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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基炼钢

环境和气候的变化要求钢铁行业脱碳。拥有 ENERGIRON 经验的 Tenova 很好地实现了无碳炼钢的目
标。氢作为铁矿石还原剂的使用已在实验室和试点工厂中得到证实，ENERGIRON 技术用作还原剂的氢
气含量超过 90%。然而，示范工厂正在试验，为了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炼铁、氢基 DRI 生产相竞争，
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成本需要减少到 0.03美元/千瓦时或更低，且资本支出必须大幅削减。 

随
着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增加，钢铁行

业正在认真评估如何减少碳足迹。总体

而言，欧洲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研究了大量使用氢基铁还原作为碳基工艺的长期

替代品。正如欧洲钢铁技术平台 (ESTEP) 战略研

究议程所述，欧洲超低碳炼钢计划是一项重大举

措。未来 ESTEP 的具体方案将涉及氢气供应、使

用、运输和能源储存等问题。针对这一目标的一

些项目是：

`  ThyssenKrupp 与 Carbon2Chem® 项目旨在

将钢铁厂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可再生能源的剩余

能源用于化学生产。目前正在转为使用碳直接

回避 (CDA) 方法。

`  实施 H
2
FUTURE 项目的 Voestalpine、Siemens 

和 Verbund；在林茲建设试点工厂以试验绿色

环保氢气生产。

`  SSAB、LKAB 和 Vattenfal 及 HYBRIT 方案

基 于 使 用 氢 气 的 无 碳 炼 钢 。 借 助 其 独 特 的 

ENERGIRON 工艺和使用氢气直接还原铁的

专业技术，Tenova HYL 成为不二之选并与 

HYBRIT 项目签约。该试点工厂将建于瑞典吕勒

奥，预计将于 2020 年投入运营。

`  Salzgitter SALCOS（Salzgitter 低二氧化碳炼

钢）项目，采用高碳 DRI 作为 BF 和 EAF（代

替 BOF）的原料，结合 GrinHy 项目，利用可

再生能源，通过可逆高温电解槽产生氢气；用

于 DRI 生产。SALCOS 项目,一项由 Salzgitter 

AG 联合 Tenova/Danieli 和 Fraunhofer-

Gesellschaft (FhG) 在 2015 年开展的研究，

旨在分析以现有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

力，调查对综合钢铁厂的影响，并揭示为减少

碳足迹做出重大贡献的可能性。 

ENERGIRON 工艺 

ENERGIRON 工艺（由 Tenova 和 Danieli 联合开

发自 HYL DRI 技术）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

在墨西哥蒙特雷的 Hylsa 建造了第一个工业规模

的气体直接还原工厂，使用富氢气体（H
2
/CO~5

的比例）作为还原剂。随后的发展包括选择性地

去除二氧化碳以提高工艺效率，同时降低能源消

耗，为二氧化碳捕获和商业化 (CCU) 提供切实可

作者: Pablo Duarte

Tenova HYL

r 图 1 ENERGIRON ZR 示意图及氢气的使用

主要操作

a

r 图 2 埃及 Suez Steel ENERGIRON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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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解决方案，开发 Zr（无重整器）的改良版以

提高工艺效率，同时产生高碳 DRI (>3%C)，采用

突破性可靠的高温输送系统进行高温 DRI 输送，

并采用环保型 EAF 送料，气动输送。 

生产 DRI 的 ENERGIRON ZR 工艺（参见图 1，

左）是直接还原工厂为缩小规模并提高效率而迈

出的重要一步。还原气体由还原反应器内的原位

重整产生，将天然气作为还原气体循环回路的补

充气体，并在反应器进口处注入氧气。

基础 ZR 工艺允许直接使用天然气，但工厂也

可以使用传统的蒸汽-天然气重整器作为外部还原

气体来源。其他还原剂，如氢气、煤气化产生的

合成气、石油焦和类似的化石燃料，以及焦炉煤

气，都可以作为还原气体的来源，具体取决于特

定情况和可供应性。无论任何改良版，也无论使

用何种气体源，均使用同样的基本工艺。目前该

技术普遍采用基于连续竖式炉的工艺，多年来产

品质量和工艺效率都得到了显著优化。ZR 技术是

目前最灵活的 DRI 生产选择，其基于独特的简单

工艺配置，可广泛使用不同能源和可用原材料，

因此它很容易与氢配合使用。现代 ZR 装置如图 2 

所示。

氢用于 DR-EAF 炼钢的历史

历史上，基于 DR-EAF 的炼钢生产线一直以使用

氢气为特征，这种气体通常由天然气 (NG) 通过

催化重整器生成。由于烃源为天然气，因此根据

氧化剂比例的不同，所产生的氢气浓度也可能不

同，并与一氧化碳混合。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已经有数百家 DR 和

氢工厂采用 HYL/ENERGIRON 技术使用重整气作

为还原气和常规天然气/蒸汽重整器的原料。具

体来说，在钢铁行业中有 40 多家 HYL/ENERGI-

RON 工厂使用了这种天然气重整器。这些工厂

和竞争技术 (Midrex) 的典型操作特性如表 1 所

示。ENERGIRON 的氢气水平更高。

在任何工艺改良中，只要使用天然气作为氢气

生成的主要来源，就会有二氧化碳作为副产品被

排放到 DR 工厂和熔炼车间。 

在 ENERGIRON 中使用氢气的经验铁矿石还原   

从热力学角度来看，氢气比一氧化碳更容易还原

氧化铁（吉布斯自由能）。用氢气还原铁矿石是

一种强吸热反应，可耐高温，而在低温下则要求

氢气浓度更高。相比较而言，使用一氧化碳还原

则是一种放热反应，耐低温，在较低一氧化碳浓

度下发生。然而，热力学数据并不能反映还原反

应的发生速率。这取决于反应动力学，只有通过

实验测试才能确定工艺参数。

利用含有不同 H
2
/CO 比[3]的气体从动力学上研

究了温度对铁矿石还原程度的影响。在 1,000°C 

下，且 CO/H
2
 比为 1:0 和 0:1 时，还原程度如图 

3 所示。总体而言，无论还原剂是氢气还是一氧

r 图 4 天然气（碳含量 3.5%）和氢气（碳含量 0%）-能量输入

百分比的能耗数据

r 图 3 CO:H
2
 的还原与时间关系：0:1 和  

CO:H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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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化碳，温度越高，还原过程越快。但是，用氢气

还原铁矿石比用一氧化碳还原快四倍之多。 

ENERGIRON ZR 对氢气的大量使用 无论还原气

体的补给来源是什么，ZR 工艺的基本配置是相同

的。唯一的区别是，氢气利用率高于~73%（能

源），或反应器入口的氢气体积约~90%，工艺方

案得到简化，无需再使用选择性二氧化碳去除系

统。如果氢气浓度较高，通过天然气输入到系统

的任何碳，以及其他成分（如氮气），都可通过

尾气吹扫从系统中消除，从而作为燃气加热器的

燃料。图 1 显示高浓度氢气的工艺示意图。[1].

在能源消耗方面，氢气（占总能源输入的百分

比）与天然气的对比影响如图 4 所示。DR 工厂的

节能率约为 2.0GJ/t，因为氢气已经可用，不需要

天然气重整；然而，DRI 中碳含量为 0% [4]。

采用~100% 氢气的示范/试点工厂经验 

除了具备在重整气中使用氢气的丰富工业经验

外，Tenova HYL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在一家试

点工厂进行了大量试验（见图 5），氢气≥90%（

体积）；通过水气转换反应和二氧化碳去除，从

工业 DR 工厂的重整气中生产氢气 [1]。

在 Hylsa Monterrey 的示范/试点工厂的生产速

率为 36 吨 DRI/天，可灵活生产 CDRI、HDRI 以

用于 HBI 生产，HDRI 用于直接气动输送到相邻的

试点工厂 EAF。该工厂还具备合成各种还原气体

的能力；从 100% 氢气到 100% 一氧化碳，包括

重整气，典型的焦炉气和煤炭气化的气体。事实

上，ZR 工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在该工厂中开

发和示范。

根据 DRI 类型和要达到的质量，实验活动包括

了 15 种不同的工艺条件。这包括 CDRI 和 HBI 生

产的金属化率为 94-96%，碳含量为 0.2-1%，具

体取决于回路中 CO-CH
4
 的浓度。

这些测试为确定以下数据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  工艺和设计参数主要涉及还原气体优化的流速-

温度相关性

`  DRI 的质量取决于金属化率和碳含量 

`  优化操作压力，反应器 L/D 比，固体停留时间 

(ƒ)，始终达到 DRI 质量，测定流动系数 (ƒ) 以

确保通过固体床等的合适的气体流速和分布。

这些高氢气的生产活动证实了 ENERGIRON 技

术已经可以使用 100% 氢气的事实。在这种情况

下，所有设计和操作所需的数据都是可用的，可

以直接应用于任何现有和/或新建 DR 工厂中。

“绿色”氢气的生产

目前，产生无碳或“绿色”氢气的唯一方法是水电

解，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所需的电力，从而消除冶

铁和炼钢的碳足迹 (CDA)。图 6 显示了一个基于 

Tenova 的 ENERGIRON 直接还原工艺的示例。

H
2
 ENERGIRON  的相关参数 其他 DR 技术

天然气重整器中 2.0 - 2.5 1.5 
H2O/C 比率

还原气体中 4 - 5 1.7 
H2/CO 比率

%H2 至反应器）~70 ~55 
（体积百分比

r 图 1 DR 技术中重整气的特性 

r 图 5 HYL 试点工厂对 ≥90%（体积）氢气进行试验

r 图 6  基于 ENERGIRON DR 工艺的无碳炼钢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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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将保持在化石燃料的成本范围内，其中大多

数达到低端甚至低于化石燃料。2016 年和 2017 

年，在迪拜、墨西哥、秘鲁、智利、阿布扎比和

沙特阿拉伯，太阳能光伏能源 (PV) 的拍卖价格创

下历史新低，这表明，从 2018 年起，在适当条

件下，每千瓦时 0.03 美元的 LCOE（电力成本均

衡）将成为可能。到 2019 年，最好的陆上风能和

太阳能光伏项目将提供相当于 0.03美元/千瓦时或

更低的 LCOE 电力，CSP（集中太阳能发电）和

海上风能发电将参与激烈角逐。在未来，将有越

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在没有资金支持的

情况下削弱化石燃料发电。 

要想参与绿色氢基 DRI 生产的激烈角逐，就当

前电解槽的效率而言，以及去二氧化碳的要求，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应该等于或低于 0.03 美

元/kWh。资本支出也必须大幅削减。这可能在未

来几年内实现。

结论

`  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压力要求钢铁行业脱碳

`  使用氢作为铁矿石还原剂已在实验室和试点工

厂得到证实

`  Tenova 的 ZR 技术，利用 90% 以上氢气作为

还原剂，已经在试点工厂阶段得到验证，应用

到 HYBRIT 无化石燃料炼钢项目中

`  为了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冶铁、氢基 DRI 生

产（使用现有电解槽效率，不含二氧化碳）相

抗衡，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必须减少到 0.03

美元/千瓦时或更低，且资本支出必须大幅减

少。 

`  拥有 ENERGIRON 经验的 Tenova 在帮助实现

无碳炼钢的目标方面表现非凡。MS

Pablo Duarte 是墨西哥蒙特雷 Tenova HYL 的高
级顾问

联系信息：joel.morales@tenova.com

参考资料

[1] Pablo Duarte, ‘氢基炼钢技术成果、经验和

趋势’，发表于 Steel Times International 2019 

年1-2 月刊

[2] Amit Chaterjee; 用直接还原氧化铁法生产海

绵铁（第二版）, PHI Learning Private Limited，

新德里，2012

[3] 国际矿物、冶金和材料杂志, 22(7), 第 1 

页，2015 年 7 月

[4] Pablo Duarte, Jorge Martínez et al, 来自 

ENERGIRON DR 工厂的二氧化碳成为一种独特

而有价值的副产品 AISTech 2016; Pitt.第 16-19 

页，2016 年 5 月

[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2017 年可再生

能源发电成本

目前有许多电解槽技术可用来从水中生产氢。

质子交换膜 (PEM) 和大气碱性电解槽 (AAE) 已经

用于生产高纯度氢气，功耗从 3.8 到 4.6 kW/Nm3 

不等。这些技术每小时生产大约 4000 立方毫米

的氢气，足够 DR 模块运行约 40000 - 50000 t/yr 

DRI，具体取决于替代燃料的可用性。可按比例复

制可用模块以用于更大的 DR 工厂规模 [1]。使用

蒸汽，且生产氢气的功耗为 3.6kW/Nm3 的高温电

解槽 (HTE) 目前也在小范围内使用。  

在 EAF 中熔化氢基 DRI 的挑战 

熔化 DRI 的 EAF 操作需要基于其化学和物理

特性，需要还原残余 FeO，并促进泡沫渣的形

成。DRI 的最佳碳含量 (%) 是基于指定钢材质量的

混合原料中的 DRI 量，以及每个工厂的特定成本

而确定的，然而，由于需要向熔炉中输入额外的

化学能，因此目前的普遍趋势是采用高碳 DRI。

氢基 DRI 的碳含量较低，因此需要特定的 EAF 熔

炼操作，例如通过喷枪单独注入更多的碳[1]。

DRI 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案：

1) 使用铁含量高的优质铁矿石生产 DRI，优化/

最高金属化率（约 96%），从而最小化 FeO 含

量。考虑到还原剩余 FeO 的化学计量要求和最小

熔炼需要，DRI 中的碳含量 (%) 需要在~0.8-1.2% 

之间。这将涉及采用 90%（体积）左右氢气的 

ENERGIRON 工艺，以及注入一定量的天然气。

2) 在 DR 工厂中通过 100% 氢气还原从精选铁矿

石中生产无碳 DRI，该无碳 DRI 被送入 EAF，要求

最低碳注射率为 12-15kg C/tLS，并且需要特定的

熔炼操作和炉渣工程实践。

两种方案都是可行的，但就与 DR-EAF 整合系

统相关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而言，方案 1) 将产生

约 150kg CO
2
/tLS，方案 2) 将产生约 50kg CO

2
/

tLS。因此，就整体脱碳而言，方案 2) 将是氢基炼

钢的首选。

氢基冶铁的经济效益

就运营成本而言，水电解制氢意味着将产生连接

电网的直接成本。采用 ENERGIRON ZR 技术生产

约 4.5kWh/Nm3 氢气，DRI 的能耗为 3.0MWh/t 

DRI 左右。由于氢气是由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所

以应该对这种电力成本进行成本分析。目前，这

一数字高于化石燃料发电。但是，成本在不断下

降。例如，在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已降

至 0.05 美元/千瓦时左右，这意味着 DRI 生产成

本约为 16美元/GJ，与典型的 DRI 能源相关生

产成本相比仍然很高。在成本方程中还需要考虑

与水补充、电解槽模块的资本支出、氢气储存和

运输（如适用）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有关的费

用，以及相应的含量[1]。 

根据 IRENA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5]，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成本将于不久之后低于化石燃料发电。

他们估计，到 2020 年，所有目前商用发电技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