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
双极板
FEINforming精密成形——经济生产燃
料电池用高效金属双极板

FEINforming精密成形：以精度取得领先
FEINforming精密成形助您达成更高目标：高效率，轻量化，提高燃料电池
堆功率密度，并在大批量生产中实现高度经济的生产工艺。
我们提供：
	
贯穿整个价值链的全面工程服务
	
试样生产、预批量生产和批量生产
	
针对双极板生产专门配置的压机
	
经FEM优化的模具设计
法因图尔公司研发的FEINforming精密成形技术是开启燃料电池未来的关键
之一，为转型推广可持续电动出行提供助力。

FEINFORMING精密成形：创新的未来技术
基于在精冲和冷成形行业的数十年经验和技术领先地
位，我们致力于为客户在燃料电池市场的技术进步开发
新的工艺和模具技术。其中尤以流程和制造工艺的精
度，公差最小化，最优化，质量和成本效益为重。
法因图尔公司提供的FEINforming是一套面向未来的制造工
艺，适用于生产燃料电池用高性能金属双极板。除了膜
电极组件（MEA），它们也是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
（PEM）的关键部件。
我们独特的方法是在一个集成工艺中同时生成与电池堆
相关的所有内部和外部几何形状以及双极板的流道。
这使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能够获得经济高效的最佳生
产工艺，以生产性能强劲且结构紧凑的燃料电池驱动装
置，用于零排放电动汽车或固定式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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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板：燃料电池的关键部件

在确定燃料电池的效率和功率密度方
面至关重要

将电池堆中反应产生的
电流从一个电池单元传
输到另一个电池单元

有效排出反应热
安装在电池堆中的200至400个双极板
（“重复单元”）重量、材料厚度和体积
减小，实现更高功率密度。

电池堆中最重要的结构元件就是
双极板和MEA。它们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电池堆的性能。

将气体供应到膜电极
组件(MEA)

排出反应生成
的水

车辆中使用的PEM技术将空气中的氢
气和氧气转化为纯水。此过程会产生
电流和热量。在结构上用作PEM燃料
电池载体板的核心部件是双极板。它
构成燃料电池的两极——有氢气供应
的阳极板和用于从空气中供应氧气的
阴极板。

反应气体（氢气和氧
气）在整个流道结构上
的均匀分布

集成膜电极组件(MEA)由数层组成，
用于将反应气体转移到质子传导
膜上

双极板的设计必须具有完美的气体分
布和最佳的电导率，确保活性区域排
水并实现有效的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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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落实设计要求

01

02

03

04

凭借出色工程能力成功实现设计。

C
A

最佳模具精度
FEINforming精密成形能够在金
属双极板制造中以准确的尺寸
落实内外几何形状设计。

如右图所示，FEINforming精密
成形可保持材料均匀的厚度。

法因图尔最新一代压机FB one与模具完
美兼容。
通过电脑模拟和使用代表性样品进行
的模具寿命验证，从而逐步优化，确
保最佳的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

B

双极板流道示例
A) 板厚：0.075 mm
B) 成型深度：0.45 mm
C) 节距：1.5 mm

	
流道高度均匀一致，材料厚度无波
动
	
几乎呈直角的流道结构，且弯曲处
厚度均匀没有变细，与膜片的接触
面平坦
	
精确定位的激光焊接参考点，确保
整个后续生产程中产品的精度
	
内部和外部形状同时冲裁，以实现
产品最大精度

每个双极板均由数个组件组成，这些
组件连贯且精确地组装在一起。部件
公差的最小化是决定性的质量因素。
使用FEINforming精密成形可以高精度
生产任何形状的双极板。

	
不同的材料（未涂层的不锈钢，
铝，钛）
	
精确的参考点(对于激光焊接定位有
重要作用)
	
各种流道几何形状
	
冲裁内部和外部几何形状
	
流道高度的精度和均匀性
	
材料厚度较薄

01-04结构
弯曲流道(01)
直流道(02)
气流口(03)
特殊形状(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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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经济生产的关键

优化设计实施、制造工艺和材料使用，开辟成
本降低潜力。

FB ONE: 高端批量生产设备

这一代压机是双极板生产的理想选择

新模具开发
FEINforming精密成形模具与专
为双极板生产而配置的FB one
完美兼容。

阳极板和阴极板通过自动化传
递模进行生产，此模具设计方
案专门针对薄板生产而开发。

模具成本低

FEINforming精密成形：同类最佳
在大批量生产中，FEINforming精密成形相对其
他工艺，在五个方面中的四个都已证明是“同类
最佳”解决方案。
FEINforming精密成形
冲压
液压成形

FB one压机为模块化设计，汇集了法因
图尔集团多年的知识和经验，其在各
方面均体现出了卓越的瑞士品质。灵
活的模具安装，高刚性的压机机身，
紧凑的压机尺寸等，使得模具和压机
完美地协同，为高性能金属双极板的
精密生产奠定了无与伦比的的基础。
压机设计方案集合诸多优势

重复精度高

设计复杂度

	
适用于各种应用的模块化组合结构
	
无地坑安装
	
紧凑的外部几何形状
	
布局灵活，便于物料搬运
	
可以集成到现有网络中的控制器
	
高性能、低能耗 (FEINdrive)

FB one在双极板生产中的特殊优势
	
得益于模块化系统，它可以专门配
置用于生产双极板
	
专用模具设计方案
	
实现极小半径
	
最小部件公差
	
专用转换系统可实现高吞吐量
	
减少生产步骤
	
模具与压机的完美协同作用
	
出色的重复精度
	
单个产品总投资低
	
模具寿命长

模块化系统结构

具备全方位可触及
性的新型设备布局

模具兼容性和灵
活性

产量输出大

经济效益佳

广泛的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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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为导向的全方位服务
可行性研究、试样、预批量生产和批量生产。

可行性研究：
快速而可信的结果。

试样生产和预批量生产：
验证并优化电池堆性能。

法因图尔内部开发的工艺仿真，可以
为指定的双极板目标设计快速确定可
行的解决方案。

试样生产和预批量生产在法因图尔瑞
士总部的研发中心进行。在这个重要
的测试阶段，双极板设计将在投入批
量生产之前通过试样生产得到检验，
然后制造商可在真实的电池堆中测试
双极板样品性能。

	
初始模具设计基于电脑模拟仿真。
	
进而通过有代表性的样品，在符合
真实条件的测试过程中验证结果，
并根据需要进行持续的改善。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检验并优化模
具，避免了量产模具昂贵且耗时的反
复优化。

分布于欧洲，亚洲和北美的一流生产工厂
双极板批量生产：
受益于我们遍布全球的业务。
法因图尔公司是助您经济且高效冲裁
精密金属板材的全球技术合作伙伴。
以客户导向和与之相应的灵活性为中
心关注点。

创新促成未来成功
与我们一起发掘氢燃料电池驱动装置
在可持续出行方案以及固定式燃料电
池设计方案领域的未来潜力。

邻近汽车市场
客户将可受益于我们遍布全球，临近
各主要汽车市场的生产工厂布局。
燃料电池关键技术
高性能双极板可提高燃料电池堆的功
率密度。这意味着您将可满足未来新
性能等级燃料电池驱动装置的基本要
求。

我们成熟的测试程序是在真实条件下
进行的，将会系统地揭示双极板设计
中可能存在的缺陷。焊接和涂层服务
也包含在我们的试样生产产品组合
中。

Ettlingen, 德国
Feintool System Parts
Ettlingen GmbH

Obertshausen, 德国
Feintool System Parts
Obertshausen GmbH

Ohrdruf, 德国
Feintool System Parts
Ohrdruf GmbH

Jena, 德国
Feintool System Parts
Jena GmbH

Oelsnitz, 德国
Feintool System Parts
Oelsnitz GmbH

Jessen, 德国
Feintool System Parts
Jessen GmbH

Most, 捷克
Feintool System Parts
Most s.r.o.

我们为您准备的服务项目
可行性研究
	确定可实施的目标
几何形状
	节省时间的虚拟仿
真过程
	具有代表性样品几
何形状的实际测试

试样生产
	验证技术可行性并
优化燃料电池堆性
能（客户工厂）
	产量可高达数百个
板件
	涂层和焊接（可选）

预批量生产
	使用自动化传递模
进行生产

	使用自动化传递
模进行生产

	通过更换模具配件，
阳极板和阴极板生
产可共用一套模具

	阳极和阴极的单
独模具架

	使用试样模具的配
件

日本常滑市
Feintool Japan Co., Ltd.

批量生产

日本厚木市
Feintool Japan Co., Ltd.

	专用液压机
Nashville, 美国
Feintool Tennessee, Inc.

Cincinnati, 美国
Feintool Cincinnati, Inc.
Feintool Equipment Corp.

Lyss, 瑞士
Feintool Technologie AG
Feintool System Parts Lyss AG

中国太仓
法因图尔精密部件（太仓）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法因图精冲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天津
法因图尔汽车部件（天
津）有限公司

Jona, 瑞士
Feintool Technologie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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