

的设计值不在可行范围时，电堆发生上述故障的概率就会超过 0.01，电堆结构的强度可

靠度就会降至 0.99 以下。举例说明：①当设计值取为图 5.13（a）标志的星号处时，这

个 18螺栓封装的电堆在服役中出现螺栓强度破坏故障的概率较高；②当设计值为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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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星号处时，此 6 螺栓封装的电堆出现密封失效故障的概率较高；③当设计值为

图 5.13（c）的星号处时，此 4 螺栓封装的电堆出现密封件强度破坏故障的概率较高。这

样就可以明确的指导工程师去更改设计，上述例子的改进方案分别是：①适当降低封装

力；②增加封装力的同时适当增加密封件的厚度；③降低封装力的同时适当减小密封件

的厚度。 

 
图 5.13  保证电堆强度可靠度不小于 0.99 的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a) 18 螺栓 100 单电池，(b) 6 螺栓 10 单电池，(c) 4 螺栓 10 单电池 

Figure 5.13  Allowable design range of Fclamping and ΔthSealant when the strength reliabilities of PEM 

and sealant are not less than 0.99: (a) 100 unit cells clamped by 18 bolts,  
(b)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6 bolts, (c)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4 bolts  

 

 下面进一步讨论电堆在不同工况温度时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我们研

究的电堆装配温度为 20℃（参考温度）。服役中电堆的温度会维持在 60-80℃（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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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是当电堆超负荷工作或散热不佳时，其温度会达到 90℃。如图 5.14 所示，随着

温度的升高，受压的电堆组件（PEM 和密封件）的压应力会进一步增大，而由于单电池

的膨胀变形，螺栓上的拉应力也增大了。这就导致图 5.14 中的可行设计范围整体下降。

将各电堆在不同工况温度时的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 的可行设计范围取交集，同时将纵轴

的数值除以 NBolt，得到各电堆在工况温度为 20-90℃时的 FBolt 和 ΔthSealant 的可行设计范

围，如图 5.15。这样，只要保证电堆的设计参数 FBolt和 ΔthSealant在图中显示的可行范围

内，电堆在装配和服役时的全部工况温度中的可靠度都可以达到 0.99 以上。 

 

图 5.14  不同工况温度时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Figure 5.14  Allowable design range of Fclamping and ΔthSealant under variety of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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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工况温度为 20-90℃时 FBolt 和 ΔthSealant的可行设计范围 

Figure 5.15  Allowable design range of FBolt and ΔthSealant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in the range of 20-

90℃ 

 

 此外，通过基于电堆结构强度的可靠性分析，可以换算得到结构的安全系数（Factor 

of safety，nsafe）。安全系数实际上是要求设计中必需保证结构具有足够的强度储备，可

以为机械设计提供一个更为简单直接的指导。组件材料的极限强度用 σlimit表示，它一般

可以选取为材料的屈服极限或断裂极限。安全系数就是极限强度与组件所受应力的比值，

设计准则可以表示为： 

][n
σ

σ
n  limit

safe                       （5.45） 

其中，n 是设计的许用安全系数。结合可靠度系数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 

2

Y

2

σnormalσY ψψβξξ                    （5.46） 

当只保证静载下电堆组件的强度时，这里就可以令 ξY=σlimit以及 ξσ=σ，再在等式两边同

时除以 σlimit，那么有： 

2

Y

22

σnormalsafe 1 CVnCVβn                 （5.47） 

由此，我们得到可靠度系数与安全系数的关系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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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22

σ

safe
normal

1-

CVnCV

n
β


                   （5.48） 

其中，CVσ 和 CVY分别是组件应力和强度的变异系数。再根据式（5.20）、（5.21）、（5.43）

和（5.44）可以计算电堆可靠度与安全系数的关系，如图 5.16 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对

于示例的电堆而言，为保证电堆整体可靠度达到 0.99 以上，4 或 6 螺栓封装电堆的许用

安全系数应该设为 1.70 以上，18 螺栓封装电堆的则应该在 1.88 以上。因为本部分的中

心还是要介绍电堆的可靠性设计，其他情况下的安全系数也可以依照上面的方法换算，

这里就不再做赘述了。 

 

图 5.16  电堆强度可靠度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Figure 5.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reliability of stack and factor of safety 

 

5.3  电堆的结构疲劳可靠性分析 

本节首先以正弦循环应力为例，详细说明一下疲劳强度设计中需要使用的几个术语，

如图 5.17 所示。定义 σmax 和 σmin为整个应力循环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σm为平均应力，

σa 为应力幅，分别可由式（2.14）和式（2.15）计算；rσ为应力比，其表达式为 rσ=σmin/σmax；

σσ则为当 rσ = -1 和 Ncycle=N∞时的最大疲劳破坏应力（即疲劳破坏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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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循环应力 

Figure 5.17  Cyclic stress 

 

图 5.18 显示了材料的 σm、σa 和 Ncycle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图 5.18（a）中的 Ncycle=0

平面上，材料的破坏遵循静强度下的破坏准则。也就是，认为当 σm 和 σa 中任何一项达

到材料断裂极限（σb）时，都会引起组件的破坏。而在 σm=0 平面上的曲线表示了应力幅

与循环极限次数的关系，这条曲线就是大量文献中提到的“S-N 曲线”。通常来讲，当

Ncycle>108 时，曲线会变得平缓。这时可以取 N∞=108，它对应的应力幅（σ-1）可以称作材

料的无穷寿命疲劳破坏强度。当 σm≠0 时，就要综合考虑平均应力对材料寿命的影响。

如图 5.18（b）中的 Soderberg 曲线所示，曲线与横纵坐标轴围绕的区域就表示了材料不

发生疲劳破坏所对应的 σm 和 σa 的取值范围。工程上也会采用线性近似方法表征 σm 和 σa

的许用范围。对于允许屈服破坏的结构，选用的近似直线方程如下（Soderberg 方法）： 









 

b

m
1a 1

σ

σ
σσ                          （5.49） 

而对于不允许屈服破坏的结构，直线方程如下（Soderberg）： 









 

Y

m
1a 1

σ

σ
σσ                         （5.50） 

其中，σb和 σY分别是材料的断裂极限和屈服极限。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7 - 

 

图 5.18  电堆组件材料的 σm-σa-Ncycle关系图：(a) 三维图，(b) σm-σa曲线 

Figure 5.18  The σm-σa-Ncycle diagram of stack component material:  

(a) 3D diagram, (b) σm-σa curves 

 

利用等效模型，得到电堆组件在连续冲击加速度作用下的循环应力幅值和平均值后，

再根据 2.3 节的疲劳分析方法，就可以近似计算组件的极限循环次数（Ncycle）。选取加速

度幅值恒定为 20 g 的连续动载荷作用下的电堆疲劳分析作为算例。由于这个 20 g 幅值

的连续动载荷对于电堆是较为严苛的，此时的电堆组件极限寿命值（或应力极限循环次

数）都是较小的。为了使这三个电堆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调整电堆的封装力使 Fclamping 

/AStack 相同（平均压力为 2 MPa，其中的 AStack 是电堆 xy 横截面面积）。计算结果如图 5.19

所示，当密封件增厚（ΔthSealant /thMEA 为正）时，由于 PEM 的平均循环幅和应力值都相

应减小了，PEM 的 Ncycle增大，但是密封件的 Ncycle降低。当密封件减薄（ΔthSealant /thMEA

为负）时，密封件的 Ncycle增大，但是 PEM 的 Ncycle降低。另外，比较具有 100 单电池和

10 单电池的电堆，可以发现在相同的冲击加速度作用时大规模的电堆组件需承受更大的

循环应力幅。因此，这个较大规模电堆的密封件和 PEM 的 Ncycle都要小于另外两个小规

模电堆的。对于这个算例中的 100 单电池和 10 单电池的电堆，当密封件的厚度较 MEA

的薄 4.76%和 4.98%时，各电堆的密封件和 PEM 的 Ncycle 相等。因此，为了避免电堆在

服役中因某一组件过早发生疲劳破坏而不能正常工作，可采用电堆组件等寿命的设计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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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密封件和 PEM 的应力循环极限次数 

Figure 5.19  The stress limit cycles of sealant and PEM 

 

经过分析可以知道，电堆在服役时的组件平均应力基本稳定不变，可以近似看成常

数。在振动加速度作用下，电堆组件的应力状态就是在此平均应力之上又叠加一个动态

的循环应力。这种情况下，电堆的疲劳可靠度可以按照如下的方法计算：如图 5.20 所示，

表示组件应力状态的 W*只能在 M*P*射线上移动。这也就是说，M*、W*和 P*点的横坐

标都是相同的。随着组件的应力幅值增大，即 W*P*间的距离逐渐缩短，组件的疲劳强度

可靠度也逐渐的降低。由于直线 σ-1σY 是一条无穷寿命疲劳破坏临界线，是疲劳实验统

计的平均值，该直线上的点可以认为疲劳破坏概率（可靠度）为 0.50。所以当 W*与 P*

重合时，组件疲劳破坏的概率达到 0.50。当 W*在 P*上方区域时，组件疲劳强度可靠度

将小于 0.50。 

 

图 5.20  平均应力不变时组件应力状态与疲劳可靠度的关系 

Figure 5.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state of component and fatigue reliability when the mean 

stress is a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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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的应力均值（ P

mσ ）与 W*的应力均值（ W

mσ ）相等，根据式（5.50），P*的应力幅可

以写作：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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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

p

a 1
σ

σ
σσ                          （5.51） 

根据定义，P *和 W*的最大应力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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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电堆组件疲劳可靠度状态函数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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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再根据一阶二次矩法，ζ 的平均值和方差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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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用符号 ξ、ψ 和 CV 分别表示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按照上文的

说法，当 ζ 的分布规律也满足正态分布时，其概率密度函数可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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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xp)(f                      （5.57） 

这时，状态函数 ζ 的值大于 0 的概率就是组件疲劳强度的可靠度，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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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其中，N 代表标准正态分布函数，βnormal为正态分布时的可靠度系数，表达式为： 

ζ

ζ

ψ

ξ
β normal

                           （5.59） 

 

图 5.21  电堆组件的疲劳可靠度：(a) PEM，(b) 密封件 

Figure 5.21  The fatigue reliabilities of stack components: (a) PEM, (b) sealant 

 

如图 5.21 所示，当组件上的平均应力和应力幅增大时，PEM 和密封件的疲劳可靠度

都随之下降。据此，再由式（5.43）和（5.44）可以进一步计算电堆整体的结构疲劳可靠

度。分析设计中，电堆系统表决模型的参数 r 取为 1，即当电堆中任一单电池发生故障

时就认为电堆已发生故障。这时的模型也可称作串联模型，而这样的可靠性设计也是最

为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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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电堆的疲劳可靠度： 

(a) 18 螺栓 100 单电池，(b) 6 螺栓 10 单电池，(c) 4 螺栓 10 单电池 

Figure 5.22  The fatigue reliability of stack: (a) 100 unit cells clamped by 18 bolts,  

(b)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6 bolts, (c)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4 bolts  

 

利用等效模型，可以快速地计算动载荷作用下的电堆组件上的平均应力和应力幅。

总封装力和加速度幅值分别决定着电堆组件上的平均应力与应力幅，进而导致组件的疲

劳强度可靠度的不同。图 5.22 显示了电堆的疲劳可靠度同电堆总封装力和动载荷加速

度幅值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可靠性分析中的总封装力和动载荷加速度幅值都是

随机变量，这两个变量在图中的具体数值都是平均值。对于大型电堆而言，在振动加速

度作用下，电堆需要承受更大的惯性力，即组件上的应力幅更大。这就导致，当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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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增大时，100 单电池电堆的疲劳强度可靠度有着明显的下降，如图 5.22（a）。相比

之下，10 单电池电堆的可靠度下降就不那么明显，如图 5.22（b、c）。再比较两个 10 单

电池的电堆，它们一个采用了 6 螺栓封装，另一个采用了 4 螺栓封装。对于 6 螺栓封装

的电堆，它在封装方向上拥有更大的约束刚度。那么振动加速度作用下，螺栓上可以分

担更大的惯性力，相应的 PEM 和密封件等内部的核心电堆组件上的应力幅就会小一些。

因此当总封装力相同时，随着振动加速度幅值的增加，6 螺栓封装电堆的疲劳强度可靠

度的下降稍缓于 4 螺栓封装电堆的，如图 5.22（b、c）。结合 5.1 节的分析，保证 18 螺

栓电堆结构强度的合理封装力的范围是 90.8 kN-110.6 kN，6 螺栓电堆的是 16.6 kN-44.1 

kN，4 螺栓电堆的是 16.6 kN-37.9 kN。再考虑到影响电堆性能的因素，如接触电阻和气

体密封等，此算例最终选定的封装力不在保证电堆结构的疲劳可靠度达到 0.99 的范围

之内，即组件的疲劳寿命（或应力极限循环次数）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服役后期的

组件极有可能出现疲劳损伤的问题。这与文献[208]指出的组件疲劳可靠度会随着服役时

间的增长而降低的观点一致，电堆服役后期应该增加检测频次并及时更换破损组件。综

合来看，随着封装力的增大，电堆更易于发生疲劳强度破坏。因此从电堆组件疲劳可靠

度的方面考虑，封装力应取可行设计范围的下限。 

 

5.4  电堆的性能评估 

本节以电堆的运行温度 60℃的情况为例，对示例的三个电堆性能进行了分析，在这

个温度工况下电堆的运行效率较高。分析采用的 PEMFC 电堆基本的运行参数见表 5.3。

而基于等效模型对电堆性能的分析方法详见第 4.3 节。图 5.23 显示了设计参数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 对 PEMFC 电堆的体积功率密度 PStack 的影响。当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 的取值

在图中的可行范围之内时，可以保证电堆结构强度可靠度达到 0.99 以上。图 5.23 中可

行范围内的彩色云图表示了 PStack 的大小。可以发现，当密封件的厚度大于 MEA 时，

PStack 较高。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样的设计使密封件要承担更大的封装力，而 GDL 受到

的压应力较小（即 GDL 和双极板间的接触压力较小）。结果导致 GDL 上的气体传输效

率较高，浓度损耗低。另外，对于石墨双极板的电堆，GDL 上压应力的改变对欧姆损耗

和活化损耗的影响都很小，因此，当密封件的厚度大于 MEA 时，PStack 也较高。另外，

当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在等寿命线上取值时，PEM 和密封件的极限循环次数 Ncycle（寿命）

是相等的。当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 在图中等寿命线的右侧区域取值时，密封件的寿命较

低，即电堆长期服役中密封件可能先出现泄漏和疲劳破坏等问题。而相反的，当 Fclamping

和 ΔthSealant在图中等寿命线的左侧区域取值时，PEM 的寿命会明显下降。对比具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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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电池与 10 个单电池的电堆，当工况参数都相同时，较大规模电堆的 PStack 较高。对

于一个电堆而言，封装螺栓、端板以及密封和冷却等区域不用作反应发电，所以它们占

据的体积一般被称作无效体积。通常大规模电堆的无效体积占总体积的比例较小，这也

是为什么大规模电堆的 PStack 会较高的原因。然而，根据我们的计算和分析可以发现，

大规模的电堆在冲击作用下其组件需承受更大量级的动载荷（惯性力）。而且大规模的

电堆包含更多数量的单电池和其他的电堆组件，这样保证电堆的可靠度的难度也较高，

表现为设计参数的可行范围较小。也就是说，工程师需要更为谨慎地考虑多种因素对大

规模电堆设计的影响。 

 

图 5.23  Fclamping和 ΔthSealant的取值对 PStack的影响： 

(a) 18 螺栓 100 单电池，(b) 6 螺栓 10 单电池，(c) 4 螺栓 10 单电池 

Figure 5.23  The effect of Fclamping and ΔthSealant on PStack: (a) 100 unit cells clamped by 18 bolts, (b)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6 bolts, (c) 10 unit cells clamped by 4 b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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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工况参数 

Table 5.3  Working condition parameters 

符号/单位 描述 取值 文献 

pgas /MPa 气体压力 0.15 [52] 

T /℃ 电堆的运行温度 60 [52] 

xH2,ref /mol·m-3 H2的参考物质的量浓度 2.83 [195] 

xO2,ref /mol·m-3 O2的参考物质的量浓度 0.84 [195] 

κ /m2 多孔介质的渗流系数 1.0×10-12 [112] 

vis /Pa·s 动力黏度（Tref：333.2 K） 2.059×10-5 [209] 

DO2, N2 /m
2·s-1 O2和 N2相对扩散系数（Tref：293.2 K） 2.20×10−5 [210] 

DO2, H2O /m
2·s-1 O2和 H2O 相对扩散系数（Tref：308.1 K） 2.82×10−5 [210] 

DH2O, N2 /m
2·s-1 H2O 和 N2相对扩散系数（Tref：307.5 K） 2.56×10−5 [210] 

DH2, H2O /m
2·s-1 H2和 H2O 相对扩散系数（Tref：307.1 K） 9.15×10−5 [210] 

 

 

再次对 20-90℃时的电堆设计参数 FBolt 和 ΔthSealant 可行范围取交集，同时得到保证

关键组件（PEM 与密封件）等寿命以及电堆具有高功率密度的设计参数的取值范围，如

图 5.24 所示。这里规定电堆的功率密度达到理论最大值的 95%以上，就认为设计参数

满足了高功率密度的设计需求。结果表明在选择设计参数的取值时，密封件寿命和电堆

高功率密度难以得到兼顾。对于示例三个电堆的建议是取高功率密度的设计，出于两方

面的原因：一是，参数取值选为等寿命设计时，电堆功率密度都会较理论最大值下降 20%

左右；二是，密封件的价格要较膜电极低很多，更换也相对容易，而且将原始设计中的

密封件替换为更耐用的 AeroSeal，也不会造成电堆成本的大幅增涨（增幅不会超过 5%）

[67]。再按照 5.3 节的疲劳可靠性分析结果，封装力（即 FBolt×NBolt）应取可行范围的下限。

综上所述，对于本章电堆算例的设计方案可以确定为（图 5.24 中用星号标识）：18 螺栓

电堆的 FBolt取 5.1 kN，密封件比膜电极厚 3%；6 螺栓电堆的 FBolt 取 2.9 kN，密封件比

膜电极厚 5%；4 螺栓电堆的 FBolt取 4.7 kN，密封件比膜电极厚 4%。总的来说，本章提

出的基于等效模型的设计方法可以帮助设计工程师快速确定电堆结构中的一些关键参

数的取值，从而保证设计的结构具有较高可靠度和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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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关键组件等寿命以及电堆高功率密度的参数设计 

Figure 5.24  The parameter design of key components with equal life and high stack power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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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的基于等效模型的电堆结构设计方法，具有很高的计算分析效率，可以帮

助工程师在产品设计初期快速的确定一些关键设计参数（封装力和组件厚度）的合理取

值范围。并且可以快速评估结构设计参数对电堆性能的影响。采用这种方法的具体研究

内容如下： 

首先利用等效方法分析了电堆在封装力和动载荷作用下的受力情况。以密封性、电

堆组件强度以及组件间不出现相对滑动等作为安全准则，计算得到示例电堆的封装力的

可行设计范围。结果表明这个可行范围受电堆基座刚度、冲击加速度大小和方向的影响。

随着冲击加速度的增加，封装力的许用范围在缩小；增大电堆基座刚度，可以降低封装

螺栓发生强度破坏的可能；电堆在不同方向冲击上的抗冲击性也是不同的。 

随后对电堆进行了结构可靠性研究。研究中首先确定电堆内部组件的失效模式和相

应的强度准则。然后利用等效模型建立电堆组件间接触应力的计算方程，并明确影响

接触应力的各类参数（如封装力、组件结构尺寸和材料属性等）的取值与分布离散

度。利用应力-强度干涉模型进行各组件的结构可靠性分析。最后引入可靠性设计理念

并结合电堆性能的分析评估，对封装力和关键组件厚度等参数进行优化设计。设计中

考虑了动载荷、温度和湿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计算得到设计参数保证电堆具有较高

强度可靠度（>0.99）的可行设计范围，即只要满足设计参数的取值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可以实现较高可靠度的电堆结构设计。根据给出的结构设计参数对电堆输出功率密

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具体选择设计参数的取值时，可能遇到组件寿命和电堆高功

率密度难以得到兼顾的问题。对于示例的电堆，如果设计参数取为保证电堆功率密度

最高，密封件的寿命则会较低。那么，在电堆服役的中后期，密封件会由于疲劳可靠

度较低而易于出现疲劳损伤问题。因此，就需注意密封件疲劳损伤的检查，必要时予

以更换。综合强度分析、可靠性分析以及性能评估结果，得到了本章示例电堆关键参

数的最优取值方案，从而保证设计的结构具有较高的可靠度和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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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PEMFC 电堆的分析研究不但要考虑电堆的内部运行工况，如温度、催化剂活性、反

应物和生成物浓度等，还要研究外部动载荷、封装方式以及结构设计对电堆组件受力状

况影响，因为组件受力状况会影响电堆的电阻、散热、密封以及物质传输效率。然而目

前对电堆整体在动载荷下响应分析的研究很少；封装力的设计也往往依据的是静载条件

下的实验与模拟，而且尚未有对钢带封装端板的优化设计研究；也鲜有对电堆结构强度

与疲劳可靠性分析。本文以数值模拟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根据电堆分析设计不同阶段对

精度的需求，发展了三种求解模型，即等效刚度-质量模型、均匀化的电堆有限元模型以

及精细的电堆有限元模型。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利用有限元方法，在对几种典型电堆的分析中发现，电堆结构与封装方式很大

程度地影响了其在振动或冲击载荷下的响应，决定了其抗振动与抗冲击能力。 

首先，在电堆的模态分析中，根据有效质量识别电堆主要参与模态，可以预测电堆

在不同频率和方向振动载荷作用下的响应情况。具体来说，小型螺栓封装电堆的分析结

果表明，第 1 模态的主振方向都是沿封装方向（z）。为了防止电堆出现整体的共振，就

要避免电堆受到沿 z 方向的低频振动。电堆整体模态与组件局部模态会受到螺栓数目和

总封装力的改变的影响。增加螺栓的数目可以增强电堆在封装方向的整体刚度，也就可

以提高其抵抗沿 z 方向低频的振动的能力。但是，这不能明显地增强电堆抵抗来自横向

（x 和 y）的以及绕三轴扭转的低频振动的能力。此外，增加总封装力可以提高电堆的

整体模态以及螺栓的局部模态的频率，但是会导致密封件局部模态频率的下降。因此，

为了减缓电堆组件在低频振动作用下的损伤，总封装力需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然后，在电堆随机振动载荷的响应分析中，依据 Miner 损伤理论评估电堆组件的疲

劳损伤。从疲劳寿命云图发现，螺栓与螺母连接区域以及密封件和 PEM 的外边缘区域

的寿命较短。这导致电堆在服役过程的螺栓松动、泄漏率上升以及有效电极反应面积减

少的问题。此外，靠近两侧端板单电池的密封件和 PEM 的疲劳寿命较短且损伤面积比

例也较大。优化端板结构、合理的封装力与组件厚度设计都有助于减小组件的疲劳损伤。 

最后，在电堆冲击载荷的响应分析中，采用均匀化方法对较大规模的钢带封装电堆

的有限元建模做简化。结果表明，冲击加速度导致的组件界面上最大的剪切力出现在靠

近端板的单电池内，这导致最大的相对滑动位移出现在最靠近端板的单电池之间。单电

池之间的相对滑移量受封装力、冲击加速度和层间摩擦系数的综合影响。当电堆受到较

大横向冲击加速度作用时，单电池之间可能会发生相对的滑动位移，电堆整体表现出横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118 - 

向的弯曲变形，即“塌腰”现象。较大的界面摩擦系数和较大且合理封装力是保证电堆具

有较好抗冲击性能的前提。据此，本文提供了此钢带封装电堆在不同封装力下组件发生

相对滑移的临界冲击加速度，这可以为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总之，在电堆结构与封装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电堆可能遇到的各种动载荷的影响，

避免由于设计不合理导致的电堆在服役中结构过早的损伤与失效。 

（2）钢带封装端板的优化设计中，以最大化端板刚度、组件压力分布最为均匀以及

轻量化作为目标。利用分步优化的设计思想，将多目标优化问题拆分成易于收敛和稳定

求解的三步。 

首先，横截面的形状优化中获得钢带封装端板的最优外形为半圆形。优化中使用模

拟退火算法代替通常的一阶或二阶梯度寻优算法。这种方法对于具有高非线性的接触面

的优化问题的求解效率较高。利用横截面拓扑优化，可以实现端板减重。另外在拓扑优

化之后，利用网格参数化的形状优化方法，可以进一步提升优化结果的平滑性。 

然后，依据端板横截面的形状和拓扑优化的结果，通过几何参数化的形状优化可以

得到最终的三维端板设计结果。通过这步形状优化，可以有效的提升内部组件法向位移

的均匀性。 

最后，对采用优化后端板的电堆在随机振动载荷下组件的疲劳寿命进行有限元分析。

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端板使密封件与 PEM 的寿命明显提升，特别是这些组件外边缘区

域的疲劳损伤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密封件边缘处的寿命增加了约 150%，而 PEM 边缘

寿命也增加了约 61%。并且端板质量降低了约 30%。 

（3）提出电堆的等效刚度-质量的建模分析方法。该方法在保持对电堆组件装配关

系精准模拟的同时，将具体的电堆结构特点参数化，建立起纯粹的数学模型，从而高效

地分析组件的结构应力。在结构应力分析的基础上，再结合组件间的接触电阻分析和反

应物在电极中的浓度分析，可以得到电堆输出电压的活化损耗、欧姆损耗和浓度损耗，

从而评估电堆的性能。等效模型与有限元模型分析结果的对比证明等效模型具有能够满

足工程使用需求的精度。 

基于等效模型开展电堆结构的可靠性分析，可以在产品设计初期快速地确定一些关

键设计参数（例如,封装力和组件厚度）的可行范围，实现电堆结构的高可靠度设计

（>0.99）。另外，在利用等效模型对组件寿命与电堆性能的分析中，分别得到了保证关

键组件（PEM 与密封件）等寿命以及电堆高功率密度的设计参数最优取值范围。为电堆

结构设计工程师提供了和结构参数的设计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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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要创新点 

论文主要创新点： 

（1）建立了 PEMFC 大型电堆的有限元分析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方法，预报

了大型电堆在振动和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动力学响应，为大型电堆结构优化设计提供了建

模分析方法。首先，建立模态分析有限元模型，明确电堆在不同频率与方向振动载荷作

用下的响应情况。然后，得到了在随机振动载荷作用下电堆组件的寿命分布云图。最后，

利用均匀化的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大冲击载荷下，大型电堆结构的整体响应情况。这项

工作补充了目前大型电堆结构的动力学仿真研究的不足。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和 Fuel Cells 等国际期刊，共 3 篇。 

（2）提出钢带封装端板结构的分步优化方法，不但实现了端板减重，而且有效提高

了电堆整体性能与疲劳寿命。将多目标优化问题拆分成三步求解，实现了端板截面形状

优化、端板截面拓扑优化和三维端板的形状优化。通过对复杂优化问题的拆分，消除了

优化计算中的收敛性与稳定性问题。此外，在端板截面形状优化时，考虑到钢带与端板

接触的非线性，引入了零阶智能算法——模拟退火法。对钢带封装端板优化设计后，端

板减重约 30%，密封件和 PEM 的边缘处寿命分别增长了约 150%和 61%。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并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3）提出参数化等效刚度-质量建模分析方法，大幅度减小了电堆结构设计中多尺

度和多场耦合问题的计算工作量。本文建立了等效刚度-质量模型把大型电堆简化为多

组弹簧和质点串联或并联组合在一起的组合系统，保持电堆组件装配关系的同时，将电

堆结构参数化。等效模型可以高效分析 PEMFC 组件的结构应力，并且综合考虑了外部

动载荷、封装力和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基于等效模型的电堆结构设计中，首次引入了

强度与疲劳可靠性设计的理念。利用等效模型可以使本文中电堆设计示例的计算时长较

有限元方法减小 2 个数量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共 2 篇，并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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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展望 

现代 PEMFC 电堆，特别是车用大功率电堆的结构材料大量使用各种轻质材料，双

极板也更多地采用更为轻薄的金属材料。其结构设计摆脱了以往一个电池一种结构的设

计思想，而是采用了集成块的设计思想，即整体结构是由多个高度集成化的子结构组成。

这样不仅便于自动化生产和封装，而且更便于以后的维修，但是对结构设计、封装原理

与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后续电堆结构优化设计的研究工作中，要更多地结合实

际加工工艺，在优化中实现其各个方面都“最优”的目标，进而提升其综合性能。另外，

目前模拟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都来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但由于相关载荷和材料数据

的不充分，模型中考虑的情况较为理想。因此，我们积极与上海汽车技术中心合作，正

在开展车用大型金属燃料电池堆的端板优化设计、封装接触压力分析、结构稳定性分析

和材料强度试验等等，将我们的结构设计方法应用到产品中，通过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

反馈，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优化设计方法，形成良性的循环，从而更好地将实用的模拟计

算方法推广到产品研发中。 

在电堆的结构可靠性研究中，由于相关的材料、工艺或载荷等数据的不充分，我们

不得不提出了一些假设，诸如部分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形式假设为了正态分布等等。这

可能会导致我们分析计算的误差。如果需要更准确地对电堆结构评估分析，就要基于大

量的实验或实际服役中的数据。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我们课题组正在积极

筹备这方面的实验设备，但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成形。因此，本文更多的是从机理和算法

的角度，阐明我们的电堆结构设计思路。当后续研究积累的数据充足后，再逐步地对该

结构设计方法进行修正。这方面的研究将在我们课题组未来几年着重开展，深化电堆可

靠性分析的工作。 

此外，国内外从事燃料电池研发的主体仍然是电化学专家。虽然力学研究人员在气

体扩散层受压后的反应效率和接触电阻等问题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对于催化剂、化学反

应动力学、电堆动力学特性等领域还少有涉足。本文研究了在振动和冲击载荷作用下电

堆的结构响应，但并未研究外界动载荷对电堆催化剂活性、反应物的传输以及水管理等

等的影响。这是个更为复杂的耦合问题，因此需要力学研究人员对化学和材料学有更深

入的理解。在实验方面，将在今后一至两年时间里，着重开展在长期动载荷下，膜电极

孔隙率和催化剂担载量等指标的定量结果的研究，并利用扫描电镜持续跟踪观测不同时

长的动载下，膜电极表面形貌以及微观下的损伤情况以补充这些与动载荷相关的组件材

料属性数据的不足，并从机械与力学的角度，进一步加深对组件结构损伤机理的认识。

在模拟方面，结合前面的实验数据，进一步完善仿真模型，从而更加准确地建立封装力、

外界动载荷、电化学反应与组件的性能衰退的联系。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1 - 

参考文献 

[1] Sharaf OZ, Orhan MF. An overview of fuel cell technology: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4, 32: 810-853. 

[2] Wang Y, Chen KS, Mishler J, et al. A review of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needs on fundamental research [J]. Applied Energy, 2011, 88: 981-1007. 

[3] Steele BCH, Heinzel A. Materials for fuel-cell technologies [J]. Nature, 2001, 414(6861): 345-352. 

[4] O’Hayre R, 车硕源, Colella W, 等著. 王晓红, 黄宏, 等译. 燃料电池基础 [M]. 北京: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008. 

[5] 苏凯华. 新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催化层结构及其性能研究 [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6] 郭宝圣. 车载制氢式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系统设计与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5. 

[7] Warshay M, Prokopius PR. The fuel cell in spac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1990, 29: 193-200. 

[8] Prater K. The renaissance of the solid polymer fuel cel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1990, 29: 239-

250. 

[9] Ticianelli EA, Derounin CR, Redono A, et al. Methods to advance technology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988, 135: 2209-2214. 

[10] Raistrick ID. Electrode assembly for use in a solid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 [P]. US Patent 4876115, 

1989. 

[11] Ticianelli EA, Derounin CR, Srinivasan S. Location of platinum in low catalyst loading electrodes to  

attain high power densities in SPE fuel cells [J]. Journal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 1988, 251: 275-

295. 

[12] Wilson MS, Gottesfeld S. Thin-film catalyst layers for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 electrodes [J]. 

Journal of Applied Electrochemistry, 1992, 22: 1-7. 

[13] Hirano S, Kim J, Srinivasan S. High performance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with sputter-

depoited Pt layer electrodes [J]. Electrochimica Acta, 1997, 42(10): 1587-1593. 

[14] Taylor EJ, Anderson EB, Vilambi NRK. Preparation of high-platinum-utilization gas diffusion 

electrodes for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992, 

139: L45-L46. 

[15] US DOE. Future US highway energy use: a fifty year perspective [R]. USA, 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2001. 

[16] 欧阳明高. 汽车新型能源动力系统技术战略与研发进展 [J]. 内燃机学报, 2008, 26(Suppl): 107-

114. 

[17] 方川, 徐梁飞, 李建秋, 欧阳明高. 典型燃料电池轿车动力系统的关键技术 [J]. 汽车安全与节

能学报, 2016, 7: 210-217.  

[18] Das HS, Tan CW, Yatim AHM. Fuel cell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A review on power conditioning units 

and topologies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7, 76: 268-291. 

[19] 张海波, 邵丽青. 电动轿车及动力电池的应用分析 [J]. 汽车工业研究, 2013, 3: 24-28. 

[20] 夏溦. 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现状 [J]. 新经济导刊, 2015, 8: 44-46. 

[21] Fayaz H, Saidur R, Razali N, et al. An overview of hydrogen as a vehicle fuel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2, 16: 5511-5528.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122 - 

[22] Rajashekara K. Hybrid fuel-cell strategies for clean power generation [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ustry 

Applications, 2005, 41, 682-689.  

[23] Basu S. Recent Trends in fuel ce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 New York, USA: Springer, 2007. 

[24] Yuan XZ, Li H, Zhang S, et al. A review of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durability test 

protocol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1, 196: 9107–9116. 

[25] Gabbasa M, Sopian K, Fudholi A, et al. A review of unitized regenerative fuel cell stack: Material, 

design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4, 39:  17765-

17778. 

[26] 李建秋, 方川, 徐梁飞. 燃料电池汽车研究现状及发展 [J].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2014, 5(1): 17-

29. 

[27] Simons A, Bauer C. A life-cycle perspective on automotive fuel cells [J]. Applied Energy, 2015, 157: 

884-896. 

[28] Niakolas DK, Daletou M, Neophytides SG, et al. Fuel cells are a commercially viable alternativ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lean’’ energy [J]. Ambio, 2016, 45(Suppl. 1): S32-S37. 

[29] Barbir F, 著. 李东红, 连晓峰, 等译. PEM 燃料电池: 理论与实践（第 2 版）[M]. 北京: 机械工

程出版社, 2016.  

[30] 侯明, 衣宝廉. 燃料电池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J]. 电化学, 2012, 18(1): 1-13. 

[31] 科技部.“十·五”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通过验收 [OL].  

http://www.most.gov.cn/kjbgz/200602/t20060219_28821.htm. 2006. 

[32] 科技部.“十一·五”863 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通过验收 [OL].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210/t20121008_97083.htm. 2012. 

[33] 国务院.“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OL].  

http://www.gov.cn/zwgk/2012-07/20/content_2187770.htm. 2012. 

[34] 国务院.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OL].  

http://www.nea.gov.cn/2012-07/10/c_131705726.htm. 2012. 

[35] 科技部. 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OL].  

http://www.most.gov.cn/tztg/201204/t20120420_93807.htm. 2012. 

[36]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OL] .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40244.htm. 2006. 

[3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OL]. 

http://auto.sina.com.cn/news/hy/2016-10-26/detail-ifxwztru7231495.shtml. 2016. 

[38]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OL]. 

http://www.most.gov.cn/tztg/201705/t20170510_132694.htm. 2017. 

[39] 欧阳明高.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及展望. 科技导报. 2016, 34(6): 13-20.  

[40] 侯明, 俞红梅, 衣宝廉. 车用燃料电池技术的现状与研究热点 [J]. 化学进展, 2009, 21(11): 2319-

2332. 

[41] 王诚, 王树博, 张剑波, 等. 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材料部件 [J]. 化学进展, 2015. 

DOI: 10.7536/PC140827. 

[42] Promislow K, Wetton AB. PEM fuel cells: A mathematical overview [J]. SIAM Journal on Applied 

Mathematics. 2009, 70(2): 369-409.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3 - 

[43] Lucia U. Overview on fuel cells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4, 30: 164-169. 

[44] 俞红梅, 衣宝廉. 车用燃料电池现状与电催化 [J]. 中国科学: 化学, 2012, 42(4): 480-494. 

[45] 吴金锋.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流密度分布的研究 [D]. 大连: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004. 

[46] 舒婷. 燃料电池低铂载量膜电极制备新技术的探索及其研究 [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47] 汪嘉澍, 潘国顺, 郭丹.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膜电极组催化层结构 [J]. 化学进展, 2012, 24(10): 

1906-1913. 

[48] Hermann A, Chaudhuri T, Spagnol P. Bipolar plates for PEM fuel cells: A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5, 30: 1297-1302. 

[49] Tawfik H, Hung Y, Mahajan D. Metal bipolar plates for PEM fuel cell—A review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63: 755-767. 

[50] 卢惠民, 范亮. 金属燃料电池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51] 任庚坡. 燃料电池封装力学及多相微流动 [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52] 周平. 燃料电池封装力学及多相微流动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09. 

[53] Kim HY, Jeon S, Song M,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water droplet dynamics in hydrogen fuel cell 

gas channe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4, 246: 679-695.  

[54] Spernjak D, Prasad AK, Advani SG. In situ comparison of water content and dynamics in parallel, 

single-serpentine, and interdigitated flow fields of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0, 195: 3553-3568. 

[55] Choi KS, Kim HM, Moon SM. Numerical studies on the geomet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erpentine 

flow-field for efficient PEMFC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1, 36: 1613-1627. 

[56] Jithesh PK, Sundararajan T, Das SK.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dry feed operation in a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4, 260: 243-250.  

[57] Ionescu V, Buzbuchi N.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gas channel parameters on HT-PEM fuel cell 

performance using FEM analysis [C]. MATEC Web of Conferences 7, 2016. 

[58] Guo N, Leu MC, Koylu UO. Bio-inspired flow field designs for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4, 39: 21185-21195. 

[59] Asadzade M, Shamloo A.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a novel bipolar plate based on lung-shaped bio-

inspired flow pattern for PEM fuel cel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2017. DOI: 

10.1002/er.3741. 

[60] Kleemann J, Finsterwalder F, Tillmetz W. Characterization of mechanical behaviour and couple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gas diffusion layer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9, 19: 92-102. 

[61] García-Salaberri PA, Vera M, Zaera R. Nonlinear orthotropic model of the inhomogeneous assembly 

compression of PEM fuel cell gas diffusion lay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1, 

3: 11856-11870. 

[62] Escribano S, Blachot J, Ethève J,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PEMFCs gas diffusion layers propertie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6, 156: 8-13. 

[63] Tang Y, Karlsson AM, Santare MH, et al.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effect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erfluorosulfonic acid membrane [J].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A, 2006, 425: 297-30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124 - 

[64] 林鹏.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的热力耦合封装力学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1.  

[65] Schulze M, Knöri T, Schneider A, et al. Degradation of sealing for PEFC test cells during fuel cell 

operation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4, 127: 222-229.  

[66] Kim WD, Lee HJ, Kim JY, et al. Fatigue life estimation of an engine rubber mou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2004, 26(5): 553-560.  

[67] Material property data (MatWeb) [OL]. http://matweb.com/. 2016.  

[68] Ballard products. ballard.com/power-products [OL]. 2017. 

[69] Proton Motor products. www.proton-motor.com [OL]. 2017. 

[70] Squadrito G, Giacoppo G, Barbera O, et 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7kW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 for UPS appli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0, 

35(18): 9983-9989. 

[71] Fei P, Chen W R, Liu Z, et al. System integration of China's first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locomo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4, 39(25): 13886-13893. 

[72] Wang CY. Fundamental models for fuel cell engineering [J]. Chemical Reviews, 2004, 104: 4727-4766. 

[73] Spiegel C. PEM fuel cel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using MATLAB [M]. Amsterdam: Elsevier, 2008. 

[74] Chang WR, Hwang J, Weng FB, et al. Effect of clamping press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PEM fuel 

cel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66: 149-154. 

[75] 周苏. 燃料电池汽车建模与仿真技术 [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76] Banan R, Bazylak A, Zu J. Effect of mechanical vibrations on damage propagation in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3, 38: 14764-14772. 

[77] Kim S, Ahn BK, Mench MM. Physical degradation of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ies undergoing 

freeze/thaw cycling: diffusion media effect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79: 140-146. 

[78] Bograchev D, Gueguen M, Grandidien J, et al. Stress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of MEA in fuel cells: 

stresses generated during cell assembly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80: 393-401. 

[79] Rong F, Huang C, Liu ZS, et al. Microstructure changes in the catalyst layers of PEM fuel cells induced 

by load cycling: part I. mechanical mode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75: 699-711. 

[80] Hou Y, Zhou W, Shen CY.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gas-tightness and electrical insulation of fuel 

cell stack under strengthened road vibrating condi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1, 36: 13763-13768.  

[81] Hou Y, Zhou BL, Zhou W,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variations of the 

polarization curve of a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 under strengthened road vibrating 

condi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2, 37: 11887-11893. 

[82] Hou Y, Hao D, Shen C,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teady-state efficiency of fuel cell stack 

under strengthened road vibrating condi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3, 38: 

3767-3772.  

[83] Hou Y, Hao D, Shen J, et al. Effect of strengthened road vibration on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of PEM 

fuel cell stac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6, 41: 5123-5134. 

[84] Deshpande J, Dey T, Ghosh PC. Effect of vibrations on performance of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s [J]. Energy Procedia, 2014, 54: 756-762.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5 - 

[85] Montanini R, Squadrito G, Giacoppo G. Measurement of the clamping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s using piezoresistive sensor arrays and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technique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1, 196: 8484-8493.  

[86] Rouss V, Lesage P, Bégot S, et al.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a fuel cell stack under vibrating conditions 

linked to aircraft applications part I: experimenta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8, 

33: 6755-6765.  

[87] Rouss V, Candusso D, Charon W.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a fuel cell stack under vibrating conditions 

linked to aircraft applications part II: three-dimensional modell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8, 33: 6281-6288.  

[88] Ballard Power Systems, Canada, Fuel cell stack module modal analysis [OL]. 

http://resource.ansys.com/staticassets/ANSYS/staticassets/resourcelibrary/confpaper/2004-Int-

ANSYS-Conf-76.PDF/. 2004. 

[89] Ahmed HEU, Banan R, Zu JW, et al. Free vibration analysis of a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1, 196: 5520-5525. 

[90] Hong SK, Epureanu BI, Castanier MP. Parametric reduced-order models of battery pack vibration 

including structural variation and prestress effect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4, 261: 101-111. 

[91] Wu J, Yuan XZ, Martin JJ, et al. A review of PEM fuel cell durability degradation mechanism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84: 104-119. 

[92] Madden T, Perry M, Protsailo L, et al. Handbook of fuel cells-fundamental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0. 

[93] Kleen G.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program overview [R].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USA, 2014. 

[94] Shi WY, Yi BL, Hou M, et al. The effect of H2S and CO mixtures on PEMFC perform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7, 32: 4412-4417. 

[95] Corbo P, Migliardini F, Veneri O. Performance investigation of 2.4kW PEM fuel cell stack in vehicl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7, 32: 4340-4349. 

[96] Thangavelautham J, Dubowsky S. On the catalytic degradation in fuel cell power supplies for long-life 

mobile field sensors [J]. Fuel Cells, 2013, 13: 181-195. 

[97] Lepine J, Rouillard V, Sek M. Review paper on road vehicle vibration simulation for packaging testing 

purposes [J].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2015, 28: 672-682. 

[98] Rajalakshmi N, Pandian S, Dhathathreyan KS. Vibration tests on a PEM fuel cell stack usable in 

transportation appli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9, 34: 3833-3837. 

[99] Jiang Y, Zhang M, Park TW, et al.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elf-loosening of bolted joints [J]. 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 2004, 126: 925-931. 

[100] Nam S, Lee D, Kim J,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light weight carbon composite tie bar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5, 134: 124-131. 

[101] Basava S, Hess DP. Bolted joint clamping force variation due to axial vibration [J].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1998, 210: 255-265. 

[102] Betournay MC, Bonnell G, Edwardson E, et al. The effects of mine condi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PEM fuel cel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4, 134: 80-87. 

[103] Khorasany RMH, Alavijeh AS, Kjeang E, et al. Mechanical degradation of fuel cell membranes under 

fatigue fracture test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5, 274: 1208-1216.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126 - 

[104] Khorasany RMH, Kjeang E, Wang GG, et al. Simulation of ionomer membrane fatigue under 

mechanical and hygrothermal loading condition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5, 279: 55-63. 

[105] Liu 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finite element truck chassis crash mod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ashworthiness, 2010, 15: 107-113.  

[106] IEC. Primary batteries-part 4 [S]. Geneva: IEC 60086-4:2007, 2007.  

[107] Ahmed DH, Sung HJ, Bae J. Effect of GDL permeability on wat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in PEMFCs 

II: clamping for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8, 33: 3786-3800. 

[108] Pharoah JG, Karan K, Sun W. On effective transport coefficients in PEM fuel cell electrodes: Anisotropy 

of the porous transport layer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6, 161: 214-224. 

[109] Lim C, Wang CY. Development of high-power electrodes for a liquid-feed direct methanol fuel cell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3, 113: 145-150. 

[110] Bazylak A, Sinton D, Liu ZS, et al. Effect of compression on liquid water transport and microstructure 

of PEMFC gas diffusion layer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63: 784-792.  

[111] Daniil B, Mikael G, Claude G, et al. Stress and plastic deformation of MEA in fuel cells stresses 

generated during cell assembly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80: 393-401.  

[112] Zhou P, Wu CW, Ma GJ. Influence of clamping for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PEMFC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63: 874-881.  

[113] Zhou P, Wu CW, Ma GJ. Numerical study on the compression effect of gas diffusion layer on PEMF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70: 93-100.  

[114] Lin P, Zhou P, Wu CW. A high efficient assembly technique for large PEMFC stacks: Part I. theory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9, 194: 381-390.  

[115] Lin P, Zhou P, Wu CW. A high efficient assembly technique for large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s: Part II.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0, 195: 1383-1392.  

[116] Wen CY, Lin YS, Lu CH. Experimental study of clamping effects on the performances of a single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and a 10-cell stack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9, 192:   475-485.  

[117] Su ZY, Liu CT, Chang HP, et al. A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mpressing force on PEM 

fuel cel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83: 182-192.  

[118] Zhang W, Wu CW. Effect of clamping for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 and its optimization design a review of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J]. Journal of Fuel 

Ce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11: 1-11. 

[119] Asghari S, Shahsamandi MH, Ashraf Khorasani MR.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end plates of a 5 kW 

PEM fuel cel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0, 35: 9291-9297. 

[120] Wang XT, Song Y, Zhang B. Experimental study on clamping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PEM fuel cell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79: 305-309.  

[121] Yu HN, Kim SS, Suh JD, et al. Composite endplates with pre-curvature for PEMFC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0, 92: 1498-1503.  

[122] Lin P, Zhou P, Wu CW. Multi-objective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end plates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1, 196: 1222-1228.  

[123] Unoki S, Yasumoto E, Shibata S, et al. Fuel cell and method for disassembling fuel cell [P]. USA, 

US2011070520, 2011.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7 - 

[124] Wozniczka B, Fletcher NJ, Gibb PR. Electrochemical fuel cell stack with compression bands [P]. USA, 

US599387-A, 1999.  

[125] Barbir F. PEM fuel cells: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Elsevier Academic, 2005. 

[126] Yoon W, Huang X. A multiphysics model of PEM fuel cell incorporating the cell compression effects 

[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2010, 157: B680-B690.  

[127] Manso AP, Marzo FF, Barranco J, et al. Influence of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flow fields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PEM fuel cell. A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2, 37: 317-

337.  

[128] Park S, Lee JW, Popov BN. A review of gas diffusion layer in PEM fuel cells: Materials and desig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2, 37: 5850-5865.  

[129] Chien CH, Chen LC, Chen BS, Sun JH, et al. Effect of bolts assembly on the deformation and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flow-channel plates in micro-PEMFC [J]. Fuel Cells, 2015, 15: 322-326.  

[130] 王娜. 催化层厚度对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性能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5.  

[131] Ge JB, Higier A, Liu HT. Effect of gas diffusion layer compression on PEM fuel cel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6, 159: 922-927.  

[132] Gauthier E, Duan Q, Hellstern T, et al. Water flow in, through, and around the gas diffusion layer [J]. 

Fuel Cells, 2012, 12: 835-847. 

[133] Sadeghi E, Bahrami M, Djilali N. Analytic deter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PEM 

fuel cell gas diffusion layer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8, 17: 200-208.  

[134] Zamel N, Litovsky E, Li X, et al. Measurement of the through-plan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carbon 

paper diffusion media for the temperature range from 50 to 120℃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1, 36: 12618-12626.  

[135] Netwall CJ, Gould BD, Rodgers JA, et al. Decreasing contact resistance in proton-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with metal bipolar plate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3, 227: 137-144.  

[136] Ismail MS, Ingham DB, Ma L, et al. The contact resistance between gas diffusion layers and bipolar 

plates as they are assembled in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J]. Renewable Energy, 2013, 52: 

40-45.  

[137] Chien CH, Hu YL, Su TH, Liu HT, et al. Effects of bolt pre-loading variations on performance of 

GDL in a bolted PEMFC by 3-D FEM analysis [J]. Energy, 2016, 113: 1174-1187. 

[138] Habibnia M, Shakeri M, Nourouzi S. Deter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 parameters on the fuel cell 

efficiency, based on sealing behavior of the syste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6, 

41: 18147-18156.  

[139] C Carral, P Mélé. A numerical analysis of PEMFC stack assembly through a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4, 39: 4516-4530.  

[140] Hottinen T, Himanen O, Karvonen S, et al. Inhomogeneous compression of PEMFC gas diffusion layer: 

Part II modeling the effect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71: 113-121.  

[141] Olesen AC, Kar SK, Berning T. The effect of inhomogeneous compression on water transport in the 

cathode of a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J]. ASME Journal of Fuel Ce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9: p.031010.  

[142] Fekrazad N, Bergman TL. The effect of compressive load on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J]. ASME Journal of Heat Transfer, 2007, 129: 1004-1013.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128 - 

[143] Fekrazad N, Bergman TL. Effect of nonuniform stack compression on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J]. ASME Journal of Heat Transfer, 2008, 130: p.122002. 

[144] Liu DA, Lai XM, Ni J, et al. Robust design of assembly parameters on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pressure distribution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72: 760-767. 

[145] Mikkola M, Tingelof T, Ihonen JK. Modelling compressi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fuel cell stack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9, 193: 269-275. 

[146] Kim JS, Park JB, Kim YM, et al. Fuel cell end plates: a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2008, 9: 39-46. 

[147] Evertz J, Günthart M. Structural concepts for light-weight and cost-effective end plates for fuel cell 

stacks [C]. 2nd European PEFC Forum, Lucerne, Switzerland, 2003, 469-482. 

[148] Fu Y, Hou M, Yan XQ,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aluminium alloy endplates for PEMFC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7, 166: 435-440. 

[149] Kumar A, Reddy RG, Chandra D, et al. Fundamentals of advanced materials for energy conversion [C]. 

TMS, Warrendale, PA, 2002, 41-53. 

[150] Sigmund O, Maute K. Topology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a comparative review [J].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013, 48: 1031-1055. 

[151] Chen Y, Guo FP, Z, Liu B, et al. Stiffness threshold of randomly distributed carbon nanotube networks 

[J]. Journal of the Med Pchanics anhysics of Solids, 2015, 84: 395-423.  

[152] 金伟娅, 张康达. 可靠性工程 [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153] 张伟. 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154] 芮延年, 傅戈雁. 现代可靠性设计 [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155] 陆廷孝.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7. 

[156] 邱继伟, 张瑞军, 丛东升, 等. 机械零件可靠性设计理论与方法 [J]. 工程设计学报, 2011, 6(18): 

401-406.  

[157] Tanrioven M, Alam MS. Reliability modeling and assessment of grid-connected PEM fuel cell power 

plants [J]. Jounal of Power Sources, 2005, 142: 264-278. 

[158] Tanrioven M. Reliability and cost-benefits of adding alternate power sources to an independent micro-

grid community [J]. Jounal of Power Sources, 2005, 150: 136-149. 

[159] Wieland C, Schmid O, Meiler M, et al. Reliability computing of polymer elel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s through Petri nets [J]. Jounal of Power Sources, 2009, 190: 34-39. 

[160] Harel F, Francois X, Candusso D, et al. PEMFC durability test under specific dynamic current 

solicitation linked to a vehicle road cycle [J]. Fuel Cells, 2007, 2: 142-152. 

[161] Onanena R, Oukhellou L, Candusso D, et al. Fuel cells st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zations as tools for 

the estimation of their ageing tim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1, 36: 1730-1739. 

[162] Lv ZH, Feng ZD, Fang CL. A new matrix perturbation method for analytical solution of the complex 

modal eigenvalue problem of viscously damped linear vibration systems [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1991, 8: 767-776. 

[163] Wilson EL. Three-dimensional 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structures [D]. USA: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Inc. Berkeley, 1996.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9 - 

[164] Wei ST, Pierre C. Localization phenomena in mistuned assemblies with cyclic symmetry part I: free 

vibration [J]. Journal of Vibration Acoustics Stress & Reliability in Design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 

1988, 110: 429-438. 

[165] Paclisan D, Charon W. Real time modelling of the dynamic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PEMFC thanks to 

neural networks [J].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3, 26: 706-713. 

[166] Warhadpande A, Jalalahmadi B, Slack T, et al. A new finite element fatigue modeling approach for life 

scatter in tensile steel specime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2010, 32: 685-697. 

[167] Tabar RJ, Killgoar PC, Lemieux MA. Soft, heat and fatigue resistant elastomeric articles [P]. USA: 

US4419480-A, 1983. 

[168] Lee YL, Pan J, Hathaway RB, et al. Fatigue testing and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M]. Butterworth-

Heinemann: Elsevier, 2005.  

[169] Preumont A. Random vibration and spectral analysis [M]. Netherlands: Springer, 1994.  

[170] Lemaitre J, Desmorat R. Engineering damage mechanics [M].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5.  

[171] 张楠. 车用燃料电池抗振动冲击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3. 

[172] Jones RM. Mechanic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9. 

[173] Cheng DX. Handbook of Mechanical Design [M].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2002. 

[174] The Editorial Board. Practical handbook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M].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02.  

[175] Material parameters. www.engineeringtoolbox.com [OL]. 2017. 

[176] Sun LH, Yang ZG, Li XH. Study on the friction and wear behavior of POM/Al2O3 nanocomposites [J]. 

Wear, 2008, 264: 693-700.  

[177] 陈文英, 褚福磊, 阎绍泽. 基于自适应遗传算法分步优化设计智能桁架结构自抗扰振动控制器 

[J]. 机械工程学报. 2010, 46: 74-81. 

[178] Ou H, Lu B, Cui ZS, et al. A direct shape optimization approach for contact problems with boundary 

stress concentration [J].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27: 2751-2759. 

[179] Lamberti L. An efficient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for design optimization of truss structures [J].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2008, 86: 1936-1953. 

[180] Deng KL, Pan P, Sun JB, et al. Shap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teel shear panel dampers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4, 99: 187-193. 

[181] Chang YC, Chiu MC. Shape optimization of one-chamber perforated plug/non-plug mufflers by 

simulated annealing metho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2008, 74: 

1592-1620. 

[182] Chen TY, Wu SC. Multiobjective optimal topology design of structures [J].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1998, 21: 483-492. 

[183] Samareh JA. Novel multidisciplinary shape parameteriza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Aircraft, 2001, 38: 

1015-1024. 

[184] Mars J, Wali M, Jarraya A, et al. Finite element implementation of an orthotropic plasticity model for 

sheet metal in low velocity impact simulations [J].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15, 89: 93-100. 

[185] 蒋化南.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端板优化设计及抗冲击性能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186] 任毅如, 向锦武. 基于拓扑优化的直升机旋翼桨叶剖面设计 [J]. 工程力学, 2014, 31(5): 244-250. 

[187] 高照良, 王正中, 史姣, 等. 拓扑优化方法在面板堆石坝分区设计中的应用 [J]. 农业工程学报, 

29(16): 112-118.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结构优化设计与动力学性能研究 

- 130 - 

[188] Huang KJ, Chen CY, Hwang SJ, et al. Effects of compression distribution on PEMFC stacks using 

reformate as fuel [J]. Energy Procedia, 2012, 29: 234-243. 

[189] Qiu D, Yi P, Peng L, et al. Assembly design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stack with stamped 

metallic bipolar pla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5, 40: 11559-11568. 

[190] Alizadeh E, Ghadimi M, Barzegari MM, et al. Development of contact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PEM 

fuel cell's MEA using novel clamping mechanism [J]. Energy, 2017, 131: 92-97. 

[191] Selamet OF, Ergoktas MS. Effects of bolt torque and contact resist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electrolyzers [J]. Jounal of Power Sources, 2015, 281: 103-113. 

[192] Taymaz I, Benli M. Numerical study of assembly pressur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J]. Energy, 2010, 35: 2134-2140. 

[193] Xing XQ, Lum KW, Poh HJ, et al. Optimization of assembly clamping pressure on performance of 

proton-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J]. Jounal of Power Sources, 2010, 195: 62-68. 

[194] Hamann CH, Hamnett A, Vielstich W, 著. 陈艳霞, 夏兴华, 蔡俊, 译. 电化学（第 2 版）[M]. 北

京: 机械工程出版社, 2016. 

[195] Rismanchi B, Akbari MH. Performance prediction of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08, 33: 439-448.  

[196] Bates A, Mukherjee S, Hwang S, et 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clamping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a PEM fuel cell stack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3, 38: 6481-6493. 

[197] Sadeghifar H, Djilali N, Bahrami M. Effect of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PTFE) and micro porous layer 

(MPL) on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fuel cell gas diffusion layers: Modeling and experiments [J]. Jounal 

of Power Sources, 2014, 248: 632-641.  

[198] Zhou P, Wu CW, Ma GJ. Contact resistance prediction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bipolar plate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6, 159: 1115-1122.  

[199] Romanenko NT, Kulikov YF. Cryogenic Valves and Fittings [M]. Moscow: Mashinostrojenie, 1976. 

[200] Liu B, An ZW, Kou HX. Wind turbine gearbox relia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system level stress-

strength model [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16, 21: 484-488. 

[201] 孙思奥. 结构可靠度分析方法及相关理论研究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7. 

[202] 吕震宙, 宋述芳, 李洪双, 等. 结构机构可靠性及可靠性灵敏度分析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203] 鲜思东.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04] 潘勇, 黄进永, 胡宁, 等. 可靠性概论 [M]. 北京: 电子工程出版社, 2015. 

[205] Val D, Bljuger F, Yankelevsky D. Reliability evaluation in nonlinear analysi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J]. Structural Safety, 1997, 19: 203-217. 

[206] Qian XS. On system engineering [M].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2. 

[207] 贾利民, 林帅. 系统可靠性方法研究现状与展望 [J].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2015, 12(37): 2887-

2893. 

[208] Imen SJ, Shakeri M. Reliability evaluation of an open-cathode PEMFC at operating state and longtime 

vibration by mechanical loads [J]. Fuel Cells, 2016, 16: 126-134. 

[209] Wang Y, Wang CY. Transient analysis of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s [J]. Electrochimica Acta, 2005, 

50: 1307-1315. 

[210] Ubong EU, Shi Z, Wang X.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a high temperature 

PBI-based PEM fuel cell [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2009, 156: B1276-B1282.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31 - 

附录 A  本文中的电堆模型 

电堆示意图 规模 封装形式 章节 描述 

 

250 mm 

×180 mm 

×175 mm 

（10 单电池） 

螺栓封装 第二、五章 

承接课题组早期模型； 

模态分析、疲劳分析、 

基于等效刚度-质量模型

的结构可靠性研究 

 

 

508 mm 

×127 mm 

×254 mm 

（100 单电

池） 

钢带封装 第二、三章 

Ballard 车用电堆模型； 

冲击载荷响应分析、 

端板优化研究 

 

45 mm 

×21 mm 

×38.4 mm 

（10 单电池） 

钢带封装 第四章 
用于验证等效刚度-质量

模型精度与效率 

 

541 mm 

×159 mm 

×752.6 mm 

（100 单电

池） 

螺栓封装 第五章 
用于基于等效刚度-质量

模型的结构可靠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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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主要名词中英对照 

名词 英文 名词 英文 

燃料电池堆 Fuel cell stack 封装力 Clamping force 

单电池 Unit cell 振动载荷 Vibration load 

膜电极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MEA 
冲击载荷 Impact load 

气体扩散层 Gas diffusion layer, GDL 基础激励 Base excitation 

质子交换膜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惯性力 Inertia force 

催化层 Catalyst layer, CL 功率密度谱 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密封件 Sealant 整体模态 Global vibration mode 

双极板 Bipolar Plate, BP 局部模态 Local vibration mode 

端板 Endplate, EP 模态频率 Modal frequency 

封装螺栓 Clamping bolt 主要参与模态 Main vibration mode 

封装钢带 Clamping belt 模态参与系数 Modal participation factor 

集电板 Collector plate 有效质量 Effective mass 

绝缘板 Insulator plate 疲劳寿命 Fatigue life 

流道 Channel 失效面积比例 Failure area ratio 

封装方向 clamping direction 塌腰 Downward bowing 

纵向 longitude direction 相对滑移 Relative slippage 

横向 transverse direction 有限元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功率密度 Power density 模态分析 Modal analysis 

极化曲线 current-voltage curve 振型叠加法 Mode superposition method 

输出电压 output voltage Miner 损伤理论 
Miner fatigue linear  

accumulated damage theory 

电流密度 current density 形状优化 Shape optimization 

活化损耗 Activation loses 拓扑优化 Topology optimization 

欧姆损耗 Ohmic loses 
固体各向同性材料

惩罚模型 

Simplified isotropic 

materials with penalization, 

SIMP 

浓度损耗 Mass transport loses 变密度法 
Variable density method, 

VDM 

燃料穿透损耗 Gas crossover loses 模拟退火算法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接触电阻 contact resistance 等效刚度-质量模型 
Equivalent stiffness-mass  

model 

传输效率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可靠性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 

反应效率 Reaction efficiency 应力-强度干涉理论 
Stress-strength interfer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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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电堆组件的等效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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