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替代解决方案

动力与热力生产 

荣誉出品

氢能系统



该单元配有电源管理系统，根据应用需要以
所需的形式（直流或交流，并网或独立）传
输电能。它具有在其额定容量的40-100％范围
内运行的能力。它的最大电气效率大于35％
（基于LHV），而总效率则超过85％。

产品介绍 
H2PS-5 是一种热电联产（CHP）系统。它的容

量为5 kW，而在热电联产（CHP）模式下，它也
可以以热水的形式产生高达 7 kW的热能。该系
统采用多燃料供料，即它可以与天然气，丙烷/
液化石油气或沼气一起运行，并使用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PEM-FC）通过中间产生的氢气将
其转换为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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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图（使用LT PEM燃料电池进行燃料蒸汽重整）

集成系统包含以下子单元：

r 燃料处理器/制氢装置, 通过重整进料燃料进行制氢。

r 低温PEM燃料电池堆, 使用燃料处理器产生的氢气进行
      发电。

r 电池和电子电源管理系统，管理多余的发电量。
r 控制系统，能够控制单元并实现正确，平稳和安全地
      操作H2P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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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效率（％）
燃油费用*  

(€/kWh)

二氧化碳当量
（产生的千克二氧化碳/千瓦时）

NOx  
(g/kWh)

HC  
(g/kWh)

COx 
(g/kWh)

PM 
(g/kWh)

SOx  
(g/kWh)

H2PS-5 35 0.26 0.76 0.004 0.04 0.3 N/A 0
常规柴油发电机 16 0.58 2.57 7.5 8.0 0.4 0.17

H2PS-5与5kW柴油发电机的比较

与其他系统比较
当前，发电机组服务于分散式发电市场，但是与H2PS-5相比，它们的发电效率显着降低，并且对环
境影响很大。

* 根据希腊市场价格（10/2018）. 

丙烷作为H2PS-5的燃料



PRODUCT CLAIMS技术介绍 
Helbio的技术基于用于重整工艺的专利和专利反应器催化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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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PS-5 使用PEM燃料电池和基于进料燃料蒸汽重整的燃料处理器。

该系统包括燃料处理和发电步骤。

系统特性

重整器       蒸汽重整

水煤气变换         高低温 

氢气质量      重整

输送燃料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丙烷，沼气

能源生产       5 kWe + 7 kWth 

功率特性         48 VDC * 

尺寸（长x宽x高）   0.65 米 x 0.75 米 x 1.65 米

重量         ～200公斤
* 可根据要求提供其他电压

首先，燃料处理步骤：                 
重整氢通过以下反应产生：

蒸汽重整：
CnHm + H2O = nCO + (n+m/2)H2        

    

水煤气变换 (HT and LT WGS)： 
CO + H2O = CO2 + H2

甲烷化：
CO + 3H2 = CH4 + H2O

其次，发电步骤：
          
使用了低温质子交换膜（PEM）燃
料电池。 热集成壁反应堆（HIWAR）

HIWAR 专利技术

重整补充燃料 重整

可燃物燃气

换热区 换热区反应区

燃烧催化剂膜 重整催化剂膜 

技      术

一氧化碳最小化      选择性一氧化碳甲烷

规格数据

最大电气效率         > 35％（基于LHV）n LHV）

最大热效率         > 50％（基于LHV）

 工作范围容量      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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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解说

高度创新 | 环保的 | 节能 | 具有成本效益

 	H2PS-5 的电效率大于35％ （效率是普通柴油发电机的两倍以上）

 H2PS-5 的运行成本（燃油）比传统柴油发电机低2倍以上 

 	维护成本有望降低到50％以下 

与传统发电机的维护成本相比，H2PS-5结构简单

 	多燃料系统，可与天然气，丙烷/液化石油气或沼气一起运行
  显着减少排放 (H2PS-5 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物排放量低170

  倍，一氧化碳排放量比传统技术低27倍，硫氧化物排放量为零 

 	非常低的噪声和振动水平 

 	在部分负荷下表现出色 

电力

进出口

燃气

 	提高安全性（无火焰） 

 	能够处理原始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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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BIO是一家高科技公司，成
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希腊帕
特雷，致力于氢能与能源生产
系统的开发，制造和营销。

先进的氢气和能源生产技术

基于创新技术内部开发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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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得专利） 

(HIW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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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国际和欧洲注册专利确保
Helbio的安全 
“自由经营”（FTO），使现有和
新产品成功商业化

作为电信站塔的备用电源以保持恒定
的电源并确保可操作性。

在电信站中，H2PS-5具有许多优势，包
括可靠性，低维护成本，减少加油频率
和降低成本。

并网或离网家庭和其他建筑物

使用H2PS-5的主要好处包括：由于高
电气效率和整体效率而节省了能源，
降低了（或为零，具体取决于燃料）
二氧化碳排放量。从根本上消除了氮
氧化物，硫氧化物和颗粒物等大气污
染物的排放，并显着降低了噪音和振
动水平。

帆船游艇和小船

超过10m的浮船在停靠时或在主机发生故
障时需要使用辅助发电机来发电和/或发热
量。 H2PS-5具有与其他任何移动应用程序
相同的吸引人的特性：可靠，经济，安
静，无振动和无排放运行。

卡车

卡车辅助动力装置（APU）市场为燃
料电池动力系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潜
在机会。 
用H2PS-5动力系统替换柴油发动机将
节省大量燃油，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
排放，并大大降低了运行噪音。  

有沼气的小型农场 

H2PS-5的未来和发展中市场包括农
场，食品工业和食物链中的小型沼气
生产商。在沼气领域，由于燃料的热
值低，传统技术的运行不可靠且中
断，这对H2PS-5而言不是问题。

独特的卖点和专业知识：

应用领域
电信站
电信提供商依赖氢能与能源生产系统



该项目已经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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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BIO S.A. 氢气和能源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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