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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資歷及相關業績說明
參、固定污染源改善煙毒臭
肆、移動式污染源的改善方法



空氣中致人死傷疾癌的懸浮粒子PM2.5，來自燃燒石油所產生的毒
臭體附著，在人類吸氣鼻毛無法擋除的顆粒子因含有石油燃燒後產生的
HC(碳氫化合物，烴類)所產生霧化之苯類係為致癌物質，吸入肺部粘著
產生肺癌，與體液粘著進入肝臟造成肝癌；又NOx之NO2與O3及紫外線
進行化學作用，與N2O成為笑氣會麻醉神經作用造成老人痴呆症。

因此文明的社會環境車輛越多，燃燒石油所排放的廢煙氣中所含致
癌的物質就越多，而PM2.5微米(μm)就等於成人一根頭髮截面積的1/28
這麼小，要如何去改善？

所以我們必須從肉眼看得到的開始做起，從任何的柴油引擎改善排
煙污染因燃燒柴油所產生的污染物最多，從大顆粒(Soot)到PM2.5以下造
成文明病的根源一齊淨化消除，以上包括了固定污染源的柴油引擎發電
機、柴油引擎的抽水機、建築機具、移動式柴油引擎車輛、船舶……等
等是改善的主要標的。



粒徑(μm) 粒徑大小說明

<100
「總懸浮微粒(TSP)」
約為海灘沙粒，可懸浮於空氣中。

<10
「懸浮微粒(PM10) 」
約為沙子直徑的1/10，容易通過鼻腔之鼻毛與彎道到達喉嚨。

2.5~10
「粗懸浮微粒(PM2.5-10)」
約頭髮直徑的1/8~1/20大小，可以被吸入並附著於人體的呼
吸系統。

<2.5
「細懸浮微粒(PM2.5)」
約頭髮直徑的1/28，可穿透肺部氣泡，直接進入血管中隨著血
液循環全身。

資料來源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煙顆粒用肉眼看得到的是黑煙(Soot)；肉眼看不到是懸浮粒子(PM)。



資料來源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資料來源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



在全球環保要求生活空間必須達到PM2.5的今天，喬英公司發明了兩
個重要的專業專利，因為燃燒柴油產生動力代替人力的柴油引擎，無論
在車輛、船舶、建築機具、柴油發電機所排排放的煙毒臭，尤其是燃油
燃燒後之Soot（大顆粒子叫黑煙，小顆粒子叫PM懸浮粒子），因燃燒石
油之煙顆粒皆附著有毒氣體如：



一、從柴油引擎進氣方面改善：
以燃燒油量與轉速混合氣與正時校正值做改善，從機械式、油壓
式、噴油點火至電子式→有迨速啟動電子式→最新共軌式微電腦
噴油點火使引擎轉速多少供給多少油料，已達到改善黑煙降低的
國際標準；但目前只有小型機種幾種型式中可達成，其它大型機
種尚在改善中（以上為2016年）

二、從尾氣排放污染改善：
廢煙氣黑煙的捕捉，也從噴霧水洗至非觸媒陶瓷濾煙的捕捉至最
新的陶瓷濾煙加輔助加熱加觸媒轉化毒臭，能使引擎運轉中即達
到濾煙及除毒臭全程有效的最進步產品，已達到優於先進國家的
排煙改善方法與效果。

柴油引擎排煙污染改善方法



喬英公司的突破性的發明

• 利用電源加熱，使柴油引擎在運轉中，用陶瓷過濾黑煙，
用貴金屬除毒臭，用溫度達到前項效果，使固定式柴油引
擎達到過濾黑煙、催化白煙、轉化毒臭、自動再生、降低
噪音等等，都在運轉中完成。

固定污染源的改善

• 以燃油做再生，使車輛在使用中全自動再生，改善了車輛
排煙的問題。

移動式污染源的改善



一、公司簡介：
 喬英電機有限公司，1978年開始從事柴油發電機維修；1980年成立
從事發電機維修、組裝、生產、買賣各式引擎廠牌近3000台。

 2000年取得柴油引擎排煙改善空氣污染產品頂尖技術之美國CleanAIR
台灣總代理，又經技術轉移及自我研發，取得發明及新型等多項實用
專利。

 取得ISO9001及14001驗證。

 相關電力加熱自動再生
及燃油加熱自動再生等
皆為負責人郭芳彰創作
發明。



二、負責人簡介：
 郭芳彰，64歲，汽修科畢。

 現任：台灣發電機工業協會理事長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國際獅子會300A3區分會東驛獅子會創會會長

 得獎紀錄：傑出機電設備金廈獎
全國十大專業人才精英獎
全國十大優質商品精品獎
國家品質保證金像獎
優良廠商金牌獎
台灣第一品牌



三、相關業績及執行能力：

 固定污染源的改善：
89年至今，柴油引擎排煙淨化設備承交數千台，包含台北捷運、中華
電信、富邦建設、順天建設等公司。

 移動式污染源的改善：
103年至今，台中市環保局83台，台中全航公車6台，花蓮縣環保局
20台、屏東縣環保局30台、嘉義縣環保局40台。



１. 要能濾煙：採用陶瓷壁流式濾芯，使濾煙功能達到90%~99%，這樣
才能使生活環境達到全球標準PM2.5。
★燃燒石油所產生的煙顆粒PM（懸浮粒子）附有CO、

HC、NOx、SOx，這些毒氣體比一般PM更害人，吸
入人體致癌等等。

2. 要能除毒臭：塗佈貴金屬觸媒可轉化毒臭達90%~99%，才能將毒臭
氣體轉化成不傷人的H2O水氣排出。

3. 要有溫度：裝置發電機用的電熱器才能使上述第1、2項達到作用
（除毒臭150～300℃，再生溫度375℃）。

改善柴油引擎排放空氣污染最主要的三大要素
>> 陶瓷濾芯、貴金屬觸媒、溫度 <<



項目 三向蜂巢壁流式陶瓷觸媒型 直通式陶瓷觸媒型

黑煙 引擎啟動即開始濾煙87~99% 30~47%

一氧化碳(CO) 轉化 96~99% 轉化 90~96%

碳氫化合物(HC) 轉化96~98% 轉化90~95%

懸浮粒子(PM) 消除90~99% 消除20~30%

氮氧化物(NOx) 轉化10~20% 轉化6~10%

降低噪音 整組30dBA（含加熱器） 整組15dBA（含加熱器）

壽命 與引擎同 與引擎同

保固 售後免費保固二年或2000小時先到為準 售後免費保固二年或2000小時先到為準

保養 每使用2500小時保養乙次 永久免保養

功能 優於各種最新法規標準 符合最新法規標準

備註
本設備必須裝置輔助加熱系統後自引擎啟
動過濾黑煙且三分鐘內達到觸媒轉化毒臭
催化白煙達到100%完整改善功能。

本設備搭配共軌式新型引擎，黑煙可達目
測不透光率20%，其餘也完全符合最新環
保法規標準。





結構：
（一）不銹鋼連接管。
（二）不銹鋼外殼。
（三）廢氣分流室及淨化後空氣集流室。
（四）特殊蜂巢式陶瓷組合體。

（五）特殊陶瓷雙向過濾陶瓷隔牆。
（六）廢氣進入孔。
（七）廢氣穿牆後排出孔。
（八）單相塞子。
（九）防震耐熱墊。

（本體由氧化矽、氧化鎂、氧化鋁等組合一體擠壓成型為菫青石陶瓷，附加貴金屬白金、鈀金、銠金等等塗裝觸媒陶瓷牆）



適用：所有柴油引擎發電機、社區大樓



堆高機 船舶、遊艇 火車頭 空壓機

挖土機 吊車 大卡車 發電機

本設備可使用在任何柴油引擎改善空污排放



前 > … > … >  後

前 > … > … >  後

前 > … > … >  後

前 > … > … >  後

喬英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改善多處紀錄資料提供參考





毒氣真的
不見了

廢氣毒氣CO、
HC、NOx、
SOx 從此進

若引擎採用瓦斯引擎或低排煙引擎，採用直通式觸媒濾芯即可



濾芯及外觀樣示
淨化器含加熱器整組樣示

低污染排煙引擎只要改善毒臭即可
（直通式只能除黑煙30~47%）



（一）每天開車超過一小時路程車輛(負載車輛)，或排煙溫度超過400°C
之車輛(實際量)。
1.再生。
2.優點：a. 安裝方便，且除煙毒臭(Soot、PM、CO、HC、NO2、

SO2)，可達環境PM2.5標準。
b. 2500小時保養一次即可。

（二）短途車輛或建築機具用，平時排煙溫度達不到400℃一小時。
作法：採智慧型濾煙消音裝置，利用燃油自動再生；其功能主要

為除黑煙、消音及全自動再生。

台灣最新發明，可讓移動式車輛安全使用





一、功能說明：
1. 過濾黑煙90%以上。

2. 降低噪音24dBA以上
（優於一般消音器20dBA）。

3. 全自動控管加熱再生率90%~100%。

4. 微電腦系統包括時間、溫度、背壓、語音、
年度紀錄、電腦輸出列表等功能。

5. 語音通知（如設定20小時）駕駛人保養時，
駕駛人只要引擎怠速運轉中按下觸控按鈕
等10分鐘即再生完成。

6. 操作過程為PLC可程式人機介面觸控螢幕模組與時間並用完成，
免拆裝免送廠。

7. 可轉成全自動由背壓做管控。
本設計已在開發APP手機管控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噪音測試報告

2015年中興大學測試報告



二、構造說明：

1. 燃油再生裝置分流管以導角斜型讓引擎廢煙產生大旋轉與噴入
燃油混合達成勻熱再生，且降低噪音；濾芯燃燒面積勻熱排放
，經一只滅焰裝置再排放，以達火焰不竄出之使用安全結構。

濾煙裝置 滅焰裝置燃油再生裝置

整組鐵材為不鏽鋼組合

燃油再生裝置
利用系統中的孔產
生旋風，將排氣、
空氣與霧化的油滴
均勻混合燃燒，以
淨化濾芯。

滅焰裝置
防止淨化濾
芯過程中有
火焰從排氣
管竄出

濾煙裝置
壁流式多孔
材質，可過
濾 90% 以 上
黑煙。



二、構造說明：
2. 再生能力：
係以一組點火棒、一組噴油嘴及輔助氧機。
一般而言，引擎廢煙中剩留約6%之氧氣是可以點火再生的，但
有時引擎進氣濾芯不潔或阻塞不查，使廢煙中剩氧不足，難以
燃燒再生，因而特設助氧機輔助。
喬英的設計都能達到90~99%之再生率，是因旋風均熱再生的
設計才能達到。且再生過程皆在管內完全再生，以電瓶電源12V
或24V皆可，安全性高(比瓦斯高)。

3. 控制器材質耐溫120℃為車規線材，顯示介面也可半自動或全自
動操作，有語音提醒再生，並具備旁通安全裝置。



二、構造說明：
4. 安全性：

a. 點火10秒鐘未升溫超過6°C時即停止噴油，噴油管路設有單向
活門防止漏油或回火。

b. 在防震裝置設計上，陶瓷濾芯裝有隔熱防震棉可耐溫1200°Ｃ
外，懸吊系統將採用車規吊耳，每台４只雙吊，每只吊耳耐
重100kg，且本組設備除自我要求安設管設外，並投保3500
萬第三責任險。

5. 異常狀態時可自動bypass或手動bypass。



名稱 說明

全自動 系統再生條件到達後會自動啟動
再生

再生燈 系統已啟動再生，點火棒啟動

噴油燈 油泵啟動，開始噴油

紅缺油 亮紅燈時油量不足，需加油

背壓燈 當壓力達設定之6kPa時會亮燈

故障燈 系統發生故障，請進行故障排除

設定鈕 系統功能設定

強制鈕 強制啟動再生

啟動鈕 語音通知再生後，按壓啟動鈕
直到再生燈亮起



更
換

技術人員專業維謢
每月針對安裝濾煙器之車輛巡檢2次，並製成書面紀錄
確認濾煙器功能

外觀檢視
噴油嘴、點火系統、感溫棒檢查
再生油量
濾煙器焊道結構檢視
控制系統線路檢查
功能檢視
異常修護

濾煙器保養及維護計畫



聽到語音通知保養時

• 車停放後慢速空檔，按
壓啟動鈕，亮燈放手(可
選用時間操作)。

• 目視溫度是否上昇至
500°C以上，上下再生十
分鐘。

• 十分鐘後燈熄後再用車。

缺油燈亮起

• 請添加燃油，可使用92、
95或98無鉛汽油。

• 油箱總容量為15公升，
油量低於2公升會亮燈，
最多只能再添加10公升
汽油。

故障燈亮起

• 檢查電瓶電壓是否有達
13V以上。

• 控制器後端與油箱上的
快裝接頭是否脫落。

• 排除後，按下啟動鈕兩
秒即可重新啟動再生。

使用人平時簡易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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