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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再生再生再生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人類因生存所需，從自然水體如河川、湖泊、湧泉…等取得用水，早

期地廣人稀，水資源充足，取得好水不困難；隨著人類文明進展，土地開

發、聚落、社區、都市形成，農牧活動以及工商發展，再再帶來水的污染，

為了得到適當品質的水，於是水處理的需求就此產生；工商經濟越發展，

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要求越高，對於水質的需求就越高，各種工業用水處

理的需求越來越大，另則使用過的水，由於質的惡化逐漸影響生活環境，

於是開始了污水、廢水處理的需求，目前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水資源供給量

不足的現象，所以人類開始注意到節約用水的重要，進一步產生了水資源

再利用的需求，尤其使用水資源的成本越來越高，節約用水、水回收及水

再利用已變成經濟活動中必需要做的。尤其台灣地形特殊，河川短、湖泊

少、天然儲水不易，水資源開發跟不上經濟發展，水的使用效率更形重要。 

壹壹壹壹、、、、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廢水處理廢水處理廢水處理與再生與再生與再生與再生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水的處理大概可分為用水處理及廢污水處理兩大部分，不論是用水處

理或是廢污水處理，主要是藉由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作用，將水中不要的

物質或是污染物移除，而達到淨化水質之目標。總之，用水及廢污水的處

理技術大致上可分為前處理、初級處理、二級處理及高級處理等處理方式，

依據各種不同的原水水質及處理水水質之要求，以及經濟有效的考量下，

選擇適當的處理程序組合進行處理。 

以用水處理而言，依其用途可分為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兩大類，所需

之處理設施大致包括有取水設施、除砂設施、凝集設施、沉澱設施、過濾

設施、軟化設施、純水設施、超純水設施、污泥處理設施、化學注藥設施、

供水系統設施及系統控制設施等。 

以廢污水處理而言，依其處理對象可分為工業廢水及民生污水(或稱生活污

水)兩大類，其他還有地下水污染處理、海洋港口污染處理、水庫湖泊污染

處理等，所需之處理設施大致有攔污設備、沉砂設備、除油設備、沉澱設

備、過濾設備、生物處理相關設備、污泥脫水設備、加藥設備、高級處理

相關設備等。 

有關常用的用水與廢污水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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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國內常用的國內常用的國內常用的國內常用的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回收設備廢水處理與回收設備廢水處理與回收設備廢水處理與回收設備 

一一一一、、、、    前處理設備前處理設備前處理設備前處理設備 

前處理係指以機械攔截、重力沉澱、浮除等方式，將水中體

積較大之懸浮固體、較重的無機性固體，或是過量的油脂等污染

物先行移除，避免造成後續處理單元設備發生阻塞、磨損等現象，

而影響到機械設備的原有功能。常見的前處理設備有攔污柵、細

篩機、沉砂設備、預曝氣池及除油井或油脂撇除槽等。 

二二二二、、、、    初級處理設備初級處理設備初級處理設備初級處理設備 

初級處理係指利用物理沉澱或浮除作用，將污水中大部份可

沉降物質或 40～60%之懸浮固體加以去除，若配合化學加藥凝集

處理，則膠狀物質亦可被去除。初級處理之設施有初級沉澱池、

浮除池、化學混凝沉澱池及其他特殊之沉澱池(如斜板沉澱池與雙

層沉澱池等)。而目前國內所產製用於初級處理設施之污染防治設

備有調勻設備、最初沉澱設備、溶解空氣浮除設備(DAF)、攪拌機、

曝氣機及散氣設備等。 

三三三三、、、、    二級處理設備二級處理設備二級處理設備二級處理設備 

二級處理通常係指生物處理而言，主要原理在於控制及培養

一定數量之微生物，利用微生物生長代謝作用，來分解去除廢水

中的有機物，再將處理水和微生物分離，並廢棄增殖過剩之微生

物量，而達到淨化水質之目的。生物處理以供氧與否可分為喜氣

處理及厭氣處理兩大類，常見的喜氣處理有活性污泥法、接觸曝

氣法、滴濾法、旋轉生物圓盤法等，常見的厭氣處理則有上流式

厭氣污泥床法。不論是喜氣處理或是厭氣處理，在國內均已相當

成熟，相關設備在國內大多已有產製。 

四四四四、、、、    三級與三級與三級與三級與高級處理設備高級處理設備高級處理設備高級處理設備 

高級處理係指廢污水經過生物處理後，再將其放流水予以除

氮、除磷、除固體物、除鹽、脫色、除臭及消毒等處理程序。 

（一）除氮：去除廢污水中氮成分，常用的方法有：生物硝化法、

生物脫硝法、生物硝化─脫氮法、氨之氣提法、折點加氯

法、離子交換法等。 

（二）除磷：去除廢污水中磷成分，常用的方法有：生物除磷法、

化學沉降除磷法、化學生物併用除磷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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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固體物(或膠質)：固體物可分為懸浮固體及溶解性固體。

懸浮固體之去除包括微顆粒及膠體物，無法以重力沉澱之

物質，可採用離心分離機、空氣浮除法、矽藻土過濾法、

混凝沉澱加快濾池等去除之。而溶解性固體去除則採用離

子交換法、微細孔濾膜過濾、活性碳吸附以及化學氧化等

去除之。 

（四）除鹽：去除溶解鹽類的方法有：離子交換樹脂法、電析法、

逆滲透法、凍結法、蒸發法或蒸餾法等。 

（五）色與臭的去除有氧化法及活性碳吸附法。 

五五五五、、、、    回收再利用設備回收再利用設備回收再利用設備回收再利用設備 

目前國內已開始注重水資源的有效利用，除在系統上減少浪

費，重復使用之外，亦開始運用各種高級處理設備，如 MF、UF、

NF、RO 等薄膜處理技術，藉以處理回收廢污水再使用。 

六六六六、、、、    泵送設備及其他泵送設備及其他泵送設備及其他泵送設備及其他 

常用的廢水泵送設備可分為離心式、渦流式、迴轉式、往復

式、真空泵浦及螺旋式等型式，而用於污泥抽送之泵浦除有離心

式、渦流式、螺旋式外，尚有柱塞式。國內翻砂鑄造、車床、鉋

光等技術已有相當水準，也能產製具水準的產品，但由於國內市

場規模較小，以至較特殊要求的產品，仍無法與國外專業廠商之

產品媲美。 

 

 

 

 

 

 

 

 

 

 

 

 



 

－ 4 － 

 

 

   

   

   

   

   

   

   

   

   

   

   

   

   

   

   

   

   

   

   

   

   

   

   

   

   

   

 

圖圖圖圖 1、、、、常用的用水與廢污水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常用的用水與廢污水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常用的用水與廢污水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常用的用水與廢污水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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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廢水處理與廢水處理與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備備備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LIANG CHI INDUSTRY CO., LTD.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 號 12 樓 12F., No. 1, Sec. 3, Nanjing E.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506-3588 FAX：02-2502-1872  E-mail：sales@liangchi.com.tw  http：//www.liang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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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CLFCLFCLFC 型免風扇科技冷卻水塔型免風扇科技冷卻水塔型免風扇科技冷卻水塔型免風扇科技冷卻水塔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是一種噴流式半密閉型冷
卻水塔，但無風扇、馬達
等傳動機械配備，不藉由
強制動力排風來達成冷卻
目的裝置。 

（2） 以一噴流單元之噴嘴引發
熱水動能、轉換成壓力
差，引外氣進入塔內作熱
交換，達到冷卻的目的。 

（3） 噴灑水滴降落後，由底部
引入之新鮮空氣再作二次
熱交換後，蓄水於水槽供
循環使用。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空調主機循環水降溫用。 
（2） 工業製程需求降溫用。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超低噪音、無震動、重環
保。 

（2） 無傳統冷卻塔機械及電磁
低頻噪音，本塔由靜態組
件構成，運轉除水聲外、
無噪音、無共振效應，合
於噪音管制要求。 

（3） 省水、無公害。 
 

（4） 排風速度慢，設有高效率
水氣分離擋水器，飛濺損
失僅有 0.001 ~ 0.009%之
間，省水十分可觀，不飄
散水滴也不會滋生菌藻而
引發公害。 

（5） 熱力性能良好。 
（6） 維護費用低、無消耗性零

組件，僅需注意循環水的
清潔即可。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設有專利擴散器，弧形板。 
（2） 有五摺式高效率水氣分離

擋水器。 
（3） 有依客戶設置之多組噴流

管及高密度噴嘴。 
（4） 已有多國專利保護。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6.6.6.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行政院。 

（2）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3） 矽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RYOSEI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 號 8 樓之 3   

8-3F., No.191, Sec. 2, Zhongyang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381-1668  FAX：02-2371-2769  E-mail：ryosei7603@yahoo.com.tw  http：// www.twi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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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式砂濾設備連續式砂濾設備連續式砂濾設備連續式砂濾設備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原水由過濾泵送入砂濾機，經分水

器均勻分散到砂層中並以向上流

的方式通過砂層，當水流穿越砂層

即完成過濾的行程，經由溢流堰排

出本機。 

濾床所攔阻的 s．s 與污物連同濾

砂，利用氣升泵自底部抽到砂濾機

頂部的洗砂器進行濾砂清洗，其原

理是當濾砂由洗砂器向下墜落的

同時，利用過濾水向上流之相對速

度將濾砂上所附著之污物沖洗

掉，並把所沖洗下來之污物向上推

到廢水排水堰排出本機。 

另外本機向上流的過濾方式及連

續洗砂之功能，使原水只短暫的與

較髒之砂層接觸，可防止污物穿透

砂層，而污染水質。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地下水過濾。 

（2） 景觀水迴圈過濾。 

（3） 廢水放流水過濾。 

（4） 廢水回收過濾。 

（5） 迴圈冷卻水過濾。  

（6） 地表水過濾。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不需裝反洗泵，且反洗濾砂

時無需停機。 

（2） 本機之砂床為流動床，故無

濾砂結塊之慮，因此不需換

砂。 

（3） 操作簡單又因無輔助元件，

所以保養容易。 

（4） 可處理含高 s．s之原水。 

（5） 反洗水量低，僅為處理水量

的 5%左右，而傳統式篩檢程

式為 20 % 左右。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備備備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   

FILAD FILTRATION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 15號         No.15, Sec. 1, Zhonghua Rd., Longji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6-8161  FAX：04-2636-8162  E-mail：service@filad-filter.com  http://www.filad-fi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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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AS 刮刀式全自動連續刮刀式全自動連續刮刀式全自動連續刮刀式全自動連續
過濾機過濾機過濾機過濾機 

CJD 複式雙單管過濾器複式雙單管過濾器複式雙單管過濾器複式雙單管過濾器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濾網外部設有全自動迴旋刮刀

組，以刮刀片搭配馬達減速機運

轉，在濾網表面持續進行雜質清

除；刮除之雜質沉積於底部排渣

口，依 Timer 及壓差偵側自動排

渣。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須大量且連續作業之工業製程
中過濾程序。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全自動控制過濾設備。 

（2） 可預先設計過濾清洗及

雜質排放時間，維持高品

質過濾效益。 

（3）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

形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

易損壞形濾網。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雙組單管過濾器併排組合，

採「一用一備」之設計。平日僅

由單一組過濾器作業，當濾網阻

塞或處理量降低時，則開啟備用

過濾器以乾淨濾網繼續進行作

業，同時關閉使用中過濾器進行

濾網清潔作業，如此反覆循環達

到連續過濾之效果。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一般工業過濾設備。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快速裝卸，清潔簡易。 

（2） 一用一備，連續過濾。 

（3）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形

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易損

壞形濾網。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   

FILAD FILTRATION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 15 號      No.15, Sec. 1, Zhonghua Rd., Longji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6-8161 FAX：04-2636-8162  E-mail：service@filad-filter.com  http://www.filad-filter.com 

－ 8 － 

CJM 多管式過濾器多管式過濾器多管式過濾器多管式過濾器 CJS 單管過濾器單管過濾器單管過濾器單管過濾器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採用兩組(或以上)之單管過濾

氣與手動球閥並聯組成，產品可

依需求處理量或現場管徑大小

搭配設計，做最佳位置與空間規

劃。即使遇到其中一組或多組過

濾器阻塞或過濾效益欠佳時，只

須以備份濾網更換該過濾器，無

須特意中斷或停機。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一般工業過濾設備。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連續過濾，高處理量。 

（2） 人工逆洗功能。 

（3）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

形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

易損壞形濾網。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為多種過濾設備變化之基本型

式，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形濾

網，過濾精度最高可達 0.025mm 

(450Mesh)，入出口可選擇牙口或

法蘭口。依照不同操作壓力需

求，提供多種線徑選擇；過濾器

上配有入出口壓力顯示計，可隨

時檢測入出口壓力變化，瞭解濾

網表面阻塞狀態進而進行清潔與

維護。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一般工業過濾設備。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安裝及拆卸快速。 

（2）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

形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

易損壞形濾網。 

（3） 維護簡易。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   

FILAD FILTRATION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 15 號      No.15, Sec. 1, Zhonghua Rd., Longji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6-8161  FAX：04-2636-8162  E-mail：service@filad-filter.com  http://www.filad-fi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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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 系列全自動刷洗過濾機系列全自動刷洗過濾機系列全自動刷洗過濾機系列全自動刷洗過濾機 PLC 全自動逆洗連續過濾機全自動逆洗連續過濾機全自動逆洗連續過濾機全自動逆洗連續過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採用內部刷洗之設計機制，由

Timer 及壓差偵測雙重設定刷洗

作業，當進出口壓差達到設定

值，控制系統啟動馬達帶動刷具

旋轉，刷洗掉濾網上所攔截的雜

質並形成渦流效應，接著打開排

渣口，雜質顆粒等污染物將從排

渣口排出。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工業製程過濾需求、入屋前保安

過濾。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全自動控制設備。 

（2） 無清洗水壓需求，採用馬達

驅動刷洗作業。 

（3）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形

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易損

壞。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採用內部逆洗之設計機制，在多

管型式的過濾系統中配置一組備

用濾網，正常作業狀態下用於分

擔過濾作業，當逆洗功能啟動時

則利用已系統中過濾之潔淨液體

逐一進行反向逆洗，同時其他過

濾組維持正常過濾作業。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須大量且連續作業之工業製程中

過濾程序。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高處理量。 

（2） 全自動逆洗功能。 

（3） 連續過濾。 

（4）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形

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易

損壞。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國際過濾工業有限公司   

FILAD FILTRATION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台中市龍井區中華路一段 15 號號號號      No.15, Sec. 1, Zhonghua Rd., Longjing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6-8161  FAX：：：：04-2636-8162  E-mail：：：：service@filad-filter.com  http://www.filad-fi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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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系列水塔前保安過濾器系列水塔前保安過濾器系列水塔前保安過濾器系列水塔前保安過濾器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有別於市面上各種塑料材質之過

濾設備，真正無耗材設計。可選擇

手動排渣或自動排渣型式，經由排

渣動作的執行，除了可排除沉澱累

積之雜質外，排渣口開啟時所產生

之瞬間吸力亦會清除附著於濾網

表面雜質。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一般製程中過濾需求；一般住屋大

樓水塔前過濾。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80 µm 的絕對過濾精度，可

有效預防鐵鏽、泥沙及懸浮

物等各類雜質進入水塔、自

來水儲存槽及家庭用水管

路中，造成管路的阻塞或侵

蝕性的破壞。 

（2） 採用歐洲進口不鏽鋼楔形

濾網，過濾效果佳且不易損

壞形濾網。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用用用用水處理設備水處理設備水處理設備水處理設備    

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MBRANE CO., LTD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路二段 110 號  No.110, Sec.2, Gansu Rd.,Situn District, Taichung , Taiwan 

TEL：04-2315-5828  FAX：04-2315-5228  E-mail：ivan@ncm.com.tw  http://www.nc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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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正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正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正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膜片組間隔 3.5 mm，正壓操
作 ， 適合 用於 濁度 低 於
500NTU 的原水。 

（2） 親水性 PVDF 材質超濾膜，
孔徑 0.03 μm，具有不沾黏，
容易清洗及耐化學藥品的特
性。 

（3） 產水量與操作壓力成正比關
係，透過膜壓力差為 2 bar
時，M - 50 膜組產水量達 2.5 
m

3 
/ hr。 

（4） 堅固的圓型膜片及膜組結
構，可用乾淨的過濾水進行
反洗，不會洩漏，膜片不會
破裂。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用於反滲透設備的前處理－
包括海水、鹼水、地表水、
污水二次處理後的排放水。 

（2） 離子交換樹脂設備的前處理
－減少樹脂阻塞，降低前過
濾成本，延長樹脂壽命。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特別設計的 UPVC 材質管
殼，使 M - 50 超濾膜組，展
現最佳的正壓操作優勢。 

（2） 不需要前置過濾，適用於濁
度小於 500 NTU 的原水。 

（3） 過濾流道短，透膜壓力低，
通量大，使得操作壓力低。 

 

（4） 反洗水量小，沒有排水過濾
操作，膜面不會磨擦損壞。 

（5） 管殼內佈曝氣管，淨水反洗
後，進行膜面空氣刷洗。 

（6） 佔地面積小，操作成本低，
過濾效果比傳統過濾設備
好。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膜材質分子量 PVDF/100K 

孔徑 0.03 

結構 Disk-Plate 

膜面積 5.0 

適量 1500 

操作壓力 2bar 

最大操作透膜壓  2 

產水濁度 ≦0.2/≦2bar 

最大原水濁度 500 

操作溫度 5-45 

耐氯能力 200 

耐酸鹼度 2-11 

反洗水量 6-8 

最大反洗水壓 1.0 

尺寸  

膜組長 508 

導板外徑 215 

膜片直徑 185.0 

產水管外徑 30 

膜組重量 1.7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備備備備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處理設備處理設備處理設備處理設備    

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MBRANE CO., LTD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路二段 110 號  No.110, Sec.2, Gansu Rd.,Situn District, Taichung 40743, Taiwan 

TEL：04-2315-5828  FAX：04-2315-5228  E-mail：ivan@ncm.com.tw  http://www.ncm.com.tw 

－ 12 － 

負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負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負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負壓氣洗式圓形平板超過濾膜組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M - 80 超濾膜組適用於浸水
(抽吸)式操作，水平橫放具有
效的反洗及曝氣刷洗膜面功
能。 

（2） 膜片組間隔 3.5 mm，負壓操
作 ， 適合 用於 濁度 低 於
20,000 NTU 的原水。 

（3） 親水性 PVDF 材質超濾膜，
孔徑 0.03 μm，具有不沾黏，
容易清洗及耐化學藥品的特
性。 

（4） 膜阻力小，低耗能，通量大，
反洗水量少。 

（5） 產水量與抽吸負壓值成正比
關係。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適用於高懸浮顆粒原水過
濾。 

（2） 大水量過濾，可採用多膜組
並設計。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特別設計的 UPVC 材質管
殼，使 M - 50 超濾膜組有
極佳的操作優勢。 

（2） 管殼內裝曝氣管，用以進行
反洗後膜表面沖刷。 

（3） 負壓吸引過濾，膜面不易堵
塞，容易清洗。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膜材質分子量 PVDF/100K 

孔徑 0.03 

結構 Disk-Plate 

膜面積 5.0 

適量 1500 

操作壓力 2bar 

最大操作透膜壓力 2 

產水濁度 ≦0.2/≦2bar 

最大原水濁度 500 

操作溫度 5-45 

耐氯能力 200 

耐酸鹼度 2-11 

反洗水量 6-8 

最大反洗水壓 1.0 

尺寸  

膜組長 508 

導板外徑 215 

膜片直徑 185.0 

產水管外徑 30 

膜 重量 1.7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用水處理設備    

綠灣綠灣綠灣綠灣機械機械機械機械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ARCADIA FILTER LTD. 

桃園市楊梅區仁平路 45 巷 11 號    No. 11, Ln. 45, Renping Rd., Yangmei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36-0056 FAX：03-456-9212  E-mail：p_ j@seed.net.tw  http://arcadia-fi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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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式自動逆洗式過濾器多管式自動逆洗式過濾器多管式自動逆洗式過濾器多管式自動逆洗式過濾器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當濾芯內阻留之髒污造成壓力上

昇達一定壓差時即啟動內部逆洗

管路，利用出水口之水壓逐一對於

逆洗濾芯進行反洗，使每一濾芯能

隨時保持良好之過濾性能。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廢水處理(降低 SS)、冷凍空調、

RO 之前過濾處理、循環水過濾、

噴霧設備防阻塞過濾、機械加工之

切削液循環過濾、水塔前之預過

濾。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過濾阻塞自動逆洗排除，

逆洗時出水不中斷可連續

過濾。 

（2） 背拉式設計，不需拆除配

管即可分解檢查內部。 

（3） 壓力型設計，適合高壓使

用。 

（4） 濾芯為 316SS 材質，適合

多種流體。 

4.4.4.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備再生設備再生設備再生設備    
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 

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  SEPARATION PROCESS TECHNOLOGY INC   

台中市南區福田二街 340 號  No.340, Futian 2nd St., South District, Teaching City, Taiwan 

TEL：04-2260-5522  FAX：04-2260-1012  E-mail：septech@ms62.hinet.net   

－ 14 － 

PRO 純水機純水機純水機純水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RO 膜：TFC 蝸捲型。 

（2） 離心高壓泵。 

（3） PLC 程序控制。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水之純化。 

（2） 廢水回收。 

（3） 脫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膜管原廠電腦軟體設計。 

（2） PLC 程序控制。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全／半自動操作控制。 

（2） 膜沖洗裝置。 

（3） 高壓泵之保護。 

（4） 水質監視顯示。 

（5） CIP 裝置。 

（6） 停機沖洗。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台糖生技廠。 

（2） 盛康礦泉水。 

（3） 埔里山泉。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    

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  SEPARATION PROCESS TECHNOLOGY INC   

台中市南區福田二街 340 號  No.340, Futian 2nd St., South District, Teaching City, Taiwan 

TEL：04-2260-5522  FAX：04-2260-1012  E-mail：septech@ms62.hinet.net    

－ 15 － 

PUF 膜分離機膜分離機膜分離機膜分離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膜管：蝸捲式、盤式、中

空纖維、管式。 

（2） MWCO：10,000 以上。 

（3） 機制：過濾式、岔流式

（Crossflow）。 

（4） 材質：有機、無機。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有價物或製程之濃縮或回

收。 

（2） 純化或 RO 前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與歐美膜管廠商合作。 

（2） 與歐美設計廠商合作。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依客戶需要設計及製作。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台糖生技廠。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    

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成順工業有限公司  SEPARATION PROCESS TECHNOLOGY INC   

台中市南區福田二街 340 號  No. 340, Futian 2nd St., South District, Teaching City, Taiwan 

TEL：04-2260-5522  FAX：04-2260-1012  E-mail：septech@ms62.hinet.net    

－ 16 － 

同步再生超純水機同步再生超純水機同步再生超純水機同步再生超純水機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此機係結合 ED/陰陽樹脂為處理單

元，能有效精煉純水為超純水達 17 

MΩ以上，且樹脂為自動再生。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超純水終端精煉機。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不用化學品再生樹脂。 

（2） 水質穩定。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超純水量：0.2 m³/hr 以上。 

（2） 電阻抗：可達 18 MΩ-CM。 

（3） 排放量：0。 

5.5.5.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中山科學研究院。 

（2）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 

（3） 嘉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6.6.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    

亞美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美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美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美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AMEEI ADVANCED TECHNOLOGY CO.,LTD. 

台中市工業區三十二路 63 號    No. 63, 32th Rd., Taichung Ind. Park Taichung, Taiwan 

TEL：04-2358-0925  FAX：04-2358-0926  E-mail：yeam@ms12.hinet.net   http:// www.yeameei.com.tw  

－ 17 － 

電子業電子業電子業電子業、、、、工業用純水工業用純水工業用純水工業用純水、、、、超純水處理設備超純水處理設備超純水處理設備超純水處理設備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設備由全自動 PLC 控制過濾器
（包括砂過濾器、活性碳過濾器、
軟水過濾、2B3T 系統）、RO逆滲透
機組、EDI/CEDI 電透析機組、全自
動混床過濾器、後段超純水供水系
統、PLC 中央控制系統、人機介面
操作系統及中央監視系統組成。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軟水、純水及超純水。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薄膜科技與工程技術的整合，提供
客 戶 水 處 梩 系 統 Total 
Solution，從規劃階段開始，即與
客戶密切結合。 
在符合業主經濟效益的提前下，提
供最大的服務。 
無論各項承包工程，從規劃、設計
到施工，亞美提供統包的工程技
術，提供業界更完整的資訊和服
務。 
從研究評估、設計規劃、預定模
擬、承建試車、操作維護。每個步
驟，亞美運用先進的設計軟體，全
面電腦化整合各項工程作業，達到
精確計算每一個節點性，為客戶規
劃實際可行的硬體工程，讓工程精
確掌握，技術更紮實，工程品質完
美呈現。    

4.4.4.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力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2B 廠。 

（2） 華邦雷子股份有限公司中
科 6A廠。 

（3）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備備備備    
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純水處理設備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NRAY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 巷 50 號 2 樓   2F, No. 50, Lane 258, juikuang Rd., Neihu, Taipei, Taiwan 

TEL：02-8797-1123  FAX：02-8797-1127  E-mail：sunraytw@ms35.hinet.net http：// http://www.sun-ray.com.tw 

－ 18 － 

免再生純水設備免再生純水設備免再生純水設備免再生純水設備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構造簡單，以混合離子交換樹脂製

造純水，免除任何再生操作。使用

後委由本公司再生工廠操作再

生，費用低、佔地小、人工省、無

需廢水處理，且可得高純度 18 M

Ω- CM 之純水。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適用於中小型高科技廠，使用少量

高純度純水廠商，如生技、IC 封

裝、測試、光電、電鍍、表面處理、

製藥、生化等工業。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免人工操作、免保養。 

（2） 初設費用省。 

（3） 佔地小，遷移容易。 

（4） 無廢水產生。 

（5） 適合中小水量。 

（6） 水質純度高。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處理量：0.1 ~ 3 m³/ hr。

（可並聯擴充能量）。 

（2） 純度：10 ~ 18 MΩ-CM。 

5.5.5.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2）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明通化學製藥。 

6.6.6.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純水處純水處純水處純水處理設備理設備理設備理設備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NRAY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 巷 50 號 2 樓   2F, No.50, Lane 258, Juikuang Rd., Neihu, Taipei, Taiwan 

TEL：02-8797-1123 FAX：02-8797-1127 E-mail：sunraytw@ms35.hinet.net http：// http://www.sun-ray.com.tw 

－ 19 － 

固定床式逆向再生純水設備固定床式逆向再生純水設備固定床式逆向再生純水設備固定床式逆向再生純水設備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以最先進之製程，採用均質性陰

陽離子交換樹脂，將原水處理到

工業級純水可得高純度 1 MΩ-CM

以上，混床純水度可達 10 MΩ-CM

以上。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發電廠、石化廠、鋼鐵廠、半導

體廠、生技廠，凡需使用大量工

業純水廠家。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設備結構簡單。 

（2） 最少控制閥。 

（3） 不須反洗操作。 

（4） 消耗藥品最省，近乎理論

需要量，採水量大。 

（5） 再生廢水量最小化。 

（6） 陰陽塔同時再生，廢水同

時中和，PH可達放流水標

準，減少廢水處理成本。 

（7） 再生時間短（2 ~ 3 小時

內）。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因應客戶水質及水量不同而設

計、製作、無標準規格： 

型號 處理量 
採水量
/cycle 

2B3T-50 50 m3/hr 1,000 m3 

2B3T-100 100 m3/hr 2,000 m3 

2B3T-150 150 m3/hr 3,000 m3 

2B3T-200 200 m3/hr 4,000 m3 

2B3T-250 250 m3/hr 5,000 m3 

2B3T-500 500 m3/hr 10,000 m3 

註：因應水質需求，可加前處理設

備，如活性碳過濾器，及後處

理設備混床純水精製器及外

部反洗裝置、藥品儲槽等。 
5. 5. 5.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台灣電力公司協和電廠。 
6.6.6.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備再生設備再生設備再生設備    
物理處理物理處理物理處理物理處理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 YA ENVIRONMENTAL TECHNOLGY CO., LTD. 

台中市北區忠明二街 39 號   No.39, Zhongming 2nd St., North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203-5967  FAX：04-2203-8285  E-mail：shanya.eco@msa.hinet.net https://www.shanyaeco.com 

－ 20 － 

自動攔污機自動攔污機自動攔污機自動攔污機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本機採用往復式耙除方式，將

固體污物由下往上耙至位於

設備上方之污物集中槽，再將

污物清除處理。 

（2） 在自動操作設定下，耙斗能連

續或間歇操作將污物清除。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設置於抽水站與處理場之間的明渠

中，將污水所含固體雜物、漂浮物

撈除，以保護後續處理場抽水設備

及便於後續廢水處理。 

3.3.3.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耙斗容量大，容納大型雜物。 

（2） 不銹鋼製作，結構堅實，耐磨

蝕。 

（3） PLC 人機介面設定連續或間歇

操作。 

（4） 操作簡單，可在通水狀態下維

修。 

（5） 無下部水中鏈輪與鏈條，無事

故危險性。 

4.4.4.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彰濱工業區鹿港區。 

（2） 芳苑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3） 民間工廠。    

5.5.5.5.  產品照產品照產品照產品照片片片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物理處理物理處理物理處理物理處理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 YA ENVIRONMENTAL TECHNOLGY CO., LTD. 

台中市北區忠明二街 39 號   No.39, Zhongming 2nd St., North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203-5967  FAX：04-2203-8285  E-mail：shanya.eco@msa.hinet.net https://www.shanyae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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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氣沉砂除油機曝氣沉砂除油機曝氣沉砂除油機曝氣沉砂除油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本機裝置於進水明渠上，用於
清除廢水所含砂礫、油脂、浮
渣之用。 

（2） 藉由強制曝氣之浮除與水流
作用，使砂礫往下沉，油脂與
浮渣上浮。 

（3） 走橋來回行走於明渠上，利用
固定於走橋下之沉水式抽砂
泵浦將沉下之砂礫抽到洗砂
槽沉澱，廢污水溢流至迴流管
進入沉砂池內。 

（4） 浮上之油脂與浮渣利用走橋
下之刮板送至渠端上之油渣
收集管，再排至油渣槽內運棄
處置。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適用於原廢水含砂礫、油脂與浮渣
之去除。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具曝氣功能，提升砂礫下沉
與油脂、浮渣上浮之效率。 

（2） 砂礫不需另行清洗即可處
置。 

（3） 所有轉動機件之操控均在明
渠上進行，維修容易。 

（4） 以 PLC 人機介面設定自動操
作條件。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彰濱工業區鹿港區。  

（ 2）  芳苑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 3）  民間工廠。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物理處理設備物理處理設備物理處理設備物理處理設備    

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No. 106, Lane 382, Sec. 9, Xiangshang Rd., Wu-C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0-5899  FAX：04-2630-8299  E-mail：ycicl@ycicl.com  http：//www.yci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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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污水處理系統小型污水處理系統小型污水處理系統小型污水處理系統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廢污水儲存於廢水綜合池，經一番

整治後進行處理，利用攔污機攔截

渣仔等不純物，污水進入快混池進

行酸鹼中和，接著由慢混槽進行藥

物處理，再用污水泵打入加壓浮除

槽進行污泥浮除，浮除出流水由活

性碳吸附除臭進入工業區綜合污水

廠處理。浮除之濃縮污泥儲存於暫

存槽，脫水處理時抽入廂式壓濾機

進行脫水工藝，脫水所得污泥餅委

外清運處理。壓濾出流水及浮除出

流水可利用生物池進行後續消化過

濾排放處理。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一般污水廢水清潔過濾再
利用處理。 

（2） 限廢水量 200 m³/日 以
下適用。 

3.3.3.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利用工具機器完整安排，

廢污水處理工序完善。 

（2） 大部分與廢污水直接接觸

的部件是由不銹鋼製成，

保證設備的耐久性使用壽

命長。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依各產業廢水污水不同規劃設

計所需之處理系統。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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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攔污柵自動攔污柵自動攔污柵自動攔污柵(後耙後耙後耙後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於攔污柵中設置固定間隙之柵
條，該柵條彼此平行排列。利用齒
輪和鏈條運轉帶動固定於鏈條上
的耙齒上下移動旋轉，耙齒沿著攔
污柵正面下降至溝槽底部，將卡在
攔污柵上的污物往上耙起，待耙齒
上升至落料口將污物撇除落入承
接桶，耙齒隨之再沿著攔污柵正面                                                                                                                           

下降至溝槽底部將雜物耙起，如此
週而復始達到連續操作之目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主要用於醫院、學校機關、社區生
活污水、小型市政污水廠、污水處
理廠、抽水站、綜合市政污水廠及
各種工業廢水…等，前段流程漂浮
物、懸浮物和較重之沉積物攔截及
固態物清除攔污及保護後段處理
設備（抽水泵）避免異物阻塞。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整台不銹鋼製造，耐腐蝕、
耐酸鹼、耐化學性佳、堅固
耐用。 

（2） 使用扭力臂保護裝置。在機
器超載或機械故障等產生扭
力負載時，會以扭力連桿感
應極限開關，傳動系統停止
運作，防止零件變形或損
壞，避免維修或零件更換。 

（3） 使用小輸出功率的馬達可
以節省電力。 

（4） 適用於水位變化不大的水
道。 

（5） 可有效的減輕後續廢水處
理設施之負荷與設備容
量。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連續有效的攔截及撈除廢
水中之粗大固形物、漂浮
及懸浮物質。 

（2） 可有效的減輕後續廢水處
理設施之負荷與設備容
量。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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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攔污柵自動攔污柵自動攔污柵自動攔污柵(鋼索式鋼索式鋼索式鋼索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於攔污柵中設置固定間隙之柵
條，該柵條彼此平行排列。利用驅
動裝置傳動齒輪和鏈條運轉帶動
固定於鋼索上的耙齒上下移動，耙
齒沿著攔污柵正面下降至溝槽底
部，將卡在攔污柵上的污物往上耙
起，待耙齒上升至頂點把污物帶入
承接桶，耙齒隨之再沿著攔污柵正
面下降至溝槽底部將雜物耙起，如
此週而復始達到連續操作之目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主要用於污水處理廠、抽水站、綜
合市政污水廠、各種工業廢水…
等，攔截並撈取水中之漂浮物、懸
浮物和較重之沉積物，保護抽水泵
浦避免異物阻塞。一般作為大、特
大格柵使用。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整台不銹鋼製造，耐腐蝕、酸
鹼、耐化學性佳、堅固耐用。 

（2） 使用扭力限制器保護裝置。在
機器負載或機械故障等產生
扭力超過設定值時，會以滑動
之方式限制傳動系統之扭
力，防止零件變形或損壞，避
免維修或零件更換。 

（3） 效率高：  

A. 耙齒行走速度可達 5.4 

m / min ( 50 HZ )，6.5 m 

/ min ( 60HZ ) 撈污能
量增加。 

B. 耙齒及鋼索結構堅實, 

可隨時連續耙取水面
上漂浮物及底部沉積
物，吊昇能力及撈污能
量大。 

C. 操作簡便，高安全性,

低運行成本，維護簡
易。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連續有效的攔截及撈除廢
水中之粗大固形物、漂浮
及懸浮物質。 

（2） 設置於抽水站或處理場之
進水端 ,先將水中漂浮物
撈取去除 ,以保護後續抽
水機設備及可有效的減輕
後續廢水處理設施之負荷
與設備容量。 

（3） 安裝角度 ≧ 75°。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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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轉式攔污機迴轉式攔污機迴轉式攔污機迴轉式攔污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迴轉式攔污機主要由機架、驅動機
構、傳動機構、固定柵條、往復移
動柵條、電氣控制等部分組成。迴
轉式攔污機在結構上一改以往移
動齒耙只能作單向直線運動的機
械攔污模式，實現通過曲柄邊杆機
構而上下往復移動齒耙，將污物逐
階推至污物卸料口，而自動卸渣。
本機械攔污可製成不銹鋼及非金
屬齒兩種形式，鏈條等水下件為不
銹鋼材質，可自動分離固液，可按
用戶對溝寬、溝深的要求作非標準
設計及供貨。迴轉式攔污機分為不
銹鋼網齒和非金屬齒兩種。在電機
減速器的帶動下，經鏈輪傳動，驅
動耙齒鏈，進行迴轉運動。當耙齒
運轉到設備上部時，由於導輪和彎
軌的導向，使每組耙齒之間產生相
對的運動。大部分固體物質靠重力
落下，另一部分依靠轉刷軸的反向
運動，可以把粘在迴轉式攔污機耙
齒上的雜物洗刷乾淨。迴轉式攔污
機為新型的機械攔污除污設備，用
於市政和工業污水處理中截取並
自動清除污水中顆粒、塊狀懸浮
物，一般設在粗機械攔污後。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主要用於較淺水渠進口處的
固液分離，如給排水泵站、
污水及雨水提升泵站、污水
處理廠、水質淨化廠等。 

（2） 適合生活污水處理、紡織
印染污水處理、屠宰、製
糖、釀酒、食品加工廢水
處理固體清除。 

（3） 應用於城市污水處理廠、
自來水廠、電廠進水口，
自動攔截並清除水中的漂
浮物，保證下道工序的正
常運行。 

（4） 制革污水處理、造紙污水
處理工程中的固液分離固
體清除。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迴轉式攔污機結構緊湊體
積小、重量輕，能進行連
續的自動固液分離。 

（2）  自動化程度高，工作時無
震動、無噪音、分離效率
高，使用壽命長。 

（3）  攔污機正常運轉時有自淨
力、無堵塞現象，設備動
力消耗少。 

（4）  攔污機傳動部分均設置在
水渠以上，安裝維修方便。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迴轉式攔污機的機架及水
下部分採用不銹鋼製作，
耐腐蝕、使用壽命長。 

（2） 電氣全自動保護控制櫃，
設有液位元差感測器自控
系統，運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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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式攔污機階梯式攔污機階梯式攔污機階梯式攔污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階梯式攔污機主要由驅動裝置、機
架、傳動鏈輪、牽引鏈條、網板及
電氣控制櫃等主要部件組成。工作
時網板在二側傳動鏈條的帶動
下，自下而上將整個管道寬度範圍
內的污物向上提取，抵達上部時，
通過鏈輪的轉向功能，自動完成卸
污工作。階梯攔污機的驅動裝置位
於機架上部，除傳動裝置外，其餘
均採用不銹鋼材料製造。驅動裝置
採用軸裝式減速機，在機架二側設
置螺旋式調節裝置，以作調整傳動
鏈條張緊用。整個攔污部件直接安
裝在管道上，水中的固體物由網板
串接成的濾帶捕獲，送至除污機驅
動裝置後部的較高位置後排出。階
梯攔污機配置孔板沖刷裝置，以確
保卸料後的回程孔板不粘附污
物，消除對網孔的堵塞。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城市污水處理，特別適用於
印染污水中去除纖維類狀
垃圾。 

（2） 紡織、食品加工、造紙、皮
革等行業廢水處理工藝中
的前級篩分設備。 

（3） 城市污水及工業廢水中的
漂浮物和懸浮物的清除。 

（4） 原毛及洗毛廢水的固體清
除。 

（5） 自來水取水點的進水口，
熱電廠冷卻水進口處固體
清除。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階梯攔污機有可靠的網刷
自清效果。 

（2） 在結構設計上有可靠的自
淨能力，無污物纏繞、卡
滯現象。 

（3） 自動化程度高、分離效率
高、動力消耗小、無噪音、
耐腐蝕性能好。 

（4） 操作簡單，故障率低，與
耙齒格柵相比易損件大為
減少，使用壽命長。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階梯式攔污機能清除漂浮
物、纖維物質，運行時不
堵塞原水，能將柵渣清除
乾淨。 

（2） 卸渣乾淨，無纏繞現象，
從而極大的提高了過濾效
率。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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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固固固、、、、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內內內內輪輪輪輪篩式篩式篩式篩式))))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將污（廢）水引進過濾滾筒，大於
濾網網徑之懸浮顆粒會附著在楔
型濾桶外的柵縫上，經由過濾滾筒
以順時鐘方向緩慢轉動，並將固形
物帶至下料板，由承接桶承接而小
於濾網網徑之過濾循環水會直接
通過濾網，經由輸水管路，回到系
統中後續處理。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型產業廢水中顆粒污物之

過濾分離與去除。 
（2） 自來水進水前過濾、雨水過濾

回收。 
（3） 酒店、餐飲業、休閒娛樂綜合

集水前之廚餘、油脂浮渣等固
態物的去除。 

（4） 噴漆塗裝業循環用水之浮
渣、懸浮顆粒等固態物的去
除。 

（5） 屠宰業、肉品加工業、魚肉加
工業之碎屑固態物的去除。 

（6） 城市生活污水、紙漿工業、化
學工業等的工程排水及總合
廢水處理。 

3.3.3.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高效率:容易除濾渣，過濾

桶高壓清洗以液位控制，自
動清洗，增加過濾效果，節
省清洗水。 

（2） 採用三角形楔形網，最不阻
塞。 

（3） 刮板壓力可微調。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被攔截的固形物附著在楔型
過濾網的柵縫上，以順時鐘
方向緩慢轉動將固形物帶至
下料板排出，達到固液分離
的目的。 

（2） 網內設噴水逆洗:過濾桶由
內向外高壓自動清洗，有效
的自動清除及清洗篩網，提
高過濾負荷能力，且清洗時
固形物全部滑落重回濾網底
部，固形物之回收率大為提
升。 

（3） 整台不銹鋼製造，耐腐蝕、
耐酸鹼、耐化學性佳、堅固
耐用。 

（4） 連續式運轉，處理量大，規
格齊全，符合各行各業需求。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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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固固固、、、、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外輪式外輪式外輪式外輪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將污（廢）水引進過濾滾筒網內，
大於濾網網徑之懸浮顆粒會附著
在楔型濾桶網內的柵縫上，經由過
濾滾筒內螺旋導環以順時鐘方向
緩慢轉動，並將固形物帶至出口板
排出，而小於濾網網徑之過濾循環
水會直接通過濾網，經由輸水管
路，回到系統中後續處理。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廢水前段處理去除及分離大
量懸浮物、漂浮物及沈澱物，
以暢通後處理流程，減少後續
負荷及設備保護。 

（2） 公共污水、城市生活污水及大
型綜合廢水處理廠的渣滓攔
阻及粗大固態物的去除。 

（3） 河川水、自來水、雨水、地下
水前段處理去除與分離。 

（4） 城市生活污水、紙漿工業、皮
革工業、食品工業、屠宰肉品
工業、纖維工業、化學工業等
的工程排水及總合廢水處理。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採用三角楔型濾網，過濾迅
速，過濾效果強,不易阻塞。 

（2） 結構簡單，維護容易，運行
成本低，維修費用少，易於
操作維修。 

（3） 連續有效地去除水中之懸
浮固體物。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被攔截的固形物在轉鼓過濾
機網內不停轉動，運用阿基
米得螺旋原理，推動轉鼓過
濾網內固形物間歇不斷地向
外移動排出，達到固液分離
的目的。 

（2） 過濾桶由外向內高壓自動清
洗，可有效的自動清除及清
洗篩網，提高過濾負荷能
力，且清洗時固形物全部滑
落重回濾網底部，固形物之
回收率大為提升。 

（3） 處理量需依篩網孔徑及水之
污染度為基準。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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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固固固、、、、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液分離攔污機(斜篩式斜篩式斜篩式斜篩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原污（廢）水由入流口進入緩衝
區，平均溢流至過濾網上，大於過
濾網網徑之篩除物會附著在楔型
過濾網的柵縫上，再利用斜板過濾
網傾斜弧度緩慢滑動順勢落至出
料口承接，過濾後的過濾水則經過
過濾網底部流出排至機體下方集
水槽，再經排水管排放至下一個處
理單元。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醫院、社區生活污水、城市
下水道綜合處理廠、印染
業、紡織業、皮革業 、造紙
業、化工業、水產加工業、
食品加工業、肉品加工業、
屠宰業、釀酒業、製糖業等…
各廢水處理前段流程浮渣及
固態物去除攔污及固、液分
離工程使用。 

（2） 畜牧業廢水中漂浮物及固態
物分離處理工程用。 

（3） 造紙、紙漿工業中原料的回
收及再利用處理。 

（4） 保護廢水處理後段設備（抽
水泵）避免異物阻塞。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整台不銹鋼製造，耐腐蝕、
耐酸鹼、耐化學性佳、構造
堅固，持久耐用。 

（2） 逆向低壓自動清洗設備可
自行設定濾網清洗時間。 

（3） 高效率 :可完全攔阻過濾孔
徑以上固形物，過濾網可依
設定清洗時間自動清洗可防
止阻塞，增加過濾效果，節
省清洗水。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過濾網以三角楔型過濾條、
支撐條組合而成，以傾斜弧
度方式焊製成型，過濾面積
大、過濾效果佳、結構強、
壽命長。 

（2） 低壓清洗機構，噴嘴固定間
距鎖牙佈置，由清洗驅動機
及連桿帶動清洗水管上下搖
擺清洗。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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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連續式流動砂床過濾設備全自動連續式流動砂床過濾設備全自動連續式流動砂床過濾設備全自動連續式流動砂床過濾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連續洗砂過濾機，是一種混凝、澄
清、過濾集為一體的高效過濾器，
過濾和反洗同時進行，無需停機反
沖洗；產品結構緊湊，節省使用空
間。 

活性砂過濾器基於逆流原理，水流
由下向上逆流通過濾床，過濾後的
過濾液在過濾器頂部聚集，經溢流
口流出，此過程中污水中的懸浮固
體被活性砂過濾器的砂床截留。砂
濾底部截獲污物的濾料通過空氣提
升泵，被提升到過濾器頂部的洗砂
器，通過紊流作用使污染物從濾料
中分離出來。雜質通過沖洗水出口
排出，洗砂廢水經過專管排出，淨
砂利用自重返回砂床從而實現連續
過濾。本機向上流的過濾方式及連
續洗砂之功能，使原水短暫的與較
髒之砂層接觸，可防止污物穿透砂
層，而污染水質。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廢水初沉、二沉、終沉、浮除
出流水處理：中水回收過濾、
市政污水排放、事業污水排
放。 

（2） 工業給水處理：地表水淨化、
地下水淨化、水庫湖泊淨化。 

（3） 回收水深度處理：冷卻水循環 

養殖水過濾 景觀水過濾。 

（4） 飲用水處理：海水淡化處理、
地表水淨化、地下水淨化、水
庫湖泊淨化。 

（5） 製程原液去除渣質，製程
原液過濾回收。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過濾處理量高，全天候連
續工作，不需反沖洗閥門
和備用過濾器，不需停機
反沖洗。 

（2） 過濾效果佳：連續過濾水
質水量穩定，濾砂持續移
動，進行截污洗砂循環，
無過濾短流，結泥球及濾
砂結塊問題，因此不需換
砂。 

（3） 運行費用低，利用重力及
動力進行布水、過濾，水
頭損失小，不需高揚程大
流量的反沖洗泵，降低運
行費用。 

（4） 操作簡單又無輔助元件，
所以容易保養。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採用了單級濾料且濾料清
潔及時，因此活性砂過濾
器水頭損失很小，僅約 0.5 

m。 

（2） 進水水質要求寬鬆，可長
期承受 150 mg / L濃度 SS

進水水質，而出水水質不
變。 

（3） 設計靈活易建，採用單元
操作方式，根據水量靈活
增加或刪減過濾器數量及
濾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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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全自動全自動全自動壓力式逆洗砂濾機壓力式逆洗砂濾機壓力式逆洗砂濾機壓力式逆洗砂濾機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過濾桶設計與控制元件選擇壓力
式，一般採直立式設計(臥式可依客
戶需要設計之)。過濾器為模組化設
計，可裝配多向閥自動控制器，單
機可適用小水量過濾，大水量過濾
則可採並聯式組立。除以水逆洗
外，可補以氣逆洗。特殊用途過濾
器，主要應用於封閉型冷卻系統之
循環冷卻水過濾及 RO / UF / NF 等
薄膜造水之前置過濾。為加強逆洗
效果，過濾器均有濾砂表層噴洗之
設計，逆洗水分配頭水流方向均與
水流相反方向設計，以增加逆洗效
率。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除去冷卻水中空氣帶來的
及製程產生的污染物，使
冷卻塔水槽，冷凝器及熱
交換器的沉積物減到最
低。 

（2） 廢水過濾排放使工廠廢水
的排放能達到環保法規的
標準。 

（3） 再處理排放或回收再使用
前的再處理。 

（4） 動物園、池塘、水族館、
公園景觀池、噴水池、逆
滲透處理的預濾及工業液

3.3.3.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工業型冷卻水塔之雜質、泥
土、污物之最有效去除。 

（2） 工廠廢水在排放前先經過過
濾可降低懸浮固體達到排放
標準。 

（3） 可濾除井水及灌溉水中高含
量的懸浮固體。 

（4） 灌溉水方面可免除出水口及
管路的阻塞，井水預濾可使
水質符合使用標準。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控制元件選擇含進／出口差壓
感測開關或壓力開關、流量計、
控制閥及控制器等。過濾器之控
制元件可依過濾桶型式之不同
而選擇配置各種控制元件。 於一
般用水，使用混合濾料設計方
式，此種濾料設計方式可兼顧過
濾處理時濾程及放流水水質之
需求。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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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油油/水分離水分離水分離水分離機機機機 (廢水上浮油撈除機廢水上浮油撈除機廢水上浮油撈除機廢水上浮油撈除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收油管在水池表面靈活的來回浮

動，粘起浮油和油脂，沾滿油污的

收油管被帶入除油機，除油機的刮

片將油污從收油管表面刮除。表面

乾淨的收油管再返回水池表面，粘

起新的油污。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廢水處理廠回收各種產業所

產生之浮油與廢(污)水分離使

用。 

（2） 小型脱脂劑、精密工業潤滑

油、工業廢油、生活廢油池油

水分離使用。 

（3） CNC 加工廠、鋼鐵工業、汽

車製造廠、金屬加工業、金屬

表面處理業、熱處理淬火工

廠。 

（4） 水面上漂浮的動物脂肪及植

物油分離使用。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結構精簡，能耗低，撈油率
高。 

（2） 採用堅固、防腐蝕的材料，耐
磨損，壽命長，不打滑，維護
率低。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浮動的收油管能靈活的適應

液面水位及沉澱池形狀的變

化。 

（2） 收油管回旋運轉可破壞浮油

的硬殼，吸油不受浮動雜物

影響。 

（3） 收油管在水池表面來回浮

動，粘油而不沾水，實現大

面積的清除油汙。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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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油油/水分離水分離水分離水分離機機機機 (廢水上浮油撈除機廢水上浮油撈除機廢水上浮油撈除機廢水上浮油撈除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單向立毛纖維濾帶中單向毛間

的毛細作用，以及油脂的黏著力大

於水的特性，將浮於水上層的油脂

帶離水 面，並透過刮刀將之刮除，

流於後方儲油槽，如此週而復始達

到連續操作，油水分離之目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回收各種產業所產生之浮油

與廢(污)水分離使用(但不含

乳化狀態浮油及渣狀浮油…

等)。 

（2） 對於鋼鐵工業、金屬工業、

金屬加工業、金屬表面處理

業…等尤其適用。 

（3） 吸附浮油介質為立毛纖維濾

帶使用。 

（4） 適用錠子油、精密工業潤滑

油、工業廢油 (低濃度/低黏

度)、生活廢油 (低濃度/低黏

度)…等回收使用。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調整與安裝簡單、維護容易。 

（2） 高效率除油濾帶，除油迅

速，壽命長。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除油濾帶長度可配合用戶水

池深度製作。 

（2） 混合液溫度 5 ~ 50℃。 

（3） 處理回收油量 L/H（需視浮

油類而定）。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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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細篩過濾機微細篩過濾機微細篩過濾機微細篩過濾機(內內內內篩篩篩篩式式式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微細篩過濾機是一種轉鼓式篩網過

濾裝置。被處理的廢水沿軸向進入

鼓內，以徑向輻射狀經篩網流出，

水中雜質，細小的懸浮物、纖維、

紙漿等即被截留於鼓筒上濾網內

面。當截留在濾網上的雜質被轉鼓

帶到上部時，利用壓力沖洗水反沖

到排渣槽內流出，連續完成過濾、

清洗、排渣等工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二級處理沈澱槽或加壓浮除

槽出流水之過濾，可替代砂

濾桶之細部過濾，達到更嚴

格之排放標準。 

（2） 各種產業廢水處理後放流水

中 S.S 及雜質過濾去除回收

循環使用。 

（3） 三級廢水處理微細懸浮固體

物之去除過濾。 

（4） 各種產業之製程用水循環過

濾處理(非液面上漂浮物質)。 

（5） 河川水/自來水/雨水/地下水

之水中雜質過濾分離處理。 

（6） 高密度水產養殖業水質淨化

循環過濾使用。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針對不同過濾場所可以搭配

8~150＃（mesh）之濾網規

格，不同濾徑搭配不同清洗

壓力，達到最佳過濾效果，

以確保篩網之最佳狀況。 

（2） 安裝容易，易於操作維修，

濾網可更換。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液位控制運轉、清洗達到節

省動力&清洗水量節省能耗。

（2） 進流與出流水力平衡，達到

最佳水中過濾效果，由於支

撐網與水中過濾，細濾網壽

命最長。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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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微微(綠綠綠綠)藻採收機藻採收機藻採收機藻採收機(客製化產品客製化產品客製化產品客製化產品) (多層過濾式多層過濾式多層過濾式多層過濾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微藻採收設備為平板式過濾設備，

以輕便刮刀轉動取代厚重濾材轉

動。以波浪式擠壓及直上式油壓驅

動降低除水的能耗。平板取代濾帶

式設計，減少濾材耗損。多層過濾

結構，重力及吸水層使毛細吸力

強，吸水層材料富親水特性，過濾

主要能耗驅動水分穿透過濾層。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可符合微/綠藻採收、活性污泥濃縮

等生物性顆粒分離，可適用黏度較

高的污泥濃縮，一般工業固液分離

製程。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低能耗，機械結構單純，同步過濾

擠壓，減少過濾層堵塞，自動化進

出料，自動化清洗設備，低孔徑高

親水性。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無真空/高壓等高耗能單元，採收能

耗低，保存採收藻細胞完好。濾材

使用一般市售材料，成本低。同步

過濾/逆洗功能解決過濾堵塞問題。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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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壓差精密過濾機智能壓差精密過濾機智能壓差精密過濾機智能壓差精密過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過濾器是一種全自動自清洗水過
濾器，過濾器網内安装一套毛刷，
毛刷由减速電動機帶動旋轉，在過
濾器端蓋上安装一個電磁隔膜排
污閥。操作時，濁水由進水口進
入，通過不銹鋼網過濾污物。淨水
由出水口流出，當污物聚集過多
時，造成過濾不暢，腔體壓力上
升，進﹑出水的壓力差值達到一定
設定值時，壓差開關發出信號予控
制器，開啟電磁隔膜排污閥啟動减
速電動機，帶動毛刷旋轉刷掉污物
雜質。 

排出污物，清洗時間約為 1分鐘無
需斷流，排污壓力損失不超過 0.5 

bar，流量損失不超過 1%。可實現
自動冲洗、自動排污，不影響系統
的正常運行，安裝簡便，除污效果
好。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純水、逆滲透、離子交換預處
理。 

（2） 地下水、地表水除銹過濾。 

（3） 市政綠地噴灑、農業噴灑及灌
溉用水過濾。 

（4） 中水回收水中含固態物、顆粒
狀 (非 S.S.類)...等雜質之過濾
使用。 

（5） 鋼鐵、石化、造紙、冶金、
熱處理、中央空調等冷卻
水塔循環水過濾。 

（6） 洗車場循環水過濾。 

（7） 游泳池循環過濾、市政中
水回收過濾。 

（8） 食品工業生產用水和回收
用水的過濾。 

（9） 家庭用水供應和生產過程
中水的過濾。 

（10） 設備對水質有較高要求者
的供水過濾。 

（11） 酒精發酵後酒液過濾純
化。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速電動機驅動，毛刷式清
洗設計。 

（2） 壓差控制、時間控制、全
自動反沖洗，無需人員操
作。 

（3） 精密過濾，精度高，過濾
水質穩定。 

（4） 反沖洗時，不中斷產水，
連續運轉，穩定可靠。 

（5） 設備構造簡單、零件少，
運轉維護費用低，操作管
理方便。 

（6） 運用領域廣，可適用不同
原水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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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由 Timer 及壓差偵測雙重設

定刷洗作業，當進﹑出口壓

差達到設定值，控制系統啟

動减速電動機帶動毛刷旋

轉，刷洗掉濾網上所攔截的

雜質並形成窩流效應，接著

打開排渣口，雜質顆粒等污

染物將從排渣口排出。 

（2） 具有在清洗排污時不間斷供

水，且清洗時間短，排污耗

水量少。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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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留槽截留槽截留槽截留槽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防止廢水中，不易處理之物質流入
管線的器具，計有：油脂類、汽油
類、砂、膏類、毛髮及洗衣場等之
各種截留器。依用途可分為兩類： 
（1） 油脂類：目的是防止從一般

家庭或營業用的廚房，所排
出含多量油脂成份的水，經
過冷卻、擬固之後所造成排
水系統機能障害，稱為油脂
截留槽。 

（2） 汽油類：攔阻從汽車修理
場、加工廠、加油站、洗車、
停車場等所排出含有汽
油、油類及砂等油污物，稱
為沉砂除油槽或油料補給
器。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菜渣、浮油、懸浮物、結塊
動物油、皂化成豆花狀之油
脂或硬塊，同時分別排出。 

（2） 免電力消耗，免耗材。 
（3） 動物油非加熱溶解，不虞沼

氣爆炸。 
（4） 處理黏稠或固化的豬油、沙

拉油最適用。 
（5） 刮油板採用不鏽鋼製（非橡

膠）不硬化，很耐用。 
4.4.4.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慈濟 921 希望工程。 

（2） 台北市木柵捷運站動物園第
二出口。 

（3） 高速公路。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SUS 不銹鋼油脂截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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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轉式攔污柵迴轉式攔污柵迴轉式攔污柵迴轉式攔污柵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公司之迴轉式攔污柵為中央進

流，兩側出流設計之中心流式

（Center-flow type）攔污設備，其

污物永遠只在原水側，不會被攔網

帶到清水側，因此不會有〝帶過〞

（carry over）的問題。液面下所有

的攔網都有過濾的作用，且攔網為

半圓弧設計，因此在相同水深下，

本設備的攔污面積約為直流式

（through flow type）攔污設備的三

倍。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本設備通常與粗攔污設備搭配用

於篩除含大型漂流物或懸浮固體

之大流量原水，藉以保護下游端之 

泵浦或設備。 

適用於： 

（1） 電廠之循環冷卻水系統。 

（2） 大型廢水處理廠之前處理。 

（3） 海水淡化廠之進水前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驅動鏈條無須保養。 

（2） 高效能。 

（3） 可選用多種篩網尺寸(0.1 ~ 

10  mm)。 

（4） 少量清洗用水(較一般設備少
70 %)。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驅動機 2清洗水系統 

3篩除物收集槽 4篩網  

5緊急排放閘門 6液位差控制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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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濺護罩2噴洗裝置3篩網4鍊條 

5污物收集斗6基座7盛污板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火力發

電廠 Units.1 ~4 號機迴轉

式攔污柵設備工程（與德國 

PASSAVANT 技術合作）。 

（2） ALTI FORNI SERVOLA 

TRIESTE / ITALY 迴轉式

攔污柵設備（與德國 PASS 

AVANT 技術合作）。 

（3）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火力發

電廠 Units. 5 ~ 8 號機迴轉

式攔污柵設備工程（與德國 

PASSAVANT 技術合作）。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7.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本產品通過 ISO 9001：2000

設計製造及安裝驗證。 

（2） 本產品通過 88 年度台灣區
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國
產環保設備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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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篩機及超微細篩機細篩機及超微細篩機細篩機及超微細篩機細篩機及超微細篩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於一般廢水處理場中，篩除乃為必要
之處理過程，其作用乃在於除去水中
較大塊之固體或懸浮固體， 

其主要目的： 

（1） 防止管線及處理設施阻塞。 

（2） 降低機械設備之負荷，以保護
處理場內機械設備。 

（3） 避免污泥淤積。 

（4） 便於後續處理。 

（5） 二次處理之精緻處理。 

然而，篩除設備一般分為攔污柵（Bar 

Screen）及篩網（Mesh Screen）二大
類，因篩網之篩孔較小，故又名細
篩，用以除去較小之固體，故於現在
的處理場中運用甚廣，如食品業、紙
漿、造紙工業及染整等，用以篩除紙
屑、殘渣、纖維等。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去除固體雜質與懸浮固體。 

（1） 細篩機（Drum Screen）：本設
備使用於廢水處理場之前處
理，經攔污柵（Bar Screen）
之原水，再藉本設備予以處
理，去除固體雜質，進而減少
後續單元之負荷或用以替代
初步沉澱池，使其達到初段處
理效果。 

（2） 超 微 細 篩 機 （ Micro 

Screen）：本設備使用於
廢水處理場二級處理後
之精緻處理，將二級處
理無法除去之懸浮固體
（SS）予以篩除，以達
更嚴格之放流標準。由
於此兩種設備皆屬連續
性之處理方式，故特別
適用於大水量、場地受
限之廢水處理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安裝容易，節省時間及工
資。 

（2） 驅動單元皆置水面上，故
障率小。 

（3） 水頭損失小。 

（4） 以過濾之原水做為軸承
潤滑，免維護，節省保養
成本。 

（5） 附洗滌裝置，以確保篩網
之最佳狀況。 

（6） 噴水管有逆洗及刷洗噴
嘴之功能無需拆卸保
養 ， 且 操 作 壓 力 為
3~4bar，能以最少之水量
達到最大清洗效果。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物理處理設備物理處理設備物理處理設備物理處理設備    

健鑫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健鑫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健鑫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健鑫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H PLUS 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 39 號   No.39, Gaocing Rd., Yangmei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78-5478  FAX：03-478-5537 E-mail：hplusr@ms15.hinet.net  http://www.hplusr.com.tw/first.htm 

－ 42 －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本體材質除部分為工程塑膠外，全
部為不銹鋼 SUS 304。篩網材質可
為聚脂乙烯或不銹鋼製品。 

 

1進流中心管2篩除污物排放管3主
架構4噴洗管5驅動裝置6驅動裝置
護蓋 

 

⑦污物收集斗8篩網9蓋板 

⑩液位控制器⑪出水堰⑫控制盤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斗六工業區廢水處理場

廠回收水工程。 

（2） 八里污水處理廠回收水

工程。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7.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本產品通過 ISO 9001: 

2000 設計製造及安裝驗
證。 

（2） 本產品通過 90年度台灣
區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
會國產環保設備品質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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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式耙污機鋼索式耙污機鋼索式耙污機鋼索式耙污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耙鉤為一近半圓形設計，在導軌上
移動，耙鉤利用三條懸吊鋼索操作
（二條昇降、一條啟閉），可於任
何位置動作。在自動設定下，耙鉤
能連續操作直到污物完全清除為
止。耙鉤之啟閉，利用搖擺裝置之
轉動，以變換鋼索長度來操控。耙
鉤下行時為開啟狀態，其開口約為
500 mm，當降至渠底或觸及懸浮污
物時，因鋼索之鬆馳，藉由鋼索防
鬆裝置之偵測及控制，而張緊鋼
索、閉合耙鉤、抓起污物並上行。
當上行至卸污滑槽上方，藉撇污器
撇除污物於污物斗或輸送帶上，耙
鉤將自動停留於卸污滑槽上方。渠
深大於 6 m時耙污機之昇降速度約
為 10 m / min，其耙污能力為每公
尺耙鉤寬 100 kg 負荷。 

為確保耙污能力，柵條間之設計水
流速在低水位時不得超過 0.8 m / 

Sec。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鋼索式耙污機為一種全自動設
計，適用於水中粗大固形物之去
除。 

設置於抽水站或處理場之進水
端，先將水中漂浮物撈取去除，以
保護後續抽水機設備及便利後續
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吊昇能力大。 

（2） 結構堅實。 

（3） 隨時可耙取水面上的漂浮
物。 

（4） 可連續耙取底部之沉積物。 

（5） 動力傳動系統備有兩個驅
動裝置。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驅動馬達-標準型馬達配備（10m/min） 

渠道寬( m） 
昇降馬達
（kw） 

啟閉馬達
（kw ) 

1.0 以下 0.55 0.75 

1.6 以下 0.75 0.75 

2.0 以下 1.10 0.75 

3.0 以下 2.20 0.75 

4.0 以下 3.00 0.75 

5.0 以下 4.00 0.75 

設備構造 

材質 標準型 海水型 

鋼結構 型鋼 不銹鋼 

鋼索鼓輪 鑄鐵 鑄鐵 

網索鼓軸 碳鋼 碳鋼 

鋼索 鍍鋅鋼索 不銹鋼 

護罩 鍍鋅鋼板 FRP 或不銹鋼 

滾輪 PA6G PA6G 

瀼輪栓 不銹鋼 不銹鋼 

水中螺栓 鍍鋅 不銹鋼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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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門驅動機設備吊門驅動機設備吊門驅動機設備吊門驅動機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吊門機組包括基座、吊門機本
體、減速機與馬達、手動轉輪、開
度指示器、齒桿「選配」、緊急下
降把手、凸輪開關、傳動裝置及其
達成完整功能之配備。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本設備可適用驅動各式閘門、攔河
堰及調節堰等之設備。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便利的操控維護。 

（2） 簡潔輕便的手動操作。 

（3） 貼心的自重下降功能。 

（4） 完整的保護功能。 

（5） 驅動效率高。 

（6） 具雙速啟閉可供選用。 

（7） 完善服務。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自動閘門吊門機 

（2） 單桿式 

 

 

 

 

 

 

 

 

 

 

 

 

（3） 雙鋼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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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桿式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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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氣沉砂除油設備曝氣沉砂除油設備曝氣沉砂除油設備曝氣沉砂除油設備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曝氣沉砂除油設備係裝設於長方

形的曝氣沉砂除油池上，並來回行

走於池頂，藉由強制曝氣之水流作

用，使浮油及浮渣上浮至除油池液

面。所產生之浮渣浮油則利用裝設

於本機之浮渣刮板，藉由馬達控制

將之刮送至渠端之油脂/浮渣收集

裝置。再排放至浮渣槽運棄，並作

最終處置。而附著於砂礫上之有機

物，亦透過強制曝氣之水流作用而

剝離。透過固定於本機的沉水式抽

砂泵浦，將沉澱於池底的砂水混合

液抽送至洗砂槽內，由所產生之循

環水流來分離廢污水及砂礫，砂石

沉澱於洗砂槽底部，而廢污水則溢

流至迴流管進入沉砂池內。最後再

將堆積於洗砂槽內之砂礫運棄並

作最終處置。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適用於水中砂礫及油脂之去除。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具預曝氣功能，增加後續

單元之BOD及SS去除率。 

（2） 可去除無機固體物。 

（3） 砂礫可不需另作清洗即

可處理。 

（4） 所有轉動件之操控及維

護均於池上部進行。 

（5） 可依操作條件自由設定

啟動頻率。 

（6） 走橋無打滑顧慮：驅動輪

採特殊之耐磨橡膠或 PU

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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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洗砂槽(*) 電纜滾筒 

近接開關  電源控制箱      

抽砂泵    走橋驅動機 

走橋      導輪 

  驅動輪    浮渣刮除裝置(*) 

○11 浮渣刮板驅動器(*)  

○12 沉砂刮除裝置 

  ○13 刮砂板舉昇驅動機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本產品通過 ISO 9001: 

2000 設計製造及安裝驗
證。 

（2） 本產品通過 88 年度台灣
區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國產環保設備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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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式高分子凝集劑泡製器可調式高分子凝集劑泡製器可調式高分子凝集劑泡製器可調式高分子凝集劑泡製器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產品係一底部出口的漏斗，漏斗
中可置入粉末狀的凝集劑，外側有
三通管，水由三通管進入，利用文
氏管原理，高速流至大容器中，可
使漏斗中的凝集劑均勻的被吸至
大容器中並與水均勻的充分混合
溶解再輸出至膠凝池中當助凝劑
使用，以提高沉澱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調製高分子凝集劑，用來與汙水中
的懸浮物質結合或是與汙泥結合。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設備簡單、不需動力、節省

電力、節省成本。 

（2） 不需維修，不阻塞與不會結

成塊狀。 

（3） 使用簡單、易於操作。 

（4） 進水量可調整、粉末狀

凝集劑加藥量可調整，

凝集劑的泡製液濃度亦

可調整。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漏斗為 SUS304，其餘為 PVC。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專利字號：第 1629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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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過濾槽活性碳過濾槽活性碳過濾槽活性碳過濾槽、、、、離子交換樹脂塔離子交換樹脂塔離子交換樹脂塔離子交換樹脂塔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活性碳之吸附作用將廢水中之

有機物吸附，而樹脂的離子交換作

用可吸附廢水中之微量重金屬，並

可再生回收有價的重金屬。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用於廢水三級處理中 SS、COD 及重

金屬離子之去除。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可使用在任何廢水之三級處

理。 

（2） 可自動化不需人工操作。 

（3） 更換濾材容易。 

（4） 處理量大，佔地小。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材質：外體為不銹鋼。 

（2） 濾材：活性碳、離子樹脂。 

（3） 處理量：1 ~ 200 噸/小時。 

5.5.5.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上海印刷廠。 

（2） 中山復盛機電股份有限公

司。 

（3） 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6.6.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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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化學處理設備電化學處理設備電化學處理設備電化學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對於嚴重色度污染之合成染料工
業、染整業、造紙工業，以及垃圾
滲出水與金屬表面處理之重金屬
去除，均有顯著良好的效果。可在
極短的時間內，藉由電化學反應、
氧化還原反應，及電化電凝聚反
應，而使著色粒子與重金屬污染雜
質，迅速形成沉澱物與水分離，而
達淨化處理的效果。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專利處理法： 

     本電化學處理設備與  Andco 

Environmen tal Processes Inc.技
術合作，於處理廢水方面，目
前在全世界已有超過八百家工
廠的處理實績。其膠凝的處理
法，已獲得美國及世界各國之
多項專利。 

（2） 電化學反應： 

由通過直流電來消耗電極而生
成鐵或鋁離子，在水中與重金
屬成分形成沉澱反應。這些沉
澱物只需將其脫水分離後即可
清運，而上層液即可直接放流。 

（3） 螯合劑： 

傳統之化學沉降法無法處理螯
合劑。但在本系統中，因為可
利用鐵或鋁離子打破螯合物之
鍵結，故可一併處理之。 

（4） 水資源再利用： 

由電化學處理過之水質含重金
屬及色度均極低，可循環再利
用，大量節約水資源之浪費。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電化學處理重金屬去除效率案例
表 

重金屬  

種類 

處理前濃度 

（mg/L） 

處理後濃度 

（mg/L） 
去除率 

六價鉻 60.0 0.0   9.91% 

總 鉻 88.0 0.57 99.35% 

銅 69.0 0.05 99.92% 

鎘 20.0 0.002 99.99% 

鋅 300.0 0.05 99.98% 

鉛 4.0 0.2 95.00% 

鎳 49.0 2.1 95.71% 

砷 14.0 2.0 85.71%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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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交換膜廢酸回收系統離子交換膜廢酸回收系統離子交換膜廢酸回收系統離子交換膜廢酸回收系統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當廢酸流入進料槽後，由泵浦推送

到過濾器，再進入調節槽，使流入

透析單元的流速一定，而調節槽多

餘之廢酸可回流到進料槽，廢酸經

透析單元處理後，酸被回收，剩下

的透析質從左方排出，水從水槽經

泵浦輸送到另一調節槽，使流入透

析單元的水流一定，多餘之水與被

回收的酸，被水攜帶到擴散質槽

中。透析法中的離子交換膜由帶正

電之離子交換樹脂所組成，強酸可

擴散透過陰離子交換膜，除氫離子

外，正價陽離子皆無法透過薄膜。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提升電鍍物、酸洗物之品

質。 

（2） 投資與運轉費用符合經濟

效益。 

（3） 節省用酸鹼中和來處理廢

酸的開支。 

（4） 運轉費用低。 

（5） 操作維修簡單。 

3.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化學處化學處化學處化學處理設備理設備理設備理設備 

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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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體溶解自動泡藥機粉體溶解自動泡藥機粉體溶解自動泡藥機粉體溶解自動泡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乾粉溶液制備過程是通過各個溶液

槽分級逐步完成的，溶液槽之間隔

開，保證每個溶液槽內的最佳反應

時間和恒定濃度，預制槽和藥液儲

存槽之間有溢流通路，自動控制系

統與儲存槽上的液位控制器相連，

一旦液位達到低位，觸發進水電動

球塞閥打開，投藥機啟動，投加藥

量及安裝進水量設定，以獲得精確

濃度，當液位達到最高點，此循環

過程就停止，當然攪拌器還按設定

時間繼續工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特別適用於市政污水處理

廠、工業廢水處理及另外需

要使用投加絮凝劑溶液的行

業。 

（2） 廣泛應用於給污泥脫水、廢

水處理及各類製程（食品、

化工、染整、造紙…等工業）

藥粉溶解投加的場合。 

（3） 適用於各類乾粉、顆粒和絮

凝劑及濃縮液藥粉的溶解投

加。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具有粉狀或液態（選配備）雙

重進料功能設計，可滿足不同

之需求。藥粉供料槽具抗凝加

熱保溫功能，可避免藥粉受潮

結塊或變質情形發生。 

（2） 本機設計獨具待機時間可自

動間歇及停頓交叉攪拌功

能，使溶液融合均勻效果，永

遠保持在最佳使用狀態。 

（3） 當藥粉供料槽至低存量時，感

應偵測器具燈號警示及機台

停機之功能輔助，對機台整體

操控性更加完美。（選配備） 

（4） 可均勻泡製避免藥粉量的浪

費及不必要的維修費用。 

（5） 本機操作簡單、易懂、易學，

短時間學習，即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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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為一完整套裝自動連續式之

高分子配製機組。 

（2） 可以高分子乾粉或濃縮液配

製成稀釋液以供使用。 

（3） 結合主體結構：採用 SUS 

304不銹鋼材質。 

（4） 儲料斗密閉設計，粉體不受

潮濕 

（5） 以泡藥成熟時間約 60 分鐘

為基準。 

（6） 創新的濕潤混合裝置設計可

防止結塊及混合不均。 

（7） 螺旋輸送設備加裝加熱器，

連續加熱保持溫度使粉體乾

燥不結塊。 

（8） 可依需求為單槽、雙槽、参

槽式。 

（9） 三槽式的設計可快速泡製、

熟化、儲存以供應連續使用。 

（10） 可使用乾粉或濃縮液體泡

製。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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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水過濾淨化除臭減廢系統切削水過濾淨化除臭減廢系統切削水過濾淨化除臭減廢系統切削水過濾淨化除臭減廢系統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此系統利用加壓、過濾、沉澱及

充分攪拌，防止細菌滋生之原

理，先將切削液內的雜質污物分

離出來，最後靜置一段時間後，

去除浮油再將澄清液循環使用。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A. 過濾效果佳，提高工作

精度。 
B. 臭味減到很少。 
C. 壽命長，廢液更換頻度

低。 
D. 廢液處理成本下降。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可有效去除切削液的雜質，延長切

削液使用壽命，並回收再使用。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減少切削液的用量。 

（2） 延長使用時間。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規格須依實際現場設計。 

5.5.5.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台灣理研股份有限公司。 

（2） 勸美股份有限公司。 

（3） 台暉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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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電化學降解高階電化學降解高階電化學降解高階電化學降解 COD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ecAOP是一種進階的廢水處理及水
資源再生技術，結合電化學、臭氧
與 UV 光觸媒技術，可發揮極大綜
效，大量產生高氧化電位的氫氧自
由基，將不易生物降解與俱有毒性
之有機化合物，現場分解為 CO & 

HO，進而將水質純化。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將污水中之有機汙染物現場

降解，使處理後污水達放流水

標準。 

（2） 放流水再生回收利用。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無添加化學藥品(不增加

汙水量)  

（2） 無產生汙泥(不須後處理)  

（3） 濁度與色度機無影響 

（4） 電擊不腐蝕(不需頻繁更

換電極) 

（5） 僅需電力，全程自動控制

(不需繁複人力)。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5.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ITEM HOR-100 HOR-1000 HOR-5000 

Capacity 100 L/H 1000 L/H 5000 L/H 

Influent pressure > 2.0 kg / cm
2
 > 2.0 kg / cm

2
 > 2.0 kg / cm

2
 

COD reduction  60 ~ 90 % 60 ~ 90 % 60 ~ 90 % 
Power consump 0.7 kw 4.0 kw 14.6 kw 

Ozone generator 100 (typ) / 120 (max) 600 (typ) / 750 (max) 2,400 (typ) / 3,000 (max) 

Electrolyzer 0.3 (typ) / 0.6 (max) 2.1 (typ) / 4.3 (max) 8.6 (typ) / 17.2 (max) 
Uv reactor 30 (typ) / 40 (max) 160 (typ) / 180 (max) 320 (typ) / 360 (max) 

Temp 4 ~ 60 ℃ 4 ~ 60 ℃ 4 ~ 60 ℃ 

Acidity 3 ~ 10pH 3 ~ 10 pH 3 ~ 10 pH 

Weight 40 kg 110 kg 320 kg 

Dimension(cm) 50×50×105 145×85×135 215×1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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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 廢水處理系統廢水處理系統廢水處理系統廢水處理系統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ASP 廢水處理系統係利用包括：改
變雜質荷電性；重新排列組合；電
性中和分離等電化學原理。透過此
套處理系統可產生極化、雙向導流
聚合及解離等作用，而達淨化水質
之目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本系統可有效去除廢水中的油
脂、真色色度、懸浮物、化學需氧
量(COD)、生化需氧量(BOD)等。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廢水雜質去除率高達 99％。 

（2） 可完全去除溶解在水中的乳
化油脂。 

（3） 可完全去除水中色度。 

（4） 密閉系統沒有臭味及噪音產
生。 

（5） 具滅菌效果。 

（6） 處理時間不到一分鐘。 

（7） 設備佔地小。 

（8） 可事先測試，避免錯誤投資。 

（9） 遷廠移動時，本設備仍可適
用。 

（10） 廢水處理設備投資、處理藥
劑、人員操作設備維護更新
及標準排放，均由煒懋全權
負責承擔。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檢測項目 
檢   測   值 

單位 
原廢水 處理後 

油    脂 2,050.0 6.5 mg / l 

真色色度 1,870.0 110.0 color unit 

鎳 30.8 0.1 mg / l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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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 WATER ENGINEERING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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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氣盤散氣盤散氣盤散氣盤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擴散蓋：Neoprene Rubber，

耐酸鹼。 

（2） 擴散基座：ABS。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配合國內現成 4/8”龍頭，安

裝容易。 

（2） 構造堅固耐用。 

（3） 溶氣效率高，耐腐蝕性。 

（4） 有逆止作用，永不阻塞。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4/8”牙口，3/8”入氣口。 

（2） 直徑：80 m / m。 

（3） 高度：40 m / m。 

（4） 通氣量：0.08 ~ 0.10 m
3
 / 

min。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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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式生物濾材圓盤式生物濾材圓盤式生物濾材圓盤式生物濾材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將接觸材料浸於曝氣槽內之水

中，並在槽內給予充分曝氣，使流

入的廢水充分攬拌循環流動，而與

接觸濾材相接觸。經一段時間後，

接觸材料表面開始生長附著生物

污泥(微生物)而形成生物膜，利用

該生物膜在好氧性狀態下吸附、氧

化廢水中有機物質的處理方法。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生物滴濾塔濾材。 

（2） 曝氣池接觸氧化法之接觸

濾材。 

（3） 廢氣洗滌塔之接觸濾材。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圓盤式濾材散水效果好，可增加滴

濾塔處理效果。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外型尺寸：（上徑×下徑×高

度）17 cm × 16 cm × 5 cm。 

（2） 單位體積數量：450 個 / m
3。 

（3） 有效接觸面積：80 cm
2 
/cm

3。 

（4） a 板厚：0.5 ～ 1.5 mm。 

（5） 空隙率：95 %。 

（6） 材質：P.P（or P.V.C）。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專利字號：第 364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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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蜂巢蜂巢蜂巢式生物濾材式生物濾材式生物濾材式生物濾材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將接觸材料浸於曝氣槽內之水

中，並在槽內給予充分曝氣，使流

入的廢水充分攬拌循環流動，而與

接觸濾材相接觸。經一段時間後，

接觸材料表面開始生長附著生物

污泥(微生物)而形成生物膜，利用

該生物膜在好氧性狀態下吸附、氧

化廢水中有機物質的處理方法。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接觸曝氣法二級三級處理。 

（2） 提高曝氣池之處理能力。 

（3） 防止活性污泥澎化。 

（4） 滴濾塔之濾材。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本產品材料為透明 PVC 膠

片，保證為原始塑膠材料製

造，絕不含在製原料。 

（2） 以強力 PVC 溶濟焊接，不

脫落、耐酸鹼、不腐蝕。 

（3） 比表面積大，處理效率高。 

（4） 空隙率極大，接觸濾材不阻

塞。 

（5） 機械性強度夠、不變形不彎

曲。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號＼

規格 

比表面積 

m
2
 / m

3
 

空隙率

﹪ 

孔截面積 

cm
2
 

M120 120 99.4 20 

M90 90 99.5 40 

M70 70 99.6 60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政部著作權核准文號:830267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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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濾塔專用散水頭滴濾塔專用散水頭滴濾塔專用散水頭滴濾塔專用散水頭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固定在濾料上的微生物去破壞

存在於氣流中的污染物質。濾床中

的濾料是由一些惰性物質所組成。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散水分佈均勻。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無論污水中雜質多少絕不

阻塞。 

（2） 散水盤高度可調整。 

（3） 散水面積大小可調整。 

（4） 散水分佈均勻 

（5） 整組均為SUS304材質永不

生鏽。 

（6） 不需保養，不需清洗，堅固

耐用。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出水量：30 ～ 50 L/min。 

（2） 出水口徑：1” ψ內牙口。 

（3） 散水盤直徑：135 mm。 

（4） 散水頭最大高度：182 mm。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專利字號：第 0517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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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活性污泥活性污泥活性污泥/接觸曝氣法接觸曝氣法接觸曝氣法接觸曝氣法（（（（AS/CA））））合併系統合併系統合併系統合併系統 

1.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對有機物處理能力是活
性污泥系統的 1.5 倍，佔
地較小。 

（2） 污泥產量是活性污泥系
統的 2/3。 

（3） 若處理流程後段有化學
處理，可減少 1/3 的加藥
量(與活性污泥系統比)。 

（4） 不膨化、不阻塞、污泥量
少，故減少一班的操作
員。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本系統分別割除了活性
污泥法及接觸曝氣法之
缺點，而保留兩者的優
點，即污泥產生量少，污
泥不會膨化，生物濾材不
會阻塞及操作彈性大，使
生物處理系統活性增
強，效率增大而更趨穩
定，更易操作。 

（2） 本系統混合了懸浮性及
固定性生物，具有複雜而
完整的生物相，可有效提
高微生物對有機物、油脂
及真色色度的去除率。 

3.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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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生物反應器膜生物反應器膜生物反應器膜生物反應器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C2L採用PVDF材料生產高強度的

中空纖維膜模組，孔徑為 0.05 微

米，可有效攔截好氧池內的大分子

固體物並提高 MLSS 至 12,000 

mg/L 以上，對水質的提升及實現

資源化再利用具有很大的優勢。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市政污水回用。 

（2） 工業廢水處理。 

（3） 淨水處理及逆滲透前處理

等。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穩定及較高的膜通量。 

（2） 均勻的膜孔尺寸。 

（3） 高親水性的永久性乾膜。 

（4） 耐氧化的 PVDF 材質。  

（5） 高強度的複合結構。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膜材質 : PVDF；膜孔徑 : 

0.05 微米；出水濁度 < 1 

NTU； 

（2） 膜組面積：20~1,500 m
2
/組;

標準膜通量：0.4~ 0.6 m
3
/d。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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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式厭氣污泥廢污水處理設備上流式厭氣污泥廢污水處理設備上流式厭氣污泥廢污水處理設備上流式厭氣污泥廢污水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厭氣顆粒狀污泥（Granular 

Sludge），將廢水中有機物分解成
CH4 & CO2，無需提供氧氣及動
力，利用產生之沼氣攪動，使廢水
與生物充分混合，有效分解處理廢
水。 

2.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構造簡單，操作容易。 

（2） 無需能源動力。 

（3） 完全生物分解。 

（4） 產生能源（BIOGAS）可再
利用。 

（5） 污泥產生為喜氣處理之
1/10，污泥量最少化。 

3.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本公司獲 2000 年 ISO 9000 及 ISO 

14001 國際認證。 

 

              UASB 處理單元 

 

 

出水 

進水 U.A.S.B.

Bio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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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蜂巢式生物接觸濾材直立蜂巢式生物接觸濾材直立蜂巢式生物接觸濾材直立蜂巢式生物接觸濾材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為波浪狀開放接觸型之蜂巢式構

造體，具有卓越的強度，凹凸狀的

表面與流體之接觸面積廣而長，並

使流體成亂流狀態，可達到接觸氧

化之最高效率，適用於有機廢水處

理。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去除水中之 BOD 有機物。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比表面積大，處理能力優
越。 

（2） 費用低、效率高、具經濟效
益。 

（3） 水阻小、空隙率大、不阻
塞。 

（4） 機械性的強度佳、不變形、
不彎曲、耐久性佳。 

（5） 浮游物的捕捉性高。 
（6） 具適度之生物膜附著性。 
（7） 強度卓越、作業安全性佳。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號 
間隙 

（mm） 

表面積 

（m²/m³） 

空隙率 

（%） 

單片厚度 

（mm） 

標準尺寸（mm） 

長 寬 高 

CM-80 80 53 99.2 0.55 1,000 500 1,000 

CM-56 56 72 99.2 0.5 1,000 500 1,000 

CM-40 40 105 90.0 0.4~0.45 1,000 500 1,000 

HCM-80 80 45 99.3 0.55 1,000 500 1,000 

5.5.5.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
區。 

（2） 橡樹工業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3） 新營第一國宅污水處理工
程。 

6.6.6.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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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波浪式生物膜接觸濾材斜波浪式生物膜接觸濾材斜波浪式生物膜接觸濾材斜波浪式生物膜接觸濾材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接觸濾材為蜂巢式斜波浪交叉

構造，採用耐酸鹼 PVC 材質，並

經特殊霧面處理，以利微生物生

長。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一般污水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高表面積、處理量大，能有效快

速擷取水中之有機物，快速形成

生物膜，淨化水質。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規格 
尺寸 

（mm） 

間隙 

（mm） 

間隙率 

（%） 

材質 

（mm） 

板厚 

（mm） 

比表面積 

（m/m） 

座屈強度 

（kg/m²） 

HCM-60 1,200×600×600 58 98.7 PVC 
0.4 

~0.45 
135 1,500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海軍港灣工程處。 

（2） 綠野香坡(新店)。 

（3） 台灣龍神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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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生物膜盤旋轉生物膜盤旋轉生物膜盤旋轉生物膜盤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旋轉生物膜盤法是包括一系列平
行的網葉狀圓形膜，所接連而成的
生物膜盤組，約一半浸在廢水中，
另一半露於空氣中；生物膜盤組交
換地旋轉於水及空氣中，由水中有
機物所培養出來的微生物可以附
著在旋轉盤面上而形成一所謂的
生物膜，當生物膜和廢水接觸時可
以分解或消化其中之耗氧污染
物，當曝露於空氣中時可繼續獲得
好氧菌所賴以維生的氧氣，如此不
斷的循環反應，可使廢水中的污染
物逐漸減少而達到淨化水質的目
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對於含有高量 BOD 之家庭污水及
工業廢水處理最為有效，且最為經
濟。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具高度彈性：一般廢水之水
質、水量變化大，處理的設
備應具高度的處理彈性。 

（2） 佔地面積少：在各種處理方
法中，使用生物膜方法所需
佔地較少。 

（3） 節省電力：因轉盤速度低
（2rpm），故用電量極少，
與活性污泥法相較只有其
耗電量的 1/5 或以下。 

（4） 維護簡易：生物膜法中幾乎
不需維護費，僅需轉動軸之
定期潤滑。 

（5） 操作技術簡單：普通技工經
訓練後即可操作。 

（6） 負荷彈性大：對有機負荷與
毒物外溢之抗拒力都較其
他傳統方法為優。 

（7） 污泥量少、濃度高且無臭味
及噪音。 

（8） 效率高：BOD5去除率仍可
達 90 ~ 98 %。 

（9） 恢復迅速：在操作開始或停
止操作後，恢復正常時間僅
需 3 ~ 5 天。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名稱/型式 SAME-30 

表面積 2,350 m
2
/m

3
 

盤體 網葉狀 

圓盤直徑 
3,000 mm （尺寸可依需求
訂製） 

生物膜材質 HDPE 

中心主軸 無縫鋼管 

轉速 

主軸轉速為每分鐘 2 轉，
週邊速度為每分鐘 18.85 

m 

馬達 2 hp 

減速機 
CYCLO 二段式 或
HELICAL 型 

軸承 自動調正滾子軸承 

防蝕處理 
鋼材部分佈環氧樹脂
（SUS304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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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葉狀生物接觸濾材網葉狀生物接觸濾材網葉狀生物接觸濾材網葉狀生物接觸濾材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採 HDPE 高密度環保材質。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氨氮去除率極高。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可在極短時間形成生物膜。 

（2） 機械強度大，每 m³座屈強度

8 噸以上。 

（3） 有機物去除率高，減少佔地

面積，整體投資成本低。 

（4） 網葉狀通透性佳。 

（5） 可任意型態。（如：流動浮

床式、滴濾式、浸漬式皆可）

且可任意長度。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國立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 

（2） 三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山中傳奇農漁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型  號 
有效表面積 

（m²/m³） 

流通率 

（%） 

孔隙率 

（%） 

管  徑 

（m/m） 

單位處理量 

（kg/d） 

Same-66 155 63 88 6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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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陶瓷複合過濾膜多功能陶瓷複合過濾膜多功能陶瓷複合過濾膜多功能陶瓷複合過濾膜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新創熱處理技術於多孔洞基材表

面上，形成孔洞分布均勻的多功能

陶瓷選擇層，可有效將過濾效率整

體倍數提升，並維持絕對過濾的精

密度。此產品可高度客製化,，承

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可按照不同

需求 (例：高溫、腐蝕性、高濃稠

度…等)，調整基材材質及過濾精

度，提供整個過濾系統之的解決方

案。此複合過濾膜材可使用逆洗程

序，減緩薄膜堵塞情況。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廢水處理 

（2） 粉末回收處理 

（3） 重金屬廢液處理 

（4） 切削油處理 

（5） 製程液純化處理 

（6） 高溫廢氣處理 

（7） 其它有關膜過濾操作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基材選擇：鈦金屬，貴合金 

(哈氏合金系列, Inconel 系

列…等)，高分子基材 

（2） 選擇層：陶瓷材料、觸媒材

料。 

（3） 過濾精度：1µm，0.45µm，

0.2µm (絕對過濾等級)。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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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諾超高效綠能水解系統弋諾超高效綠能水解系統弋諾超高效綠能水解系統弋諾超高效綠能水解系統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一般廢水處理廠產生的廢棄污泥
都有難分解之細胞壁,這阻礙了生
物的分解作用。而 Inno-Ultra 弋諾
超高效綠能水解系統則可利用高
能量的物理波在水中產生瞬間巨
大的正負壓,在壓力變化中會產生
局部的高溫及高壓,這些作用可將
細胞壁破壞,而高熱可將細胞質裂
解,氫氧自由基則可將有機物質分
解成小分子。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污泥有效減量、提高生質能產出。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改善出水水質,提高 TN(總
含氮量)的去除率。 

（2） 節省污水廠建設和運行費
用。 

（3） 剩餘污泥有效減量，最高達
30%。 

（4） 減少後續厭氧消化時間，最
高達 60 %。 

（5） 提高污泥消厭氧消化所產
生沼氣量，最高超過 50 %。 

（6） 提高氨氮減量處理效能，超
過 20 %。 

（7） 無須添加化學藥劑，污泥水
解效率最高。 

（8） 改善脫水，最高達 15 %。 

（9） 商業化案例：先進國家。 

（10） 最高效污泥水解。 

（11） 體積小。 

（12） 容易安裝 (Plug & Play)。 

（13） 模組結構設計。 

（14） 高強度喇叭頭。 

（15） 不鏽鋼結構。 

（16） 維護成本低。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反應室振盪單元：反應器容
器包括振盪單元，每個單元
配有一個曝氣管。振盪單位
移動到流媒體（污水污泥，
生物量）的超聲能量。 

（2） 五組控制器：五組控制器分
別處理每個振盪單元產生
的能量。控制器將 230 伏特
/ 50-60 赫茲的電源電壓被
變換成的電為 20 kHz 的正
弦振盪，並通過施加高頻行
振盪單元。每個控制器產生
一個高達 1,000 瓦的連續輸
出。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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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膜接觸濾材生物膜接觸濾材生物膜接觸濾材生物膜接觸濾材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接觸氧化又稱浸漬濾床法或接觸
曝氣法，其構造原理係將濾床浸漬
於廢水中，而利用曝氣攪拌方法使
廢水均勻循環於濾材間的空隙。使
接觸濾材藉附著生成在濾材表面
的微生物（生物性黏膜泥）以氧化
分解水中的有機物，而達到廢水淨
化的功能。接觸濾材的種類很多，
計有圓筒狀、繩狀、蜂巢狀及球狀
等。 

在接觸氧化法中，濾材的材質及特
性將左右其處理效果，其重點在於
材質須耐久不發生變化，生物污泥
容易附著生長，同時因附著堆積的
污泥重量將加重濾材底部的荷
重，故濾材本身必須有充分的強
度，並裝設逆洗設施，防止孔隙阻
塞，維持生物處理系統的正常運
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廢水處理： 

（1） 下水道及生活污水之處
理。 

（2） 低濃度廢水處理。 

（3） 三級處理。 

（4） 小規模廢水處理。 

（5） 適用於含難分解物質之
廢水處理。 

（6） 適用於不易形成膠羽或
較輕膠羽之生物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不需要迴流污泥，維護操作
管理容易。 

（2） 單位體積的生物性污泥保
持量較多，設備處理能力
大。 

（3） 可以有效的去除生物分解
性或分解速度較低的基質。 

（4） 對水溫變化的適應能力高。 

（5） 對水質水量的劇烈變化適
應能力強。 

（6） 可收到好氧性及厭氧性作
用同時產生的效果（即去除
氮的過程中硝化及脫氮作
用將同時進行，避免造成水
質優養化現象）。 

（7） 可將低濃度廢水作有效的
處理。 

（8） 污泥的產生量較少為生物
膜所共有的特性，其理由是
由於富多種生物相，食物鏈
持續時間較長，污泥產生量
較少，尤其在接觸氧化法
中，巨形生物較易產生，特
別有助於污泥量的減少。 

（9） 可獲得透視度較高的處理
水質。 

（10） 能有效處理 COD。 

（11） 無活性污泥之膨化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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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註：PVC 材質 

品名 W-60 

尺寸（mm）

長×寬×高 

1,160 × 580 × 550 

間隙(mm) 58 

間隙率（%） 98.7 

板厚(mm) 0.3 / 0.4 

比表面積 

(m²/m³) 
135 

座屈強度 

(kg/m²) 
900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加工廢水處理工
程。 

（2） 正大尼龍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化纖廢水處理工程。 

（3） 鴻明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冷凍水產食品廢水處 
理工程。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7.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本產品通過經濟部工業局 88 年

度優良國產環保設備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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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射式曝氣設備噴射式曝氣設備噴射式曝氣設備噴射式曝氣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噴射式曝氣機系統：整個系
統主要由噴射式曝氣機（Jet 

Aerator）、循環水泵浦（Re- 

circulation Pump）及鼓風機
（Blower）所組成。該曝氣
機將由循環水泵浦所壓送
之液體，經由液體管、內噴
嘴到混合室與由空氣管所
壓送之空氣混合均勻後，呈
噴射流（Jet Plume）經外噴
嘴水平射出。為達循環水與
空氣之均勻供應與混合，以
提高曝氣機之效率，因此特
別設計液體管與空氣管分
開，而且每一空氣支管單獨
與每一組噴嘴配合連接。 

（2） 噴射式自吸曝氣機系統：整
個系統主要由噴射式自吸
曝氣機（Jet Aspirator）與循
環水泵浦所組成。利用與噴
射式曝氣機不相同之內外
噴嘴組，以產生較高之真空
度將空氣由空氣管吸入。 

 

（3） 噴射式攪拌機系統：整個
系統主要由噴射式攪拌機
（Jet Mixer）與循環水泵浦
所組成。其原理與上述兩
個原理相同，但採用較特
殊 之 雙 噴 嘴 引 出 器
（Double Nozzle Eductor）
技術，使池內流體經由吸
入口進入攪 拌機內，產生
更進一層的吸入流體及導
流，而造成整個池內流體
一個連續、完全混合之攪
拌流程。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用於調勻池及任何好氧性
之生物處理系統，如各種活
性污泥法、氧化深渠、氧化
塘或 SBR。且可藉控制空氣
量多寡做脫氮、硝化等處理
程序。 

（2） 用於調勻池、快混池、膠羽
池、中和池、化學氧化池、
消毒池、污泥貯存槽、脫氮
池、化學反應池、氣提系統
及熱交換系統等攪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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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高傳氧效率。 

（2） 完全混合之攪拌功能，除適
用於標準活性污泥法外，更
可適用於較長污泥齡（SRT）
之高 MLSS 的活性污泥法或
高速率之完全混合活性污泥
法（High Rate CMAS）。 

（3） 可分開控制氧量之傳輸及攪
拌。 

（4） 低動力消耗。 

（5） 內外噴嘴完全採用精密鑄造
一體成型，確保噴射流之平
順。 

（6） 使用於深層曝氣及高 MLSS

之場合，相對於其他曝氣系
統所需之反應池容積較小，
節省空間。 

（7） 抗腐蝕之配件。 

（8） 除採沉水式循環水泵浦外，
水中無運轉配件，維護容易。 

（9） 可使用自清式反沖洗系統
（Flush-out System），以克服
異物阻塞時停機、洩清池水
之困擾。 

（10） 因採沉水式設計，能防止熱
能散失，於各季節均能維持
生物活動力。 

（11） 可採用整套型設計，配合既
有曝氣設備更新或增設；免
停水施工，縮短工期。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主要材質為 SUS304 不銹鋼及

FRP，噴嘴規格尺寸如下：  

型號 說明 HR1 HR2 HR4 

內噴嘴口徑

（吋） 
> 1 > 1.5 > 2 

建議液體流量

（GPM） 
90 ~ 100 183 366 

建議空氣流量

（SCFM） 
10 ~ 30 20 ~ 60 40 ~ 120 

註：外噴嘴口徑視採用之系統而變化。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本產品通過 ISO 9001:2000

設計製造及安裝驗證。 

（2） 本產品通過 88 年度台灣區

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國

產環保設備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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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 中空纖維絲膜中空纖維絲膜中空纖維絲膜中空纖維絲膜（（（（污水處理新技術污水處理新技術污水處理新技術污水處理新技術））））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膜材質性能參數膜材質性能參數膜材質性能參數膜材質性能參數：：：： 

聚丙烯(PP)中空纖維微孔膜材

料，具有優良的機械及穩定化學性

能，是用於MBR反應器最合適的

膜材料之一。其主要性能： 

（1） 膜材質：聚丙烯。                              

（2） 膜內徑：320 ~ 350 μm。     

（3） 膜壁厚：40 ~ 50 μm。       

（4） 膜孔徑：0.1 ~ 0.2 μm。      

（5） 透氣率 > 7.0×10
-2  

(cm
3

／cm
2
˙s˙cmHg)。 

（6） 縱向強度：120 Mpa。   

（7） 孔隙率：40~50 %。 

（8） 出水濁度：<0.2 NTU。 

（9） 設計量：1.0~1.2 t／ｄ。 

（10） 膜絲面積：8 m
2／片。 

（11） 操作負壓：-0.01~ -0.03。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 1）MBR 與傳統處理 ”技術 ”

之比較：  

優勢 MBR 

降低
成本 

 操作成本低，維護容易，免
反沖洗。 

 直接回收二次用水，節省自
來水費及污水費。 

 能量消耗低，不需外加化學
藥劑。 

節省
空間 

 處理系統不需沉澱單元，可
大幅節省空間。 

 污泥濃度高，處理系統單位
活性增加，可減少處理槽體
積。 

效率
高 

 可去除細菌和病毒，以達到
消毒之作用。 

 截留難分解之高分子物
質，增加處理效率。 

 污泥及長鏈聚合物停留時
間相當長，生廠速率緩慢之
微生物得以˙滯留，提高複
雜化合物的降解。 

減少
污染 

 Biomass 可完全截留，沒有
傳統程序污泥分離的問
題。 

 抗負荷、衝擊力強，放流
水質穩定。 

 處理單位緊密配置，減少
臭味溢散。 

 維持低 F／M 比，減少廢棄
污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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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BR 與傳統活性污泥”程序”比較 

        

3.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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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纖維膜過濾器中空纖維膜過濾器中空纖維膜過濾器中空纖維膜過濾器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集盛中空纖維膜(ZISECO)係採用

濕式紡絲法，將高分子塑料紡製成

中空絲結構，而其構造可分為具有

大量微小孔徑的薄膜皮層，及內壁

為海綿狀的開孔結構。其主要應用

除可取代傳統砂濾，或作為逆滲透

(RO)系統之前處理，以提升逆滲透

(RO)膜的操作壽命外；因其絲膜材

質(PVDF)的耐化性，所以,亦可直

接應用各種固/液分離的應用。而其

過濾原理即是利用薄膜的微小孔

徑將污染物(如 SS 或細菌等)濾除

於薄膜表層，而透過薄膜產生的液

體，其 SS 或總菌落數都可達成超

過 99 % 的去除率，或是達成濾除

雜質，提濃的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去除液體中固體物、濁度、細菌等

不溶解性物質。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孔徑均勻、處理通量大、低跨膜壓

差、有效濾除細菌、濁度。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孔徑: 0.05 μm。 

（2） 膜面積: 2 / 10 / 41 / 51 m
2
 (可依

客戶需求封裝)。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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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生物圓型平板超過濾膜組膜生物圓型平板超過濾膜組膜生物圓型平板超過濾膜組膜生物圓型平板超過濾膜組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開放式圓型平板膜片,每兩片
焊接成膜片組,再以專利互鎖
方式組裝於水平中心產水軸
管。 

(2) 產水由膜片組外進入中心產
水管，收集後流出。 

(3) 親水性 PVDF UF 膜(孔徑
0.03)，高強度，耐化學品，膜
片使用壽命長。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膜片間隔 7.0 mm，基本操作 MLSS

為 8,000~15,000 mg/L，生物量可
高至 30,000 mg/L，不會堵塞。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通量大(30~35 LPM)，佔地面積
小，低曝氣量(氣水比小於
15:1)，低設備成本。 

(2) 最大通量可達 50LMH。 

(3) 化學品消耗小，清洗過程簡
易。過濾流道，壓降低，負壓
抽引真空度小。 

(4) UPVC 管殼內膜組下面配置曝
氣管，連續曝氣使膜面不沾黏
污泥，過濾通量穩定。 

(5) 每天 1~2 次以含 50 ppm NaOCl

過濾水進行反洗，使膜片不會
產生生物黏液堆積堵塞。 

(6) 產水可採用水頭大於 3 米重力
流方式。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型號 
NHV1-185

-MBR 

NHV2-185

-MBR 

NHV3-185

-MBR 

NHV4-185

-MBR 

最大通量 250 500 750 110 

膜組數量 M125×1 M125×2 M125×3 M58×1 

膜面積 5.6 (0) 11.2 (120) 16.8 (180) 2.5 (27) 

膜殼材質 PVDF(Polyvinylidene Fluoride) 

孔徑 0.3μm 

管殼材質 UPVC 

淨通量 
150~250  

(3.5~6) 

300~500  

(7~12) 

450~750 

(10~18) 

65~110 

(1.6~2.8) 

曝氣量 50~80 100~160 150~240 30~50 

每次反洗水量 15`18 30~35 45~50 7~8 

操作模式 Suction 15`30 min, Backw sh once 

操 壓力 -10 ~ -25  (-0.15 ~ -0.3) 

最大反洗壓力 0.5 Bar 

操作酸鹼值 2 ~ 11 

每天化學反洗 50 ~ 100 ppm  Naoci by Backwash 1 ~ 2 time/day 

清洗 1.01 ~ 2 % citric acid (for inorganic fouling) 

尺寸 
Φ216×L95

0 

Φ216×L19

00 

Φ216×L28

50 

Φ216×L50

8 

重量 8 16 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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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平板平板平板 MBR 膜組介紹膜組介紹膜組介紹膜組介紹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良好的出水水質。 

A. COD、BOD 濃度低。 

B. 總氮和總磷濃度低。 

C. 沒有懸浮物，SDI 低可作

RO 供水。 

（2） 能達到濾菌效果。 

（3） MLSS 可達 15,000 mg/L，占

地面積小。 

（4） 大量降低了剩餘污泥量。 

（5） 1.75 kg/m
2輕量化又可反洗

的膜版設計。 

（6） 具有專利補強技術，膜片強

度更高,可反洗。 

（7） 配合新長豐 MBR 系統，可

實現在線反洗。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高固含、高濁度、高 COD/ 

BOD、常規淨化方法較難處

理的工業及生活廢水。 

（2） 各種廢水無害化處理、中水

回用，零排放等。 

（3） 價值較高的污泥濃縮、回收

系統。 

（4） 晶圓切割油回收與附加價

值提升。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項    目 規  格 

薄膜材質 PVDF 

薄膜孔徑 0.04 μm 

薄膜形式 平板 

一般產水通量 0.35 - 0.8 m
3
/m

2
/day 

最高操作溫度 122℉ (50℃) 

pH，長期 2 ~ 10 

pH，短期或清洗 2 ~11@122℉(50℃) 

膜組機架 304 stainless steel 

產水管/曝氣裝置 PVC 

※ 膜組尺寸均可依照客戶實際要求，做

客製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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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FE 薄膜生物反應器薄膜生物反應器薄膜生物反應器薄膜生物反應器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EFM 所製造之平板式 MBR 為台
灣自產自銷之廢污水處理設備，
包含ePTFE平板膜與膜組框架兩
部分。 

薄膜材質為親水化聚四氟乙烯
(ePTFE)，具有立體堆疊之結構，
為多孔性、高孔隙率之薄膜，其
層狀交錯之纖維可有效阻擋水中
之雜質及生物菌種，處理之水質
可達回收水之標準。  

MBR 模組主要由板框膜片置放
區(上層)及氣液混合區(下層)所
組成，空氣經鼓風機送入底層曝
氣管後噴出至氣液混合區，氣泡
混合均勻後加速上升以沖刷清除
板框薄膜表面上之累積污泥，達
到穩定之出流水量。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MBR處理技術不僅同時具有生物
處理與薄膜過濾之特性，更結合
傳統活性污泥法與薄膜分離技
術，可代替傳統活性污泥程序中
之活性污泥槽、沈澱槽、砂濾槽
及消毒槽等四個處理程序與處理
空間，且 MBR 處理後之水質可達
放流水標準，因此放流水可直接
回收進行再回收利用。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我司所生產的親水化聚四氟乙烯
(sa-PTFE)薄膜具有立體堆疊之結
構，其層狀交錯之纖維可有效阻擋
水中之雜質及生物菌種，處理之水
質可達回收水之標準。 

其特點其特點其特點其特點：：：：  

（1） 不受化學藥品的作用，具有
優異之化學穩定性(pH 範
圍: 1~14)，可使用強烈的化
學藥劑清洗。 

（2） 抗生物特性。 

（3） 立體堆疊結構之薄膜具有
可高達 90%以上的孔隙
率，且經親水程序後處理水
通量高，壓力損失小。 

（4） 在寬廣的溫度使用範圍
(-200 ℃ ~ + 260 ℃)內仍保
持其物理性能。 

（5） 抗黏特性及低磨擦係數可
使薄膜不易結垢且容易清
洗。 

（6） 高機械強度亦可提高膜材
之耐用性及使用壽命。 

  MBR 模組之特點模組之特點模組之特點模組之特點： 
（1） 模組板框可線上自動逆

洗，防止薄膜積垢阻塞。  
（2） 相較於傳統處理法，MBR

法之生物活性污泥濃度較
高，增加微生物分解效率，
可承受高污染水質之變化。 

（3） 薄膜可有效截留微生物於
污泥槽中，不僅生物菌相可
多元化，且污泥停留時間
(SRT)長，可去除難分解或
特殊之污染物，並可減少廢
棄之污泥量。  

（4） 模組安裝容易，膜片可單獨
更換，維修簡易，操作管理
方便。  

（5） 模組擴增具彈性，並可解決
現行傳統法處理能力不足
之問題。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 

群揚材料工業群揚材料工業群揚材料工業群揚材料工業（（（（股股股股））））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EF-MATERIALS INDUSTRIES INC.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六路 1 號         No.1, Changchun 6th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51-3736   FAX：03-451-3353   Email: Sharon@efmi.com.tw  http:// www.efm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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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板框膜片規格表板框膜片規格表板框膜片規格表板框膜片規格表  

型號(元件)  EFM-80  

有效膜面積(m
2

/Piece)  0.8  

外形尺寸 寬度×高度×厚度 (mm)  490×1,000×6  

重量 (kg)  2.45  

膜孔徑 (μm)  0.1  1.0 

濾膜材質  親水化聚四氟乙烯(ePTFE)  

曝氣量(L/min.Piece)   10≧    10≧  

pH 值  1 ~ 14  

出水濁度 (NTU)  ＜ 0.5  ＜ 1.0 

出水懸浮物 [SS] (mg/L)  ND   1≦  

※  對於不同的水質，其產水量會有較大的區別，用戶應進行充分試驗。
本參數是在 25℃和 30 kPa 抽吸負壓條件下，以 MBR 處理污水時，單
片膜元件的初始過濾通量。  

MBR 模組規格表模組規格表模組規格表模組規格表  

項目  EFM-80-150  

膜孔徑 (μm)  0.1  1.0 

膜元件數量(Piece)  150  

膜面積(m
2

)  120  

外形尺寸 長度×寬度×高度(mm)  2,650 × 690 × 2,200  

重量 (kg)  780  

膜板框材質 ABS  

模組框架材質 SUS 304  

曝氣管材質 PVC  

集水管材質  PVC & SUS 304(選用)  

※ 由於技術改進及產品更新換代，產品參數可能隨時改變，恕不另行通知。  

※ MBR 模組可依處理水量需求做不同之設計，本表為 150 片板框膜片之模組。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    

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VERGLORY RESOURCE TECHNOLOGY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九車籠 46-1 號  No. 46-1, Jiuchelong, Zaoq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51-798  FAX：037-651-826  http://www.ert.com.tw  E-mail：ert@e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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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生物陶瓷反應器多孔生物陶瓷反應器多孔生物陶瓷反應器多孔生物陶瓷反應器(PCBR)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以多孔性陶瓷擔體做為核心之新

型的高效率生物處理系統，為複合

性陶瓷材料，陶瓷擔體具有高親水

性，非常適合微生物著床生長，同

時材質具有高比表面積、化學穩定

性與耐用性。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介質具高透水率並可提供廣大比

表面積做為微生物附著生長的條

件，同時可提高懸浮固體物的攔截

機會，有助於提昇水中污染物的去

除效率。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本產品及工法經多年實場驗證及

政府相關科技專案輔導成功，耐用

年限遠高於其他傳統生物濾材，產

品可再生利用，避免廢棄濾材造成

環境污染。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材質：陶瓷/PP。 

（2） 尺寸：ψ 20 cm × 20 cm。 

（3） 體積：0.0042 m³。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    

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VERGLORY RESOURCE TECHNOLOGY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九車籠 46-1 號  No. 46-1, Jiuchelong, Zaoq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51-798  FAX：037-651-826  http://www.ert.com.tw  E-mail：ert@e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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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生物反應器及模組系統高效率生物反應器及模組系統高效率生物反應器及模組系統高效率生物反應器及模組系統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利用資源化產製之多孔性陶
瓷體為擔體，提供高比表面
積，以增加生物反應效率及
自然篩濾作用。 

（2） 以陶瓷材質對生物之親和
性，增加生物膜的附著與生
長。 

（3） 利用半固定方式將生物反應
器以懸吊方式裝設，使反應
器隨水流自然擺動，增加水
中污染物質之攔截捕捉機
會。 

（4） 生物反應器擺動機制可增加
生物膜之新陳代謝，提升反
應器之生物去除效率。 

（5） 利用平滑圓弧外型構造，避
免過濾水流所產生之滴濺衝
擊。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水處理設施之生物擔體。 

（2） 有機物堆肥介質。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高 生 物 接 觸 比 表 面 積
(25,000 m

2
/m

3
)，可提供高效

率生物淨化及穩定效果。 

（2） 半固定裝置，老化生物膜可
自然剝落，不需逆洗，操作、
維護簡單。 

（3） 施工簡易，裝置或拆除作業
不需停水。 

（4） 生物反應器可培植複合性菌
群(好氧、兼氧及厭氧)、原
生和後生性動物及微生物等
生存環境，污泥產生量約為
標準活性污泥法之 40 % ~ 

60 %。 

（5） 高 COD、BOD 負荷，約為
傳統接觸濾材體積比的 200

倍。 

（6） 複合菌群及生物做污水淨化
機制，水中溶氧需求較一般
生物污泥法或生物接觸反應
法低，可節省曝氣操作能源
支出及設備負載。 

（7） 多孔性陶瓷質擔體親水性
佳，為開放型孔腔結構，微
生物附著性佳。 

（8） 生物擔體為陶瓷質結構，高
表面硬度及高機械抗壓強
度，具耐磨耗及可堆積充填
特性。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多孔生物陶瓷擔體」之直
徑為 1.6 cm x 2.2 cm之圓柱
體，為陶瓷材質。 

（2） 「多孔生物陶瓷反應器」之
直徑為 20 cm 之簍空圓球
體，為 PP 或 PE 材質。 

（3） 可依槽體尺寸、水質污染負
荷調整生物反應器之裝設
密度。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生物處理設備    

環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環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環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環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IGENGREEN INTERNATIONAL INC.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37 號 9 樓    9F., No. 237, Songjiang Rd., Zhongshan Dist., Taipie 10483, Taiwan 

TEL：02-2518-1517  FAX：02-2518-5769   

E-mail：murphyyclin@eigengreen.com  http:// www.eigengre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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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厭氧生物處理系統高效率厭氧生物處理系統高效率厭氧生物處理系統高效率厭氧生物處理系統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廢水經由厭氧微生物進行厭氧
生化反應，將廢水中的以機物質
轉化為生物沼氣。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廢水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完整設計。 

（2） 沒有臭味逸散。 

（ 3）  可靠且穩定的處理效能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 

（2） 金車廠威士忌酒廠。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 YA ENVIRONMENTAL TECHNOLGY CO., LTD. 

台中市北區忠明二街 39 號   No.39, Zhongming 2nd St., North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203-5967  FAX：04-2203-8285  E-mail：shanya.eco@msa.hinet.net https://www.shanyae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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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刮渣器自動刮渣器自動刮渣器自動刮渣器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刮渣板垂直於液面，藉驅動

設備牽引鏈條帶動刮渣板於

軌道上來回平穩地移動。 

（2） 當刮渣板將浮渣推入浮渣管

內後，自動反轉 90° 與液面

平行返回沉澱池端，再重複

上述之刮渣動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可單獨設置或配合刮泥機使用於初

級或三級沉澱池進行油污或浮渣之

刮除。 

3.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不銹鋼製造，結構簡單，耐腐

蝕。PLC 人機介面設定連續或

間歇性自動操作。 

（2） 圓型扣鏈(coil chain)驅動，維

修保養費用低。 

（3） 無下部水中鏈輪與鏈條，可在

通水狀態下修理，安全性極

高。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彰濱工業區鹿港區。 

（2） 台中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3） 民間工廠。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 YA ENVIRONMENTAL TECHNOLGY CO., LTD. 

台中市北區忠明二街 39 號   No.39, Zhongming 2nd St., North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203-5967  FAX：04-2203-8285  E-mail：shanya.eco@msa.hinet.net https://www.shanyae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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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沉澱池刮吸泥機矩形沉澱池刮吸泥機矩形沉澱池刮吸泥機矩形沉澱池刮吸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本機包含軌道刮吸泥裝置，驅

動設備、控制盤等三單元設備。 

（2） 刮吸泥機架設於軌道上穩定移

動，吸泥機組及刮泥板低沉，

不會擾動污泥。 

（3） V 型刮泥板導引污泥進入吸泥

口，提升排泥效率。 

（4） 各吸泥口吸力相同，不會造成

污泥界面不均勻，導致刮泥機

移動偏移或蛇行。 

（5） 驅 動 鍊 條 採 圓 型 扣 鏈 (coil 

chain)，容許負載 5,000 kg 以

上，安全係數 5 以上。 

（6） 可依污泥氈濃度或高度設定吸

泥時間或移動頻率，PLC 設定

自動控制條件。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適用於各類型之矩形沉澱池底污泥

之排除。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機械結構精簡，操作容易，維

修保養比傳統機種節省一半

以上經費。 

（2） 節省操作用電 80 %以上。 

（3） 採 PLC 人機介面自動操作。 

（4） 全機不銹鋼材料製造，耐酸

鹼，不斷裂變型。 

（5） 三軌與特殊扣鏈導輪裝置，不

會產生偏移蛇行缺點。 

（6） 三段式安全設計，超負荷可自

動反轉及斷電裝置。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  號 池  寬 池  長 減速機馬力 吸泥管口徑 吸泥組 

SY-400 4 m 以下 15 m 以下 1/4 hp 65 mm 1 組 

SY-400L 4 m 以下 15 m - 30 m 1/2 hp 65 mm 2 組 

SY-400XL 4 m 以下 30 m 以上 1/2 hp 65 mm 依池長配置 

SY-600 6 m 以下 15 m 以下 1/2 hp 65 mm 1 組 

SY-600L 6 m 以下 15 m - 30 m 1/2 hp 65 mm 2 組 

SY-600XL 6 m 以下 30 m 以上 1/2 hp 93 mm 依池長配置 

SY-800 8 m 以下 15 m 以下 1/2 hp 65 mm 1 組 

SY-800L 8 m 以下 15 m - 30 m 1/2 hp 65 mm 2 組 

SY-800XL 8 m 以下 30 m 以上 1/2 hp 93  m 依池長配置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備備備備 

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No. 106, Lane 382, Sec. 9, Xiangshang Rd., Wu-C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0-5899  FAX：04-2630-8299  E-mail：ycicl@ycicl.com  http：// http://www.yci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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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加壓浮除高效率加壓浮除高效率加壓浮除高效率加壓浮除(氣浮氣浮氣浮氣浮)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 DAR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矩型桶矩型桶矩型桶矩型桶)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加壓浮除設備是一種溶解空氣法
之氣浮分離設備結合懸浮固體凝
聚﹑氣體浮除﹑浮渣刮除等功能。 

將高壓空氣注入空氣溶解槽中使
空氣飽和的溶解於水中（稱乳化
水），再將乳化水和污泥注入處理
槽中，乳化水減壓後會在水中釋
放大量細小之氣泡，氣泡會附著
於水中的膠羽表面，形成整體比
重小於水的浮渣物，這些浮渣物
快速的浮出水面，藉驅動設備齒
輪牽引鏈條帶動刮泥活動輪刮除
浮渣完成固液分離，使水質得到
淨化。此設備具浮除與沉澱雙重
功能之產品。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清洗水過濾回收再利用。 

（2） 各種工業廢水化學混凝處
理之固/液分離。 

（3） 對含油脂廢水處理之油/水
分離。 

（4） 污泥之濃縮處理有效提高
濃度降低處理成本。 

（5） 對於在比重較輕之污泥及
場地狹小的處理場所，本設
備具停留時間短浮除能力
強之特性尤其特別適用。 

（6） 造紙廠之紙漿回收在利用。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對於在污泥較輕及場地較小
的場所，本設備為效率極高之
固/液分離設備尤其適用，且
可考慮裝設於其他池槽上使
用以節省空間。 

（2） 故障率低，大幅減少維護的費
用。 

（3） 確保大微小氣泡穩定地供
給，大幅增加微氣泡的分佈與
覆蓋率。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空氣溶解槽，運用渦流泵抽
送處理槽之處理完成乾淨
水與空氣，等比注入空氣溶
解槽（壓力需達 3～4 kg / 

cm
2）形成乳化水。 

（2） 處理槽性能：廢水經混合後
之污水，於管路中與乳化水
結合，注入處理槽內部，乳
化水會包覆固型物&油脂，
快速上浮處理槽表面形成浮
渣，內部運轉刮除浮渣，可
以達到固液分離效果。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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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加壓浮除高效率加壓浮除高效率加壓浮除高效率加壓浮除(氣浮氣浮氣浮氣浮)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 DAC系列系列系列系列(圓型桶圓型桶圓型桶圓型桶)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加壓浮除設備是一種溶解空氣
法之氣浮分離設備結合懸浮固
體凝聚、氣體浮除、浮渣刮除等
功能。 

加壓浮除設備係將高壓空氣注
入溶氣桶中，將空氣飽和地溶於
加壓水中，再釋放壓力槽中的飽
和液於進流管中。減壓後溶有空
氣的混合液會釋放出細小的氣
泡，氣泡附著於水中的膠羽表
面，形成整體比重小於水的浮渣
物，帶動膠羽浮上水面，達到固
液分離的浮除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清洗水過濾回收再利用。 

（2） 各種工業廢水化學混凝處
理之固/液分離。 

（3） 對含油脂廢水處理之油/水
分離。 

（4） 污泥之濃縮處理有效提高
濃度降低處理成本。 

（5） 對於在比重較輕之污泥及
場地狹小的處理場所，本
設備具停留時間短浮除能
力強之特性尤其特別適
用。 

（6） 造紙廠之紙漿回收再利
用。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連續式運轉，處理量大，
規格齊全，符合各行各業
需求。 

（2） 停留時間短,所以設備體積
小,佔地面積小，裝設用地
極具彈性，節省使用空間。  

（3） 浮渣濃度高,有利於後續脫
水作業。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接液部 SUS304 材質製造，
耐腐蝕、耐酸鹼、耐化學性
佳、堅固耐用。 

（2） 結構簡單，維護容易，運行
成本低，維修費用少，易於
操作維修。 

（3） 安裝費用低廉，為整組套裝
式，安裝容易、節省時間及
工資。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浮除及沉澱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No. 106, Lane 382, Sec. 9, Xiangshang Rd., Wu-C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0-5899  FAX：04-2630-8299  E-mail：ycicl@ycicl.com  http：// http://www.ycicl.com 

－ 88 － 

高效率高效率高效率高效率淺層加壓浮除淺層加壓浮除淺層加壓浮除淺層加壓浮除((((氣浮氣浮氣浮氣浮))))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加壓浮除設備是一種溶解空氣
法之氣浮分離設備結合懸浮固
體凝聚、氣體浮除、浮渣刮除等
功能。 

加壓浮除設備係將高壓空氣注
入溶氣桶中，將空氣飽和地溶於
加壓水中，再釋放壓力槽中的飽
和液於進流管中。減壓後溶有空
氣的混合液會釋放出細小的氣
泡， 氣泡附著於水中的膠羽表
面，形成整體比 重小於水的浮
渣物，帶動膠羽浮上水面，達到
固液分離的浮除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清洗水過濾回收再利用。 

（2） 各種工業廢水化學混凝處
理之固/液分離。 

（3） 對含油脂廢水處理之油/水
分離。 

（4） 污泥之濃縮處理有效提高
濃度降低處理成本。 

（5） 對於在比重較輕之污泥及
場地狹小的處理場所，本
設備具停留時間短浮除能
力強之特性尤其特別適
用。 

（6） 造紙廠之紙漿回收再利
用。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連續式運轉，處理量大，
規格齊全，符合各行各業
需求。 

（2） 停留時間短,所以設備體積
小,佔地面積小，裝設用地
極具彈性，節省使用空間。  

（3） 浮渣濃度高,有利於後續脫
水作業。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接液部 SUS304 材質製造，
耐腐蝕、耐酸鹼、耐化學性
佳、堅固耐用。 

（2） 結構簡單，維護容易，運行
成本低，維修費用少，易於
操作維修。 

（3） 安裝費用低廉，為整組套裝
式，安裝容易、節省時間及
工資。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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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板式快速沉澱槽斜板式快速沉澱槽斜板式快速沉澱槽斜板式快速沉澱槽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設備的原理為原水經進流管
流入本設備後，由分流室平均水
平的分散到各斜板側邊底部之
小孔，再向上流到溢流堰後排
出，污泥附著於斜板後向下滑降
到污泥槽排出槽外。重力沉澱始
終是固液分離上最有效及最為
採用的方式，而本設計係利用多
片平行板來增加交互流量以提
高水中旋浮固體之去除率。較一
般沉澱更耐衝擊，原水經由入流
槽均勻穿過傾斜角度的斜板
間，達到穩定流速的散水作用。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工業廢水、生活污水、有
色金屬加工廢水的處
理。生化水的處理和給水
淨化的預處理。 

（2） 電廠、鍋爐房水力除塵廢
水處理，煤氣站洗滌水處
理。 

（3） 煤礦、選礦廢水、石材、
礦山污水，印染、漂染的
廢水，制革、食品、化工
行業的污水處理。 

（4） 鄉鎮、中小企業事業單位
改善生活飲用水水質及
小型污水項目。 

（5） 地下水及地表水處理，製
程用水回收處理，工業水
處理及飲用水處理。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占地面積小僅為傳統式沉
澱池的 10 %，為平流式沉
澱池長度的 1／4，但沉澱
效率提高了 3 - 5倍。 

（2） 設備集成性高套裝設備，
全部場內製作，安裝簡
便，有效節省工期。 

（3） 設備採用斜板沉澱，沒有
一般斜管堵塞的問題。 

（4） 積泥可自動落入渣鬥，便
於排泥，降低了清渣勞動
強度。 

（5） 可根據客戶的需求設攪拌
器、藥劑箱和混合反應
箱，對污水同時實施混凝
處理，擴大了該設備的功
能。 

（6） 設備操作、保養及清洗簡
單。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高效率之去除效果，因而所
需的面積為一般傳統沉澱池
的 30 % 左右。 

（2） 本設備採用傾斜板，所以沒
有一般傾斜管堵塞之問題。 

（3） 本設備為套裝設備，全部場
內製作，因而安裝簡便可有
效節省工期，保養及清潔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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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管傾斜管傾斜管傾斜管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產品係由塑膠材質壓製成 60
o

傾斜板片，並經組合成長方體之

傾斜管模體組合，其所組成之每

一蜂巢狀管徑大小約 50mm，置

於沉澱槽內，即可大幅增加有效

沉澱面積。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快速沉澱設備。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強度高。 

（2） 安裝容易。 

（3） 維護方便。 

（4） 外觀優美。 

（5） 適用於任何收集污泥設

施。 

（6） 不受外力因素影響。 

（7） 由於整流作用和二次混凝

效果，能確實捕捉不易沉

澱的膠羽。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規格/型式 
管徑

（mm）

A 

（mm）

B 

（mm）

I 

（mm）

W 

（mm）

H 

（mm）

L 

（mm）

管排 

（mm）

板厚 

（mm） 
材質 

HCA-52 50 50 50 600 500 520 2,500 10 0.6/0.8/1.0 ABS 

HCA-75 50 50 50 860 500 750 2,500 10 0.8/1.0 ABS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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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壓浮除設備加壓浮除設備加壓浮除設備加壓浮除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超高速浮上分離設備，係利用高壓
空氣注入壓力水容器中，經適當時
間，將空氣飽和地溶於加壓水中，
然後將壓力容器中的飽和液釋放
到開放水槽中。減壓後溶有空氣的
混合液，會立刻產生微小的氣泡
群，其上升的速度約為 15cm/min，
氣泡附著在水中膠羽上，形成整體
比重小於水的浮渣物。在水深 45 

cm 的浮除槽中，約 3 分鐘氣泡即
可全部浮升至水面而產生固液分
離的浮除效果。處理後之清水藉由
系統構造，自然流至收集容器中，
再以各種水力機械回收使用或流
入後續處理單元處理。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去除廢水中之懸浮固體物及
油脂。 

（2） 使用於污泥濃縮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停留時間極短，大約為 3 分
鐘。 

（2） 投資成本遠低於同效能之類
似產品。 

（3） 安裝費用低廉，為整組套裝
式。 

（4） 具高效率浮除能力，所需表
面積極小。 

（5） 佔地面積小，裝設用地極具彈
性。 

（6） 固體物濃度高，可降低污泥濃
縮成本。 

（7） 維護清理容易。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浮選槽2中央旋轉軸承3分水器 

4整流柵5出水管6出水槽7液位調整堰

8昇降裝置9旋轉操作台 


浮除斗及其驅動設備 

⑪周邊迴轉驅動裝置 

⑫玻璃視窗⑬迴轉繼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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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本產品通過 ISO 9001:2000

設計製造及安裝驗證。 

（2） 本產品通過88年度台灣區
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國
產環保設備品質認證。 

 

 

型  號 

公稱 

（mm）

外型 

尺寸 

（mm） 

處理量 
土木預留孔尺寸 

（mm） 

A B C （m³/hr） D E F 

HRAF-32 3,200 600 850 60 700 2,000 1,400 

HRAF-39 3,900 650 950 90 800 2,350 1,600 

HRAF-45 4,500 650 950 120 1,000 3,250 2,000 

HRAF-55 5,500 650 950 180 1,300 3,500 2,600 

HRAF-61 6,100 650 950 219 1,300 3,650 2,600 

HRAF-67 6,700 650 950 264 1,400 4,000 2,800 

HRAF-72 7,200 650 950 305 1,400 4,100 2,800 

HRAF-81 8,100 650 950 386 1,500 4,700 3,000 

HRAF-90 9,000 650 950 477 1,600 5,000 3,200 

HRAF-100 10,000 650 950 588 1,600 5,20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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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泥驅動設備刮泥驅動設備刮泥驅動設備刮泥驅動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刮泥驅動設備適用於圓形結構的
沈澱及濃縮池，走橋型式可分為半
橋式及全橋式。刮泥系統由驅動設
備、中心柱（半橋式專用）、驅動
平臺、走道、主軸旋轉框架（半橋
式專有）或刮泥軸（全橋式專有）、
進水擋板、刮泥臂架、浮渣擋板、
溢流堰板、浮渣刮板、浮渣鬥及刮
泥板等組成。處理水由池中央流
入，經由進水擋板導入沈澱池中，
在靜止狀態下，水中的懸浮物慢慢
的凝聚在一起，比重較大的固體
物、活性污泥或濃縮污泥會沈澱至
池底，經由刮泥板的動作，將污泥
收集到池中央的污泥井排出；另外
如油脂、細微膠羽等比重較小的物
質，會浮上水面形成浮渣，而由浮
渣刮板收集到浮渣鬥排出另行處
理。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沈澱池、濃縮池之沈澱污泥刮除。 

適用於圓型結構的沈澱池及濃縮
池。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驅動效率高：主體採用行星齒
輪減速機設計，機械效率高，
可節省使用動力及設備空間。 

（2） 獨特的手動式迴轉裝置：在尚
未接裝電源的場合，可使用手
動迴轉裝置，來做安裝校正及
配合池底水泥砂漿粉刷的工
作。 

（3） 過載保護裝置：設有優於傳
統剪力銷之過載保護裝置
一扭力指示器，其盤面可顯
示運轉中扭力負荷狀況，並
設有警報及停止系統。當過
載發生時，由警報器發出警
報信號，及電磁啟動器立即
切斷馬達電源。 

（4） 安裝、維護及檢修容易：所
有的安裝、維修等均在操作
平臺上進行，簡單又安全。 

（5） 完善的工程設計及售後服
務：提供客戶完整的附屬鋼
結構設施的設計、製造、安
裝、試車及售後服務。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式 

機型
走橋 

型式 

適用
池徑 

適用扭矩 適用池別 備 註 

CD 
半橋
式 

8 m 

以上 

1,250 ~ 

20,000  

kg - m 

沈澱池 
底部中
央進水 

CDF 混凝沈澱池 

TD 

全橋
式 

3 ~ 8 

m 

200 ~ 800 

kg - m 

沈澱池  

濃縮池 

上部中
央進水 

TDH
8 m 

以上 

1,200 ~ 

6,000 

 kg  -m TDR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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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管傾斜管傾斜管傾斜管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節省數倍沉澱池面積：如深
度 H 的沉澱池， 水中的顆粒
需經深度 H 的距離沉降，但
是同樣深度的沉澱池，如設
置隔板，祗需沉降 h 的距離，
沉澱時間可 縮短為 H/h 倍。
換句話說將斜線部分視為一
個獨立的沉澱池，其增加沉
澱之效率亦即節省 H/h 倍的
沉澱池面積。 

（2） 本傾斜管採耐化學性及強度
佳的 PVC 或 ABS 材質所組
合而成。 

（3） 傾斜管只需把單體的傾斜管
模體設置於沉澱池內即可發
揮其功能。 

（4） 傾斜管模體與水平成 60º 的
傾斜角管連結，與鄰管互相成
為反方向的傾斜排列而組合
成十字交叉（Crisscross）構
造，組成後模體的形狀成為長
方體，標準管徑為 50 mm。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新建沉澱池之有效利用：建
設面積狹小之場合，本裝置
可因低成本高性能之特點，
得到良好之沉澱效果。 

（2） 舊有沉澱池之效果改善：利
用原有水池裝設本裝置，可
提高沉澱效能。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優良的水質：由於整流作用
和二次混凝效果，能確實地
捕捉不易沉澱的膠羽，在各
種沉澱設施之中，經傾斜管
處理過的水質可說是最優良
的。 

（2） 強度高：組合後之強度可承
受 63.5 mmψ消防龍頭，距離
傾斜管上方 2 m 高，以 2 
kg/cm²之水壓噴射清洗而無
損壞之虞。 

（3） 安裝容易：安裝作業簡單，
祗需固定在支撐架上即可。 

（4） 維護方便：傾斜管模體，構
造上既無曲折且管壁光滑，
因此維護清洗方便。 

（5） 外觀優美：沒有吊樑架等障
礙物，因此從沉澱池表面監
視水質容易，且外觀優美。 

（6） 可選用任何污泥收集設施：
因池底沒有障礙物，可自由
的選擇污泥收集方式。  

（7） 適合各種形狀的沉澱池裝
置：橫流式沉澱池，圓型、
長型等沉澱池均可安裝。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式 
管徑 

（mm） 

寬度
（mm） 

高度
（mm） 

長度
（mm） 

管排
數 

厚度 

HRS

T-50 
50×50 550 500 2,500 11×50 

0.6/0.8/

1.0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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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池圓形刮泥機沉澱池圓形刮泥機沉澱池圓形刮泥機沉澱池圓形刮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圓型刮泥機係裝置於圓形沉澱池

(廢水池)中將沉積之污泥以緩慢均

勻之運轉速度及最短刮泥距離，連

續收集沉泥排放或暫存池底一段時

間，以利沉泥自行濃縮後，藉排泥

閥定時自動排放之。以達最佳收集

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配合廢污水處理廠場沉澱池

使用，提升沉澱池效率與固

液分離效果。 

（2） 工業製程固液分離場合。 

（3） 農畜牧業固液分離場合。 

（4） 同時需刮除污泥與浮渣、浮

油等場合。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刮除固液分離後之浮渣與

瘸泥，充分發揮沉澱池效

率。 

（2） 低速運轉，驅動馬力小，動

力消耗量少。 

（3） 可加扭力過載保護裝置，保

護機械正常壽命。 

（4） 專業設計、製造、安裝、試

車、運轉穩定性及安全性

高。 

（5） 水中軸承與刮泥設備高品

質防鏽處理。 

（6） 可調整式溢流堰，配合處理

水量設計，處理彈性大。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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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氣浮設備高效氣浮設備高效氣浮設備高效氣浮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高效氣浮裝置是一種先進的快速

氣浮系統，成功的運用了淺池理論

和“零速度”原理。槽體浸水部分、

框架、進水分配車台、整流板、水

位控制堰、出水管、浮渣刮除、空

氣溶解管等，材質為 SUS304。槽

體格柵板、軌道及其補強材質為

SS400，設備強度不少於 1,500 kg 

/m
2。基座及支撐架在滿水情況

下，其負荷不超過 750 kg / m
2。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本設備已廣泛應用於自來水、污

水、不同工業廢水之處理，具有白

水回收，纖維回收及水質淨化處理

的高效設備。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單位重量極輕。 

（2） 池內水力停留時間僅 3 分

鐘。 

（3） 淨化量大。 

（4） 地面積小，單位負荷輕，全

為預製機件組裝，毋需操作

室，設備可架空安裝，亦可

多層組合。 

（5） 安裝維修費用低，拆裝容

易，易於清掃。 

（6） 淨化程度高。 

（7） 降低懸浮固體。 

（8） 造價低。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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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堵塞污物不堵塞污物不堵塞污物不堵塞污物(泥泥泥泥)泵泵泵泵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結構的污物

泵浦，C 系列產品，可依使用位置

選擇乾井立式、乾井臥式、沉水式

或沉水乾井式結構；也可依污物性

質採用不阻塞型、切刀式或隱藏式

葉輪；針對電動機的冷卻方式，亦

有自冷式、油冷式的選項，其它諸

如自動控制系統、過載保護、測漏

檢知、溫度偵測及防爆電機…等，

均可依客戶需求量身訂製。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廢水揚水站。 

（2） 民生污廢水。 

（3） 農畜牧業廢水處理系統。 

（4） 醫院、學校、社區等生活

廢水處理系統。 

（5） 食品、造紙、採礦、紡織、

皮革、化學工廠等工業之

水處理系統。 

（6） 淨水處理系統。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沉水式電動機 

A. 性能符合﹝CNS9813 工
程沉水泵用低壓三相感
應式電動機﹞標準，具正
字標記資格。 

B. F 級絕緣、防護等級
IP68。 

C. 散熱方式，可選用： 

（A）水套水冷式，優點：
可低水位操作或陸上
安裝，噪音低。 

（B）油冷式，採絕緣冷卻
油附設熱交換系統，
優點：可低水位操作
或陸上安裝，噪音低。 

（C）一般式，利用周圍流
體自然冷卻。 

D. 其它諸如過載保護、溫度
偵測…等，均可依客戶需
求配置。 

（2）陸上型電動機 

A. 符合﹝CNS14400 標準之
全密閉風扇冷卻型三相
鼠籠式感應式電動機﹞。 

B. 使用係數 1.15、提高絕緣
等級、防爆、變頻…等特
殊需求，均可依客戶需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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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輪 

   A. 精密加工及平衡校正，確
保運轉平穩。 

   B. 型式可分： 

（A）不阻塞葉輪：特殊設
計使其流道特大，水流
順暢污物容易通過，毋
慮阻塞或纏繞之情況
發生。 

（B）切刀式葉輪：葉輪為
半開放式不堵塞型
(Non-Clog)，於葉片入
口端嵌入鎢鋼刀刃，搭
配磨擦盤設計以剪斷
長條型纖維狀物體，或
軟性固體物。 

     磨擦盤：材質為球狀
石墨鑄鐵，提高抗磨耗
力，不致因磨耗而降低
性能。 

（C）隱藏式葉輪：葉輪隱
藏於流道之外，能造成
泵浦內部渦流，特別適
用於輸送含帶狀、片狀
雜物及纖維類之廢水。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台北都會區捷運系統之新
莊 線 CK570D CK570A 

CK570H、內湖線、蘆洲線、
新莊線 CK370C CK378C、
內湖線。 

（2） 三峽河抽水站增設工程。 

（3） 迪化污水處理廠。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   GSD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 206 號    No. 206, Huanhe St., Sijhih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94-2732   FAX：02-2694-2088   E- mail：gsd@gsd-pumps.com    http:// www.gsd-pum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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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式單級端吸背向拉出式渦卷泵浦臥式單級端吸背向拉出式渦卷泵浦臥式單級端吸背向拉出式渦卷泵浦臥式單級端吸背向拉出式渦卷泵浦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泵是依照 ISO2858國際標準設計
之單級離心泵浦，性能優異，效率
高，主要用於清水及物理化學性質
與水相似之液體，結構合理，使用
可靠。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生活供水、工業用水、工廠製程、
農用排灌、土木施工用水、鍋爐給
水、空調用途、冷卻用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泵殼：採鑄鐵鑄造一體成
型，附排氣孔，測試壓力可
耐最高水壓之 1.5 倍，持續
加壓 5 分鐘無洩漏。標準材
質 為 灰 口 鑄 鐵 ， 符 合
CNS2472 G3038。 

（2） 葉輪：全密閉式，具平衡孔
設計，經動、靜平衡校正後，
以鍵緊鎖於軸上。標準材質
為灰口鑄鐵或選用青銅鑄
件，符合 CNS2472 G3038 或 

CNS4125 H3057。 

（3） 磨耗環：泵殼設有符合 CNS4 

125 H3057 之青銅磨耗環，
並以螺栓固定。 

（4） 主軸：標準為不銹鋼，符合
CNS3270 G3067，附鋼製螺
帽，符合 CNS2473 G3039，
防止因起動反轉鬆脫。軸心
強度設計採高標準，可使軸
的臨界轉速高於運轉轉速至
少 1.3 倍。 

（5） 軸封：標準為國際知名廠牌
機械軸封,耐壓達 0 - 10 kg / 

cm
2，耐溫範圍 - 20 ~ 100 

℃。亦可應客戶指定採用填
料密封。 

（6） 軸承：採免加油脂的雙蓋自
潤式滾珠軸承，符合 AFBMA 

B-10，壽命如軸承計算書。 

（7） 軸封座與軸封室：結構依
CNS 2138 B4004 小型渦卷泵
標準設計，僅需拆卸中承之
螺栓即可取出軸封及軸承
座，不需將泵殼拆除，方便
保養。 

（8） 聯軸器：泵殼附支架與馬達
固定於鋼鐵機座上，兩者軸
以撓性聯軸器聯結傳動於同
一軸心上，外露的轉動機件
覆以保護罩。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處理處理處理與與與與再生再生再生再生設設設設備備備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            HENG LONG ELECTRIC CO.,LTD.HENG LONG ELECTRIC CO.,LTD.HENG LONG ELECTRIC CO.,LTD.HENG LONG ELECTR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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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型設備用污物廢水型泵浦系列型設備用污物廢水型泵浦系列型設備用污物廢水型泵浦系列型設備用污物廢水型泵浦系列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採用耐候性佳之防水電纜
線，並於馬達結線部位及銅
芯線部位以 Epoxy 環氧樹
脂加以封裝處理，防止水氣
從電纜線縫或銅芯線間滲入
馬達內部，特別強化防洩
漏、防止濕氣之密封效果。  

（2） 全系列馬達電動機採用三相
二極或四極乾式馬達、F 級 

( 155 ℃) 線圈絕緣等級，電
機性能耐高溫、絕緣特性
佳；外殼防護等級為 IP68。 

（3） 雙組式機械軸封採用高品質
的矽碳鋼材質 Silicon Car- 

bide，耐磨耗的材質特性、
潤滑性佳，耐用性高。 

（4） 軸承採用進口高精度深溝滾
珠軸承，高迴轉精度、低噪
音、低振動及低摩擦扭矩，
提高長時間運轉壽命。 

（5） 泵浦表面塗裝採厚實之 

Epoxy 環氧樹脂處理，較一
般塗漆耐鏽蝕、抗洩漏，增
加泵浦表面之防鏽保護。 

（6） 泵殼流道全面加裝『消氣螺
栓』，以避免『氣栓』現象
產生，確保抽排放水之管路
系統穩定。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大樓地下室設備用之污水

排放、污廢水處理廠、社區

市場、下水道排放工程、污

水處理設備。 

（2） 紙漿廠、染整廠、食品廠、

皮革廠、鋼鐵廠等工業之

污物及廢水處理。 

（3） 農漁養殖、畜牧業、酪農、

養豬場、糞尿貯留槽、工業

用水之排除。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全系列搭載德州儀器，全自

動復歸式之馬達過載保護

裝置，保護馬達免於壓降欠

相或位過低所造成之溫

升、過電流等異常現象產

生，防止馬達燒毀。 

（2） 葉輪分別有半開放式、全封

閉式及不阻塞式 Non-clog 

Model 等三種葉輪可供選

擇，適當的搭配選擇能夠妥

善處理各類型污物廢水之

排放問題。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處理處理處理與與與與再生再生再生再生設設設設備備備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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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採用自動著脫架裝置設

備，藉由簡便的安裝施工

將輸水管固接於著脫架的

主體鞍座上，遇泵浦須保

養、修護時可輕易的藉由

吊鍊順由導桿進行昇降、

脫離、接合等作業，工程

人員無須進入水槽拆裝，

有效提升作業時之便利性

與安全性。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5.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式 

Type 
葉輪形式 

相數 

ψ 

馬力 

hp 

口徑 

inch 

極數 

P 

揚程 

m 

水量 

m³/min 

可通過粒徑 

mm 

AS 系

列設備

用泵浦 

半開放式 

全封閉式 

不阻塞式 

3 2 ~ 20 3 ~ 8 2 或 4 5 ~ 23 0.5 ~ 4.5 32 ~ 80 

 



淨水淨水淨水淨水／／／／水再生水再生水再生水再生與與與與廢水設廢水設廢水設廢水設備備備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   HENG LONG ELECTR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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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列不阻塞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系列不阻塞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系列不阻塞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系列不阻塞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電纜線基座及芯線均經特
殊斷漏防水處理，內單蕊線
均埋入環氧樹脂，有效防止
水氣從電纜線縫或芯線滲
入馬達。 

（2） 不阻塞式 Non-clog 葉輪設
計，可通過很大的雜物和長
纖維物質液體絕不卡死或
阻塞異物。 

（3） 渦流式 Vortex 葉輪，經錐形
泵殼流道設計，有效提高泵
浦性能，降低泵體磨耗，增
長泵體使用年限。 

（4） 泵殼流道全面加裝『消氣螺
栓』，以避免『氣栓』現象
產生，確保抽排放水之管路
系統穩定。 

（5） 機械軸封部位搭載高品質
雙組式機械軸封，並可選購
配置 SIC 矽碳鋼機械軸封。 

（6） 電動機採用 E（120℃）級絕
緣等級之乾式感應電動
機，外殼防護等級為 IP68。 

（7） 將馬達內部構造簡化，減少
一道影響馬達軸心運轉零
組件（軸承、機械軸封）的
因素。 

（8） 軸承採用進口高精度深溝
滾珠軸承，高迴轉精度、低
噪音低振動及低摩擦扭
矩，提高長時間運轉壽命。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原水、廢水處理廠、揚水、
抽水站。 

（2） 大樓化糞池排水系統。 

（3） 養豬畜牧業、農場之排泄廢
水排放。 

（4） 學校、醫院、機關之社區機
能廢水排放。 

（5） 食品、造紙、礦坑、紡織、
皮革之工業廢水排放。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全系列搭載德州儀器，全自
動復歸式之馬達過載保護裝
置，保護馬達免於壓降欠相
或位過低所造成之溫升、過
電流等異常現象產生，防止
馬達燒毀。 

（2） 不阻塞葉輪設計，可通過較
大的雜物和長纖維物質液
體，且磨耗性雜質不會接觸
到葉輪本身，因而降低葉輪
磨耗。 

（3） 可採用自動著脫架裝置設
備，藉由簡便的安裝施工將
輸水管固接於著脫架的主體
鞍座上，遇泵浦須保養、修
護時可輕易的藉由吊鍊順由
導桿進行昇降、脫離、接合
等作業，工程人員無須進入
水槽拆裝，有效提升作業時
之便利性與安全性。 



淨水淨水淨水淨水／／／／水再生水再生水再生水再生與與與與廢水設廢水設廢水設廢水設備備備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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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式 

Type 

葉輪

形式 

相數 

ψ 

馬力 

hp 

口徑 

inch 

極數 

P 

揚程 

m 

水量 

m³/min 

可通過

粒徑 

mm 

B 系列不阻

塞型泵浦 

不阻

塞式 
1 或 3 1/2 ~ 10 2 ~ 4 2 5 ~ 20 0.17 ~ 0.78 35 ~ 50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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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系列全不銹鋼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系列全不銹鋼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系列全不銹鋼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系列全不銹鋼型污物廢水泵浦系列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整體外殼採不銹鋼 SUS#316

材質製成，專抽取有微酸弱
鹼之污物廢水。 

（2） 電纜線基座及芯線均經特殊
斷漏防水處理，內單蕊線均
埋入環氧樹脂，有效防止水
氣從電纜線縫或芯線滲入馬
達。 

（3） 不阻塞式 Non-clog 葉輪設
計，可通過很大的雜物和長
纖維物質液體絕不卡死或阻
塞異物。 

（4） 渦流式 Vortex 葉輪，經錐形
泵殼流道設計，有效提高泵
浦性能，降低泵體磨耗，增
長泵體使用年限。 

（5） 泵殼流道全面加裝『消氣螺
栓』，以避免『氣栓』現象
產生，確保抽排放水之管路
系統穩定。 

（6） 機械軸封部位搭載高品質雙
組式機械軸封，並可選購配
置 SIC 矽碳鋼機械軸封。 

（7） 電動機採用 E（120 ℃）級
絕緣等級之乾式感應電動
機，外殼防護等級為 IP68。 

（8） 將馬達內部構造簡化，減少
一道影響馬達軸心運轉零組
件（軸承、機械軸封）的因
素。 

（9） 軸承採用進口高精度深溝滾
珠軸承，高迴轉精度、低噪
音低振動及低摩擦扭矩，提
高長時間運轉壽命。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原水、廢水處理廠、揚水、
抽水站。 

（2） 大樓化糞池排水系統。 

（3） 養豬畜牧業、農場之排泄廢
水排放。 

（4） 學校、醫院、機關之社區機
能廢水排放。 

（5） 食品、造紙、礦坑、紡織、
皮革之工業廢水排放。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全系列搭載德州儀器，全自
動復歸式之馬達過載保護裝
置，保護馬達免於壓降欠相
或位過低所造成之溫升、過
電流等異常現象產生，防止
馬達燒毀。 

（2） 不阻塞葉輪設計，可通過較
大的雜物和長纖維物質液
體，且磨耗性雜質不會接觸
到葉輪本身，因而降低葉輪
磨耗。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泵浦設備 

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亨龍電機有限公司   HENG LONG ELECTRIC CO.,LTD. 

高雄市茄萣區莒光路三段 288-2 號   No.288-2, Sec. 3, Juguang Rd., Qieding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07-690-4567  FAX：07-690-7689  E- mail：sales@henglong.com.tw  http://www.henglong.com.tw 

－ 105 － 

 

（3） 可採用自動著脫架裝置設
備，藉由簡便的安裝施工
將輸水管固接於著脫架的
主體鞍座上，遇泵浦須保
養、修護時可輕易的藉由
吊鍊順由導桿進行昇降、
脫離、接合等作業，工程
人員無須進入水槽拆裝，
有效提升作業時之便利性
與安全性。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5.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式 

Type 
葉輪形式 

相數 

ψ 

馬力 

hp 

口徑 

inch 

極數 

P 

揚程 

m 

水量 

m³/min 

可通過

粒徑 

mm 

P系列全

不銹鋼

泵浦 

不阻塞式 1 或 3 1/2 ~ 10 2 ~ 4 2 5 ~ 20 0.17 ~ 0.78 35 ~ 50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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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污物廢水泵浦污物廢水泵浦污物廢水泵浦污物廢水泵浦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環氧樹脂高固型防水面漆 : 漆厚

可達 100μm 以上，可耐海水與工

業污水及防止化學藥劑浸蝕，對於

鑄鐵等金屬亦有極佳附著及防銹

效果，能有效減緩金屬銹蝕。 

機械軸封 : 採用雙組式 SiC 矽碳

鋼(Silicon Carbide)機械軸封，耐氧

化、耐腐蝕及耐磨耗特性，適合長

時間運轉使用；雙組式更提供兩道

防水褶動面，達到完全防水不洩

漏，使用壽命長。 

馬達過載保護器 : 自動復歸型過

載保護器(10hp 以下標準配備)，在

電流或溫度異常之狀況下，保護器

就會開始動作，自動切斷電源，防

止馬達燒損。 

高效乾式馬達 : 乾式水中誘導型

電動機設計，馬達啟動、負載耐久

性及溫升特性，都經過精密的設計

考量，線圈以特殊絕緣處理，效能

更高，使用更持久。 

電纜基座 : 馬達接線特別加強防

水處理，電纜基座以硬化樹脂

Epoxy 填補空隙，能有效阻隔水氣

從電纜線進入馬達機體內，達到防

漏、防潮要求。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住宅、醫院、商業場所等，生

活污水處理。 

（2） 畜牧、酪農、養豬場等，污水

處理。 

（3） 食品、紙漿、採礦、染整、皮

革、鋼鐵、電子等產業，污水

處理。 

（4） 水利工程防洪排水。 

（5） 下水道中繼設備抽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通過 CNS 國家標準認證，整
台外殼鑄鐵材質，結構堅固耐
用，品質性能優異。 

（2） 7.5hp 以上泵浦手把為三角
型，便於著脫形式的吊掛作
業。 

（3） 軸封室具有升油片設計，加強
軸封潤滑功效，延長泵浦使用
壽命。 

（4） 機械軸封潤滑油採用食品醫
療級高純度白礦油，外觀清澈
透明、無色無味、不溶於水，
符合美國食品醫療管理局
FDA和歐洲 REACH…等多國
規範，不含毒物，不會污染環
境與危害生物及人體健康。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曝氣曝氣曝氣曝氣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河見電機工業股河見電機工業股河見電機工業股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份有限份有限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HCP PUMP MANUFACTURER CO., LTD 

屏東市屏東加工出口區經建路 33 號 

No.33, Jingjian Rd., Export Processing Zone of Pingtung, Ping Tung City, Taiwan 

TEL：08-756-2345  FAX：08-756-0927 E-mail：sales@hcppump.com.tw  http://www.hcppump.com.tw 
－ 107 － 

 

（5） 多款不阻塞葉輪設計: 

A. U 型葉輪-渦流半開放式

葉輪，可產生渦流水流，

抽取較濃稠污泥或含長纖

維物質的液體。 

B. P 型葉輪-離心半開放式

葉輪，可分為單葉片或雙

葉片葉輪，葉片可切斷一

般異物，防止固體污物阻

塞，降低泵浦阻塞故障的

情況發生。 

C. E 型葉輪-離心通道式葉

輪，高效率、大水量，可

通過較大的異物顆粒，不

易產生阻塞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型式 
馬力 

H p  ( k w )  

口徑 

Inch (mm) 

揚程 

m 

水量 

m3/min 

A F x 2 . 4 x / 4 . 4  0 . 5  ( 0 . 4 )  2 " ( 5 0 )  3.5 ~ 5.5 0.15 ~ 0.23 

A F x 2 . 8 x / 4 . 8  1  ( 0 . 7 5 )  2 " ( 5 0 )  ~  3 " ( 8 0 )  5 ~ 8 0.2 ~ 0.3 

A F x 2 1 . 5 x / 4 1 . 5  2  ( 1 . 5 )  3 " ( 8 0 )  3.5 ~ 14 0.2 ~ 0.6 

A F x 2 2 . 2 x / 4 2 . 2  3  ( 2 . 2 )  3 " ( 8 0 )  5.5 ~ 12 0.4 ~ 1.0 

A F x 2 3 . 7 x A / 4 3 . 7  5  ( 3 . 7 )  3 " ( 8 0 )  ~  4 " ( 1 0 0 )  10 ~ 20.5 0.5 ~ 1.0 

A F x 2 5 . 5 x / 4 5 . 5  7 . 5  ( 5 . 5 )  3 " ( 8 0 )  ~  6 " ( 1 5 0 )  11 ~ 26.5 0.6 ~ 1.5 

A F x 2 7 . 5 x / 4 7 . 5  

A F - 6 1 0  
1 0  ( 7 . 5 )  3 " ( 8 0 )  ~  6 " ( 1 5 0 )  10 ~ 34.5 0.6 ~ 2.5 

A F - 4 1 5 / 6 1 5 / 8 1 5  

A F x 2 1 1 x  
1 5  ( 1 1 )  3 " ( 8 0 )  ~  8 " ( 2 0 0 )  8.5 ~ 46 0.6 ~ 4.5 

A F - 6 2 0 / 8 2 0  2 0  ( 1 5 )  6 " ( 1 5 0 )  ~  8 " ( 2 0 0 )  13 ~ 21 2.5 ~ 4.5 

AF-1030S/1430 3 0  ( 2 2 )  1 0 " ( 2 5 0 )  ~  1 4 " ( 3 5 0 )  6.5 ~ 12 7.0 ~ 14.0 

AF-1040/1440 4 0  ( 3 0 )  1 0 " ( 2 5 0 )  ~  1 4 " ( 3 5 0 )  8.5 ~ 16 7.0 ~ 14.0 

AF-1050/1650 5 0  ( 3 7 )  1 0 " ( 2 5 0 )  ~  1 6 " ( 4 0 0 )  7.5 ~ 22 7.0 ~ 18.0 

AF-1060/1660 6 0  ( 4 5 )  1 0 " ( 2 5 0 )  ~  1 6 " ( 4 0 0 )  10 ~ 24 7.0 ~ 18.0 

註:標記“x” 表示各式泵浦的類似型號或葉輪類型, 泵浦出水口口徑可以忽略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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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水陸兩用泵浦水陸兩用泵浦水陸兩用泵浦水陸兩用泵浦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食品級潤滑油 : 軸封潤滑油將
採用食品醫療級高純度白礦油，
具有保護環境與維護生物健康的
優點，對於農業及水產養殖無
害。 

機械軸封 : 採用先進的SiC矽碳
鋼材質 (Silicon Carbide)，耐磨
耗；雙組式提供兩道可同時防水
褶動面，達到密封且無洩漏的狀
態。軸封室具有升油片設計，加
強潤滑油功效，延長軸封使用壽
命。 

馬達過載保護器 : 自動復歸型
過載保護器，在電流或溫度異常
之狀況下，保護器就會開始動
作，自動切斷電源，防止馬達燒
損。 

高效乾式馬達 : 乾式水中誘導
型電動機設計，馬達啟動、負載
耐久性及溫升特性，都經過精密
的設計考量，線圈以特殊絕緣處
理，效能更高，使用更持久。 

電纜基座 : 馬達接線特別加強
防水處理，芯線基座以硬化樹脂
Epoxy 填補空隙，能有效阻隔水
氣從電纜線進入馬達機體內，達
到防漏、防潮之要求。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魚塭、水產養殖之供水排水。 

（2） 農田水井抽水灌溉、工程點井
束水。 

（3） 景觀用水，園藝灌溉。 

（4） 其他場合之供排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泵浦內部鑄件全部採用高固
噴漆處理，防銹效果加倍，延
長使用壽命。 

（2） 乾式馬達設計、全鑄鐵電動機
外殼，鑄鐵框架散熱快，高精
密度組裝，內含馬達過載保護
器，馬達不易燒損，配備雙組
式 SiC 矽碳鋼(Silicon Carbide)

機械軸封及油封，EPOXY 防
水電纜基座，防水結構極佳，
耐用壽命長。 

（3） 全面自冷馬達，水流直接流經
馬達側，可長時間運轉，馬達
省電、效率高。 

（4） 下井的水缸，即可轉換為陸上
抽水機使用(W 井用型)。 

（5） 優異的葉輪設計，可提供高揚
程、大水量的性能表現，並具
有極佳的吸力(約 8m)，適用於
井用抽水。 

（6） 抽水及送水兩用，取下過濾器
換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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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罩殼蓋使用公制螺絲(mm)，
方便連接各種管閥配件 

（8） IC-32B~610 採用鉻鋼材質葉
輪(Chrome Steel)，硬度可達
HRC 25~30 度，更耐腐蝕、
更耐磨耗，泵浦的使用壽命
也更加延長。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型式 
馬力 

hp(kw) 

口徑 

Inch(mm) 

揚程 

m 

水量 

m
3
/min 

IC-215 1.5(1.1) 2"(50) 13.5 0.2 

IC-32B 2(1.5) 3"(80) 9.5 0.5 

IC-33B 3(2 .2) 3"(80) 14 0.5 

IC-43B 3(2 .2) 
3"(80)、3.5"(90)、

4"(100) 
10 0.8 

IC-45B 5(3 .7) 3.5"(90)、4"(100) 13 1.0 

IC-46B 6(4 .5) 3.5"(90)、4"(100) 15.5 1.0 

IC-48 7 .5(5.5) 4"(100) 20 1.0 

IC-410 10(7 .5) 4"(100) 26 1.0 

IC-610 10(7 .5) 6"(150)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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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式泵浦沉水式泵浦沉水式泵浦沉水式泵浦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乾式馬達：乾式水中誘導型
電動機設計，馬達起動特
性、負載、耐久性及溫升特
性，都經充分設計考量，所
以效率特高。 

（2） 電纜線基座：加強防水效
果，蕊線經過 Epoxy 硬化樹
脂處理：防止水氣經由電纜
線進入馬達，完全達到防
漏、防潮溼要求。 

（3） 保護裝置說明：馬達保護
器：裝置自動復歸型過載保
護器，當馬達電流和溫度過
高時，保護器就會開始動
作，切斷電源，防止馬達燒
損。 

（4） 雙組式機械軸封：雙組式提
供兩道摺動面，同時防水達
到密封無洩漏狀態，耐磨耗
可長期運轉，不易進水漏
電。而材料選擇可依使用環
境特性任意選擇，一般為
Carbon碳精或耐磨性較佳的
Silicon 矽碳鋼軸封。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社區、市場、下水道、綜合
廢水處理廠、大樓地下室污
水處理設備。 

（2） 食品、皮革、紙漿、染整等
產業廢水抽汲。 

（3） 畜牧事業、酪農、養豬場糞
尿貯留槽之污水處理。 

（4） 園藝用水、魚塭、農用剩餘
積水抽乾。 

（5） 雨水、地下積水排除。 

（6） 工業用水排水，其他用途之
給排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通過 CNS 國家標準認證：耐
候性佳之防水電纜線、馬達
保護器、矽碳鋼軸封、高材
質鑄件、品質性能優異。 

（2） 多種葉輪設計、P/U/E 型式葉
輪，對於含固體或纖維物質
之污水，均能發揮最大排水
功能。 

（3） 雙組式機械軸封：採用先進
的 矽 碳 鋼 材 質 （ silicon 

carbide），耐磨耗，耐熱性優
異，潤滑性更佳，經久耐用，
全面防水。 

（4） 機種齊全，從低揚程（渦流）
到高揚程皆可配合，機體小
放置使用簡便，也有附著脫
裝置 TOS 型式。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  式 
馬  力 

（hp） 

口  徑 

（Inch） 

揚  程 

（m） 

水量 

（m³/min） 

AF 污物廢水泵浦 1~120 2~20 2~40 0~50 

BF 輕便污物泵浦 1/2~3 2~3 2~21 0~1.0 

AL 輕便污水泵浦 1/2~10 2~4 2~40 0~2.0 

S 不鏽鋼泵浦 1/2~10 2~4 2~30 0~2.1 

A 型污水泵浦 1/2~3 2~4 2~30 0~1.1 

F 型污物泵浦 1/2~5 2~3 2~27 0~1.2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曝氣曝氣曝氣曝氣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   GSD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 206 號    No.206, Huanhe St., Sijhih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94-2732   FAX：02-2694-2088   E- mail：gsd@gsd-pumps.com    http:// www.gsd-pumps.com 

－ 111 － 

AR 沉水式曝氣機沉水式曝氣機沉水式曝氣機沉水式曝氣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曝氣機利用馬達直接傳動葉輪

之旋轉來造成離心力低壓吸進水

流，在葉輪進口處製造真空以吸

入空氣到混氣室。空氣與水混合

後由於離心力作用以水流噴射急

速排出，除造成有效的對流迴圈

外，亦產生眾多細小的氣泡，於

氣泡緩慢上升過程使氧氣溶解於

水中。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水淨化、水處理工程、公害處理、

農牧養殖供氧及其他各種工業污

水曝氣等。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沉水式電機直接驅動，噪音

小，效率高。 

（2） 獨特的混氣室設計，吸入空

氣量多，混合效果好，在曝

氣的同時兼有攪拌作用。 

（3） 採用雙層機械軸封，延長電

機壽命。 

（4） 十二道放射形之出水口(較

大功率採用十四道出口)，

可產生大量氣泡。 

（5） 網狀進水口，避免葉輪卡到

異物。 

（6） 可搭配導軌，安裝維護方

便。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廣政皮革。 

（2） 永豐餘造紙。 

（3） 榮成紙業。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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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 206 號    No.206, Huanhe St., Sijhih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94-2732   FAX：02-2694-2088   E- mail：gsd@gsd-pumps.com    http:// www.gsd-pum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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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X 噴流式曝氣機噴流式曝氣機噴流式曝氣機噴流式曝氣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型噴流曝氣機將水流經連接於

泵出口之噴嘴座高速射入混氣

室，由於水流高速通過孔口，產

生負壓將空氣由進氣導管引導至

混氣室與水流結合，在噴流至水

體前經過一具有專利之靜態攪拌

裝置將氣泡剪切成更微細之氣泡

經擴散管排出，造成攪拌與曝氣

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水淨化、水處理工程、公害處理、

農牧養殖供氧及其他各種工業污

水曝氣等。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高效率溶氧：獨特的混氣室

及靜態攪拌裝置設計，吸入

空氣量多，與水混合均勻，

產生氣泡細而多，溶氣率

高。 

（2） 充分的攪拌：葉輪產生壓力

經噴嘴孔口產生強勁水流

與空氣混合噴射，使氧在水

中移動效率高，同時達到良

好攪拌效果，可保持活性污

泥浮游必須流速。 

（3） 安靜無噪音：本機組設計水

中運轉方式，低回轉數、低

噪音：陸上空氣進氣導管可

加裝消音設備，此外無須其

他消音室設備，降低成本。 

（4） 易安裝維護：自動著脫裝置

與不附著脫裝置二種可供

選擇，安裝簡單維護容易，

節省操作費用。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鳳山溪整治工程。 

（2） 亞洲水泥花蓮廠。 

（3） 長濱鄉垃圾掩埋場。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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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川源股份有限公司   GSD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 206 號    No.206, Huanhe St., Sijhih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94-2732   FAX：02-2694-2088   E- mail：gsd@gsd-pumps.com    http:// www.gsd-pumps.com 

－ 113 － 

SAR 表面式曝氣機表面式曝氣機表面式曝氣機表面式曝氣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型曝氣機乃是利用馬達直接帶

動軸流式葉輪，將廢水由導管經

導水板向四周噴出並形成一薄片

(或水滴狀)的水幕，除在飛行途中

和空氣接觸外，於在落下時撞擊

液面時也會產生水流及大量的氣

泡，使水中含氧增加。 此外由於

是將池底的水吸上而由上方送出

形成一迴圈水流，因此亦兼有攪

拌的效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水淨化、水處理工程、公害處理、

農牧養殖供氧及其他各種工業污

水曝氣等。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馬達：馬達安裝在水流噴

射區的上方，全密閉風扇

冷卻型 F 級絕緣 

（2） 軸：不銹鋼。 

（3） 葉輪：葉輪由不銹鋼製成。 

（4） 浮筒：浮筒外殼由強化玻

璃纖維製成，浮體內填充

高密度的聚乙烯泡沫塑

料。 

4.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幼獅工業區調勻池。 

（2） 永豐餘揚州廠。 

（3） 美國伸陽。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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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見電機工業河見電機工業河見電機工業河見電機工業股股股股份有限份有限份有限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HCP PUMP MANUFACTURER CO., LTD 

屏東市屏東加工出口區經建路 33 號   

No.33, Jingjian Rd., Export Processing Zone of Pingtung, Ping Tung City, Taiwan 

TEL：08-756-2345   FAX：08-756-0927  E- mail：sales@hcppump.com.tw   http://www.hcppum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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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流式曝氣機噴流式曝氣機噴流式曝氣機噴流式曝氣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沉水式曝氣機葉輪帶動的液

體，流經小口徑噴管後，造

成強烈的噴射水流，在混合

室中形成負壓，與陸上大氣

產生壓力差，使空氣吸入到

混合室，水流衝擊壓縮，空

氣被壓縮成許多細微氣泡，

融入於水流中，在擴散管

中，氣泡在壓力中持續混

合，提高溶氧效果，經過擴

散管後，強勁的水流向外排

放，形成良好的攪拌循環及

供氧功能，將曝氣範圍擴散

開來。 

（2） 底端裝置過濾器，能防止大

型異物阻塞出口噴管或葉

輪，降低曝氣之功能。 

（3） 在自動著脫裝置型，曝氣噴

管設計於泵浦側，可便利於

吊修清理。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生活污水、下水道、畜牧業、

產業廢水處理設施，使用於

活性污泥處理法之曝氣。 

（2） 景觀水塘或各式水槽攪拌水

流，防止沉澱、腐敗。 

（3） 養殖池、一般水池之曝氣供

氧。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獨特混合室設計、吸入空氣

量特多，可產生更多細泡、

曝氣效果佳。 

（2） 高效率污物葉輪設計，適用

於各種污水環境。 

（3） 沉水式曝氣機設計，機組沉

於水中運轉時，安靜無聲，

陸上之空氣吸氣管可加裝

消音器，降低噪音。其與陸

上鼓風機組相比，可節省地

面空間和消音室建置成本。 

（4） 單台單管曝氣，系統簡單明

瞭，不需複雜的配管。可附

有自動著脫裝置，更為便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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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  SIMILAR ENTERPRISE CO.,LTD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506 巷 485 號 

No. 485, Lane. 506, Sec. 1, His Nan Rd., Tong Yang Village, Wu Ji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5-2827 FAX：04-2335-2659  E-mail：same66@ms16.hinet.net  http：// www.simil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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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細氣泡散氣盤高分子細氣泡散氣盤高分子細氣泡散氣盤高分子細氣泡散氣盤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以高分子長纖編織而成的散氣膜

面附以一可逆止之圓錐逆止閥設

計，使停止曝氣之處理水，不會

灌入空氣管線中，本體為 ABS

塑鋼材質。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供給水中的氧氣，提高溶氧量，

以促使水中生物的活潑性。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高強度、耐高溫( 204~240 ℃)性

能好(可在 150 ℃環境中長期使

用)、耐老化、抗紫外線，穩定性

和輕質，透氣性好，耐腐蝕、耐

酸、鹼性強，風壓損失低。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規格 材質 

直徑 ψ300 mm 基座 ABS 

接頭 ψ3/4〞NPT 透氣膜 

A high polymer 

(高分子) 

曝氣量 

0.06~0.2 

m³/min 

拉力 >15 kgf / 25 cm 

 

伸長度 < 35 % 

基重 220±15 土 g/m² 

厚度 0.425±0.025 mm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全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湖分公司。 

（2）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路竹廠。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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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DA SHENG INDUSTRIALS CO., LTD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一路 50 巷 32 號    No.32, Ln. 50, Wufu 1st Rd., Luzhu Dist., Taoyuan City 338, Taiwan 

TEL：03-352-8511  FAX：03-352-2833  E - mail：mass.winner@msa.hinet.net  http://www.dach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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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段及多段離心式鼓風機單段及多段離心式鼓風機單段及多段離心式鼓風機單段及多段離心式鼓風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離心壓縮方式將氣體壓縮至
規格所需壓力的一種空氣機械。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效率高、噪音低、無脈動、輸送氣
體中不含油氣，振動極微。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風量：1 ~ 300  m
3
/min。 

（2） 壓力：500 ~ 9,000 mmAq。 

（3） 馬力：1 ~ 500 hp。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外觳厚 10 ~ 18 mm

可有效隔絕噪音 
鑄造型鼓風機 

有理想的出口 
Diffuser 

均經加工 

間隙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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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SUN HOM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LTD.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 4 段 535 巷 29 號   No.29,Lane 535 Sec.4,Yuanlu Rd.,Shihu Jen,Changhua,Taiwan 

TEL：04-882-9186   FAX：04-882-5809   E-mail:sunhome.cl@msa.hinet.net  http://www.fargre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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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 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設備處理方式係採用目前操作方式便
利且穩定之沉澱分離接觸曝氣法，其
原理乃是將接觸濾材浸於接觸曝氣槽
中，藉此作為微生物附著及生長之薄
膜(生物膜)，同時於池內以鼓風機強制
提供風量，作為槽體廢水之攪拌及提
供水中分解有機物之溶氧。 

經過一段時間運轉後，濾材表面即開
始生長附著生物污泥(微生物)並形成
生物觀，利用該生物膜於好氧性狀況
下之吸附、氧化廢水中有機物質以達
污水淨化之功能。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槽體以玻璃纖維及不飽和聚
酯樹脂為主要原料所製成，結
構性佳、施工性佳、安全性佳, 
FRP 槽 體 材 質 品 質 符 合
CNS11658 標準規定。 

（2） 可大幅縮減施工期及土地使
用面積，本產品均在工廠完成
生產，經由運輸，送抵現場簡
易施工後即可使用。 

（3） 施工簡單、操作容易，其所屬
之機器設備均可全自動化，無
須人為操控，只做定期簡易保
養即能長久保持水質，藉由浮
動生物濾球，增加濾床生物膜
接觸次數，可迅速淨化水質,
符合放流水標準 。 

（4） 全部設備可地下化，並將本設
備放置於 RC 結構平台上，再
進行配管、回填等工程完成
後，只有檢查用之人孔蓋露於
地面上，所以地面部分可做綠
化環境設計，或作其他用途使
用。例如：停車場等可達到有
效土地資源利用。 

（5） 結構強度大，耐震、耐腐蝕不
污染地下水源，合併或單獨使
用均可，原有 RC 厭氣式化糞
池改善更新最佳選擇。 

（6） 導入 ISO9001 國際品質認證，
從設計、生產、施工、服務全
程均受到嚴密的規範管制。 

3.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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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FU SUNG ENTERPRISE CO., LTD    

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69 號 5 樓之一  

5F.-1, No.169, Fuhuiyuan Blv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251-2222  FAX：04-2251-3000  E-MAIL：service@f-s.com.tw  http://www.f-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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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 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FS 系列產品其桶槽材質為 FRP，
內部共分為四個槽室： 

（1） 初沉槽：具緩衝功能，以減
少後續處理單元負荷，初步
分解水中的有機物，容納、
貯存廢棄的污泥。 

（2） 接觸曝氣槽：藉接觸材料於
曝氣槽中與廢水充分均勻接
觸，經一段時間，接觸濾材
開始生長附著微生物而形成
生物膜，利用生物膜於好氧
狀態下，吸附氧化廢水中大
量有機物。 

（3） 沉澱槽：將混合液靜置後產
生之上澄液放流，藉由傾斜
設施將污泥加以沉澱濃縮，
以減少污泥迴流之動力費
用。 

（4） 消毒放流槽：利用氯錠消毒
劑為強氧化劑之功能，以減
少病原體之數量及活性。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適用各類型建築物所產生生活污
水之處理，即來自廁所、廚房、
浴室…等生活雜排水，使污水放
流水水質符合放流水標準。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槽體以玻璃纖維及不飽和
聚酯樹脂為主要原料，所製
成之現代化污水處理設
施，結構性佳、施工性佳、
安全性佳。 

（2） 處理流程採分離接觸曝氣
方式，藉由比表面積大的微
生物接觸濾材，在接觸濾材
上形成生物膜，可迅速發揮
淨化水質的優異功能。 

（3） 可大幅縮減施工期及土地
使用面積。 

（4） 具耐酸鹼，不腐蝕之特性，
可在工廠完成生產。 

（5） 處理效果穩定，有效降低放
流水污染物濃度，以減低生
活污水污染量。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認可字號 型號 使用人數 處理水量 

預建污字第 0198 號 FS-AB10 10 人 2.5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199 號 FS-AB20 20 人 5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556 號 FS-AB30 30 人 7.5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200 號 FS-AB40 40 人 10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557 號 FS-AB50 50 人 12.5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201 號 FS-BB100 100 人 25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016 號 FS-B-B-30 120 人 30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202 號 FS-BB160 160 人 40 cmd 以下適用 

預建污字第 0017 號 FS-B-B-50 200 人 50 cmd 以下適用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    

逢甲實業有限公司逢甲實業有限公司逢甲實業有限公司逢甲實業有限公司   FENG CHIA ENGINEERING CO. 

台中市南屯區大正街 50 號  No. 50, Dajheng St., Nan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 Taiwan 

TEL：04-2462-1215  FAX：04-2463-3312  E-mail：f4621215@ms36.hinet.net  http：// www.fgf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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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式預鑄式預鑄式預鑄式 RCRCRCRC、、、、FRPFRPFRPFRP 環保污水處理設施及廢污水設備環保污水處理設施及廢污水設備環保污水處理設施及廢污水設備環保污水處理設施及廢污水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產品的構造採用二級處理方式

處理污水，利用接觸曝氣法淨化水

質，使建築物污水能有效達到放流

水標準。本產品採用 RC 及 FRP 之

材質構造。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安裝容易，節省時間及工資。 

（2） 故障率小。 

（3） 容易清洗。 

（4） 本產品設有自動清洗設施，

只須自行定期清洗，不需外

請專業人員。 

（5） 本產品設有維修人孔裝置，

可自行監控槽內之狀況。 

（6） 本設施只需依法定時間每六

至十二個月定期抽除乙次，

即可使設施之處理功能達到

90﹪以上。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規格 
日處理污水量 

（m³/day） 

長 

（cm） 

寬 

（cm） 

高 

（cm） 

RC 污水 10 人份 2.5 299 120 150 

RC 污水 20 人份 5.0 600 120 150 

FRP 污水 6 人份 1.5 162 120 150 

FRP 污水 10 人份 2.5 280 120 150 

FRP 污水 15 人份 3.75 445 150 200 

FRP 污水 20 人份 5 396 160 150 

FRP 污水 40 人份 10 840 150 150 

FRP 污水 60 人份 15 Ψ 250 

FRP 污水 80 人份 20 Ψ 250 

FRP 污水 120 人  30 Ψ 250 

FRP 污水 160 人份 40 Ψ 250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CONTINENTAL WATER ENGINEERING CORP.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137 號 12 樓之 4   12F-4, No. 137, Sec.2, Cheng Teh Rd., Taipei, Taiwan 

TEL：02-2553-6015   FAX：02-2557-6553  E-mail：cgg@ms22.hinet.net  http：// www.polluti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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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臭式馬桶無臭式馬桶無臭式馬桶無臭式馬桶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經馬桶水箱蓋中的生物濾床分解

後，排至大氣中的空氣沒有臭味。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家庭用馬桶，公用廁所馬桶。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不會聞到前一位使用者的

臭味。 

（2） 進公用廁所，不會聞到有

人在大號的臭味。 

（3） 具逆止閥，不會聞到別人

家有在上大號，從管道間

逆流進來的臭味。 

（4） 只要換馬桶的水箱蓋及抽

氣泵浦，即可變成無臭式

馬桶，成本低。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經馬桶水箱蓋中的生物濾

床分解後，排至大氣中的空

氣沒有臭味。 

（2） 水箱蓋中有一定水氣，像青

苔一樣的生物膜可自然成

長，形成平衡的生態系，不

需任何耗材，不需維修費。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6.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認證認證認證認證)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專利字號：第 191417 號。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LIANG CHI INDUSTRY CO., LTD.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 號 12 樓   12F, No. 1, Sec. 3, Nanjing E.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506-3588  FAX：02-2502-1872  E-mail：sales@liangchi.com.tw  http：//www.liang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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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 化學槽化學槽化學槽化學槽／／／／洗滌塔洗滌塔洗滌塔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以樹脂為基材，以玻璃為補強材，

以纏絲成型法纏繞成桶槽，依貯裝

的液體特性採用不同的樹脂，桶槽

內部分耐蝕層及強化層，耐蝕可抵

抗化學藥品，強化層用來補強桶槽

強度 。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貯槽。 

（2） 反應槽。 

（3） 輸送槽。 

（4） 廢水槽。 

（5） 吸收塔。 

（6） 洗淨塔。 

（7） 電解槽。 

（8） 中和槽。 

（9） 攪拌槽。 

（10） 純水槽。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可耐強酸、強鹼。 

（2） 強度特強。 

（3） 重量輕。 

（4） 不銹蝕、耐溫、耐冷。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本產品規格分立式及臥式二種類

型，特殊型式亦可，直徑從 500 ~ 

4,000 ψ，噸數可從 0.5 ~ 150 噸。 

可分為貯裝一般用水及貯裝化學

藥品。 

5. 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代表性實績 

（1） 台化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3） 南亞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6.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臥式儲槽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昇鴻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SUN HOM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LTD.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 4 段 535 巷 29 號  No.29,Lane 535 Sec.4,Yuanlu Rd.,Shihu Jen,Changhua,Taiwan 

TEL：04-8829186   FAX：04-8825809   E-mail:sunhome.cl@msa.hinet.net  http://www.fargre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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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槽化學槽化學槽化學槽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桶槽、本體輕巧、槽內壁面光滑，

品質均勻而強度大。 

（2） 強化層使用最佳樹脂施工，耐久、

耐冷熱、高溫不變型、低溫不脆

化。 

(a)比重 1.7 ~ 1.8 

(b)引張強度 8.0 ~ 18 kg/mm 

(c)引張彈性率 750 ~ 1,500 kg/mm 

(d)壓縮強度 12 ~ 22 kg/mm 

(e)彎曲強度 20 ~ 30 kg/mm 

(f)彎曲彈性度 650 ~ 1,500 kg/mm 

 

(a)常用溫度範圍 -50~+120  °C 

(b)比熱 0.29 ~ 0.32 kcal/kg °C 

(c)熱傳導率 0.2 ~ 0.3 kcal/kg °C 

(d)線膨脹係數 (15 ~ 30) * 10 / °C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一般化學工業：貯槽、反應槽、輸
送槽、廢水槽。 

（2） 鋼鐵業：吸收塔、洗淨塔。 

（3） 非鐵金屬工業：電解槽、電解液調
整槽、水洗槽、廢液槽、紙漿、纖
維工業：漂白槽、洗淨液槽、原料
槽、中和槽、水洗槽、洗淨塔、吸
收塔食品。 

（4） 醫療品工業：貯料槽、輸送槽、調
料槽、純水槽。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FRP 橫型耐蝕性桶槽 

 

FRP 豎型耐蝕性桶槽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  SIMILAR ENTERPRISE CO.,LTD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506 巷 485 號 

No. 485, Lane. 506, Sec. 1, His Nan Rd., Tong Yang Village, Wu Ji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5-2827 FAX：04-2335-2659  E-mail：same66@ms16.hinet.net  http：// www.simil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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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型塑膠陰井八角型塑膠陰井八角型塑膠陰井八角型塑膠陰井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採塑鋼射出成型，可多方向承接污

水管，以止洩承口防止水滲漏之問

題，質量輕且施工容易。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污水下水道系統、電信電力之手

孔、社區生活污水管線連接、屋角

集水陰井。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採複合工程塑膠為原料而

一體成型。 

（2） 在陰井各周面設有通管口

及遮板並一體成型，此遮板

得視安裝之需敲破，以便銜

接下水道管且可分層安

裝，並以不銹鋼螺絲固定於

每層加有止洩橡膠可以調

整水流高程，使水流能暢通

無阻，故較 RC 製造安裝便

利。 

（3） 以人力即可搬運。 

 

（4） 因重量較輕便，可以人力搬

運組裝，不受狹窄防火巷之

限制，故無需耗費較多人力

與工時成本，且陰井與污水

間以橡膠止洩承口封密，可

克服滲漏問題。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內徑 600 mm(組合成型且可隨意
加高)。  

框蓋 
調節

層 

調節

層 

ψ4〞 

中間

層 

ψ8〞 

中間

層 

底座 
調節

層 

調節

層 

150 150 50 300 300 80 20 30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相同企業有限公司  SIMILAR ENTERPRISE CO.,LTD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506 巷 485 號 

No. 485, Lane. 506, Sec. 1, His Nan Rd., Tong Yang Village, Wu Ji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5-2827 FAX：04-2335-2659  E-mail：same66@ms16.hinet.net  http：// www.similar.com.tw 

－ 124 － 

家庭污水配管箱家庭污水配管箱家庭污水配管箱家庭污水配管箱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採塑鋼射出成型，可多方向承接污

水管，以止洩承口防止水滲之問

題，質量輕且施工容易。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污水下水道系統、電信電力之手

孔、社區生活污水管線連接、屋角

集水陰井。 

3.3.3.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採複合工程塑膠，強度佳，可承受

12噸以上正壓之高抗壓能力。 

圓形設計角度可配合管線方向調

整，且各方均有 4” ψ及 8” ψ

承口接管，使本體各方地能垂直連

拉進水管而不需彎曲加工。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墊層 墊層 墊層 
∮100 mm 

6 孔中間層 

∮200 mm 

4 孔中間層 

25 100 300 150 255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水水水水／／／／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處理與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再生設備備備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愛樹科技股份有限公愛樹科技股份有限公愛樹科技股份有限公愛樹科技股份有限公 AIRTREE OZONE TECHNOLOGY CO., LTD.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342 巷 2 弄 5 號 1 樓  

1F, No. 5, Alley 2, Lane 342, Fude 1Rd., Sijhih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93-2663  FAX：02-8693-1695  E-mail：market@airtee.com  http：//www.airtree.com 

－ 125 － 

臭氧產生機及高效率混合設備臭氧產生機及高效率混合設備臭氧產生機及高效率混合設備臭氧產生機及高效率混合設備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臭氧主要功能在於殺菌、高級氧
化、脫色與保鮮，其殺菌力為氯的
2,000 倍，在一般高級氧化處理方
法中，臭氧的氧化能力僅次於 F2、
OH 與 O，排行第四位，半衰期約
22 分鐘具有不殘留、不過量累積、
可隨時生產等優點，可廣泛應用於
各類水處理，如冷卻水塔、游泳
池、飲用水、工業廢水、生活污水、
半導體清洗晶圓臭氧水，以及空氣
清潔等。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應用於各種水與空氣處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臭氧產生機 

A. 獨特雙層石英管設計 

a. 以高壓放電法製造
臭氧，所生產的臭氧
不僅純度高，穩定不
遞減，更無任何金屬
雜質析出，可長時間
連續使用，無須歲休
清潔反應管。 

b. 模組式設計，可依實
際使用量調節，不僅
節省用電，且無需停
機 維 修 或 購 買 備
品，大大減低購置成
本。 

c. 擁有專利設計的製
造商。 

B. 擁有最完整的臭氧機種 
a. 臭氧產量範圍：小自

2g/hr 大到公斤級以
上可供選擇。 

b. 可以空氣或純氧為供
氣來源：在相同氣體
流量，可產生較其他
廠牌更多的臭氧。 

c. 提供最完善的系統設
計，搭配週邊產品，
達到產出穩定、使用
安全的目的。 

d. 具備國際產品認證
CE、SEMI，品質有
絕佳保證。 

C. 操作簡易的設計 
a. 內建通訊介面：4-20 

mA 訊號輸出，可連
至中控室做遠端控
制。 

b. 觸控式人機面板：操
作容易，參數設定簡
便，面板可中英文顯
示。 

（2） 高效率混合設備 
A. 以負壓原理吸入臭氧並

均勻溶入水中，而形成
約 0.2 mm 的極小微氣
泡，使氣泡懸浮於水
中，以達到 90%以上之
溶解率。 

B. 氣液分離槽：將部分未
溶解的臭氧分離後再回
收：可提高使用效率；
避免臭氧尾氣溢散，節
省破除裝置之費用。 

 



水水水水／／／／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廢水處理與再生設備    
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相關器材    

新長豐股份有限公司新長豐股份有限公司新長豐股份有限公司新長豐股份有限公司    NEW MICROPORE. INC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工業東路二段 11 號   

No. 11, Industry E. Read II,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nchu, Taiwan 

TEL：03-577-3385  FAX：0-577-9770 

E-mail：service@micropore.com.tw  http：//www.micropo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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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泳塗料專用捲式超濾膜電泳塗料專用捲式超濾膜電泳塗料專用捲式超濾膜電泳塗料專用捲式超濾膜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本系列超濾膜採用 MWCO 適宜之

PVDF(聚偏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超濾膜，使適用於陰極/陽

極塗料，並對顏料、油脂、膠體雜

質的阻塞亦小。並選用阻力適宜而

又提供較多薄膜面積之通道網。 

標準品為外包玻璃網，止洩環置於

供料入口處，但亦可應客戶指定可

外包 PVC 或 PP 網，並按客戶使用

之方便或習慣可移至供料出口處。 

膜元件之構造材料膜元件之構造材料膜元件之構造材料膜元件之構造材料 

薄膜材質  PVDF 

膜支撐材料 Polyester 

中心管 PVC 

擋板 ABS plastic 

止洩環 EPDM 

供料通道 PP net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陰/陽電泳漆。 

(2) 水性漆。 

(3) 廢水回收再用。 

(4) 碱性清潔劑回收。 

(5) PVA 回收。 

(6) 利用電泳漆專用UF再加上RO

幾乎可以回收所有塗料及節省

純水。 

3.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電泳塗裝專用捲式超濾膜尺寸對照表： 

型號 
長度 產水管 ID/OD 膜元件外徑 公接頭長度 有效膜面積 

Inches (mm) Inches (mm) Inches (mm) Inches (mm) ft
2 
(m

2
) 

4020F 

4040F 

4040M 

20 (508) 

40 (1016) 

40 (1016) 

0.748 (19) 

0.748 (19) 

0.748 (19),OD 

3.91 (99.4) 

3.91 (99.4) 

3.91 (99.4) 

- 

- 

1.063 (27) 

32 (3.0) 

75 (7.0) 

73 (6.8) 

6040M 40 (1016) 1.237 (31.4),OD 5.75 (146) 0.854 (21.7) total 150 (14.0) 

8040F 40 (1016) 1.142 (29) 7.91 (201) - 28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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