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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濕處理 ，目前解決方法是使用一定的增濕技術對

本

其反應氣體進行增濕作用 。

率 、水通量及壓力損失 。實驗將多級板式薄膜

二、增濕技術介紹

文以性能指標作為評估增濕器之增濕效
率 ，性能指標包含露點接近溫度 、水回收

增濕器進行增濕測試 ，結果顯示 ，乾空氣入口

所謂的增濕技術 ，是採取某些方法或者裝置給

溫度 、濕度較低者 ，其露點接近溫度較高 ，但

予燃料電池補充水分 ，以利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水通量及水回收率則是會隨著入口溫度 、濕度提

正常運轉 ，現今的增濕技術大致上可區分為外

高而降低 ，在流向方面 ，逆向流在熱 、質傳皆

部增濕法 、內部增濕法 ( 自增濕 ) 及其他增濕法 。

優於順向流 ，而壓力損失方面 ，溫度 、濕度及

外部增濕法顧名思義就是將燃料電池外部連接一

流向效應皆對壓力損失影響不大 。

個氣體增濕器 ，此法是最常被用來當作質子交換
膜增濕的工具 ，主要原因為外部增濕具有增濕控

一、前言

制穩定 ，增濕量多等特點 。目前常見的外增濕

科技的蓬勃發展 ，使人類對於能源的需求日益

為焓輪式增濕器 、殼管式薄膜式增濕器 、板式

增加 ，尤其是對石化燃料依賴性更大 ，導致石

薄膜式增濕器等 ，其原理是以熱交換器概念發展

化燃料的儲量逐漸枯竭 ，此時國際面臨嚴峻的能

而成的 ，利用陰極出口端所排出的高溫 、濕之

源短缺之危機 ，當務之急為尋找新的潔淨替代能

水氣與新鮮的空氣送入增濕器內 ，進行熱與水氣

源 ，其中以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Proton Exchange

的交換後 ，將增濕 、增溫的新鮮空氣傳送至燃

Membrane Fuel Cell, PEMFC) 較 受 青 睞 ，相 對 於

料電池內 ，以維持燃料電池之正常運轉 。

其他中高溫燃料電池具有在室溫下啟動迅速 、操
作溫度低 、無腐蝕問題等特性 ，與其他動力装

三、內增濕技術原理

置相比 ，PEMFC 的能量轉換效率更高 ，而且氫

操作質子交換膜電池時 ，水分子於質子交換膜

氣進行電化學反應只會生成水蒸氣 ，達到零污染

內產生的交互作用進行增濕 ，此作用稱為內增

之排放 ，非常適合在交通載具上做為動力的來

濕技術 ，水分子於薄膜內的傳輸機制主要有二

源 。PEMFC 突出特點讓它變成燃料電池目前研

種現象 ：水拖曳 (Water Drag)、陰極回擴散 (Back

究重點 ，為了維持輸出功率與使用壽命 ，水管

Diffusion)

理 (Water Management) 是個阻礙燃料電池發展的

(1) 水 拖 曳： 在 質 子 交 換 膜 內 ，氫 離 子 透 過

關鍵因素 ，質子交換膜內的含水量是取決於質子

水分子做為載體形成水合離子 ，由電滲作用力

傳導率大小 ，若反應氣體未增濕 ，則會造成薄

(Electro-Osmotic) 的驅駛下 ，從陽極遷移至陰極

膜脫水進而阻礙質子間的傳遞 ，加濕過渡則會造

之物理現象 ，所以當電流密度越大時 ，質子通

成陰極處水氾濫 ，使電池效率迅速下降 ，而要

過膜的數量會增多 ，水分子也亦然 ，因此電流

維持薄膜內的水平衡 ，勢必要將反應氣體進行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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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與遷移的水分子量成正比 。

本文所設計的增濕器為板式增濕器 ，而板式增

(2) 陰極回擴散： PEMFC 運轉時會在陰極處產

濕器之設計考量包含流道設計 、水氣交換面積

生水 ，加上從陽極到陰極處的水合離子 ，因此

等；在進行板式增濕器的設計時 ，找出最佳的水

薄膜陰極側的水會多於陽極側 ，導致薄膜兩側產

氣交換率 、水氣停留時間及水氣分壓分佈 ，並

生濃度差異 ，在濃度差的影響下 ，水會從陰極

探討最佳的增濕效率 。

側擴散回陽極側 。

四、外增濕技術原理
外增濕技術是指增濕裝置獨立於燃料電池外的
技術 ，將反應氣體進入電池堆內之前對其進行增
濕作用 ，外增濕技術雖然會增加燃料電池的複雜
性 ，如空間 、重量與成本等 ，但為了使燃料電
池於正常運轉下能保持薄膜的濕潤度 ，這些負面
因素是合乎經濟成本的 ，幾乎可忽略負面因素的
問題 ，所以外增濕技術常被用於燃料電池系統

圖3、增濕實驗架構圖

中。

本文可分為兩項實驗 :(a) 壓力損失量測 (b) 溫濕
度效應 。

五、增濕器之應用

(a) 壓力損失之量測為分別在乾 、濕側端板的

增濕器最早的實務應用是以提高生活環境的濕

入出口旁 ，量測點鎖上不鏽鋼接頭 ，當氣體通

度為主 ，如天氣乾燥時 ，公共場合或店家會在

入增濕器後就會立即呈現水位差 ，因此可利用帕

較高處加裝噴霧器 ，來降低溫度 ，提高濕度 ，

斯卡原理 (Pascal's principle) 來計算此流道入出口

使人體感到更加舒適 ，而學者們則是將增濕器與

之壓力差 。

燃料電池堆作結合 ，將反應氣體進行加熱與增

(b) 在不同的流量下 ，透過改變乾空氣之進氣

濕 ，最後將交換完畢的反應氣體送入燃料電池內

溫度 、固定相對濕度與固定乾空氣之進氣溫度 、

堆 ，而如何有效的回收水蒸氣 ，則是設計增濕

改變相對濕度 ，並以露點接近溫度探討其增濕效

器的重點 。

率。

六、實驗及數值分析

七、結果與討論
(a) 多級薄膜增濕器於不同乾空氣入口溫度下 、
不同乾空氣入口濕度下 ，量測到出口的壓力損失
大致上差不多 ，且使用相同流道下 ，水氣分佈
於流道內情況並不會差太多 。

圖1、薄膜增濕示意圖

圖4、不同溫度下壓力損失
圖2、板式增濕器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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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控箱 ，可更準確地控制溫度 ，提高量測的準確性 。
（ 3） 本文所使用的商用 Nafion 212 薄膜價格偏高 ，若
未來此增濕器可搭配成本較低且效能相當的增濕薄膜 ，
必能大幅減少開發增濕器之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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