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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無油無菌壓縮空氣催化技術

前言

全
球暖化，地球的大氣和海洋溫度上升，促使環

境溫度升高，進而造成電力需求量增加，另外，

COVID-19全球大流行，衛生安全法令更為嚴格，國

際間對產品品質的要求提升，台灣產業如何在這樣的

環境保持強大競爭力並精益求精？

從壓縮空氣的領域來看，應用產業非常廣泛，無論

是電子、鋼鐵、礦產、造船、石化、食品、醫療、

實驗室⋯⋯等，幾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廠都會使用

到，其中又有百分之十以上使用無油的壓縮空氣。

壓縮空氣的取得100%來自環境，環境溫度升高會

造成壓縮空氣的油份 (IS0 8573定義油份為總碳氫化合

物 )含量升高，由於無法排除環境中的油、細菌、病

毒輸送至末端使用點的可能性，而使用點氣體可能直

接或間接影響產品，可能是晶片、食品、藥品，也可

能是呼吸用、塗裝用，或供醫生在診療台上使用之氣

體。縱使空壓機為無油式，使用端空氣含油份也可能

0.1mg/m3以上 (如下圖1所示 )，不符合 ISO8573-1 一

級空氣標準 (低於0.01mg/m3)。此外，空壓機的運轉需

要耗費大量電力能源，因此，高品質無油壓縮空氣成

為最昂貴的能源之一。

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廠房林立，用電

量也隨之增加，如何使空壓系統有效率的運轉，達到

節約能源的目標，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和全球能源短缺

的趨勢下，也更加顯示其急迫性與重要性。

空壓系統主要供應生產線每天24hrs無油高品質潔淨

的壓縮空氣，不間斷的持續運轉，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如何令製程使用端維持節能、安全、可靠的最高

品質，同時符合無油無菌的國際安全衛生標準，成為

產業普遍的課題。

對產業的影響

產業先進們本著「環保衛生優先、安全至上、全員

參與、永續經營」的精神，依評估導入BEKOKAT®無

油無菌催化機 (德國BEKO Technologies集團研究發明的

技術 )加上微油螺旋式空壓機，取代無油乾螺旋式空

壓機，其特色除了含油份低於0.01 mg/m3（改善前0.3 

mg/m3），符合 ISO8573-1 一級空氣標準，更節省大量

的空壓機運轉耗電量，由原本的50HP無油螺旋式空壓

機，降為30HP微油螺旋式空壓機。BEKOKAT®無油

無菌催化機具有德國第三公正單位TÜV無油認證 (如

圖2)及GFPS無菌認證 (如圖3)，所生產的壓縮空氣更

適合應用於食品、生技、醫療⋯⋯等必須符合台灣

TFDA法規標準的產業。

工作原理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對壓縮空氣進行淨化

處理時，專門研製的粒狀材料在壓力反應容器中被加

熱到150℃，流過加熱反應容器的壓縮空氣中的油份

和碳氫化合物 (階段1)在催化劑粒狀材料的微孔內表

  黃志豪總經理 邱秉岳業務經理 
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圖1  含油份曲線圖

資料來源：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環境、水資源管理和商業監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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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階段2)被徹底轉

化成水和二氧化碳

(階段3)。壓縮空氣

中的碳氫化合物、

油份和有機化合物

被除去，流出反應

容器。同時，在壓

縮空氣冷卻過程中

所產生的冷凝液無

殘油、含油份小於

10PPM，符合放流

水標準，無需進一

步處理，可直接排

放到下水道。在設

計 方 面 ，B E K O -

KAT®無油無菌催

化機的相關部件都

裝配在反應容器的外部，維護方便。另外，反應

容器內無配件，不影響壓縮空氣的流動。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先進技術與優勢

1. 先進性能彰顯:催化技術保障過程和產品安全

應用場所不同，對壓縮空氣的清潔度要求也不同，

應用場所越敏感，對壓縮空氣品質要求越嚴苛──尤

其是空氣與產品直接接觸時。殘油或有機處理劑污

染會嚴重危害製程安全，降低最終產品品質，這正

是空氣清潔度成為企業成敗與技術挑戰的關鍵原因。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可達到其他壓縮空氣處理

系統幾乎無法達成的品質，先進催化技術通過氧化反

應，將碳氫化合物徹底轉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為產品

品質及製造過程安全考量，並符合環保。通過這樣徹

底的轉化，可確保得到絕對清潔的壓縮空氣。

2.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將壓縮空氣淨化達

到最高等級

空氣潔淨度是空氣壓縮過程中關鍵因素，因為壓縮

空氣總是從入口空氣、空壓機油、潤滑管式連接閥

吸收一定量的碳氫化合物。無油壓縮空氣則需要經

過下游一系列的淨化處理來實現，只有這樣才能使

生產設備和產品免受污染。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

機以最高性能處理出絕對無油的壓縮空氣，以先進的

技術設立了新標準：將殘油含量降至幾乎不可測量的

圖2  無油證書(非檢驗報告) 圖3  無菌證書(非檢驗報告)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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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這意味著：僅僅依靠無油壓縮並不能阻止入口空

氣中的碳氫化合物進入壓縮空氣系統並累積成更高的

濃度。

因此，無油壓縮系統中只有通過安裝後續處理設備

才能獲得達到符合 ISO 8573-1 最高品質的壓縮空氣。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就是一個理想的系統解決

方案：僅需一步，無油無菌催化技術就能將壓縮空氣

中的碳氫化合物轉化成水和少量的二氧化碳，而殘油

含量顯著優於 ISO 8573-1 所規定的一級標準。

5. 無油無菌壓縮空氣書面認證為您的生產護航

壓縮空氣的品質要求越高，對證明文件的要求就越

嚴苛。根據品質管理體系的要求，設備要恰當選用，

需附帶獨立機構出具的品質認證證書，此認證對許多

市面上的仿冒品設備來說很難做到，因為它們只能利

用以往的使用經驗與抄襲來證實其適用性。貝克歐科

技公司可預先提供證明文件，我們與獨立認證機構一

起進行了複雜的測試，並獲得獨立認證機構出具的關

於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有效性的證明文件。

德國TÜV-NORD公司已證實：在實際運行的工作情

況下，經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淨化的壓縮空氣

優於 ISO 8573-1所要求的一級標準。衛生和無菌生產

認證組織 (GfPS)經過一系列試驗驗證後得出結論：人

為加入細菌的壓縮空氣通過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

機的淨化處理，變成無菌的壓縮空氣，在後續的處理

中，壓縮空氣已檢測不出活體細菌。來自這兩個相互

獨立的著名檢測機構的測試結果均表明了創新催化技

術的高效性。有了這兩個證書的保障，企業在決定選

用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時會更加安心。

總結與特點

針對以上說明總結特點如下:

1. 完全無油無菌壓縮空氣，持續輸出無油壓縮空氣高

於ISO 8573-1 一級標準。

2. 環保，不產生有毒廢物，冷凝液乾淨無油。

3. 通過搭配節能微油式空壓機方式提高整體效率BE-

KOKAT® = 節約能源。

4. 不受環境溫度、入口壓縮空氣含油量的影響。

5. 可靈活安裝在中央處理系統或現場用氣點。

6. 無需更換現有空壓機，可輕鬆安裝到現有設備系統

0.001mg/m3 -且無微生物污染 -壓縮空氣的潔淨度達到

一個新的標竿。

3. 節能—從源頭開始

傳統在規劃空壓系統時，為了以經濟合理的投資成

本實現最安全有效的淨化處理，經常會採取最有效益

的解決方案。搭配無油式空壓機通常需要更高昂的投

資和維護成本，搭配微油式空壓機則採用成本較低廉

的活性碳解決油氣的問題，卻都無法持續保障空氣品

質與製程安全。加裝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則融

合了這兩者的優勢，搭配較高效率的微油式空壓機實

現低投資成本，通過經認證的無油催化處理技術 (殘油

含量可低至0.0001mg/m3 )實現最高的製程安全，擁有

無可比擬的成本效益。

在傳統變容式壓縮機中，如活塞或螺桿式壓縮機，

壓縮空間密封，回流被阻擋，潤滑油留在壓縮室內，

這樣的壓縮方式更加節能。在大多數情況下，與無油

螺桿式壓縮機相比，傳統有油潤滑螺桿式壓縮機配置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更加節能：這得益於卓越

的總體系統能效。

BEKOKAT®無油無菌催化機高效能的熱交換器實現

了極低的電能需求 -0.003kWh/m3 。無論入口空氣的條

件為何，是否安裝可靠的過程監控設備，都能確保高

品質的無油壓縮空氣，增進企業生產競爭力。

4. 無油式空壓機可以確保輸出無油壓縮空氣嗎？ 

不一定。

壓縮空氣中的油份主要來自於壓縮機：微油潤滑壓

縮機中的潤滑油總是進入壓縮空氣中。為了避免這一

點，安裝無油空壓機是常見的做法。但如果這樣做，

會讓壓縮空使用者會陷入一個對於安全的錯覺：壓縮

方式可避免額外的潤滑油進入壓縮空氣。但是，這也

不能確保壓縮空氣中無油，因為空氣中含有污染物，

吸入空壓機的空氣中也會含有污染物。

機動車輛的燃燒過程、工業生產、自然資源如沼澤

和森林都會釋放碳氫化合物。大多數這類化合物是無

毒的，由於各種成份的影響力不同，幾乎不存在確定

值。然而，測量值顯示，即使在機動車輛稀少、工

業密度低的鄉村地區，空氣中的碳氫化合物含量依然

超過 ISO 8573-1所規定的一級標準 (殘油含量 0.0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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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7. 無論是有油潤滑壓縮或入口空氣含油，BEKOKAT®

都能可靠處理出無油壓縮空氣，且除油效果經過認

證。

8. 使用壽命長。

9. 通過持續過程監測，確保絕對安全。

10.與無油式空壓機相比，總投資成本更低=節約成本。

成功案例

案例1. 某知名光電廠：

改善前：

使用一台50HP主機及兩台10HP備機無油式空壓

機，實際用量約30HP，因此長時間只能靠50HP無油

空壓機持續使用。客戶本身另有30HP微油式空壓機，

但由於產線需求空氣品質標準提升，空氣含油品質須

達到 ISO 8573-1 二級標準 (小於0.1mg/m3)，因此30HP

微油式空壓機在製程需求高品質無油壓縮空氣的情況

下，已長時間未運轉。

改善後：

經過貝克歐科技台灣分公司建議，加裝BEKOKAT®

無油無菌催化機，並重新啟用舊有的30HP微油式空壓

機持續運轉，50HP無油式空壓機做為備機，另外兩台

10HP國產無油式空壓機做為支援。經每年油份量測結

果，含油份由先前的 ISO 8573-1二級晉升至一級(小於

0.01mg/m3)；空壓機用電量由50HP降低至30HP，最終

達到壓縮空氣系統安全、可靠、節能、高品質的目的。

案例1.現場照片：30HP微油空壓機+ BEKOKAT®無油無

菌催化機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1.含油份現場檢測照片：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2.某知名生技廠：

為符合壓縮空氣 ISO8573-1 一級含油份標準，該廠

的空壓系統配置採用無油水潤式空壓機加上後處理過

濾系統，傳統的後處理過濾系統係使用過濾器及活性

碳吸附空氣中的油氣，但過濾效果往往受限於活性碳

的處理能力及環境油氣濃度，若環境油氣濃度過高，

可能造成過濾效果不良，使用端無法持續達到空氣品

質標準。

有別於傳統配置，該生技廠創新使用效率較高的微

油變頻式空壓機，搭配德國最新壓縮空氣無油無菌催

化系統，此系統經過德國TÜV認證，符合 ISO8573-1 

一級 (低於0.01mg/m3)含油份標準，而不受到環境含油

份的影響，比傳統無油式空壓機加上活性碳過濾器吸

附的配置，更為穩定、可靠，改善後現場含油份連續

監測低於0.003mg/m3。

為了確保生產安全無虞，該生技廠壓縮空氣系統建

置了BEKO線上含油份監測儀器，此儀器亦通過德國

TÜV第三方認證符合 ISO8573量測法，可24小時連續

監控壓縮空氣含油份品質。

相較於改善前總空壓系統用電量約200HP，改善後

系統用電量已下降至150HP以內，每年至少節省了

50HP以上的用電量，最後實現了改善壓縮空氣穩定的

高品質，而又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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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控制優化實例

 陳靖瑋 郭恩典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案例2現場照片：100HP微油空壓機2台+ BEKOKAT®無
油無菌催化機2台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2  空壓系統配置圖

ON-LINE 含油份監控:<0.003mg/M3

案例2含油監測曲線

資料來源：貝克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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