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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碧儿赛福催化剂的优点

提倡纯净大气环境的碧儿赛福创新技术

碧儿赛福将与您同行，为您营造干净的作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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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催化剂生产技术

ㆍ拥有数十年的催化剂生产技术经验

ㆍ可按产品自主生产，实施优秀的质量管理 

ㆍ通过量产技术确保价格竞争力

ㆍ拥有多种生产设备

优秀的分析能力

ㆍ拥有多种催化剂分析设备

ㆍ通过分析催化剂提供设计、再生、回收服务

ㆍ拥有优秀的作业现场气体分析能力

产品群多样化

ㆍ拥有针对VOCs等各种有毒气体、臭氧、一氧化碳等的产品群

ㆍ可按作业现场条件设计优秀的催化剂

ㆍ提供催化剂与设备并行的最优化设计

催化剂&设备协同效应

ㆍ通过催化剂与设备的相互兼容设计实现最佳性能

ㆍ通过催化剂与现场分析提供催化剂与设备综合设计支持

ㆍ提供设备维护、分析催化剂、选定更换周期、再生服务等各 

  种客户服务

01 企业蓝图

02 催化剂事业部

开发并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营品目

提供基于技术优势的客户支持

构建核心研究人才、设备、合作网络

开发自主技术并引领市场

进军多种应用领域

并实现客户满意

构建

研究基础

开发差别化自主

技术

催化剂

ㆍ常温一氧化碳氧化催化剂

ㆍ臭氧分解催化剂

ㆍ低温VOCs氧化催化剂

ㆍ中温VOCs氧化催化剂

ㆍ高温耐用VOCs氧化催化剂

ㆍ有机卤化物去除催化剂

ㆍ金属蜂巢涂装催化剂

ㆍ氢氧化催化剂

ㆍ有害气体吸附剂

ㆍPFCs分解催化剂

ㆍNH3-SCR催化剂

01 设备

ㆍCO

ㆍRCO

ㆍRTO 

ㆍRTO + CO Dual System

ㆍConcentration System

ㆍCatalytic Rotor System

ㆍDry Scrubber

02



04 现场分析服务

气体分析服务

作业现场实证试验服务

实证试验流程 

（株）碧儿赛福提供分析、催化剂与设备设计、安装、管理等 Total care services

（株）碧儿赛福通过气体定性·定量分析服务提供精准的现场定制式解决方案。

   为何需要进行气体分析？

     - 气体浓度：因气体浓度高低不同，设备、催化剂设计也不同  

     - 气体定性：因催化剂中毒物质不同，适用的催化剂也不同

     - 选择适合气体特性的最佳催化剂与设备

   为何需要进行实证试验？

     - 客户公司可直接确认产品性能，借此获得客户公司对产品技术的信赖

     - 确保最佳催化剂设计条件

     - 确认所用催化剂的耐中毒性

     - 预先确认作业现场特殊事宜与废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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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咨询
（客户公）

现场分析
（碧儿赛）

提供解决方案&设备安装
（碧儿赛福)

实证试验&工序设计
（碧儿赛福）

咨询 → 提供工序与废

气信息 

废气采样 → 定量、定

性分析

催化剂中毒成分分析

提供设备安装、持续的分析服务

操作方法培训、催化剂更换支持

选择合适的催化剂/设备 → 

评估效率

设计设备 → 完成客户提案

提交提案 试验准备&协商 安装设备 进行实证试验
结束后

提交结果报告

实证试验设备 

10 L/min设备 2 m3/min设备

分析项目 

实证试验示例

puresphere.co.kr

气体采样 气体定性·定量分析

项目 内容 方法 其他

恶臭 恶臭程度、混合恶臭
官能法（嗅觉）
空气稀释官能法

自主分析
外部分析机构

THC、CO、SO2、NOx 气体定量
TVA-1000B

MK-2
UltraRAE3000

自主分析

定性、定量分析 气体定性 TDU-GC-MS 自主分析



05 催化剂分析、再生、回收服务

催化剂分析服务

催化剂再生服务

催化剂回收服务

   何谓催化剂分析？

     - 分析设备中使用的催化剂，掌握性能下降原因

     - 掌握所用催化剂的剩余使用寿命

     - 根据催化剂的毒物确定再生方法

   催化剂再生服务

     - 采用（株）碧儿赛福独家研发的各中毒物质再生法

     - 消除催化剂性能下降原因，使其恢复至新催化剂水准

     - 通过再生延长所用催化剂的使用寿命    

     催化剂回收服务 - 通过回收废催化剂中的贵金属减少催化剂更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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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分析流程

领取待分
析催化剂

采样 评估性能 分析物性 分析结果

puresphere.co.kr

采样 分析催化剂 结果

재생 전 재생 후

去除中毒物质
恢复性能

催化剂
分析

掌握催化
剂状态与
性能下降
原因

掌握
催化
剂剩
余使
用寿
命

G
O
O
D

Y
E
S

B
A
D

N
O

进行
再生

再利用 回收

能否
再生

催化
剂提
案

回收

粉碎

煅烧

载体溶解

硫酸

固 固

固

液 液

液

Fuming
Digestion

PGMs
酸沉淀物

 PGMs 浓缩物

 > 99.9% PMGs

PGMs
酸沉淀物

PGMs
精制与还原 

  PGMs
 还原析出

废
催
化
剂

1

2

催化剂的毒物 活性下降程度 能否再生

有机硅化物 强（ppb水平） 药液清洗再生

有机磷化物 强（ppb水平） 药液清洗再生

氯化物
低浓度-1次中毒

高浓度-永久性中毒
药液清洗再生

硫化物
低浓度-1次中毒

高浓度-永久性中毒
药液与活化再生

焦油、煤烟 弱 活化再生

粉尘 弱 清洗与活化再生

重金属 强（ppb水平） 无法再生

烈火造成的
sintering

强 无法再生

试样
浓度（wt%）

Si S C

Fresh 2.28 0.22 0.04

Aged 5.3 1.07 2.02

Refresh 2.24 0.2 0.17

贵金属回收效果：

节约20~30%的催化剂更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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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elyst MD-100催化剂

   是一种MnO2与CuO混合氧化物过渡金属催化剂，其特点是可在常温条件下氧化并去除一氧化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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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elyst MD-101催化剂

   MnO₂系列催化剂常被用于分解臭氧。 

   Purelyst MD-101的比表面积高于现有MnO₂系列催化剂，因此与臭氧的反应性也比其他产品更优秀。

臭氧分解反应

puresphere.co.kr

       Purelyst MD-Series 的优点

    1. 与贵金属催化剂相比，低温氧化性能优秀

    2. 工作温度最高为250℃，且不产生CO、Nox

    3. 除臭效果优秀，亦可用于除味

    4. 在低温条件中氧化氨、胺系物质，抑制NO2、Nox的产生

    5. 改善过渡金属催化剂的弱点，即耐热性问题，且在高温、高浓度条件中 均可使用（Purelyst MD-201）

Advatage

- 在常温条件下去除一氧化碳

- 不燃性     - 无害性与无毒性

- 高强度、产生的粉尘较少

- 以客户指定的尺寸与形态生产

应用领域

- 火灾用紧急避险面罩

- 一氧化碳紧急排气洗涤塔

- 一氧化碳气体保存设施局部排气

产品规格

r - MnO₂

O₂
O₂

O₂*[MnO₂(OH)₄]

O₃

O₃

O*
O*

O*

O*

臭氧产生现场

等离子设备

深度处理净水厂

船舶压舱水处理设施

电晕放电处理工序 

显示器、半导体工序

07 臭氧分解催化剂 

低温氧化催化剂 Purelyst MD-Series常温一氧化碳氧化催化剂

以过渡金属催化剂最高技术著称的 Purelyst MD-201 / MD-101

拥有韩国国内唯一的量产设备（年产60吨）

拥有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物性与性能

特点 1
研发高比表面积催化剂合成法（2013年）

特点 2
200℃以内条件下的优秀氧化性能

分类
火灾用紧急避险
面罩用催化剂

紧急排气与局部
排气用催化剂

组成（mol%） CuO > 30, MnO₂ > 61

比表面积（m2/g） > 350

形态 Ball or Pellet Pellet

直径（mm）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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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elyst PH-302催化剂

    对有机硅化物、有机磷化物、有机卤化物、硫化物等 催化剂中毒物质具有很强的耐中毒性

    去除率高，200~500℃条件下可去除99%以上

       Purelyst PH-304催化剂

   拥有高达950℃的耐热性，

   可在现有RTO设备中安装催化剂

   有利于处理高浓度VOCs

      可涂装于各种支撑体

Purelyst PH-304催化剂的耐热性

     - 催化剂：在石油化学工序有机废气处理RTO内安装催化剂

     - 不同作业天数的TEM照片 → 无烈火造成的烧结现象 → 保持耐热性

     - 不同作业天数的性能评估 → 在标准点（250℃）以下条件中去除CO →  

        保持耐热性与性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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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 印刷与涂装工序

- 半导体与显示器工序

- 轮胎生产工序

- 石油化学工序

- 涂料生产工序

- 其他建造工序

应用领域

- 需要耐热性的VOCs排放现场

- 高浓度的VOCs排放现场

- 可在现有RTO内安放

高温耐用氧化催化剂 - VOCs与恶臭氧化催化剂中温氧化催化剂 - VOCs与恶臭氧化催化剂

VOCs去除性能 – 在低温条件中高效去除各种VOCs气体

现有RTO内安装案例

利用催化剂处理污染土壤再生处理工序RTO中产生的VOC

处理石油化学工序RTO中未能处理的一氧化碳

Purelyst PH-302规格

处理气体
流入浓度
（ppm）

去除率温度（%）

95 99

MEK 1,100 223 240

Butyl acetate 834 265 278

2-Butanol 532 220 238

Benzene 150 212 225

Toluene 150 195 203

Carbon 
monoxide

2,000 139 140

活性物质 Pt-Pd

工作温度（℃） Cordierite / Honeycomb

单元密度（cells/in2） 75 100 200

单元数 2,601 (= 51x51) 3,364 (58x58) 6,889 (= 83x83)

间距（mm） 2.94 2.59 1.81

Openning size (mm) 2.34 2.04 1.38

Wall Thick (mm) 0.6 0.55 0.43

表面积（m²/m³） 1,082 1,220 1,690

接触面积（m²/m³） 1,082 1,220 1,690

O.F.A. (%) 63.3 62.2 58.3

条件 Fresh
830℃，工作270天的

催化剂
830℃，工作415天的

催化剂

Purelyst
PH-304 

Particle
size(nm)

10.6 10.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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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elyst PH-305催化剂

   ㆍ是一种专门处理含有有机   

     卤化物的VOCs气体的催化剂

   ㆍ在300~500℃作业温度条 

     件中有效去除高浓度气体 

     且无副产物或再结合现象

   ㆍ对卤化物拥有较高的耐中

     毒性  

研发催化剂生产法（2015年）

  - 开发耐中毒性增强型催化剂

  - 开发贵金属还原&活化工序

在500 ℃以下条件中去除有机卤化物

  -  热氧化时存在设备腐蚀与去除率低问题

  - 可去除99%以上1,000 ppm浓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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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 胶片生产工序

- 电池生产工序

- 印刷工序

- 金属表面清洗工序

- 电池隔离膜清洗工序

- 涂料、清漆、金属润滑油等清除剂工序

金属蜂巢涂装催化剂有机卤化物去除催化剂

去除高浓度有机卤化物时产生ppb level的副产物！！（GC/MSD分析）

Inlet

DCM Conc. : 1,500 ppm

Outlet

DCM Conc. : s ppm 以下

用途

特点

应用领域

拥有高达950℃的耐热性，可应用于高沸点有机化合物较多的作业现场 
使用80μm厚的金属板，可降低压力损失 
以波形200 CPSI形态加工，可增大接触面积  
相比金属带涂装催化剂，更易于再生
与多孔金属（metal foam）支撑体相比，原料成本更低

漆包铜线涂装工序  
想要迅速加热催化剂、去除恶臭与VOCs时  
燃烧性粉尘与VOCs排放较多的工序

비교

属蜂巢涂装催化剂 接触面积增大

方形蜂巢 波形蜂巢

应用领域：
漆包铜线涂装机

支撑体
金属蜂巢

（本公司催化剂）
陶瓷蜂巢

（其他公司催化剂）
金属带 

（KATEC Allmetal催化剂）

支撑体成分 FeCrAl 2MgO-2Al₂O₃-5SiO₂ FeCrAl 

催化剂耐用温度 950℃ 800℃ 800℃

压力损失 低 中等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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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剂氢氧化催化剂

用途

特点

应用领域

拥有高达950℃的耐热性，可实现高浓度氢氧化
无孔隙度，不吸收水分；采用蜂巢形态，压力损失低
以波形、方形、六边形蜂巢形态加工，可增大接触面积  
可制成金属或堇青石蜂巢
热导率优秀，进行高浓度氢氧化时可通过发热自动升温

核电站的非能动氢复合器（Passive Auto-catalytic Recombiner, PAR） 
需要在爆炸临界点以下除氢的工序
氢气体存储设施与紧急排气设备

氢氧化催化剂支撑体比较

       氢-空气催化剂反应是利用发热反应中产生的热量形成的自然对流作用实现，故无需外部能源支持

氢氧化原理 非能动氢复合器

     （株）碧儿赛福的吸附剂可有效去除酸性、碱性、有机及可燃性气体。

Advatage

- 各种气体的高处理容量

- 不燃性

- 无害性与无毒性

- 高强度、产生的粉尘较少

- 以客户指定的尺寸与形态生产

应用领域

- 紧急排气洗涤塔

- 气体保存设施局部排气

- 半导体POU洗涤塔

- 可移动式干式洗涤塔

Puresorb AA-102

Puresorb TA-202

Puresorb NA-103

Puresorb TA-301

Puresorb ZX-100

Puresorb VC-100

支撑体 金属蜂巢 陶瓷蜂巢

支撑体成分 FeCrAl 2MgO-2Al₂O₃-5SiO₂

催化剂耐用温度 950℃ 950℃

压力损失 低 低

产品名 Puresorb AA-102 Puresorb NA-103 Puresorb ZX-100 Puresorb TA-202 Puresorb TA-301 Puresorb VC-100

处理气体　 酸性与腐蚀性 氨与胺 氨与胺
有机硅烷与可

燃性
磷化氢与可燃性 有机

吸附方式 化学 化学 物理 物理/化学 化学 物理/化学

形态  Pellet Ball Ball Pellet Pellet Ball

直径（mm）
 Ø: 3, 5±0.2
  L: 3~15 

 Ø: 3~5  Ø: 3~5
 Ø: 3±0.2
  L: 3~15

 Ø: 3±0.2
  L: 3~15 

 Ø: 3~5 

比表面积（㎡/g） > 50 > 300 > 400 > 200 > 300
NaMnO4 : > 120
Zeolite : > 400

填充密度（g/㎤） 0.79 ± 0.05 0.70 ± 0.05 0.65 ± 0.05 0.75 ± 0.05 1.20 ± 0.05 0.67 ± 0.05

强度（kgf/㎠） 3.7以上 5.0以上 5.0以上 3.0以上 3.0以上 5.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