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靠的解决方案

清洁，安静，高效的
氢能源生产

Helbio氢气发生器

荣誉出品

氢能系统



高度

环保地

能源

成本

Helbio Hydrogen Generators

- 天然气
- 液化石油气
- 沼气

10 – 200 m3/h
氢气生产

所需燃料

创新的

友好的

效率高的

成本低廉的

荣誉出品

氢能系统

Helbio氢气发生器



Helbio的技术基于用于重整工艺的专有和获得专利
的反应器催化剂配置。 反应堆配置利用了热集成壁
反应堆的概念，该概念提供了非常快速的热交换特
性。

反应堆追求通过金属壁的高效传热（低电阻），而
热量产生的位置非常接近需求。 重整催化剂的所需
量明显低于典型的固定床反应器。

技术

热集成壁反应堆（HIWAR）

重整填充 重整

可燃物

HIWAR专利技术

燃料气体

换热区 换热区反应区

燃烧催化剂膜 重整催化剂膜

• 油脂氢化
• 电子行业
• 钢铁工业和冶金业（铁还原，覆盖气体，成型气体）
• 玻璃行业
• 发电机冷却
• 内燃机富氢，可提高效率并减少排放
• 活塞式气体发生器燃料的氢富集，例如沼气应用

‣ 将氢气注入天然气网格。

应       用
10- 200 Nm3/h 范围内Helbio氢气发生器效率高，非常适合以下应用：

‣ 燃料电池汽车（FCV）的汽车加油站

‣ 通过燃料电池技术发电

‣ 需要氢气的工业过程，例如

• 燃料预处理单元可去除燃料杂质和污染物，例如硫，氨和卤化物。 一系列在环境温度下使用
的疏水阀； 因此，它们不需要任何能量输入。

• 燃料处理器将燃料转换为富氢流。
• 变压吸收（PSA）单元可将氢气出口净化至所需水平
• 控制系统可确保平稳且故障安全的操作。 这些单元具有工业级PLC控制系统，是高度自动化

的，并且可以无人值守地自主运行。 包括远程监视和控制。

“便于随时使用” 
制氢系统

Helbio 开发了一系列氢气发生器，旨在使用天然气，LPG或沼气等燃料来满足小规模氢气供应
的苛刻要求。该系统可在连续运行且维护间隔长的情况下提供清洁，安静和高效的氢气生成。

标准系统HHG-10，HHG-20，HHG-50，HHG-100，HHG-150和HHG-200分别产生
10、20、50、100、150和200 Nm3 / h的H2。

氢气纯度应客户要求在99.9％至99,999％之间。

天然气可从现有网络获得。 沼气可以来自各种来源，例如废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或来自工
业和/或家庭的有机废物。

系统总览
Helbio的氢气发生器由四个主要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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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流与蒸汽混合并进料到重整反应器中，该反应器产生大部分氢气。 氢
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水，即在此过程中水充当燃料！ 该过程所需的热量是通
过一部分燃料的催化燃烧产生的，从而消除了明火。 重整器出口中包含的
一氧化碳在水煤气变换（WCS）反应器中转化，在此一氧化碳与水反应生
成额外的氢气和二氧化碳。 变压吸收单元将氢气净化至所需水平。



1. CH4含量> 91％
2. 商业丙烷，C3H8含量> 95％ 

3. CH4含量> 65％
4. 还取决于所需的氢纯度

5. 可根据要求改变

HHG 系列
HELBIO 氢气发生器

系统特性
HHG-20 HHG-50 HHG-100 HHG-200

20 50 100 200

规格数据     

制氢 [Nm3/h]

进料燃料消耗

8.0 20.0 40.0 80.0

6.9 17.3 34.6 100.0

天然气[Nm3/h]1

液化石油气/丙烷 [kg]2

沼气 [Nm3/h]3 15.7 39.0 78.0 150.0

50-100 50-100 50-100 50-100

≥99.999% ≥99.999% ≥99.999% ≥99.999%

80.0 79.0 79.0 79.0

7 7 7 7

400, 3ph +/- 5% 400, 3ph +/- 5% 400, 3ph +/- 5% 400, 3ph +/- 5%

<5 <15 <20 <25

工作范围容量 (%) 

输送氢含量 [% 体积] 

PSA回收率 [%]4

氢气输送压力 [barg]5

输入电压 [V]

消耗功率 [kW] 

外型尺寸 20’ container 20’ container 40’ container 40’ container

注意：根据客户要求，氢气纯度可达到99,996％至99,999％

公司简介
HELBIO是一家高科技公司，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希腊帕特雷，是一家专门
从事氢与能源生产系统的开发，制造和营销的公司。

• 先进的氢气和能源生产技术
• 内部开发的基于创新技术的产品
•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沼气和生物乙醇的重整技术
• 紧凑而高效的反应器-催化剂配置（HIWAR专利概念）
• 反应工程与催化
• 流程设计
• 系统集成与控制
• 氢气与燃料电池的高效集成
• 6项国际和欧洲注册专利，确保Helbio的“自由经营”（FTO），使现有和新产

品成功商业化

专业和独特的卖点:

HHG 系列的优点

高度创新
环保的
高效节能
具有成本效益

HELBIO制氢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 紧凑：比传统重整器小40倍
• 催化燃烧：重整/燃烧侧的紧密耦合造就低成本的反应堆设计
• 传热：卓越的传热特性。 产生的热量非常接近消耗热量的地方。
• 降低工作温度：降低材料成本及氮氧化物排放。
• 增强安全性–无火焰
• 高效：工厂效率高，而不取决于系统的“大小”。 根据运行条件和压力的不同，由于拥有专

利的HIWAR反应堆，该系统的效率比传统技术高出5-8％
• 与电解槽相比，运行成本降低50％
• 紧凑的设计：较小的工厂占地面积。 根据系统容量，它可以支撑20英寸或40英寸的容器
• 易于现场安装
• 设计使用寿命为20年，服务间隔为3年

氢能源



HELBIO S.A.氢气和能源生产系统

 , 帕特雷，里约 265 00，希腊
电话: +30 2610 911538  |  传真: 2610 911565

info@helbio.com

网页: www.helbio.com

免责声明
尽管为确保本文档信息的准确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Helbio S.A.对由于使用本文中包含的信息而引起
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或造成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档中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档的版权和所有权属于HELBIO S.A.如果所有副本均包含完整文档中的全部信息，则可以下载，打
印或复制本文档。 未经Helbio S.A.书面许可，禁止部分或全部复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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