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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柴油 SCR 国六催化消声器

二、公司简介

广西朗洁环保科技公司成立 2005 年，其下全资子公司：北海市

辉煌化工陶瓷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地北海市云南路 286 号，广西

蓝洁温室气体治理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注册地柳州白露工业园，企业

创立至今专注于研发生产发动机废气催化净化剂（器）、工业排放

控制催化装置研发、生产，发动机类：各种燃料、排量发动机废气

催化净化器（消音），黑烟拦截器等，可满足乘用车、商用车、船

舶、工程机械、发电机组；工业类：燃气发电、垃圾焚烧、窑炉排

放、冶金领域等工业排放控制催化净化及装置。所生产的催化消声

器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是治理汽车发动机排放达标的关键部件，

可有效控制大气污染减少雾霾。所生产的系列产品已经达到国六排

放标准，并逐步取代部分进口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具有极强的市

场竞争力。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兴企、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企

业理念，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

理工大学、广西大学、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

聘用多位技术专家及博士进行技术合作。公司现已获授权专利 52项

（16 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4项。

公司通过了全球知名质量体系认证机构 SGS 的 ISO9001：2000 及

ISO/TS16949：2009 质量体系认证。2007 年公司被自治区授予“自

治区知识产权试点单位”，2009 年公司被自治区授予“自治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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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试点先进单位”， 2011 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和自治区信息

化应用企业。公司研发的“液化石油气汽车尾气催化转化器”获 2010

年度国家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2011 年度国家

火炬计划立项，2012 年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公司研发的“CNG 三元催化转换器”已取得美国汽车排放尾汽检测机

构的检测监定证书，也是我国第一个通过美国加州标准检测的汽车

尾汽排放产品，同时公司生产的天然气（CNG）、液化石油气(LPG)

汽车尾气催化转化器通过了国 V标准，DPFC 柴油车净化器通过了日

本的检测标准（相当于欧 V 标准），在国内汽车尾气处理行业中处

于领先水平。2013 年承担了“脱硝用纳米稀土及纳米过渡金属催化

剂研发及应用”国家“863”项目研发。2014 年承担“高效柴油发动

机 SCR 催化消音器（国Ⅴ）的研制与产业化”科技厅项目研发。同

时承担“新型高效环保集成式 SCR 催化消音器”北海市科技局项目

研发。2013 年承担自治区科技厅“广西发动机排放后处理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组建项目任务，并于 2016 年通过专家组验收，被授予“广

西发动机排放后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组织架构分为：

1. 制造运营中心（包括生产部，行政人事部，仓储部，质量

体系部，采购部）

2. 销售运营中心（销售管理部，国际销售部，后市场销售部，

主机厂销售部）

3. 财融运营中心（财务管理部，会计部，出纳部）

4. 技术研发中心 材料研究部，结构设计部，排放检测部，

实验室，技术管理部，发动机排放后处理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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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的创新性：

项目名称：柴油 SCR 国六催化消声器，

项目主要目标：开发选择性催化还原（SCR）铜基分子筛催化材

料，提升 SCR 浆料均匀化制备、均匀涂覆、煅烧等相关技术水平，

优化与铜基分子筛 SCR 配套的柴油氧化催化剂、柴油微粒滤清器和

氨氧化催化剂，满足国六排气净化消声器工程规范对 SCR 性能的要

求。开发催化剂的浆料制备、上下料、涂覆、煅烧等自动化示范线，

搭建世界统一的测试循环的尾气排放测试台架设备。实现年产

120000 只 SCR 载体成品的生产能力，实现对国六柴油机尾气净化装

置的配套生产。

项目主要内容：

（1）从结构入手构建不同的铜基分子筛催化剂，对当前实验室

的 Cu-ZSM-5、Cu-SSZ-13、SSZ-16、Cu-SAPO-34 进行筛选，优化出

高效的铜基分子筛催化剂，确定金属离子含量、负载形式和制备工

艺对 NH3-SCR 反应活性的影响。

（2）分析铜基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组分和催化行为之间的关

系，采用多元素复合的方法拓展催化剂的催化温度范围、提高水热

稳定性及抗积碳性能，获得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 SCR 催化剂。

（3）采用新型包覆工艺和分散工艺，发展铜基分子筛催化剂浆

料批量制备技术，考察新鲜和老化样品的 SCR 反应活性，确定原料

配比、工艺参数与反应速率、有效工作温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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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催化剂的浆料制备，研究浆料的颗粒尺寸、粘度、pH

值、固体物含量、分散剂种类对浆料稳定性的影响，获得催化剂浆

料的批量制备技术和稳定的涂层质量控制技术。

（5）研究与 SCR 配套的柴油氧化催化剂（DOC）、柴油微粒滤

清器（DPF）、氨氧化催化剂（AMOx）的配方。

（6）研究催化剂浆料粘度、固体物含量与涂覆量之间的关系，

探讨涂覆厚度、干燥工艺、煅烧工艺对涂层性能的影响，优化催化

剂浆料的涂覆、烧结和界面控制技术。组建浆料的分散、研磨、输

送等装备，建立年产催化剂浆料 100 吨的中试生产线 1 条。

（7）开发 DPF 和 SCR 系统的集成控制技术、后处理系统与发动

机的协同标定技术等。

（8）采用世界统一的测试循环（WHDC）标准，测试循环中的稳

态循环（WHSC）和瞬态循环（WHTC），偏重于考核低排温工况。搭

建整套尾气净化装置的测试平台，为国六柴油机实际工况的尾气排

放测试提供支持。

（9）结合浆料的粘度、固体物含量、载体规格、涂层厚度等参

数，设计蜂窝陶瓷载体的传送、抓取、翻转、涂覆、定位集成系统，

提供催化剂载体浆料的均匀涂覆、鼓风干燥、中温煅烧等全套设备

解决方案。

项目创新点：

1）材料工艺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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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基分子筛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开展很多年了，但是实验室主要

侧重于表征结构和单一的催化性能，尚未拓展到真实的产品中。本

项目以玉柴内燃机排放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发铜基分子筛催化剂，

结合该催化剂的特点，研究浆料分散、浆料稳定化等一系列技术，

将材料制备工艺集成在一起，让材料的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达到最

佳配合。

（2）载体涂覆集成创新

工业化生产对质量的控制要求尤为严格，尾气净化装置要求所有的

SCR 均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可重复性和耐久性。人力手工涂覆和简单

机械涂覆无法满足苛刻的用户需求。针对我们开发的铜基分子筛催

化剂材料、合适粘度的浆料、堇青石蜂窝陶瓷载体的特点，开发与

之配套的自动化生产线，在线反馈涂层的厚度、均匀性、外观完整

性等信息，及时动态调整工艺参数，实现载体涂覆、干燥、煅烧的

系统集成和无缝对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均匀性。

（3）尾气装置集成创新

国六排放要求非常严格，单一的铜基分子筛 SCR 无法满足整个

尾气净化的要求，需要配备柴油氧化催化剂（DOC）、柴油微粒滤清

器（DPF）、氨氧化催化剂（AMOx）。针对玉柴柴油内燃机遴选合适

的 DOC、DPF 和 AMOx，开发 DPF 和 SCR 系统的集成控制技术、后处理

系统与发动机的协同标定技术是本项目的第三个创新点。

三、行业环境及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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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社会对环保的越发关注，机动车的尾气排放标准势

必要加强。虽然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国四标准为主，国五

标准刚刚开始，国六标准 2020 年实行，但是当下无论是各主机厂还

是零部件企业都已经在积极储备国六技术。未来的后处理系统要具

有超高的转化效率、紧凑的设计、超低的购买成本和使用成本。其

中，后处理系统氮氧化物转化率将来要有很大提升，国四产品转化

率约为 75%，国五转化率约为 80%，到国六产品转化率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关于柴油车尾气排放的法律法规日益严格。柴油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产业必将快速发展。控制柴油车尾气污染可以有效地提升

大气环境质量，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2016 年 5

月，国家环保部和质监总局联合发布了《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

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

段）征求意见稿，国六标准的实施时间分为两个阶段，自 2020 年 7

月 1日起，所有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车应符合国六标准 6a限制

要求；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车应符

合国六标准 6b限值要求。而 6a阶段应该是标准实施的过渡期。因

此，开发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尾气净化催化剂材料刻不容缓。

尾气净化处理装置作为汽车节能减排的关键部件，是当前解决

我国能源安全与环保问题的重要汽车技术。项目的实施有望进一步

提高我国清洁汽车的技术水平和应用水平，打造我区完备的汽车零

部件供应链，增强汽车工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加强我国汽车行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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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将对我国节约石油资源，减少温

室效应气体排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效益：

开发分子筛催化剂的批量制备技术，在建立年产催化剂浆料 100

吨的中试生产线 1条。开发催化剂的浆料涂覆、煅烧等生产设备，

形成年产 120000 只成品的生产能力。建立国六柴油机实际工况的尾

气净化装置测试平台一套。形成年生产规模总产值 1.2 亿，利税 2000

万，工程师 10名。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项。

1、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总投资 5093 万人民币，1500 万元用于浆料批量生产技术参

数的确定、载体涂覆煅烧工艺参数的优化、生产线和产品检测实验

室建设；1500 万用于国六排放测试、台架建设以及电控软件、CAE

分析软件开发；500 万用于涂覆、干燥、煅烧的设计、系统集成、安

装和调试。1593 万元。政府研发经费主要设计示范线的建设和部分

劳务费用。示范线建成以后预计可以实现年产 12万只成品的生产能

力。目前市场国六 SCR 价格在 1000 元/套，预计年生产规模实现总

产值 1.2 亿，利税 2000 万。项目建设期 2年，投产期 2 年，第一年

50%，第二年 100%。工程经济寿命期 15年，经济计算期 17年。项目

资本金 2855 万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2250 万元，用于铺底流

动资金 605 万元；本项目正常年份年含税销售收入为 8238 万元，营

业税金及附加为 217 万元，年增值税 2079 万元。按规定采取税后还

款，该项目可用于还款的资金来源为每年回收的折旧及摊销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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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利润。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全额自筹，无需偿还贷款。敏感性分

析显示销售价格为最敏感因素，当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17%时，达到行

业基准收益率（税前）14%。因此本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财务

评价可行。

2、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将会给当地带来一些就业机会，随着项目的实施

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失业问题，

改善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带来了周

边配套企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3、环境效益

该项目的三废均取得了有效的治理措施，达到了有关环保的政

策要求。虽然本产品的生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非常小，但是本项目

的生产过程中，必须树立环保关系民生、决定企业未来的理念，遵

守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到位。该项目所在地

和影响区内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等方面能满足项目建设

的要求。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进一步实施项目效果的可持续发

展，该项目实施中及实施后，已经充分考虑了今后的建设要求，以

及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适应性，考虑了项目可能存在的

各种社会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提前化解矛盾，以降低项目

社会风险、保证项目效果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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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气污染雾霾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人类健康；专家预计未

来三年后将是癌症高发区,大气雾霾治理迫在眉睫；工业废气排放、

乘用车、商用车、工程机械、船舶、发电机组、在用车废气排放年

审黄标车环保部门将实行严厉监管，根据统计整个排放废气处理催

化器市场达万亿。

广西本土客户：玉柴、柳汽、通用五菱、柳机、广西汽车集团、

各工业排放控制，在用黄标车改造达标催化器更换。共计年 20亿元

市场。

竞争力分析：

国外竞争对手，巴斯夫、优美科、庄兴万丰，世界 500 强企业，

属于百年企业威孚力达，

国内竞争对手，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从事废旧催化剂回收提炼出

贵金属，催化剂研发，单类催化剂生产，技术国内属于中等水平；

四川中自：2010 年成立，四川大学教授担任技术顾问，技术等级较

低，营销宣传较强。

朗洁环保形成了发动机废气控制、工业排放控制，研发生产的技

术产业链，注重技术研发、拥有核心在用技术及知识产权国家专利

五十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成果、技术领先，储存更高的

排放技术，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朗洁环保优势：掌握在用核心技术，形成了从研发、催化剂制配、

催化剂涂覆、催化器外壳优化设计及封装，形成整个技术链、拥有

国家专利，性价比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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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实施

2018 年度，优化并制备出高效的铜基分子筛催化剂，确定金属

离子含量、负载形式和制备工艺对 NH3-SCR 反应活性的影响，采用

多元素复合的方法拓展催化剂的催化温度范围，获得满足国六柴油

机使用要求的催化剂。开发载体的上下料、涂覆、煅烧等自动化生

产设备，获得催化剂的批量制备技术和稳定的质量控制技术。

2019 年度，研究铜基分子筛催化剂浆料批量制备技术，考察新

鲜和老化样品的 SCR 反应活性，确定原料配比、工艺参数与反应速

率、有效工作温度之间的关系。发展与国六 SCR 配套的碳氢氧化催

化剂（DOC）、柴油微粒滤清器（DPF）、氨氧化催化剂（AMOX）。

搭建整套尾气净化装置的测试平台，对国六柴油机实际工况下的尾

气排放进行测试和评价。尾气净装置和国六柴油机成功匹配，排放

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要求。

2020 年度，搭建载体催化剂浆料涂覆、煅烧等自动化生产设备，

优化催化剂浆料的涂覆、烧结和界面控制技术。建立年产催化剂浆

料 100 吨的中试生产线 1条。

五、财务分析

1. 公司现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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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未来销售预测

2019 年实现销售额 1.2 亿, 利润 1800 万。

2020 年实现销售额 2.2 亿， 利润 3600 万。

2021 年实现销售额 5 亿， 利润 0.8 亿。

3.拟融资金额：

拟融资轮数：A、B 两轮

A 轮拟融资金额： 7000 万元，出让股权 10 %

B 轮拟融资金额： 1.5 亿元，出让股权 15 %

六、项目风险分析与对策

该项目的建设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重要位置，贯彻以预防为主

的方针，努力将不安全因素及隐患杜绝于设计过程中，从根本上保

证生产操作人员安全和健康。

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将积极配合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工作。例如：

环保部门的检查和监测工作，劳动安全部门的安全教育与检查工作，

消防部门的易燃化学品的管理工作，协助各生产企业进行的联系与

沟通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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