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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ed in Changsha 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Zone(CNET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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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公司概况
•

公司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催化剂技术，专业开发
制造汽车尾气控制催化剂产品。其催化剂配方技
术和产品工艺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公司坐落于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得天独厚的周边汽车产业将为我们的发展
提供优质的环境。

•

JaTECH is specialized in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auto
catalysts for the purpose of emission control with its own
paten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Changsha 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Zone(CNETDZ) of Hunan Province, with concentrated
automotive industries nearby.

•

目前公司主生产线具备年涂覆50万升催化剂载体
的生产能力，生产线和流程的柔性结构易于扩展
并达到加倍的产能。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符合
ISO/TS 16949认证体系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
监督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

•

Our coating production line produces 500,000 liters
of catalyzed substrates annually. The capacity can be
doubled based on the line flexibility. Certifications on ISO/TS
16949:2009 and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 Enterprise have
been obtained.

•

公司和知名高校有攻坚合作，承担了省市下达的
科研项目，开发了以纳米催化剂和新材料为技术
核心的新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拥有从
大专、本科至博士的不同学位，团队具备本行业
多年的专业运作经验。

•

Our research team with years of catalyst industry
experiences. Core technologies are nano-scale catalyst/new
material development. We are carrying out various research
project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teamed up together with
well-known universities.

•

公司产品覆盖车用三元催化剂TWC、柴油机系列产
品DOC、DPF、POC、SCR以及小型通机催化剂等，
已在国内外权威测试中心（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CATARC、美国西南研究院SwRI、加拿大环保部
车辆试验中心ERMD等）通过了整车耐久性试验和
严格的快速老化试验，耐久里程按要求达到16万
公里到12万英里不等，满足国IV(欧4)、国V（欧5
）和美联邦标准。目前正在开发满足国VI（欧6）
排放标准的催化剂配方技术和系统方案。

•

We makes three-way catalyst (TWC) that meets Euro 5 and
US Tier II emissions standards, diesel application catalysts:
catalyzed particulate filter DPF, partial flow filter POC, 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 DOC and selective-catalytic reduction SCR
catalyst. Metallic catalyst for small engines are also
manufactured. Our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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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certified under fast-aging / durability
protocols in official test centers such as SwRI of US,
ERMD of Environment Canada and CATARC of China.

湖南省吉安特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Introduction

Hunan JaTECH Inc.

Company Profile

公司概况
•

公司前身是加拿大籍华人姚小刚博士创办的
J &H Technologies Inc.（加拿大吉安特技术
有限公司），结合了国外广阔的技术资源以及
姚博士本人近20年国外汽车发动机与尾气催化
剂研发应用经验，开发出高品质催化剂新技术
和新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为将来开拓国
际市场做准备。

•

JaTECH originated from J&H Technologies Inc. founded
by Dr. Yao in Canada. J&H has been in auto-catalyst
industry since 2001. Dr. Yao has nearly 20 years of R&D
experience with high-level expertise in automotive engine
and auto-catalyst products. JaTECH is applying its
technologies to explore auto-catalyst markets in China as
well as abroad.

•

我们的目标是应用掌握的纳米和新材料技术开
发最先进的配方、涂层和生产工艺，使催化剂
涂层具备抗高温老化、抗耐久的技术特点，保
证严酷的耐久里程后涂层仍保持高比表面积、
高催化活性，力求工艺简洁易于生产，保证产
品生产过程的高度可靠性和重复性，降低成本
、提升产品竞争力，步入催化剂行业国际先进
水平。

•

The company aims to develop advanced catalyst
formulation, efficient coating process and produce highperformance catalysts that can withstand high thermalshock and long mile durability with specified surface area
and catalytic activity, meeting durability requirements of
up to 160,000 kilometers (Euro 5), operating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and cost effective manner.

•

车用尾气催化技术和生产涉及材料、电子、燃
烧、化学、机械、汽车与发动机、生产组织与
管理、质量控制等多学科，是一个技术含量高
、优化匹配精密的系统工程。对不同的车和发
动机必须量体裁衣、使用适配的技术和工艺。
公司技术团队在车用尾气控制催化技术开发和
产品应用领域具有近20年的经验，熟知该领域
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技术和法规发展，能为
客户提供合适的经济的催化剂产品。

•

Auto catalys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utilizes
technologies and sciences in the fields of material,
electronics, combustion, chemistr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obile/engines, quality contro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etc.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various techniques will be applied to
achieve optimized results. The JaTECH team has 20
year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 that guarantees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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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人之一姚博士简介
自然条件：湖南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加拿大职业注册工程师，美国SAE协会资深会员
曾任职位：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原车辆工程学院）

教授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British Council奖学金

高级访问学者

瑞典哥德堡Chalmers理工大学

博士后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博士后

加拿大 Engine Control Systems Ltd. (现为CDTi）

高级产品开发工程师

美国 Redem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技术开发部主任

加拿大 Nett 技术有限公司（加拿大）

工程技术部主管兼高级研发工程师

加拿大 HPI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总经理

成果业绩：2009年兼职回国
2010年开始使用自有技术在国内批量生产国IV催化剂产品
国内外专利共6项, 1993年前北京理工大学多项科研成果
2013年南京市321计划创业领军人才
2014年湖南省100人计划专家，长沙市3635人才计划专家
创业经历：2001年 J&H Technologies Inc.（加拿大）
2007年 HPI Technologies Inc. （加拿大）

总裁
总经理

2010年-2013年江苏海骏阁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兼职技术总监
2014年-现在 湖南省吉安特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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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证书

JaTECH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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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吉安特创业项目的支持
2014年分别获得长沙市科技局重点项目和长沙经开区招才引智项目支持
2014年分别获得湖南省百人计划专家和长沙3635人才专家称号
2016年获湖南省重点研发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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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荣誉和证书

2015 长沙市3635高级专家

南京市321领军人才专家
2014 湖南省百人计划专家

1991 北京市科协优秀教师
1991 中国科协优秀青年教师
加拿大职业工程师

SAE 会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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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结构

Company Structure

10

湖南省吉安特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Introduction

Hunan JaTECH Inc.

ISO/TS 16949 跨功能小组

跨功能小组

市场
开发部

技术
研发部

生产
管理部

采购
管理部

行政
管理部

财务
管理部

质量
管理部

ISO/TS 16949 Function Team

Function Team

Marketing
Dept.

R&D
Dept,

Production
Dept.

Purchasing
Dept.

Admin.
Dept.

Finance
Dept.

QC
D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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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Review

公司产品一览
•

国IV、国V汽油乘用车三元催化转化器 （TWC）

•

TWC for National IV、V standards

•

柴油机颗粒捕集器 （DPF）

•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 （DPF）

•

分流式颗粒氧化捕集器 （POC）

•

Partial oxidation catalyst （POC）

•

柴油机氧化型催化剂 （DOC）

•

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 （DOC）

•

柴油机选择还原型催化剂 （SCR）

•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CR）

•

通机用催化剂

•

Catalysts for small general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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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特征

What We Can Do

公司目标是开发市场领先的净化剂配方
、涂层技术和生产工艺，使催化剂涂层具备
抗高温老化的技术特点，保证16万公里耐久
性后涂层仍保持高比表面积、高催化活性，
力求工艺简洁易于生产，保证高品质技术、
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步入催化剂
行业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The company is to develop and produce
advanced catalyst formulations, washcoat and
processes so that catalysts will withstand high
thermal-shock with high surface area and meet
durability requirements such as 160,000 kilometers,
operating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and cost effective
manner.

我们已掌握精致的分层分段涂覆技术。
独有的专利空心纳米催化剂颗粒技术是本领
域领先的一项新技术，大大提高贵金属的使
用效率。

JaTECH has mastered catalyst zone-coating
technique. Nano-hollow PGM particle technique
based on our patents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GM utilization.

三元催化技术和生产涉及材料、电子、
燃烧、化学、机械、汽车与发动机、生产组
织与管理、质量控制等多学科，是一个技术
含量高、优化匹配精密的系统工程。对不同
的车和发动机必须量体裁衣、使用适配的技
术和工艺。公司技术团队在汽车发动机研发
、催化技术开发和产品应用领域具有近30年
的经验，熟知该领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发展，能为客户提供合适的经济的催化剂产
品。

Three-way catalys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utilizes technologies and sciences in the fields of
material, electronics, combustion, chemistr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obile and engines,
quality contro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etc.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various techniques will be
applied for optimized results. The JaTECH team
has over 30 year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 that
will guarantee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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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

Production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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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试验

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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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oduction

Hunan JaTECH Inc.

R&D Capabilities

主要研究和开发能力
1.
2.
3.
4.
5.
6.
7.
8.
9.

纳米催化剂的研究和应用
高比表面积新型铝硅氧化物涂层
材料开发应用
各种催化剂配方研制
催化剂性能测量与评价
涂层材料特性鉴定
涂层制备与规模生产
不同载体催化剂涂敷
催化剂涂敷工艺及设备开发
高性能消声器设计

1.
2.
3.
4.
5.
6.
7.
8.
9.

Nano-scale PGM catalyst application
High SA alumina-silicon new composite coating
material application
Various catalyst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Catalyst performance test and analysis
Washcoat characteristic measurement
Scale-up R&D results for produc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for different substrates
Coating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High performance muffl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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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催化剂技术特征

JaTECH Advanced Catalysts

目前我公司已具有满足国4、国5的三元催化
剂技术，其中国4已为国产新车配套生产。
相对于欧4，欧5对氮氧化物和耐久性的要求
更严。为满足更高排放要求，目前公司采用
以下几方面技术达到要求：

We developed Euro 4 and Euro 5 TWC catalysts and
th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certified and in production
now. We also manufacture DOC, DPF, POC and
SCR catalysts for diesel applications. For more
stringent regulations, we have following measures：

•

分层分段涂敷新技术加强催化剂氧化
与还原过程的功能最优化

•

Zone-coating techniques are used, enhancing
and optimizing oxidizing and reducing chemistry

•

从原材料配方和抗老化元素优选匹配
上强化催化剂涂层抗热冲击抗高温耐
久性能

•

Optimized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strengthening anti-thermal shock and
durability

•

引入纳米空心球技术提高贵重催化元
素在催化涂层中的分布和效率

•

Nano technology is to be utilized to maximize
PGM utilization with high dispersion

•

新型涂覆材料，具有高于现有材料的
特性

•

New coating material is undergoing research
and promising results obtained

•

为国VI标准开发超细颗粒控制的GPF技
术

•

To develop ultra-fine particle control filter GPF
17
for Euro 6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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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横向合作
目前我公司和北京理工大学和湖南大学都有
联合研发和协作试验项目。正在和国外大学
协商研发项目。

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R&D Joint Research
We have joint-research and joint-experiment
agreements signed with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Hu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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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贵金属技术
Nano-Scale PGM Technology
贵重催化剂元素的纳米技术
已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贵重催化剂元素钯被制
成纳米级空心球可以大
大节约贵金属使用量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pplied on precious
metals (PGM) has obtained patent certificates

Nano-scale palladium oxide
particles with hollow cores can
be applied for cost saving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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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纳米贵金属技术
Nano-Scale PGM Technology

基于纳米钯技术的
铈锆粉涂层 催化剂活性试验结果
Catalyst sample TPR experiment
based on nano-scale PGM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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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分段涂敷新技术
前后级催化剂载体即可采用双载体也可
采用整体式单载体结构。通过匹配前级催化
强度、降低起燃温度，有效控制冷起动条件
下碳氢化合物（THC）排放。同时采用先进
的纳米技术和分层分段涂敷技术，将不同贵
金属和其他催化元素分布在不同涂层层面、
不同载体段区，保证合适的储氧（OSC）特
性分布、加强氮氧化物的化学还原过程，从
而满足更严的尾气排放要求。

分层分段涂敷示意图

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Double-Layer and Zone Coating
Ordinary front and rear catalyst arrangement can result in
better catalyst performance, especially for HC control during
cold start. Double-layer and zone-coating can combine
traditional front and rear catalyst arrangement into one
substrate that gives benefits to coating process simplicity and
brings cost reduction. Further utilizing nano-technology, new
materials, together with zone-coating to optimize catalyst
mechanism and oxygen storage capacity (OSC) can allow
more stringent emissions regulations be met.

Sketch of zone-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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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和抗老化元素优选匹配
作为质量控制（QC）要求，我们对原材料供
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定期检测，以保证符合其检验证
书注明的性能指标和特性。严格保证涂层材料微观
结构的稳定特性。基于此，再通过精选抗老
化、抗烧结稀土和其他元素、优化配方比例和涂层
厚度，从而保证催化剂的抗热冲击抗老化性能，达
到国内外严格排放法规要求的耐久性要求。

Catalyst Activity (signal)

160

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As QC process, JaTECH has regular
Inspection on coating materials provided by our
suppliers to ensure material conformability. Careful
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coating parameters further ensure our reliable
and high performance products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meet the most stringent emission
regulations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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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方研制过程中， 须经大量实验室试验
分析，最后确定原材料配方。

New catalyst formulations can only be born
after numerous experiments and laborato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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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催化剂性能分析设备
Key Catalyst Analysis Instruments

原材料表面积
特性测试分析仪

催化剂涂层元素分布率
及催化剂起燃活性分析

Surface Area and Pore
Characteristics Analyzer

TPR/TPD
Catalyst Activity
Analysis

粉料粒径大小特征测试
Measurement of particle
size and 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原子发射光谱仪
测试贵金属浓度

PGM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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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催化剂性能分析设备
Key Catalyst Analysis Instruments

原材料水分分析仪
测试并自动记录原材料水分含量

高清晰高倍数显微镜
用于观察分析催化剂涂层微观结构
High Resolution Microscope
For Observing Catalyst Coating
Micro-Structure

催化剂小样发动机尾气台架试验
Catalyst Sample Emissions
Test in Engine Test Stand

Moisture Analyzer
For measuring moisture
absorbed in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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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显微镜下的涂层高清照片实例
Photos showing catalyst coat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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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JaTECH Inc.

工艺、材料控制标准
Control Standards for
Process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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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主要质检项目
Q.C. #1 – 涂层原材料微观特性指标检测
（比表面积、微孔特性、含水%、粒度范围等）
Q.C. #2 – 水洗浆料特性参数检测
（pH值、粘度值、固体浓度%、水电导率等）
Q.C. #3 - 涂覆前载体原重计算机自动纪录
Q.C. #4 - 涂敷后载体湿重计算机自动记录
Q.C. #5 – 成品半成品涂层重量计算机自动记录和警示
Q.C. #6 – 成品涂层剥落率检验
Q.C. #7 – 不合格品补救措施
Q.C. #8 – 载体尺寸、成品首末件检查

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Key Process QC Items
Q.C. #1 – Specified parameters of raw materials
（SSA、pore D and V、moisture、
particle sizes and distribution）
Q.C. #2 – Washcoat pH、viscosity、solid % and so on
Q.C. #3 – Weight recording of each substrate before coating
Q.C. #4 – Weight recording of each substrate after coating
Q.C. #5 – Weight recording of final substrate weight after kiln
Q.C. #6 – Weight loss test for final substrate samples
Q.C. #7 – Corrective measures for defective products if any
Q.C. #8 – Inspection of the first and last items in the same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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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覆质量重复性与
再现性计算机监控

催化剂自动涂敷机装备的计算机质量
监控系统全程采集每次涂覆的干重、湿重。
如出现偏离目标电脑及时通过屏幕向操作
人员发出警告。上图为白载体和两次涂覆
后载体重量曲线。

研发与生产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Repea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R&R) For Coating Process

Coating machine equipped with computer dataacquisition system to log weight pick-ups before and
after coating for each of the substrates. Any error
warns operator for corrective measure. Graph above
show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a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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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产品检测认证历程
我公司的催化剂技术和产品已通过中国、
美国和加拿大各国政府指定的权威检测机构的
试验认证，达到了国IV（欧4）、国V（欧5）和
美国联邦第二阶段的排放标准，检测项目包括
100-124小时催化剂床温1050℃条件下的快速老
化试验、起燃温度试验、空燃比窗口试验、转
化率试验，以及各国整车耐久性排放试验。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History
JaTECH product has been certified in US, Canada and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ed test centers. Verification tests
cover 100-124 hour at 1050℃ catalyst bed temperature DCAging Cycle, RAT-A aging cycle, FTP75, US06, UDDS,
EURO 4 and EURO 5 procedures and cycles. Test also
included catalyst light-off performance, A/F window,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so on.

后氧传感器
前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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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众泰轿车国V排放认证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Zoyte Car Euro 5 Emissions Certification Test at
National Automobile Quality Supervision Test Center

转鼓试验台架上测试众泰轿车的尾气排放
Zoyte Car Emissions test in the chassis dynam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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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Zotye Car Emissions Test
At CATARC, Tianjin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众泰轿车国4认证试验结果

CO

HC

NMHC

NOx

CO2

Km/L

FC

克/公里 (g/km)
襄阳0 km

0.152

0.031

0.017

天津0 km

0.169

0.036

0.015

10205 km

0.360

0.081

0.076

0.048

136.6

5.70

20118 km

0.414

0.048

0.044

0.061

133.5

5.57

30235 km

0.893

0.056

0.049

0.059

131.6

5.55

40280 km

0.708

0.056

50224 km

0.741

0.062

60281 km

0.758

0.067

0.050

70259 km

0.731

0.074

0.046

80224 km

0.754

0.064

0.048

国4限值

1.0

0.10

0.08

国5限值

1.0

0.10

0.06

5.40

0.048
0.055

0.056

5.51
131.4

18.08

5.53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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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环境部国家尾气研究和实验中心（ERMD）
进行整车排放认证测试

在加拿大ERMD试验现场
试验车为2006克莱斯勒300
Chrysler 300 under test at ERMD

产品与认证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Emissions Test at Emissions Research Measurement
Division (ERMD) of Environment Canada

发动机排气系统安装的净化器
Exhaust system with catalytic conve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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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环境部尾气研究和检测中心
进行整车排放测试的认证报告

产品与认证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Test Report from ERMD of
Environment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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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加拿大环境部国家尾气研究和实验中心
进行整车排放测试认证的结果

Test Results from ERMD of
Environment Canada

试验结果_美联邦_FTP工况 (Tier II)
排放成分

一氧化碳 (CO)

氮氧化物 (NOx)
碳氢化合物 (NMOG)
克／英里 (g/mile)

美联邦标准 (Tier 2 - Bin 5)

4.20

0.07

0.09

原装净化器 (OEM)

0.277

0.064

0.071

公司样品

0.276

0.065

0.067

氮氧化物 (NOx)

碳氢化合物 (HC)

试验结果_欧IV_ECE工况 (Euro 4)
排放成分

一氧化碳 (CO)

克／公里 (g/km)
欧IV标准

1.0

0.08

0.10

公司样品

0.470

0.054

0.093

试验在加拿大环保局车辆试验中心进行，试验车辆为2006年克莱斯勒300 (Chrysler 300 Model 2006)

34

湖南省吉安特技术有限公司
Hunan JaTECH Inc.

美国西南研究所10万英里快速老化试验
（连续124小时1050°C 催化剂床温）

产品与认证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Fast DC Aging Test at SwRI of US
(124 hour at 1050°C be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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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美国西南研究所（SwRI）
4000英里磨合后整车排放试验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Emissions results after 4000 miles
degreening at SwRI of US
FTP75

美国原装(Bin8)

公司样品

美Tier II (Bin5)

CO

0.456

0.215

4.2

NOx

0.104

0.063

0.07

NMHC

0.081

0.064

0.09

US06

美国原装(Bin8)

公司样品

美Tier II (Bin5)

CO

0.496

0.219

8

NOx+HC

0.093

0.066

0.14

SC03
美国原装(Bin8)

公司样品

美Tier II (Bin5)

CO

0.32

0.053

2.7

NOx+HC

0.11

0.065

0.2

试验车：Bin8标定的2006年 Chrysler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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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美国西南研究所
10万英里快速老化后整车排放试验

Emissions results after 100,000 miles
DC aging cycle at SwRI of US

FTP75
公司样品

美Tier II (Bin7)

美Tier II (Bin5)

CO

1.25

4.2

4.2

NOx

0.12

0.15

0.07

NMHC

0.07

0.09

0.09

试验车：Bin8标定的2006年克莱斯勒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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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认证

Hunan JaTECH Inc.

天津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国4
8万公里整车耐久排放试验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80,000 km durability test at CATARC
for Euro 4 emissions certification

骏捷
1.6L FRV
前级催化剂
Front catalyst

后级催化剂
Rear catalyst

海狮面包轻型客车
Haise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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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JaTECH Inc.

Product and Certification

Results from CATARC
under 100 hour fast aging test

天津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00小时快速老化试验结果

Light-off Temperature Test

起燃温度试验结果

CO

HC

NOx

公司样品100小时后

324°C

320°C

327°C

其他公司产品50小时后

357°C

352°C

354°C

Conversion Test under Lambda One

空然比为1时转化率试验结果
CO

HC

NOx

公司产品100小时后

99.4%

91.5%

96.2%

其他公司产品50小时后

98.3%

89.0%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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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展望

Cooperation and Future Plan

吉安特的合作伙伴

Partners and Co-operation

均具备催化剂封装和排气系统制造的多年经验

•
•
•
•

北京迪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宜昌华环（苏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威斯特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红湖消声器厂
广东东莞名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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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展望

Cooperation and Future Plan

北京迪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苏州华环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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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展望

Cooperation and Future Plan

广东东莞名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原公司东莞明和，2012年重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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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展望

Cooperation and Future Plan

我们的口号 / JaTECH Slogan
国际技术品质、本土成本优势、诚信质量为本、成就品牌魅力。
World class technology at competitive cost , we deliver high
quality and trust with brand charm.

我们的目标 / JaTECH Aim
打造中国自己的催化剂品牌、让吉安特走向世界。

We strive for our own brand in China market
and let JaTECH go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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