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少的
燃料消耗

16%
更高的
峰值功率

90%
更好的
电流密度均匀性

10x

基于 eFlow基于 eFlow™™ 技术的 技术的
氢燃料电池创新解决方案氢燃料电池创新解决方案



总部

销售及客服中心

生产基地

全球有超过                       
130名员工

公司成立于2000
年，2021年在多伦
多证券交易所成功
融资1亿加元

知识产权里有30
项发明专利1

已完成超过    
400,000公里的       

运营服务

推动零排放的引擎推动零排放的引擎  
Loop Energy 以加速推动氢能革命                                         
助力打造清洁未来为己任

Loop Energy 秉承打造零排放未来的使命，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兼具高性能和经济性的系统解决方案，加速燃料电池技术
的推广和应用。 

Loop Energy 公司是一家行业领先的氢燃料电池系统设计
商和制造商，专注于商业车辆的电气化。诸如
公交车、物流车、货运卡车和特种车辆
都使用了Loop Energy 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eFlow™技术
作为零排放的动力解
决方案。  

Loop Energy 客户： 
汽车主机厂（OEMs）、
动力总成制造商和系统 集
成商，使用eFlow™解决方案为世
界各地的车队运营商提供经济高效

商用车辆的零排放解决方案

的、替代柴油的零排放产品。   



eFlow™流道

eFlow™

燃料电池单元

燃料电池模组

eFlow™

燃料电池电堆

燃料电池系统

成功
商用

1.8 1.6 1.4 1.2

A/cm2

ConventionaleFlow™

Fuel Cell Bipolar Plates

eFlow™设计 常规设计

Loop Energy 的 
eFlow™燃料电池
结构以其16−90−10的
设计优势将燃料效率、
峰值功率和耐用性提升
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一创新的核心是其标志性的梯
形板设计，确保了在整个活化区
域内电流密度的均匀性得到极
大提升，整个双极板流道槽内的
气体速度也持续增大，因此赋
予其卓越的性能表现和水管
理能力。

低燃耗

更少的
氢燃料消耗

高达

强动力

更高的
峰值功率

高达

长寿命

更好的
电流密度均匀性

高达

eFlow™ 使反应的电流密度能够均匀分布于                                                                       
双极板的活化区域
•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于催化剂溶解和碳降解造成的燃料电池老化问题。
• 降低了维护成本，增大了运行时间内产品的稳定性。

eFlow™降低了总拥有成本，并通过其卓越的能力将车辆
的性能提高至2:

获得专利认       获得专利认       
证的 eFlow证的 eFlow™™            
结构结构



功率 & 能效

应用

体积尺寸

电气接口

冷却 & 环境温度 (全部型号)

法规标准 (全部型号)

附加组件 (全部型号)

氢气 & 空气接口

 * 巡航模式被定义为运行功率等于额定连续净功率的50%                          **   组件体积不包括外壳、软管和电缆 所有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可选附件 DC-DC

 冷却系统

 空气过滤器

防护等级
IP 55 (标准),  IP 67 (可选)
排放
符合零排放标准

安装和抗震要求
MIL-STD 810. 无特殊阻尼要求，允许直接安

装在车辆底盘上。

最低冷却剂温度 +2°C

最高冷却剂温度 +80°C

运行环境温度范围 -30°C to +50°C

存放温度范围 -40°C to +85°C

供氢气压 8.5 bara 8.5 bara 10.5 bara

氢燃料 SAE J2719 or ISO 14687 (Grade D)

氧化剂 环境空气

输出电压范围 115 VDC–235 VDC 180 VDC–360 VDC  204 VDC–407 VDC

最大电流 300 A 350 A 350 A

供电电压 24 VDC (12 VDC 可选)

控制接口 CAN Bus V2.0B

长 719 mm 916 mm 916 mm

宽 457 mm 516 mm 516 mm

高 450 mm 575 mm 575 mm

重量 93 kg 135 kg 152 kg

标准体积 148 L 262 L 230 L

最小定制封装体积** 106 L 128 L 130 L

净持续功率 30 kW 50 kW 60 kW

巡航模式* 燃料消耗 <0.78 kg/hr <1.39 kg/hr <1.61 kg/hr

净巡航模式* 运行效率 58% 54% 56%

 S300 – 30 kW 模组 T505 – 50 kW 模组 T600 – 60 kW 模组
典型应用 城市配送、中小型专用车辆 公交车、卡车、码头牵引车/拖头以及其他一些

中型车辆

我们的净运行效率指标是在巡航模式（净连续功率的50%）下实现的，而非在待机状态下。

法规标准
EMC: 2014/30/EU
Automotive EMC: UN ECE R10
LVD: 2014/35/EU
MD: 2006/42/EC
RoHS: 2011/65/EU and 

EU 2015/863

产品标准
普通燃料电池模组安全: IEC 62282-2-100:2020
轻工业 EMC: IEC 61000-6-1:2016, 

IEC 61000-6-8:2020
电动汽车安全: ISO 6469-2:2009, ISO 6469-3:2018
燃料电池车辆安全: ISO 23273:2013
ROHS: IEC 63000:2016
冷启动与运行: GB/T 33979-2017
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 GB/T 24554-2009
低、高温存放: GB/T 33978-2017

氢燃料电池  
模组
搭载 eFlow™ 电堆驱动

轻中型车辆应用



功率 & 能效

应用

体积尺寸

电气接口

冷却 & 环境温度

附加组件

氢气 & 空气接口

 * 巡航模式被定义为工作功率等于额定持续净功率的50%
 ** 重量包括所有系统组件、电缆和软管
  系统的整体重量和体积可能会根据定制的配置而有所不同
 *** 不包括散热器寄生。
 所有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可选附件 热交换器，空气过滤器
 系统组件框架以及
 连接线

冷却剂类型 BASF Glysantin FC G 20

运行环境温度范围 -30°C to +50°C

存放温度范围 -40°C to +85°C

供氢气压 8.5 bara 8.5 bara 10.5 bara

氢燃料 SAE J2719 or ISO 14687 (Grade D)

氧化剂 环境空气

输出电压范围 370 VDC–450 VDC, or 500 VDC–700 VDC

最大电流 300 A 350 A 350 A

供电电压 24 VDC

控制接口 CAN Bus V2.0B

重量** 274 kg 381 kg 398 kg

最小定制封装体积** 497 L 746 L 714 L

持续净功率*** 28 kW 48 kW 59 kW

热电联产（CHP）输出 36 kW 62 kW 76 kW

巡航模式下总系统（热电联产）效率* 69% 67% 70%

 S300-S T505-S T600-S
典型应用 城市配送、中小型专用车
 辆

公交车、卡车、码头牵引车/拖头以及其他一些 
中型车辆

在寒冷的天气里，通过热交换器把余
热用以加热车厢内空气，能使系统总
净输出功率增加高达30%

氢燃料电池 
系统
包含一个搭载了eFlow™电堆的燃料电                                                                            
池模组，一个冷却系统和一个DC-DC                                  
转换器

轻中型车辆应用



•    

电器接口

冷却 & 环境温度

氢气接口

应用

产品标准

可选组件

功率 & 能效

体积尺寸

 * 估计值。该尺寸包括DC-DC，空气压缩机系统，氢气循环系统和冷却系统（不包括散热器）。
 ** 干重。包括DC-DC和冷却系统（不包括散热器）。 
 所有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外壳防护等级 IP67, IEC 60529

推荐冷却液类型 50/50 DI/Glycol mix, BASF Glysantin 
FC G 20 or similar FC-speci�c coolant

运行环境温度范围  -30°C to +50°C

存放温度范围 -30°C to +85°C

氢气质量  SAE J2719 or ISO 14687 (Grade D)

氢气入口压力 14 bara

尺寸 (长 x 宽 x 高)* 1,008 mm x 679 mm x 787 mm

质量 (干重)** <300 kg

体积  539 L

输出电压范围  520 VDC–850 VDC

最大输出电流 300 A, DC-DC端口

低压平台 24 VDC

高压电源最低电压  内部供电

控制接口  CAN Bus V2.0B

额定功率 100 kW

额定功率效率  48%

峰值功率 110-120 kW

峰值功率效率  40-44%

巡航模式功率范围 17-83 kW

巡航模式效率 50-60%

典型应用 长途客车和重型车辆

产品认证 CE to IEC62282, UN ECE R10

热交换器, 空气过滤器, 维修配件, 散热器

高效率
巡航模式下                                             
系统净效率高达60% 

宽范围
巡航功率范围广                                        
17-83 kW

低成本
工厂预置系统                                                      
方便灵活布置 

S1200

  
氢燃料电池  
系统
包含一个搭载了eFlow™电
堆的S1200燃料电池模组，
一个冷却系统和一个DC-DC       
转换器

重型车辆应用



Loop Energy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这意
味着当您与我们合作开发氢燃料电池
项目时，您得到的远不止一台燃料电
池。 Loop 团队将为您提供包括从早期
系统配置和产品匹配咨询到产品集成、
维护、培训以及后期对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的技术及商业问题分析的全方位服
务。 在车辆开发和应用的整个过程中，
您将与我们的客户经理和技术工程师
直接接触。

以客户为中心   
的产品集成   
服务

Loop Energy 燃料电池系统
专为简易快速集成而设计

冷却系统

DC-DC

整车控制器
（VCU）

Loop 燃料
电池控制器

燃料电池模组

氢气供应

Loop系统内的燃料电池控制
单元（FCCU）直接控制冷却系
统和DC-DC，因而减少了VCU
的设计和集成

客户可以接触
到经过我们预审                                          

合格的供应商

生态系统
合作伙伴

资格认证及                                     
系统设计

销售应用
工程师

系统集成                                          
及启动

运营团队

服务支持

生产制造
团队

维护，保修 
及回收

现场售后
服务经理

氢气供应

储氢罐

工程设计以及
车辆集成



客户案例 
零排放清洁能源车辆                                                   
让您畅行无阻

loopenergy.com

solutions@loopenergy.com
@LoopEnergyInc
Loop Energy Inc.

动力更强
助您行驶无疆

CN-A4-221014.1

1. 1. 截至2020年12月31号。其中包括了处于不同阶段的专利（已发布、在审查截至2020年12月31号。其中包括了处于不同阶段的专利（已发布、在审查
中以及待定）。中以及待定）。

2. 2. 基于Loop内部测试以及对其他制造商、竞争对手的燃料电池性能公开数据基于Loop内部测试以及对其他制造商、竞争对手的燃料电池性能公开数据
的比较。为了更加直观地量化eFlow™的技术优势，Loop从某头部竞争对手那的比较。为了更加直观地量化eFlow™的技术优势，Loop从某头部竞争对手那
里购买了商用的CCM材料并集成到Loop eFlow™燃料电池电堆中，并让该电堆里购买了商用的CCM材料并集成到Loop eFlow™燃料电池电堆中，并让该电堆
在公开信息中能推测出的最近似的操作条件下工作得到以上数据。  在公开信息中能推测出的最近似的操作条件下工作得到以上数据。  

Mobility & Innovation 在2022年推出了名为
H2Bus的8米长氢能电动中巴。得益于Loop 
Energy的燃料电池产品，这款21座的氢能巴士
只需要10.5公斤的氢气就能实现400多公里的续
航，高效的燃油效率令人瞩目。

斯洛伐克
中巴制造商

NGVI 长期从事天然气动力系统的
研发和制造，Seoul Bus是其股东之
一。近期NGVI 通过与Loop Energy
的合作，进军燃料电池车辆市场。 
2022年，NGVI 正式发布搭载Loop 
Energy 燃料电池系统的巴士，首批巴
士将依照协议交付给韩国蔚山市。

韩国
公共交通和商用车集成商

2021年，中国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投运了11辆由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和Loop Energy 联合开发的
公交车车队。这批公交车搭载了T505系列燃料电
池系统，截至2022年2月，其运营里程已经超过了
400,000公里，其中燃料电池系统的正常上线率达
到96%。 

中国
公交及商用车制造商 

为研发氢燃料电动卡车，Tevva 评估了全
球各地主要的燃料电池供应商，经过一系
列严格的燃料效率、集成简易性以及稳定性
等对比和测试，最终选择了Loop Energy 作
为其合作伙伴。该款燃料电池卡车已于2022年
亮相，且双方已经签订大规模供货协议。

英国
卡车制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