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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金属极板成形规律*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430070) 兰 箭 魏 曦 刘艳雄 华 林

摘 要：双极板足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核心组件之一，采用薄金属板制备双极板能够提高燃料电池的比功率、降

低生产成本。文章运用有限元软件对薄金属极板的成形过程进行模拟，分析了板料在成形过程中的应变分布、厚度

分布、延伸率等模拟结果，总结出蛇形流场结构金属极板的成形规律，并成功应用于实验中。该研究工作为全尺寸

金属双极板的制备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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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forming of metallic polar plate for fue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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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lar plate is one of the core components in polymer electrolyte membrane fuel cell(PEMFC)stacks．Metal materials

are used for polar plate to reduce cost and improve performance．The forming process of polar plate by rubber pad stamping was

simplified to hydraulic expanding to simulate the strain，thickness distribution and unit extension of the metallic plate．The aria—

lytical results confirmed by experiments can provide reliable basis for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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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工业能源需求大幅上升，矿物燃料燃烧时

释放出的有害物质正在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1]，

绿色能源的研制开发十分迫切。燃料电池是一种等

温并直接将储存在燃料和氧化剂中的化学能高效、

环境友好地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2]。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PEMFC)可在室温快速启动、无电解液流

失、水易排出、寿命长、比功率与比能量高，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PEMFC的构成包括阴阳极集流

板(流场板)、气体扩散层、催化层和质子交换膜等。

双极板是PEMFC的关键部件之一，其质量占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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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总质量的70％，成本约占60％以上。复合石墨

板、柔性石墨及薄层金属板都是很有潜力的双极板

材料，而薄层金属双极板不仅易于实现批量生产，

降低电堆成本，而且能大幅度提高电堆比功率，是

最有竞争力的极板材料睁5|。相关研究工作，一方面

集中在适合PEMFC强氧化、强还原工作环境下抗

腐蚀金属材料的优选及表面相应改性处理上；另一

方面则侧重于开发新型高效、易加工、低成本的双

极板结构[6]。目前已发表的文献中，有关金属基双

极板制备技术的研究，多为金属材料的优选及表面

改性处理方面；而对于开发高效、低成本的金属双

极板结构及其加工方法方面的探讨很少。本文研究

金属双极板的冲压成形规律，以期为高效、低成本

的金属双极板批量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金属极板成形的有限元建模

采用聚氨酯板配合刚性凹模在容框中压制金属

极板，实验方案如图1所示。极板设计成三通道的

蛇形流场结构，如图2所示。流场的脊部靠电池组

装力与电极扩散层紧密接触，槽部为反应气流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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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减小接触电阻，并且避免导致浓差极化的增

大，一般开孔率(沟槽部的面积与脊部的面积之比)

控制在40％～50％之间。对蛇形沟槽流场沟槽的宽

度与脊的宽度之比控制在1：1．2"--1：2．0之间。通

常沟槽的宽度为lmm左右，因此脊的宽度应选择

在1mm～2mm之间。沟槽的深度应由沟槽总长度

和允许的反应气流经流场的总压降决定，一般应控

制在0．5mm～1．0mm之间[7]。本文实验设计凹模

的沟槽宽度为1ram，脊部宽度为1-2mm，沟槽深

度为0．5mm，沟槽的横截面为梯形，模具形面轮廓

尺寸为85mm×85mm。流场有效尺寸为45mm×

45mm。

图1薄板软模成形示意图

Fig．1 Sketch of sheet forming process using soft tools

图2凹模／流场结构图

Fig．2 Die／structure of flow field

利用板料冲压成形有限元模拟软件DY—

NAFORM预测成形过程中板料的裂纹、起皱、减

薄、划痕和回弹，并评估板料的成形性能[8]。对模

具和板料划分有限元网格，如图3所示，板坯采用

全积分壳单元，厚向积分点数为7，板坯与凹模之

间摩擦系数为0．125，共计439 884节点、445 647单

元。模具采用刚体设置，板坯尺寸为85ram×

85mm，厚度0．1mm，板坯材料选用304不锈钢，

弹性模量2．07×105MPa，泊松比0．28，密度7．85

×10_9t／mm3，屈服强度215 MPa，应力应变关系

a=648(0．02+e)o·22MPaE9|。

金属极板面积较大，细小结构较多，为得到较

为精确的模拟结果，需要划分较大规模的网格单元，

计算量极大。彭林法等[10]对软模成形的工艺参数作

图3有限兀模型

Fig．3 FEMmodel

了详细的讨论，认为软模材料的硬度、软模材料与

薄板材料的接触等效摩擦系数对成形工艺影响不大。

考虑到聚氨酯材料在高压下具有类似于液体的流动

特性，本文将软模冲压模型，简化为液压胀形有限

元模型模拟金属极板的压制过程。对全部板料网格

单元施加液压力，加载方式为，在0．4s时间内，压

力值由0线性增大到300MPa，保压0．1s，完成整

个成形过程，如图4所示。计算工作在多核工作站

上使用双精度LS—DYNA求解器进行，总耗时

141h59min。

350

300

重：器
-R 150

幽100

50

O
O 0．2 0．4 0．6

时间，s

图4系统压力加载曲线

Fig．4 Load prediction of system pressure

有限元模拟结果及分析

在后处理软件中查看整个模拟过程，发现在压

力为180MPa时，板料充形情况较好，各部分形貌

尺寸已经达到设计要求。图5为180MPa压力下的

等效应变云图，其流场脊部应变较小，沟槽底部应

变相对较大，其中最大值为0．554，出现在流场单

脊部分末端的端面(见图5点G处)，是最容易出现

破裂缺陷的部位。

见图5，垂直于极板平面作剖切面得到截面线

AF，在此截面线上，定义区间／区段延伸率为板料

成形过程中某一时刻该区间／区段的弧长伸长量与原

始长度的比值。流道部分(BE区间)的截面轮廓呈

周期性分布，整个截面区间AF、多周期区间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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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等效应变云图

Fig．5 Cloud map of equivalent strain

单周期区间CD在成形过程中的截面延伸率如图6

所示。AF在整个变形过程中均为最小，因为极板

流场区域外有较大部分变形很小；BE段和CD段的

延伸率曲线在0MPa～120MPa之间吻合较好，

120MPa后呈现出一个小的差值，且略有波动，说

明成形初期板料在流场各个周期的变形较均匀，随

着压力的增大，各个周期区间出现了不均匀变形的

情况。
O．30

O．25

冰0．20

墼0．15
艘0．10

0．05

0

O 100 200 300

压力／MPa

图6各区间截面延伸率变化曲线

Fig．6 Curves of elongation in cross sections

在中部单周期区间CD上，选取图7所示的5

个区段，各个区段的延伸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8所示。1—2区段延伸率最小，在整个成形过程中的

变化也最小，该区段对应流场的脊部，是极板流场

部分变形最小处。3—4区段在0MPa～100MPa之间，

为延伸率最大处，后期变化较平缓，从模拟结果中

观察到，该区段在变形初期因为沟槽部分板坯向下

运动而最先与模具圆角接触，进而翘起，发生弯曲

变形而导致初期变形量最大；后期与模具圆角贴合

面积逐渐增大，导致摩擦力增大，使得进一步变形

困难，主要的变形部分转移到板料的沟槽部分发生。

压力100MPa后，5-6区段延伸率增大最快，且保

持最大值，一直持续到变形结束；9—10区段位于槽

底部，延伸率仅次于5-6区段；7-8区段位于5-6区

段与9一lo区段之间，对应于槽底的圆角处，是槽底

延伸率最小的部分。沟槽圆角部位弯曲程度最大，

延伸主要发生在圆角两旁，9—10区段较5-6区段先

与模具贴合，伸长阻力较大，其延伸率略小于5-6

段。可见在流场结构确定的条件下，脊部圆角和槽

部侧壁斜度是极板成形的关键影响因素。圆角大有

利于变形初期板料在该处的流动；斜度大，会使变

形后期板料在该部分能够尽快与模具贴合(如5—6区

段)，在摩擦力作用下使该处变形变得困难，从而促使

其他部位(如7—8区段、9—10区段)伸长均匀化。

f
凹模

图7 CD区间截面示意图

Fig．7 Sections’sketch map between C an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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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CD区间上各个区段延伸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8 Curves of elongation in each section

betweenC andD

在图7中的5个区段上选取对应的5个节点如

图9所示，厚度分布情况如图10所示，其变化规律

同图8延伸率变化曲线相吻合，延伸率越大的地方

减薄越厉害。可见板料变薄主要是由发生在AF截

面方向的拉伸变形引起，垂直于该截面方向(沿沟槽

方向)的伸长较小。

板料

f
凹模

图9 CD区间节点分布示意图

Fig．9 The sketch map of nodes’distribution

between C and D

过最危险点处作一斜截面GH，如图5中所示

位置，截面轮廓如图11所示，选取6个节点，厚度

分布图如图12所示。1～3点处的厚度明显小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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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分布的6～4点，这是因为图11所示截面的左半

部分对应模具上的外(凸)圆角，平面应力状态以两

向受拉为主；右半部分对应模具的内(凹)圆角，平

面应力状态以拉、压组合为主。在两向拉应力都较

大的点2处厚度最小，即图5等效应变云图中最大

应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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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GH区间节点分布示意图

Fig．11 The sketch map of nodes’distribution

betweenG an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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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GH区间节点厚度变化曲线

Fig．12 Curves of nodes’thickness between G and H

3金属极板成形实验

金属极板成形实验模具的流道截面轮廓圆角和

斜度，以及蛇形流道转角处的圆角设置，均参考有

限元模拟情况进行设计。实验在500t压力机上进

行，结合有限元模拟中坯料的充形情况，采用最危

险点处厚度减薄率为40％时刻的压力值，在压力机

上确定130t的系统压力设置完成实验工作。压制出

的金属极板如图13所示，极板流道轮廓清晰，板面

平整，没有出现起皱和破裂等缺陷，流道形貌达到

设计要求，并且与有限元模拟结果吻合较好，可见

采用液压胀形方式模拟极板的软模成形是可行的，

而且结果可靠。

图13极板实物

Fig．13 Photo of polar plate

本文提出的实验方案和试验结果为实际装堆(见

图14)的、有效面积为400minX 100mm双极板的成

形，提供了准确有效的依据和参考，目前已经完成

厚度0．12ram、有效面积400ramX 100ram双极板的

冲压成形工件，为金属双极板的焊接、表面防腐处

理和批量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图14全尺寸金属双极板电堆

Fig．14 Full size metallic polar plates’stack

4结论

通过小型蛇形流道极板的模拟和试验，相互印

证和总结出薄金属板的成形规律。

1)成形初期板料在流场各个周期的变形较均

匀，随着压力的增大，各周期区间出现不均匀变形

的情况。

2)周期流道部分的危险区域在脊部圆角下方，

脊部圆角和槽部侧壁斜度，是极板成形的关键影响

因素。圆角大，有利于变形初期板料在该处的流动；

斜度大，有利于变形后期板料在槽部均匀伸长。

3)流道转弯处的外(凸)圆角处，薄金属板料的

平面应力状态以两向受拉为主，是最易破裂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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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地增大其圆角和斜度。

在有限元模拟中采用液压胀形近似简化处理聚

氨酯软模成形问题是可行的，模拟结果与实验情况

吻合较好，同时很大程度减少了模拟计算的时间。

所得出的规律和方法，成功地应用到全尺寸的金属

双极板的设计和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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