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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概述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概述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概述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概述 

    隨著各種事業的製程變化衍生出新的污泥和新的環保需求，尤其

工業污泥的生成條件和化學性質差異很大，作為產業生產鍊末端的脫

水設備必須不斷地研發創新，以能適時製造提供相應之技術服務和產

品。 

壹壹壹壹、、、、污泥脫水污泥脫水污泥脫水污泥脫水 

    三十年前曬乾床因人工成本和氣候因素而多淘汰，代之而起

的皮帶式和離心式脫水機大行其道，於今則是板式壓濾機（加壓

脫水）和螺桿式壓濾機較受歡迎，未來以強調高壓且多功能的膜

片式壓濾機將會是主流。引導著這股趨勢的主因是對於污泥餅含

水率越來越低的強烈需求，純就污泥脫水過濾的物理機制分析，

過濾壓差是各種機械達成脫水的主要基本原理，壓差越大所得到

的污泥餅乾度越高，縱然不同類型的脫水機運轉方法不同，但是

新設計的機型勢需採取較高的過濾壓來得到較低含水率的濾餅。 

常用脫水機性能概略表常用脫水機性能概略表常用脫水機性能概略表常用脫水機性能概略表 

脫水機型式 

帶濾式脫水
機       

( Belt Press) 

離心式脫水
機

(Centrifugal 

Decanter) 

板式壓濾機                

( Filter Press) 

螺桿式擠壓
機      

(Screw Press) 

高壓自動膜片式
壓濾機 

(Automatic 

Membrane Filter 

Press) 

構造原理 

利用壓榨、
驅動張緊滾
輪在單或雙
濾布上進行
污泥脫水。 

供給污泥於
機內承受離
心力，顆粒沉
降於圓錐胴
體周壁而固
液分離。 

多組濾板與
濾框或凹型
濾板外覆濾
布，污泥泵入
濾室藉濾餅
及濾布過濾
脫水。 

利用不同間
隙之螺旋軸
葉進行輸送
擠壓，濾液和
濾餅藉由外
週篩網分離
脫水 

多組俱備膜片之
凹室型濾板外覆
濾布，污泥高壓
泵入濾室藉濾餅
過濾及膜片二次
壓榨作用脫水。 

過濾速度 
100~200 

kgds/m-h 

15m3/h-m 

(Bowl) 

2~6 

kgds/m2-h 
＜1.5 rpm 3~12 kg/m2-h 

過濾壓力 1~5 kg/cm2 1,000~3,000g 
過濾：1~7 

kg/cm2 
-- 

過濾：1~15kg/cm2       

壓榨:5~15kg/cm2 

濾餅含水率
(%) 

80~85 70~85 50~75 60~85 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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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污泥污泥污泥污泥調理調理調理調理 

    大部份污泥性質約略分為有機污泥和無機污泥；近年來污泥終

端處置費用高漲，污泥的脫水只是第一步驟，正確的污泥調理以使

容易移除更多水份更是必要。污泥調理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污泥的

『比抗係數』，比抗係數越小越容易脫水，一般常見由大至小排列： 

生活性污泥＞生下水污泥＞調理過的活性污泥＞調理過的生下水

污泥＞凝膠狀的 Al(OH)3＞凝膠狀的 Fe(OH)3＞CaCO3。 

不同型式的脫水機需選用不同的化學調質藥品，帶濾式脫水機、離

心式脫水機、螺桿式擠壓機適用高分子凝集劑；壓濾機如有必要宜

選用氯化亞鐵或消石灰，惟需評估絕乾污泥量增加的比例，若是使

用高分子凝集劑則必須注意『適正量』的問題，過與不及都會降低

污泥脫水性；對於高比抗係數的有機生物污泥，採用細胞破壁處理

的深度調理配合高壓脫水，能夠將污泥餅有效降低水份，進一步製

造環保建材或作為替代燃料，亦不失為有意義的節能減碳化作法。 

參參參參、、、、污泥乾燥污泥乾燥污泥乾燥污泥乾燥 

    產業污泥除了調理及脫水以外，還可以選擇以乾燥方式減

重，需依各案不同的基本條件評估來擬定需求。如果購買的設備

使用壽命 7~10年，那麼能源效益是最關鍵的選擇參數，除了考量

初期設置成本外，各種能源之價格變動亦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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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常用常用常用乾燥設備去除濾餅水份之能源消耗乾燥設備去除濾餅水份之能源消耗乾燥設備去除濾餅水份之能源消耗乾燥設備去除濾餅水份之能源消耗參考表參考表參考表參考表 

乾燥設備型式 介質 能源 商用含水率 耗能/kg去除水 

熱風式乾燥滾筒 

熱風 廢煙氣 15~25 % ----- 

熱風 鍋爐油 15~25 % 0.1~0.13 L 

熱風 電力 20~30 % 1.0~1.1 kw-hr 

除濕式乾燥滾筒 冷煤 電力 25~40 % 0.45~0.65 kw-hr 

除濕式乾燥固定箱 冷煤 電力 30~45 % 0.5~0.7 kw-hr 

除濕式乾燥機 冷煤 電力 30~40 % 0.55~0.7 kw-hr 

螺旋葉片式乾燥機 
蒸汽或

熱煤油 
鍋爐油 15~30 % 0.1~0.14 L 

電熱式烘箱 熱風 電力 15~30 % 1.1~1.5 kw~hr 

真空乾燥型壓濾機 

蒸汽 鍋爐油 25~40 % 0.1~0.14 L 

蒸汽 天然氣 25~40 % 0.07~0.08 m
3 

熱水 廢熱水 25~40 % 30~35 kg ×95 ℃ 

肆肆肆肆、、、、國內與國外產品國內與國外產品國內與國外產品國內與國外產品的差別的差別的差別的差別 

    污泥脫水乾燥設備是屬於標準的機械製造業，國外知名大廠

開發的機組模式千變萬化、機種繁多，通常無法提供簡單清楚且
完整的簡明規格表供選購，除了原廠專業人員有能力直接選擇適

合型號外，一般人還是很深入瞭解，只能委請代理商按照自身污

泥情況提供適當機組，外貨較常見到的困擾是 1.有些工業污泥在
該脫水機製造國並不常見（如染整、皮革、光電、科技電子產業

等）。2.台灣本地廢水廠處理流程添加的混凝劑多為 PAC、氯化亞

鐵、氯化鈣等，有些原廠國仍然以石灰系列為主，不同的原成份
及生成條件的污泥其處理特性差異很大。如果提供判斷的資訊或

能力不足，那麼出問題的機率就大大地增加。 

相對的，由於台灣地區土地昂貴且法令嚴格，在有限的市場規模
及客戶端廠區空間，近年來脫水機及乾燥機製造廠反而能夠兢兢

業業求進步，採用台灣製造的優良機電零組件，不但就近提供各

行各業客製化的良好解決方案，並且多數已有能力外銷世界個各
地，顯現整體技術與品質不亞於國外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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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雙雙雙濾帶污泥脫水濾帶污泥脫水濾帶污泥脫水濾帶污泥脫水機機機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高分子聚合物及污泥經由高分子
加藥機及污泥進料泵注入污泥凝
集混合器，溢流入轉鼓濃縮機後，
均勻散佈於濾帶全寬上，經泥水分
離區後，再進入楔形及滾輪加壓
區，藉著一系列滾輪與濾帶拉緊裝
置的壓濾作用，沿著濾帶行進方向
持續加壓於污泥上，直到脫水機的
污泥餅由排放口掉落。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工業廢水、屠宰、畜牧
業、都市下水道、水肥、淨
水廠之污泥脫水處理。 

（2） 廢污水處理場，污泥脫水處
理, 節省清運處理費用。 

（3） 食品、化工、礦業、各種工
業製程中固/液分離脫水處
理。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對各種污泥進行處理，具有
重力濃縮脫水的雙重功能。 

（2） 可自動控制運行，連續生
產，對各行各業污泥適用。 

（3） 連續式處理，人力最節省，
工作效率高。 

（4） 氣缸糾偏定位系統，控制濾
帶運轉於規範之範圍內不偏
離，防止濾布蛇行保持濾布
平整、不打折。 

（5） 氣壓缸自動張緊裝置，濾布
雙邊張力平均不偏壓，可保
持濾布設置一定壓力。並可
依需求調整氣壓張力，使濾
餅含水率低。 

（6） 耗能小，噪聲低，結構簡單，
半封閉構造、維修方便。 

（7） 雙條濾布運行：濾布採上、
下各一條濾布運行，因而脫
水速率快。 

（8） 濾布運轉速度可調整。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設備主體由轉鼓濃縮機與帶
式壓濾機兩部分組成一體
機，在整個濃縮脫水系統中
依序進泥、加藥、混合、反
應，並在穩流條件下進行濃
縮和脫水以及泥餅的輸出等
流水線操作，予以脫除污泥
中水分。 

（2） 均配等分污泥糰重力落至下
濾帶重力脫水區，進行第三
段重力脫水，此時污泥固形
物濃度可達 8 ~ 10% 以上。
污泥糰開始進入初壓楔形喉
口，依序由初壓 → 低壓 → 

中壓 → 高壓，橫向波浪形
運動軌跡壓榨脫水。泥餅固
形物含量可達 15.5 ~ 37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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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濾帶式污泥脫水機參濾帶式污泥脫水機參濾帶式污泥脫水機參濾帶式污泥脫水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高分子聚合物及污泥經由高分子

加藥機及污泥進料泵注入污泥凝

集混合器，再經溢流進入重力濃

縮帶後，均勻散佈於濾帶全寬

上，經泥水分離區後，再進入楔

形及滾輪加壓區，藉著一系列滾

輪與濾帶拉緊裝置的壓濾作用，

沿著濾帶行進方向持續加壓於污

泥上，直到脫水機的污泥餅由排

放口掉落。 

参濾帶式污泥脫水機效率高，主

要是因擠壓和剪切的聯合作用。

脫水過程中，脫水的主要驅動力

是壓力，剪切力本身並不能增強

脫水效果，但它可以造成濾料顆

粒的重組，這可以改善水在濾餅

中的滲透性，滲透性高了，脫水

效果也會得到改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工業廢水、屠宰、畜牧

業、都市下水道、水肥、淨

水廠之污泥脫水處理。 

（2） 廢污水處理場,污泥脫水處

理, 節省清運處理費用。 

（3） 食品、化工、礦業、各種工

業製程中固/液分離脫水處

理。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對各種污泥進行處理，具有

重力濃縮脫水的雙重功能。 

（2） 連續式處理，人力最節省,工

作效率高。 

（3） 氣缸糾偏定位系統，控制濾

帶運轉於規範之範圍內不偏

離，防止濾布蛇行保持濾布

平整、不打折。 

（4） 氣壓缸自動張緊裝置，濾布

雙邊張力平均不偏壓，可保

持濾布設置一定壓力。並可

依需求調整氣壓張力，使濾

餅含水率低。 

（5） 耗能小，噪聲低，結構簡單，     

（6） 半封閉構造、維修方便。 

（7） 濾布運轉速度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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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設備主體由帶式重力濃縮機
與帶式壓濾機兩部分組成一
體機， 在整個濃縮脫水系統
中依序進泥、加藥、混合、
反應，並在穩流條件下進行
濃縮和脫水以及泥餅的輸出
等流水線操作，予以脫除污
泥中水分。 

（2） 污泥膠羽重力溢流進入濃縮
帶，經重力爬坡和梳泥裝
置，增加自由水分離速度，
提高污泥濃度形成紮實之泥
糰。 

（3） 均配等分污泥糰重力落至下
濾帶重力脫水區，進行第三
段重力脫水，此時污泥固形
物濃度可達 8 ~ 10 % 以
上。污泥糰開始進入初壓楔
形喉口，依序由初壓→低壓
→中壓→ 高壓，橫向波浪形
運動軌跡壓榨脫水。泥餅貼
附濾帶順勢導出，經由刮刀
剝離落入下一階段處理單
元。泥餅固形物含量可達 15 

~ 35 % 以上。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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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 － 

污泥污泥污泥污泥濃縮機濃縮機濃縮機濃縮機(濾帶濾帶濾帶濾帶式式式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污泥經投加凝聚劑後在調理攪拌
槽進行充分混合反應流入濃縮帶
的溢流導槽，將污泥均佈到傾斜式
的濃縮帶上，並在泥耙的雙嚮導疏
和重力作用下，污泥隨著濾布的移
動，迅速脫去污泥的游離水。其產
生的濃縮污泥可提升固體物含量。 

濃縮是減少污泥體積的一種方
法，在污泥處理過程中可採用重力
濃縮的方法，作為污泥脫水操作的
預處理形式。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產業污泥減量預濃縮
處理。 

（2） 紙漿、纖維、化工、食品、
塑料、冶金、礦業…等工業
製程中固、液分離。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採水平式坡度設計，增加脫
水效果，使分離水能迅速滲
透濾帶脫水。 

（2） 梳泥器呈前後交錯序列排
列，強迫分割濾帶上均佈之
污泥層，增加濾帶之有效過
濾面積，提升濃縮效率。 

（3） 污泥膠羽重力溢流進入濃縮
帶，經重力爬坡和梳泥裝
置，增加自由水分離速度，
提高污泥濃度形成紮實之泥
糰。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濃縮後含固率較高的污泥均
勻地分佈在運行的濾帶上，
隨濾帶的運行，將污泥殘餘
少部份之游離水經由濾帶本
身上面之微小網洞再次重力
作用自然脫水，可將凝結於
泥糰中之水份再次排除。 

（2） 設備主體由濾帶式重力濃縮
機，在整個濃縮系統中依序
進泥、加藥、混合、反應，
並在穩流條件下進行濃縮污
泥的輸出等流水線操作。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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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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4 － 

污泥污泥污泥污泥濃縮機濃縮機濃縮機濃縮機(轉鼓式轉鼓式轉鼓式轉鼓式)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含水污泥與稀釋後的絮凝劑經由
調理攪拌槽充分攪拌混合形成水
泥分離狀態的液態污泥進入離心
濃縮滾筒的濾網內即附著於表
面，隨著滾筒旋轉產生的離心力將
大量的自由水透過濾網孔隙快速
甩出，而把污泥留在濾網內部，隨
著大量自由水的甩出，污泥濃度迅
速增高並藉著連續性的堆積動作
將濃縮污泥漸進式的由滾筒濾網
內往排出口端推擠出去。 
濃縮是減少污泥體積的一種方
法，在廢水處理過程中一般都採用
動力方式，作為污泥濃縮的預處理
形式。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產業污泥減量預濃縮

處理。 
（2） 紙漿、纖維、化工、食品、

塑料、冶金、礦業…。 
（3） 等工業製程中固、液分離。 
（4） 在釀造、味噌、製餡、澱粉

工廠及各種食品加。 
（5） 工工廠製程中原料過濾回

收。 
（6） 自來水進水前過濾、雨水過

濾回收。 
（7） 水菓、蔬菜加工業之固、液

分離。 
（8） 城市生活污水、紙漿工業、

纖維工業、化學工。 
（9） 業等的工程排水及總合廢

水處理。 

（10） 製酒業、醃製釀造業的渣滓
顆粒過濾去除。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可自動控制運行，連續生

產、無段變速、對多種污泥
適用。 

（2） 濾網不易阻塞，清洗容易且
水量少。 

（3） 零件品質佳，均經過嚴格測
試，設備故障率低。 

（4） 結構簡單，維護容易，運行
成本低，維修費用少。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濃縮機為濃縮污泥而設計，
沿著連續式相對運動旋轉濃
縮，增加自由水分離速度之
設計。 

（2） 設備主體由濃縮機，在整個
濃縮系統中依序進泥、加
藥、混合、反應，溢流至濃
縮機進行濃縮污泥輸出等
流水線操作。 

（3） 經濃縮機處理後可以達到濃
度 3.5～12 ％等不同之濃縮
污泥。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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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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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脫水機污泥脫水機污泥脫水機污泥脫水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污泥調理槽：由污泥濃縮槽
輸送而來的待處理污泥，經
高分子混凝劑調理，有助於
初步固液分離及後段脫水處
理。 

（2） 旋轉篩：應用多孔性濾網及
圓形滾筒方式，於低速運轉
中，不破壞膠羽結構，並將
污泥間之自由水濾出。 

（3） 重力脫水區：污泥被濾布輸
送的過程中，由於污泥本身
的自重，會產生少量的滲出
水，本機裝置刮水力，增加
重力脫水效率。 

（4） 低剪力區：特殊的滾輪結構
與排列方式，使污泥可大量
進入剪力脫水區發揮較大的
處理功能。 

（5） 高剪力區：特殊的滾輪結構
與排列方式，使污泥餅達到
更低的含水率。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廢污水處理場，污泥脫水處
理，節省清運處理費用。 

（2） 工業生產製程，需擠壓、脫
水、乾燥程序等場合。 

（3） 食品工業製程，需壓榨、過
濾脫水等場合。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佔用空間小，操作簡便，維

護容易。 

（2） 無需添加化學混凝助劑，降

低操作成本。 

（3） 無需複雜周邊設備，減少操

作異常。 

（4） 無需大量濾布清洗水，避免

增加 2 次處理負荷。 

（5） 專業濾板、濾布選擇，提高

脫水處理效率。 

（6） 泥餅含水率低，節省後續處

理費用。 

（7） 可設計 2 次加壓，再降低泥

餅含水率。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    

泓華環工器材有限公司泓華環工器材有限公司泓華環工器材有限公司泓華環工器材有限公司 HORUNG HWA DEVELOPMENT CO., LTD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 253 號      No.253, Zhongzheng Rd., Longt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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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脫水機污泥脫水機污泥脫水機污泥脫水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濾帶由定位棒系統控

制，在任何高速運轉永不

蛇行。 

（2） 濾帶採用歐美進口產

品，堅韌耐用時數長久，

拆裝更換容易。 

（3） 採用歐美強力噴頭產

品，沖洗效率高，可使濾

帶永保如新，不易阻塞。 

（4） 壓 力 滾 輪 為 不 銹 鋼

（SUS304）。 

（5） 軸承為 U.P.E.，不需加油

保養。 

（6） 本機台鐵材部分經過高

精密噴砂處理，再塗

EPOXY 油漆，耐蝕不易

生銹。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適用各類工業廢水之污泥脫

水處理。 

（2） 脫水能力高，污泥餅含水率

低。 

（3） 生產工廠中之固液分離工程。 

（4） 濾帶的沖洗用水量少。 

（5） 濾帶脫水性能高，凝結劑用量

少。 

（6） 全自動連續式操作，人力最節

省，電源按下即可操作。 

（7） 對減速機作定期更換機油即

可。 

 

3.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型式 
處理能力 

kg/d.s/hr 

污泥餅含水率 

﹪ 

機械尺寸 

L×W×H（m） 

700s 10 ~ 20 80 ~ 85 1.7×1.05×1.6 

700 35 ~ 60 80 ~ 85 3.1×1.10×2.0 

1000 45 ~ 110 80 ~ 85 3.1×1.30×2.0 

1500 85 ~ 185 80 ~ 85 3.1×1.80×2.0 

 

型式 
處理能力 

kg/d.s/hr 

污泥餅含水率 

﹪ 

機械尺寸 

L×W×H（m） 

2 ~ 700 100 ~ 185 75 ~ 85 3.0×1.1×1.9 

2 ~ 1000 210 ~ 330 75 ~ 85 3.0×1.3×1.9 

1500 300 ~ 500 75 ~ 85 3.0×1.8×1.9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帶濾式脫水機    

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CHUAN FENG MACHINEY CO.,LTD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1266 巷 11 號 

No. 11, Lane 1266, Sec. 2, Wucyuan W. Rd., Nan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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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帶式污泥脫水機濾帶式污泥脫水機濾帶式污泥脫水機濾帶式污泥脫水機 

1.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適用於廢水所產生之污泥脫水及製程用途。 

 

 

 

 

 

 

2.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完全自動化之操作功能。 

（2） 高剛性基座整台鍍鋅防鏽
處理。 

（3） 延長式重力脫水設計。 

（4） 氣動式濾布張力自動控制
系統。 

（5） 氣動式動態蛇行校正系
統。 

（6） 直接驅式濾布運轉機構。 

（7） 液晶電子式無段變速操作
功能。 

（8） 完整之異常警報及自動停
機功能。 

（9） 高處理量齒型低壓輪設
計。 

（10） 全不銹鋼材質之板金及螺
絲組件。 

（11） 大量採用全實心輪軸。 

（12） 輪軸全部經鍍鉻硬化及軸
心校正處理。 

 

（13） 瑞士 PREXTEX 進口濾布
組。 

（14） 平推式濾布張力機構。 

（15） 全自動濾布清洗裝置。 

（16） 可加裝真空抽氣加速裝
置。 

（17） 可加裝高壓清洗省水裝
置。 

3.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已經脫乾之污
泥，由污泥排出
口排出，裝入儲
存設備中，交由
合法清除業清
除。 

預壓脫水預壓脫水預壓脫水預壓脫水    中壓脫水中壓脫水中壓脫水中壓脫水    

以較小輪徑取
得更高剪力將
污泥中水份進
一步排出，並
提供超高壓之
基本剪力。 

超高壓脫水超高壓脫水超高壓脫水超高壓脫水    泥餅排出泥餅排出泥餅排出泥餅排出    

以雙超高壓輪
輾壓成型之污
泥餅，可將污泥
中最難排除之
細胞水完成排
出脫乾。 

以大輪徑及特
殊齒型設計之
低壓輪將污泥
中大部分水份
排出，以降低污
泥流動性。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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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板廂式單板廂式單板廂式單板廂式/隔膜式二次隔膜式二次隔膜式二次隔膜式二次壓濾壓濾壓濾壓濾脫水脫水脫水脫水機機機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污泥漿藉由泵送入由濾板濾布構

成之濾室內，利用封閉式正壓力強

迫濾液通過濾布及濾板上孔口排

出，使污泥漿含水率降低形成污泥

餅後掉落送出。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各種工業廢水無機性混凝沈澱之污

泥脫水處理；石材/營造泥漿、河川/

水庫淤泥脫水處理；食品、製藥、

化工、染(顏)料、陶瓷、礦業及其它

各種工業製程中固/液分離脫水處

理。 

3.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振（晃）動輔助落料系統 :

濾布自動輔助下料不需人工

卸除泥餅。 

（2） 低壓管中逆洗裝置 :採用全

自動密閉反沖  洗,一次洗

淨,水量少, 潔淨度高,周圍

環境絕無漏液。   

 

 

（3） 垂直&擺臂式自動高壓正

面清洗系統:以單片濾板中

央定位兩側同時以 20Bar

以上水源噴嘴徹底清洗,清

洗水不會噴濺,電氣﹑水管

線使用游動護管配置,美觀

好維護。採用 PLC+人機介

面全自動化,操作最簡單。 

（4） 濾心回吹功能:退板前將進

料管內的污泥漿,利用氣源

逆向將之吹回,確保再次進

料不會造成濾板偏壓,並防

止洩料時泥漿滴至泥餅。 

生產製程用全自動型濾布走動生產製程用全自動型濾布走動生產製程用全自動型濾布走動生產製程用全自動型濾布走動

式壓濾機式壓濾機式壓濾機式壓濾機：：：： 

（1） 完全自動化，從啟動、脫

水、卸料、清洗可全免人

工操作。 

（2） 濾布走動式設計，濾餅可

完全卸落，可完全免人工

操作，革命性新創舉。 

（3） 工業 4.0 智慧工廠實現全

自動化最佳利器。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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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脫水減量效果佳( 65 % ~ 75 

%)，耗電量少，可不添加藥

劑，降低後續處理成本。 

（2） 適用範圍廣泛，進料濃度可

達 5 % 以上。 

（3） 採用經熱定型、壓光、有防

漏處理之濾布，濾布不易阻

塞，清洗容易且水量少。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壓濾式脫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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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清洗膜片式壓濾機自動清洗膜片式壓濾機自動清洗膜片式壓濾機自動清洗膜片式壓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使用凹槽型濾板且具備有緊貼於

凹陷處之膜片，先以單一濾布穿頸

披掛於每一片濾板後，如植樹原理

般將濾板併合排列整齊，兩兩濾板

間形成內部中空之濾室，各濾板與

濾室間只有進料隧道管貫通。當機

器以油壓缸機構閉合擠緊濾板確

認後，將濃縮過之泥漿料藉由氣動

隔膜泵，把泥漿料高壓擠送進入濾

室，水被濾布所濾出而污泥固形物

逐漸堆積於濾室內形成污泥餅，於

是餵入越多的污泥固形物可以得

到越低含水率的濾餅，當漿料幾近

無法進入濾室後，停止泵運轉並關

閉進料閥，執行空氣膜片壓榨之二

次加壓程序，可膨漲的膜片以反向

擠壓力量使原已乾涸之濾餅含水

率更為降低，直到設定時間滿意

後，油壓機構重新開啟，並以高穩

定型之液壓驅動型勾板機械逐一

或全面開啟濾板之方式，使污泥餅

自動掉落到運轉中的皮帶輸送機

上，送到儲存斗或承接袋集中儲

存。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工業廢水污泥脫水。 

（2） 化工製程之固液分離。 

（3） 淨水場污泥脫水。 

（4） 營建工程廢泥漿脫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本體機台大架結構：機前端

（Head End）、固定端（Fixed 

End）、移動板（Traveling End）

及邊掛橫樑（Side Bar）均為

實心鋼板製作，並以榫接接

合及高張力螺絲鎖固，經過

安全強度計算，可以耐高壓

力操作，更適合污泥脈動進

料負載。 

（2） 橡膠濾板：內部補強芯板採

用厚度達 10 或 12 mm 鋼板，

全面橡膠模塑包覆，強化式

多支撐突壘設計，確保耐壓

強度最佳，使用年限最長；

密合性強不滲漏，可耐酸

鹼、高溫及抗化學性、不龜

裂、不變形。 

（3） 油壓驅動勾板機：壓力夠大

可將歪斜的濾板推正再確實

勾取；優於電動機式或氣動

機式，沒有誤電流感應及推

力不足，致濾板摔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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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濾布自動清洗機：廂罩走橋

式，雙重傳動支撐搭配齒輪

排穩定性較佳，單片濾板中

央定位兩側同時以 20 Bar

以上水源噴排徹底清洗，清

洗水較不會噴濺。電氣水管

線使用游動護管配設美觀

好維護。 

（5） 污泥餅含水率：一般約為

20% ~ 70%含水率，膜片式

機型具備二次空氣加壓系

統，通常能更減少約 5~10%

之含水率。 

（6） 逆向吹心（Core blow）設

計：退板前將進料隧道管內

的污泥漿，利用水或高壓空

氣逆向將之吹回使淨空，確

保再次進料不造成濾板偏

壓、並防止於洩料時，泥漿

滴至泥餅。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濾板數量：30 ~ 110 片。 

（2） 濾板材質：橡膠或聚丙

烯。 

（3） 濾 板 尺 寸 ： 1,000 、

1,250、1,300、1,500、

2,000 mm。 

（4） 過濾面積：42 ~ 700 m
2。 

（5） 濾室容積：640 ~ 10,500 

L/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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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通過台灣區環保設備工

業同業公會 88 年度優良國產環

保設備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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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式壓濾機膜片式壓濾機膜片式壓濾機膜片式壓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壓濾式脫水機主要功能是從液體
中分離出固體物，是由機架、濾
板、濾布和為自動化操作需求的多
種模組化機件組合而成，當泥漿壓
送接觸濾布時 

，只有液體穿透過濾布，固體物則
被攔截並累積形成濾餅留在濾布
上（故又稱為濾餅過濾 CAKE 

FILTRATION）泥漿中穿透過濾布
的液體部份被回收或排放謂之濾
液，濾布和濾餅將產生阻抗，流體
的壓力必需更高於漸漸增厚的濾
餅漸所增加的阻抗，直到壓濾機內
的濾餅達到結實的狀態，濾板將被
拉開並卸下濾餅濾液須流經三種
不同阻抗且總壓力落差(－ P)⊿ 等
於個別的和， 

（1） 管道阻抗：比較起另兩種微不
足道。 

（2） 濾布阻抗：嶄新的與使用過的
不同，每批次剛開始操作初期
很重要，一段時間後即變成一
定值且比較起濾餅阻抗小很
多。 

（3） 濾餅阻抗：是最主要的，它將
隨著濾程(FILTER RUN)而改
變，在過濾開始時等於 0 隨後
因固形物連續累積及過濾時
間穩定增加。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工業廢水污泥脫水。 

（2） 化工製程之固液分離。 

（3） 淨水場污泥脫水。 

（4） 營建工程廢泥漿脫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本體機台大架結構：機前端

（Head End）、固定端（Fixed 

End）、移動板（Traveling End）

及邊掛橫樑（Side Bar）均為

實心鋼板製作，並以榫接接

合及高張力螺絲鎖固，經過

安全強度計算，可以耐高壓

力操作更適合污泥脈動進料

負載。 

（2） 油壓驅動機構：複動(Double 

acting)電動液壓缸，自動前進

後退及補壓。 

（3） 橡膠濾板：內部補強芯板採

用厚度達 10 或 12 mm 鋼板，

全面橡膠模塑包覆，強化式

多『支撐突壘(Stay bosses)』

設計，確保耐壓強度最佳使

用年限最長；密合性強不滲

漏，可耐酸鹼、高溫及抗化

學性、不龜裂、不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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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聚丙稀（Polypropylene）濾

板：高溫高壓一體成型＋機

械銑床車製，能創造出明流

/暗流等多種功能，強化式

多『支撐突壘(Stay bosses)』

設計，防止密合性不佳和機

械強度不足之形變。 

（5） 膜片保護：自動偵測膜片內

空氣殘存壓力，避免退板瞬

間爆炸或跳脫炸傷人員。 

（6） 濾布：雙面披掛式，PP 或

PA(尼龍)製，濾餅不易沾

粘剝落良好。 

（7） 控制系統：內外門(含玻璃

門)雙進式＋防塵防水型

電控箱，可設定為自動(連

續 cycle)或手動模式，噴漆

＋烤漆塗裝，美觀明亮耐

污。 

（8） 液壓驅動勾板機：壓力夠

大可將歪斜的濾板推正再

確實勾取；優於電動機式

或氣動機式，沒有誤電流

感應及推力不足致濾板摔

落風險。 

（9） 過濾面積：19 ~ 435 m
2。 

（10） 濾室容積：285 ~ 6,460 

L/cycle。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濾板數量：21 ~ 111 片。 

（2） 濾板材質：橡膠或聚丙烯。 

（3） 濾板尺寸： 800、 930、

1,000、1,25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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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產品通過台灣區環保設

備工業同業公會 88 年度優

良國產環保設備品質認證。 

（2） 本產品通過經濟部工業局

92 年度優良國產環保設備

品質認證。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壓壓壓壓濾式脫水機濾式脫水機濾式脫水機濾式脫水機 

水麗科技水麗科技水麗科技水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WATER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 1 段 262-10 號  No.262-10, Sec. 1, Ganyuan St., Shulin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686598   FAX:02-26807935  

Email:water.power66@msa.hinet.net  http://:www.waterpower.com.tw 

－ 144 － 

壓濾機壓濾機壓濾機壓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將固體及液體分離後取出乾燥的

固體及取出乾淨液體。 

為濾板及濾布所組成的一套設備。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固體及液體分離機 

3.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產能提高。 

（2） 減少損失。 

（3） 產品品質提升。 

（4） 操作簡單，節省成本。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濾布走形壓濾機。 

型號:FA1000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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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布走行壓濾機濾布走行壓濾機濾布走行壓濾機濾布走行壓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濾布走行式壓濾機是延用傳統過

濾設備而研發出更新之過濾技

術，就如機器上需要輪子才能移

動，它卻是各種操作程序不可缺的

過濾設備，係一種用於分離固體與

液態物質的裝置，以壓縮及壓擠的

方式將固態或液態物質分離，而在

廢渣處理過程中降低固體中之液

體含量及減少產品中固體的體積。 

濾布走行式脫水機特點： 

(1)完全自動化操作(2)高乾度的脫

水效率(3)泥餅完全洩落，不沾濾布 

(4)濾布清洗快速 (5)超大處理能

力。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食品業 : 醱酵製酒、果汁飲
料、米果仙貝及中藥。 

（2） 化工業 : 各種原料之固液分
離及製程過濾設備或系統流
程之設備等。 

（3） 礦 業 : 銅礦、煤礦、鋅礦、
高嶺土、砂石、水泥等礦場。 

（4） 其 他  : 焚化爐收集之飛
灰、染料、樹脂等下水道污
泥、工業污泥、自來水污泥
等。 

3.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每一批次進料 - 下料 - 清洗=只

要四十分鐘。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濾板數量: 30 ~ 110 片。  

（2） 濾板材質:橡膠或聚丙烯。   

（3） 濾板尺寸 :1,000 、 1,250 、

1,300、1,500、2,000 mm。   

（4） 過濾面積: 42 ~ 700 m
2。   

（5） 濾室容積: 640 ~ 10,500 L /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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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900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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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式污泥壓濾機膜片式污泥壓濾機膜片式污泥壓濾機膜片式污泥壓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凝集之污泥漿經高壓泵浦打入濾

板中心，經濾布過濾擠壓，再將高

壓空氣吹入膜片中，使橡膠膜鼓

起，再次擠壓攄餅，此時含水率可

達 50 ~ 70 %(視污泥性質而定)，退

料前將高壓空氣吹入進料口，將剩

餘泥水吹入濾室中，達到脫水目

的，可全自動 24 小時操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半導體、電鍍廠、鋼鐵廠或

任何化學污泥脫水乾燥。 

（2） 食品廠、染整廠、石化廠或

任何生物污泥脫水乾燥。 

（3） 自來水淨水廠、水庫淤泥處

理、建築污泥處理、隧道工

程污泥處理。 

（4） 產業製程原料脫水乾燥。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反洗方式：採用全自動密封

式反沖機制，潔淨度高且無

水花飛濺，保持壓力，一次

洗淨。只需 5 分鐘，水量

少，週遭環境絕無漏液。 

 

（2） 濾板型式：金屬板外包覆耐

酸鹼橡膠一體成型，結構性

最佳，絕不含噴漿漏液，且

在污泥反雙向二次壓，雙膜

片 式 （ Double 

Membranes），二次壓力 12 ~ 

15 kg / cm
2，效果最佳。 

（3） 進料壓力大：採用 8 ~ 10 kg 

/ cm
2倍壓型 Air Pump，效

果乾又快。 

（4） 自動落料裝置：濾布自動輔

助下料，不須人工卸除泥

餅。 

（5） 採用 PLC＋人機界面全自

動化，操作最簡單。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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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水分離機砂水分離機砂水分離機砂水分離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砂水分離機由螺旋輸送、U 型槽、
水箱、導水板及驅動部等組成，砂
水混合物流入水箱，混合液中比重
較大的砂粒等將落於槽底部，在螺
旋體的旋轉推動下，砂粒將 U 型
槽底輸送，離開液面脫水，經排砂
口排出，而與砂分離後的水則在水
箱出水口排出。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污水中含砂量特高之砂水
分離使用。 

（2） 搭配污水處理廠沉砂池後
段使用。 

（3） 搭配密閉式除砂器或開放
式沉砂池後段使用。 

3.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砂水分離機，用於各種類型
的濕沈澱物半流體，污水等
進行固液分離和輸送，特別
適用於污水處理廠沈砂
池，將沈砂池排出的砂水混
合液進行砂水分離。 

（2） 可依需求，訂制各種規格，
長度、高度進水口、出水口
及現場實際安裝位置。 

（3） 可配合現場調整輸送高度
與距離。 

（4） 無濾材消耗。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搭配污水處理場沉砂池，泥
沙分離效果佳。污水含砂量
特高之高性能砂水分離器。 

（2） 濕沈澱物半流體/污水進行固
液分離和輸送。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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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砂器除砂器除砂器除砂器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除砂器是根據離心力的原理，水從

除砂器正向進入設備。在水壓作用

下，產生強烈的旋轉運動。在離心

力、向心浮力、流體拽力的作用

下，產生不同受力。由於砂與水密

度不同，使密度低的清水上升，由

出水口流出排出，密度大的砂由底

部排砂口排出，從而達到除砂的目

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城鎮下水道、工業區綜合污
水處理廠砂水分離使用。 

（2） 引用河川水、井水、湖泊水、
淨水廠砂水分離使用 

（3） 工業選礦、洗煤水等砂水分
離使用。 

3.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採用切向進水，在離心力與
重力作用下，沉砂效率高。
體積小，表面負荷高，處理
能力大，沉砂過程不受水力
影響。 

 

（2） 旋流除污器除污效率高，清
污方便，取消以往除污器前
後閥門及旁通管，阻力小、
且恆定不變等優點。 

（3） 旋流除污器結構簡單，成本
低廉，易於安裝和操作，幾
乎不需要維護。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整台不銹鋼製造，耐腐蝕、
耐酸鹼、耐化學性佳、堅固
耐用。 

（2） 分離顆粒過濾精度 ≧ 2.5 

mm。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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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螺螺螺旋式擠壓旋式擠壓旋式擠壓旋式擠壓脫水脫水脫水脫水機機機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利用螺桿之螺旋輸送及擠壓壓榨
原理，在逐漸加壓情形下，使物料
中水分透過金屬篩網流出，而達到
脫水的目的。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食品業酒渣、咖啡渣、菜渣、
生 / 熟廚餘、蔬果、水產加
工…等擠壓脫水。 

（2） 食品加工、農產品加工、水
產品加工、化工業、製漿造
紙、紡織纖維、屠宰業…等
製程中具渣滓／纖維性／顆
粒狀相關物質之脫水。 

（3） 製程破碎或粉碎後之生、熟
態物料固液分離擠壓脫水。 

（4） 番茄、蘋果、葡萄、柳丁、
鳳梨…等水果擠壓成果汁。 

（5） 農產品纖維性 / 顆粒狀等相
關物質脫水。 

（6） 醬油及酒類發酵後擠壓製
造。 

（7） 棕櫚油、椰子油擠壓製造。 
（8） 蔬菜油各類食用油擠壓製

造。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結構設計堅固簡單，低轉
速，消耗零件少，可依物性
變頻使用不同轉速操作、維
護費用低廉。 

 

（2） 可間歇式或連續式運轉，
產能穩定，效能高。 

（3） 同軸減速，直結式驅動設
計，高扭力，低噪音，低
震動，低磨耗，操作費用
低。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運用阿基米得螺旋原理， 

針對各種不同污泥與處理
物料，設計出處理量大、
效果穩定且渣滓含水率低
之特殊組合螺桿。 

（2） 不銹鋼三角形楔形濾網或
鑽孔網 ,結構強度高、耐
磨、耐用、耐腐蝕，使用
壽命長,開孔率高，過濾面
不易堵塞，具有良好的過
濾性，搭配污泥特性發揮
最大性能。 

（3） 專利出口設計，內部壓力
固定不會有同步旋轉之問
題。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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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螺式污泥脫水疊螺式污泥脫水疊螺式污泥脫水疊螺式污泥脫水機機機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經過濃縮的污泥隨著螺旋軸的轉

動不斷往前移動,沿泥餅出口方向,

螺旋軸的螺距逐漸變小,環與環之

間的間隙也逐漸變小,螺旋腔的體

積不斷收縮,在出口處背壓板的作

用下,內壓逐漸增強,在螺旋推動軸

依次連續運轉推動下,污泥中的水

份受擠壓排出,濾餅含固量不斷升

高,實現快速濃縮。 

螺旋軸的旋轉,推動游動環不斷轉

動,設備依靠固定環和游動環之間

的移動也不斷帶動游動環清掃濾

縫，防止堵塞。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工業廢水、市政污水污泥脫

水。 

（2） 食品、飲料行業污泥脫水。 

（3） 醫療、衛生機構污泥脫水。 

（4） 石油、化工行業污泥脫水。 

（5） 畜牧、養殖行業污泥脫水。 

（6） 機械製造、金屬加工污泥脫

水。 

（7） 印染、洗滌、造紙污泥脫水。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抗含油污泥能力強，最佳

含油污泥脫水機。 

（2） 採用低速螺旋擠壓 ,性能

穩定,耗電低,不堵塞,效率

高,具有自清洗的功能, 沖

洗用水大幅減少。 

（3） 自動運行，操作簡單，日

常維護時間短，維護作業

簡單。清潔環保無污染，

日常保養維護簡便。 

（4） 故障少，噪音振動小，操

作安全。 

（5） 佔地空間小，便於維修及

更換； 重量小，便於搬

運。 

（6） 採用 304 不鏽鋼材質，耐

腐蝕、耐酸鹼、耐化學性

佳、堅固耐用 ,使用壽命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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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當螺旋推動軸轉動時,設在推

動軸外圍的多重固定疊片相

對移動,在重力作用下,水從相

對移動的疊片間隙中濾出,實

現快速濃縮。 

（2） 結構精簡，節省空間。 

（3） 設備不堵塞:獨特的動﹑靜環

濾縫結構使得設備不堵塞,無

需為防止濾縫堵塞而進行大

量清洗 ,徹底減少沖洗用水

量。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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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糞專用固禽畜糞專用固禽畜糞專用固禽畜糞專用固、、、、液分離擠壓機液分離擠壓機液分離擠壓機液分離擠壓機 

1.1.1.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糞便固、液分離擠壓機是一種節能
環保的機械，能將雞糞、牛糞、豬
糞等禽畜糞便原糞水分離為液態有
機肥和固態有機肥。用液泵將原糞
水提升送至豬糞脫水機內，擠壓螺
桿將沼渣沼液逐漸推向機體前方，
同時不斷提高前緣的壓力，迫使物
料中的水分在邊壓帶濾的作用下擠
出 網篩，流出排水管。豬糞脫水機
的工作是連續的，其物料不斷的提
升至機體內，前緣的壓力不斷增
大，當大到一定程度時， 就將卸料
口頂開， 擠出擠壓口，達到擠壓出
料的目的。為了掌握出料的速度與
含水量， 可以調節主機下方的配重
塊，以達到滿意適當的含水率。 

2.2.2.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針對豬糞、牛糞、羊糞、雞糞、
鴨糞等禽畜糞便的專業固、液
分離處理機。 

（2） 適用於市政污水、食品、飲
料、化工、皮革、焊材、造紙、
印染、製藥等行業的污泥脫
水。 

（3） 菜市場菜葉及下角料、纖維物
料、生/熟廚餘、水產加工餘
料擠壓。 

3.3.3.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設計緊湊，占地空間小，
便於維修及更換；重量
小，便於搬運，不易堵塞。 

（2） 具有自我清洗的功能。不
需要為防止濾縫堵塞而進
行清洗，減少沖洗用水
量，減少內循環負擔。 

（3） 螺旋軸的轉速低運轉慢，
耗電極低。 

（4） 結構簡單，消耗零件少，
維護費用低廉，噪音振動
小，操作安全。 

4.4.4.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同軸減速，直結式驅動，

高扭力，低磨耗，操作費

用低。 

（2） 背壓環配重塊施壓，出力

穩定含固率高。 

5.5.5.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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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水脫水脫水脫水機機機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它是離心式沉降機，當泥水處理物
進入機構內，經高速旋轉沉降分
離，固體與水分別排出，而達到脫
水或固體與液体分離的用途。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污水處理過程中的污泥脫水
處理。 

（2） 懸浮液、乳濁液、泥水混合
物的固體與液體分離。 

（3） 結晶物及沉澱物的固體與液
體分離。 

（4） 動物及植物油的除渣處理。 

（5） 原料或酒糟脫水處理。 

（6） 其他各種物質的固液分離。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可以連續操作。 

（2） 分離室可全密閉隔絕外界
空氣。 

（3） 泥漿中粒徑粗細，皆可連
續及平穩運轉。 

（4） 操作時的固體濃度及粒徑
大小，如有變化時也不會
影響運轉。 

（5） 機構結實，機器體積小。 

（6） 運轉中機器如有過負載，
有自動停機裝置。 

（7） 保養洗淨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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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號 
內部尺寸 處理量 動力 長 寬 高 

mm m3 / hr kw mm mm mm 

SD-210 ∮210 1 ~ 2 2.2 ~ 3.7 1,500 1,000 750 

SD-300 ∮300 3 ~ 5 7.5 ~ 11 1,950 1,150 800 

SD-400 ∮400 7 ~ 10 18.5 ~ 22 2,260 1,401 1,018 

SD-600 ∮600 15 ~ 20 22 ~ 30 3,200 1,770 1,150 

備註：脫水機本體可以個別銷售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備備備    
旋轉式脫水機旋轉式脫水機旋轉式脫水機旋轉式脫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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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 154 － 

脫油脫油脫油脫油機機機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金屬在CNC切削加工製造過程時冷
卻及潤滑需求，切削加工接觸面通
常會添加專用切削油或切削液，因
它具粘著性而會大量粘附金屬屑渣
表面及產品表面。 

主要構造是以 U 型連續式離心設
計，採用立式旋轉方式。含油金屬
顆粒固體以輸送機彙集搬運，從上
方中央入料, 掉落在 U 形高速旋轉
體，顆粒經濾網以離心力將油強迫
脫離，由旋轉體側面濾網流出,脫油
金屬固體顆粒則從離心機下方排出, 

所以可以連續進料及排料.。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鐵屑渣脫油、銅屑渣脫油、鋁屑渣
脫油、塑膠顆粒脫水…等用途。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連續式運轉                         

A. 連續進料, 自動出油、
自動出屑。 

B. 節省操作人力。 

C. 一台脫油機可以同時處
理多台加工機械排出金
屬屑渣。 

（2） 特殊驅動構造 

採用直結馬達驅動方式， 

傳動機構扎實體積小，節
省占地空間。 

（3） 切削油可回收再利用                        

脫油率 95 ％ 以上，減少
成本。 

（4） 運轉平穩、堅固耐用 

連續入料及 出料，與批次
大量入料不同，所以旋轉
體不積料負荷小。 

（5） 保養容易， 清潔洗淨方便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處理量 

機  型 

鋼鐵 銅 鋁 馬力 轉數 A B C D 

Ton / hr Ton / hr Ton / hr hp RPM mm mm mm mm 

FMU-600 0.9 ~ 1.6 1.2 ~ 2.0 0.6 ~ 1.2 10 1,100 1,150 1,530 1,530 1,623 

FMU-500 0.4 ~ 0.8 0.7 ~ 1.3 0.3 ~ 0.6 7.5 1,500 980 1,300 1,235 1,460 

FMU-400 0.3 ~ 0.5 0.5 ~ 0.9 0.1 ~ 0.4 5 1,750 880 1,032 1,150 1,328 

FMU-300 0.2 ~ 0.4 0.3 ~ 0.6 0.08 ~ 0.3 3 2,000 750 960 1,000 1,328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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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快速脫水濾床污泥快速脫水濾床污泥快速脫水濾床污泥快速脫水濾床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本系統包括 3 項單元： 

A. 由濾板拼裝組成之濾床。 

B. 具排水功能之鋼筋混凝土基

礎。 

C. 污泥調理設備及管線 

(2) 依客戶污泥量及現場空間設計

施工，必要時可設計泥餅傾卸

輸送裝置。 

(3) 污泥 → 調理(依污泥特性彈性

設計) → 灌入濾床 → 曝曬 7 - 

30 天(依泥餅含水率需求設計) 

→ 泥餅清理。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用水及污水處理污泥脫水，最適合
中小量污泥脫水。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結構簡單，材質堅韌耐用，施

工容易，操作維護簡單。 

(2) 可以鋼筋混凝土架設於廢水處

理池上，濾液直接回流處理，

節省用地面積。 

(3) 全套產品初設成本僅為機械脫

水之 50 - 80%。 

(4) .提升泥餅固體物含量(含水率

40%以下)，節省污泥處置成本。 

(5) 完全杜絕砂濾曬乾床堵塞及泥

餅含砂之缺點。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1) 單一濾板尺寸： 304.8mm × 

304.8 mm × 50.8 mm，每片濾板

間以凹凸筍頭互卡接合。 

(2)  高密度聚乙烯 (HDPE)塑鋼製

造，表面耐紫外線處理。 

(3)  硬度超過 63 度 (D Scale,Shore 

Durometer) ， 抗 壓 強度 大於

4500kgf ， 濾 孔 尺 寸 0.3 ± 

0.1mm。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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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除濕式乾燥處理系統低溫除濕式乾燥處理系統低溫除濕式乾燥處理系統低溫除濕式乾燥處理系統 

————CDB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CD(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乾燥機主要元件有壓縮機、冷凝

器、膨脹閥、蒸發器、輔助冷凝器

及乾燥箱體，膨脹閥將冷媒送入蒸

發器，冷媒吸熱氣化，氣態冷媒經

壓縮機壓縮成高壓液體進入冷凝

器，並放出熱量，冷媒回到儲液器

再經膨脹閥蒸發完成冷凍循環。由

乾燥室抽出之高濕氣體經蒸發器冷

凝降溫除濕，成為乾冷空氣，乾冷

空氣經冷凝器加熱成高溫低濕空

氣，高溫低濕空氣進入乾燥室將物

料水氣帶出完成乾燥循環。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食藥化產品固化便於包裝與運輸，

農產品藥材乾燥製粉加工提高產品

質量，污泥乾燥減量減少處理成本。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1） 低溫除濕乾燥耗能低、不改

變物性品質穩定、乾燥減量

減容高、無臭味廢氣粉塵產

生、無污染廢水產生。 

（2） 全自動化運轉，節省人力成
本。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高效節能裝置，每公斤去重耗能僅

0.4 kwh，常壓下低溫乾燥 (45° ~ 

60°C)，乾燥污泥重量減少達 75 %，

容積減少達 60 %，乾燥介質封閉循

環，無廢氣污染及餘熱污染。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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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真空碟形式乾燥處理系統真空碟形式乾燥處理系統真空碟形式乾燥處理系統真空碟形式乾燥處理系統（（（（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乾燥機外殼為雙層圓桶（內通蒸

氣），主體內部為一可旋轉之攪拌器

（內通蒸氣），蒸氣用於乾燥機夾套

及攪拌主軸加熱用來乾燥污泥，本

系統設計採密閉式操作，防止污泥

臭味外溢，反應器抽真空降壓以降

低沸點加速乾燥，本系統以 PLC 程

式控制，並以人機介面操作，可依

需求以手/自動及單/連動操作。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化學污泥與生物污泥最佳乾

燥減量系統。 

（2） 適用於漿狀、膏糊狀、粉狀物

料乾燥減量。 

（3） 農產品、畜牧產品乾燥加工。 

（4） 醫藥、食品、化工等行業物料

乾燥。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化學污泥與有機污泥最佳乾燥減量

系統，適用於漿狀、膏糊狀、粉狀

物料乾燥減量，應用於易氧化、易

爆、強刺激物料乾燥。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本系統採批次操作模式，乾燥處理

量依客戶需求設計，乾燥每噸污泥

約耗用 900 ~ 1,200 kg 蒸氣（依汙

泥性質而異），控制系統自動操作

控制處理系統。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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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C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塔盤式乾燥處理系統塔盤式乾燥處理系統塔盤式乾燥處理系統塔盤式乾燥處理系統（（（（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塔盤式乾燥機系一種多層圓盤，轉

耙攪拌，豎型連續乾燥裝置，屬傳

導乾燥型接觸乾燥機。乾燥過程將

載熱體通入固定的多層空心圓盤

內，借助傳導間接加熱金屬盤面上

所接觸的濕物料。在犁形耙葉的機

械攪拌作用下，使不斷向前翻滾移

動物料內的水分處於操作狀態時的

沸點下進行蒸發氣化，蒸汽從排濕

口離開設備，物料由上往下傳送，

在底部得到要求的乾燥成品。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有機污泥與無機污泥最佳乾燥減量

系統，適用於漿狀、膏糊狀、粉狀

物料乾燥減量，醫藥、食品、化工

等行業物料乾燥。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連續乾燥裝置，溫度達到設定的點

時，即可啟動自動供料進行乾燥。

乾燥過程穩定又充分利用熱能而達

到節省能源，全程自動供料乾燥及

出料一貫作業。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乾燥機上方裝置蒸氣壓條機，先行

將物料加熱兼定量後送入乾燥

機。當物料送入乾燥機進行乾燥，

鼓風機、熱交換器，補助熱能及風

速，污泥在乾燥機進行乾燥而產生

的粉塵，由抽濕風車抽往水洗塔進

行處理。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污泥污泥污泥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處理及資源化處理及資源化處理及資源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污泥乾燥污泥乾燥污泥乾燥污泥乾燥處理處理處理處理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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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風烘乾式乾燥處理系統熱風烘乾式乾燥處理系統熱風烘乾式乾燥處理系統熱風烘乾式乾燥處理系統 

－－－－CHB(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批次處理) / CH(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應用熱風可快速乾燥污泥達到要求

減量之特性，蒸氣和廢熱能經特殊

之熱交換器轉置成熱風熱源，由乾

燥台車和乾燥箱承載污泥作乾燥處

理。高溫空氣進入乾燥室將物料水

氣帶出完成乾燥減量，其乾燥過程

產生之尾氣需經由集塵器、冷凝

器，洗滌塔處理才可排放。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有機污泥與無機污泥最佳乾

燥減量系統。 

（2） 廢熱蒸氣回收再利用於污泥

乾燥減量節能設計。 

（3） 農業廢棄物轉製成有機肥料

等物料乾燥。 

3. 特特特特點點點點 

利用多餘或現有之蒸氣、廢熱、廢

熱水或廢熱氣作為乾燥熱源，節省

能源費用，達成快速乾燥減量目的。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批次式處理利用沖孔台車及板框

污泥透氣性佳之特質，再不攪拌

污泥之情況達成乾燥處理。連續

式處理經由特殊載承輸送帶，連

續傳送污泥，經送入之熱源完成

乾燥減量。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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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片式連續乾燥機板片式連續乾燥機板片式連續乾燥機板片式連續乾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將污泥餅定量連續送入附有切削
器的濾餅入料口，使塊狀濾餅切削
成小顆粒狀，掉入連續運轉中的多
孔板片上並以自動撥平器將濾餅
均勻分佈，每一個承載濾餅的板片
緊密的連接成輸送帶形式運轉，通
常設計成 4~8 個迴路分層排列；接
著以各種能源製造出的熱風(或常
溫乾燥空氣)導引入乾燥機內，濾餅
粒在每一個去程及回程水平段均
能穩定的直接讓熱風(或常溫乾燥
空氣)吹拂，傳熱至污泥餅將水份蒸
發氣化，呈氣態的水氣循環導引至
冷凍壓縮機除去水份或以排氣誘
引風車排至煙囪；微負壓操作，臭
味不溢散，通常排氣可符合排放標
準；亦可視乾燥處理的物料特性設
置簡單的空氣污染防治設施，如袋
式集塵機或水洗塔就能符合法規。 

乾燥後的污泥通常呈乾硬顆粒及
粉末狀，以螺旋輸送機送入太空袋
收集或污泥儲存斗暫存，為防止粉
塵飛揚宜將太空袋封口密接於螺
旋輸送機出口，若是採取儲存斗暫
存設計應使用小型集塵機集塵。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各種廢水污泥乾燥。 

（2） 農業產品乾燥。 

（3） 化工製程乾燥。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連續式進、出污泥操作，自
動化運轉易於管理維護。 

（2） 單圈雙層乾燥之污泥輸送板
設計，使每圈輸送板之上/下
層均能承載污泥接受熱風(或
常溫乾燥空氣)吹拂，較一般
輸送帶型乾燥機之單圈單層
乾燥更提升乾燥效率。 

（3） 熱風(或常溫乾燥空氣)直接
接觸污泥餅，熱傳效率高於
間接乾燥，能源效益高。 

（4） 模組化熱風產生器可因地制
宜配合蒸汽、電熱或鍋爐油
等不同能源型式使用。 

（5） 微負壓操作，臭味不溢散，
排氣僅需簡單濕式洗滌塔處
理或袋式集塵即符合排放標
準。 

（6） 可視要求達到不同之除水
率，最低可至 20 %。 

（7） 適用處理量：6~25 Tons/day。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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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乾燥型壓濾機真空乾燥型壓濾機真空乾燥型壓濾機真空乾燥型壓濾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如同傳統壓濾機般，進料泵
餵入漿料並對濾餅進行過濾
和壓榨，最後仍有一些水份
會殘存在濾餅顆粒內狹小無
效的空隙中。 

（2） 膜片擠壓：膜片受到壓縮空
氣或蒸汽鼓脹而進一步施壓
使濾餅的體積和水份減少。
經過這種標準型膜片式壓濾
機操作後，大多數的自由水
均能被移除。 

（3） 完成膜片擠壓並關閉進料管
後乾燥程序於焉開始；此時
濾餅仍保持於壓濾機中，在
排放濾液的管線上抽真空。 

（4） 循環的蒸汽或熱水隔著膜片
將熱量傳遞給濾餅；且真空
作用使得水份容易地在較低
的溫度中蒸發。 

（5） 當濾餅因乾燥而縮小體積
後，有鼓脹構造的膜片式濾
板仍可以全程持續的執行熱
傳導而達完全乾燥。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各種無機污泥或有機污泥的脫水

與直接乾燥。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濾料固形物比例可達 99 %，即
含水率低於 1 %。 

（2） 一次完成壓濾脫水及乾燥程
序，免除傳統分段乾燥浪費空
間及搬運人力。 

（3） 沒有一般乾燥機之臭味及二
次空氣污染，不必申請排氣許
可。 

（4） 由於極低的含水率，使濾餅輕
易剝落，減低濾布清洗維護費
用。 

（5） 技術領先經驗豐富，巧妙結合
運用熱傳與真空技術，迅速蒸
發排出水份。 

（6） 能源消耗量低，使用工廠低壓
廢熱蒸汽，大幅節省能源費
用。 

（7） 濾布潔淨無須清洗：乾燥後的
濾餅水份大幅降低，黏度係數
變小，濾餅從濾布剝離乾淨利
落。 

4.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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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深度調理高壓脫水系統污泥深度調理高壓脫水系統污泥深度調理高壓脫水系統污泥深度調理高壓脫水系統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主要包含套裝式調理裝置及高壓
壓濾機組： 

（1） 智慧診斷模組：污泥參數偵測
及傳訊，對污泥的各項性質參
數進行線上偵測； 

（2） PLC 控制：接收污泥參數資
料，並對參數資料進行分析演
算後輸出加藥控制信號； 

（3） 加藥及反應器：根據控制信號
自動調整加藥量及反應器運
轉參數，在高效率的混合調理
後有效改善污泥脫水性質； 

（4） 高壓膜片式壓濾機：具有 15 

kg / cm
2高壓進料壓濾及高壓

膜片壓榨之壓濾機組，脫水後
污泥含水率可由 80 ~ 98 %降
低至 40 ~ 60 %。 

原理原理原理原理：：：：本化學調理係將藥劑與污泥
的混合調製採取凝聚相合成（溶膠
一凝膠法）, 首先加入有機配體與
金屬離子形成錯合物，透過控制
PH 值、反應溫度等條件進行初步
破壁，釋出的有機物經過水解、聚
合，經溶膠→凝膠而形成一種較佳
緻密化且氧化效率佳的類奈米陶
瓷結構。經過專用反應器的高效混
合調理，可掃除污泥中的鬆散懸浮
膠羽，經電位和 PH 值的調整重新
形成的小顆粒經由沉降和錯合反 

應形成自組裝型態，再經過胞溶藥
劑調理及前述的溶膠→凝膠過程
排出胞內水分，形成更緻密的空間
骨架結構，使污泥本身的阻抗係數
大幅降低，在最終的高壓壓濾過程
中使胞外水和中間水由均勻的骨
架通道中順利排出。 

相較於一般脫水機，最終污泥產出
減重至少 50 %，壓濾後濾餅熱值
為正熱值（800 ~ 1200 大卡 /千
克），供進一步資源利用（如製造
環保建材或作為替代燃料）。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含大量生物有機污泥之脫
水。 

(2) 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廠污泥脫
水。 

(3) 各種工業廢水生物剩餘污泥
脫水。 

(4) 污泥中間處理廠之二次減
量。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具有細胞破壁處理的強化效
果。 

（2） 連續式污泥調理配合批次式
壓濾機操作，自動化運轉易於
管理維護。 

（3） 對於污泥性狀預先進行偵測
診斷，電腦內建的調理程式安
排不同的加藥順序、時間與劑
量。 



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污泥處理及資源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污泥乾燥設備    

太和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和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和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和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 HO ENVIRONMENTAL ENTERPRISES CO., LTD.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58 號 7 樓   7F, No. 58, Kienkwo N. Rd., Sec.1, Taipei,Taiwan 

TEL：02-2518-3499  FAX：02-2518-4336   E-mail：taiho@seed.net.tw   http://www.dewater.com.tw 

－ 163 － 

 

(5) 減少既有絮凝劑的使用，大
幅降低污泥阻抗係數。 

(6) 自動化高壓膜片式壓濾機
脫水效果最佳，大幅提高壓
濾機的泥餅產量，節省過濾
及壓榨的批次操作時間。 

(7) 不會增加絕乾污泥總量。 

(8) 經調理壓濾產出的濾餅，
由於具有良好的揮發性，
有利後續自然通風或各型
式乾燥機。 

4. 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規格性能 
 

乾基污泥量

(kg/d-24h) 
2000 4000 6000 9000 15000 

深度

調理

設備 

型號 CMDS-A-05 CMDS-A-10 CMDS-A-15 CMDS-A-25 CMDS-A-40 

尺寸 mm 

,L*W*H 

1,600 × 2,250×

2,300 

2,000×2,250 × 

2,300 

2,200×2,250× 

2,300 

3,000×2,250× 

2,300 

4,600×2,250× 

2,300 

動力數,kw 9 11 19 26.4 36 

高壓

膜片

式壓

濾機 

型號 CK-FP100-35APP CK-FP100-71APP CK-FP125-65APP CK-FP125-91APP 
CK-FP125-81APP*

2 台 

過濾面積, 

m
2
 

53 109 153.6 216 384 

濾室容積,L 750 1545 2624 3690 6560 

尺寸 mm, 

L*W*H 

5,720×1,500× 

2,280 

8,220×1,500× 

2,280 

8,620×1,790× 

2,780 

10,630×1,790× 

2,780 

9,860×1,790× 

2,780×2 台 

動力數 kw 8.6 9.3 11.2 12.7 22.5 

5. 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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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除濕式污泥冷凝除濕式污泥冷凝除濕式污泥冷凝除濕式污泥乾燥機乾燥機乾燥機乾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構造：乾燥箱分別為批次式與
連續式,批次式具有進出污泥
餅均為自動模式,每批次操作
約 10 ~ 11hr；連續式內設置 6 

~ 10 層連續運轉之多孔板
片，用以承載均勻厚度的污泥
餅，自箱外導入已經除濕過之
乾燥熱空氣，使污泥餅內水份
蒸發進入氣流中，高含水量的
氣流送入冷凝除濕主機，透過
冷媒循環系統去除水份，實現
污泥常溫乾燥效益。 

（2） 原理 

A. 水的相變化及濕度 :污泥
餅中的液態水因接觸低濕
度空氣，以濃度差為驅動
力 進 行 質 量 傳 遞 操 作
(mass-transfer operation)，
水分子蒸發於空氣流中形
成高濕度，經降溫冷卻凝
結成液態而與空氣分離，
空氣流回復為低濕度，再
循環通過污泥餅帶走水
份。 

B. 冷媒的相變化及熱焓 :利
用冷媒具有極易蒸發、極
易冷凝液化及潛熱大之物
理特性，在封閉系統內進
行壓縮、冷凝、減壓、蒸 

發等連續循環，冷媒在氣
液相變化時的吸熱-放熱
反應，得以將空氣流中的
水份冷卻凝結排出，達到
除濕之目的，且可對空氣
流再加熱升溫。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有機污泥乾燥。 

（2） 無機污泥乾燥。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中常溫操作:無火災危險，降

低污泥中有機質之代謝活
動，減少發臭量。 

（2） 微負壓封閉循環系統:不需排
氣煙囪，VOC(揮發性有機物)

及異味不溢散。 

（3） 全自動化連續運轉，節省人力
成本。 

（4） 高效專利型承載板片:每一輸
送迴路的去程及回程均可承
載泥餅，污泥餅填裝高度減
半，水份蒸發氣化速度倍增，
確保乾燥均勻度及效果。 

（5） 節能省電:風車為變頻設計，
壓縮機採多組化模式，可依污
泥乾度調整運轉台數，平均耗
電量只需 0.4 ~ 0.7 kw - hr / 

kg 除水。 

（6） 食品等級機械設計:內部機件
耐蝕壽命長，外觀精緻整潔，
維護保養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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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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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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壓濾乾燥機污泥壓濾乾燥機污泥壓濾乾燥機污泥壓濾乾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凝集之污泥漿經高壓泵浦打入濾
板中心，經濾布過濾擠壓，此時含
水率可達 60 ~ 70 %，再經空氣膜
片二次擠壓後（此過程與傳統型壓
濾機一樣），再加入熱源，以間接
加熱方式，將污泥在真空狀態下加
熱乾燥到含水率 35 %以下，順利
卸料絕不沾濾布，每批次約為 6 ~ 8
小時。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半導體、電鍍廠、鋼鐵廠或
任何化學污泥脫水乾燥。 

（2） 食品廠、染整廠、石化廠或
任何生物污泥脫水乾燥。 

（3） 自來水淨水廠、水庫淤泥處
理、建築污泥處理、隧道工
程污泥處理。 

（4） 產業製程原料脫水乾燥。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脫水乾燥二合一：將壓濾機
與真空乾燥機結合為一，使
99% 含水率之原料或污
泥，利用一台設備即可脫水
乾燥為含水 30 % 以下之
固體物（真空加熱型、
PAH、TYPE）。簡言之－用
最佳之技術，達到最高的脫
水率，一次搞定、快速有
效。 

（2） 採用 PLC＋人機界面全自動
化，操作最簡單。 

（3） 反洗方式：採用全自動密封
式反沖機制，潔淨度高且無
水花飛濺，保持壓力，一次
洗淨。只需 5 分鐘，水量少，
週遭環境絕無漏液。 

（4） 進料壓力大：採用 8 ~ 10 kg / 

cm
2倍壓型 Air Pump，效果乾

又快。 

（5） 自動落料裝置：濾布自動輔
助下料，不須人工卸除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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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格型號 單位 PAH-15 PAH-20 PAH-30 PAH-40 PAH-50 PAH-60 PAH-70 PAH-80 

濾室片數 片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過濾面積 (m
2
) 36.3 48.4 72.6 96.8 121 145.2 169.4 193.6 

處理容量 (L/cycle) 45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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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VV 形乾燥機形乾燥機形乾燥機形乾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物體放入乾燥室後被完全
密閉，製程後部有真空泵強
力吸引作用，揮發氣體經過
濾器後，再到熱交換器冷卻
變成冷凝水排出，剩餘少量
氣體可直接排放或再處理。 

（2） 它是真空式乾燥機，可降低
水份的蒸發溫度，提高乾燥
效率 

（3） 它是 V 形攪拌式乾燥機，
本體設有夾套，可注入熱水
或蒸氣等輔助熱源或低溫
冷卻水。 

（4） 它是圓錐螺旋乾燥機，在內
部有自轉螺旋及公轉旋臂
來帶動、貼近內部表面做連
續旋轉運動，螺旋機使物體
從下到上、互相攪拌，產生
均勻混合作用，水份容易蒸
發。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1） 它是污泥的乾燥機、處理後
水份可達 10 % 以下。 

（2） 原料或製品的均勻混合，乾
燥、除濕、冷卻。 

（3） 食品工廠的豆渣、茶葉渣、
削皮渣、中藥殘渣等乾燥再
利用。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用真空密閉方式乾燥機處
理，外氣不能進入，所以廢
氣排出量少。 

（2） 用真空密閉方式處理，味道
及粉塵不會洩漏。 

（3） 批次操作方式，節省人力。 

（4） 乾燥完成後一次性排出。 

（5） 乾燥物的含水率高低皆可
操作。 

（6） 特殊傳動結構，所以堅固耐
用。 

（7） 保養清潔容易。 

（8） 乾燥程度，可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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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號 
處理能力 動力 本體尺寸(mm) 

公升/批次 hp 直徑 高度 

NVD-07 700 2+ 5.0 1,362 3,583 

NVD-10 1,000 2+ 5.O 1,650 4,485 

NVD-15 1,500 2+ 7.5 1,800 4,970 

NVD-20 2,000 3+ 7.5 1,930 5,735 

NVD-40 4,000 3+ 7.5 2,255 6,200 

NVD-50 5,000 5+ 10.0 2,369 6,363 

NVD-60 6,000 5+ 10.0 2,416 7,048 

NVD-70 7,000 5+ 15.O 2,889 7,740 

備註：乾燥機本體可以個別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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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壓式滾壓式滾壓式滾壓式乾燥機乾燥機乾燥機乾燥機 

1. 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構造與原理 

（1） 它是蒸氣加熱式乾燥機，是
以蒸汽為熱源注入乾燥機
的金屬滾輪內部，迅速熱傳
導至滾輪表面。 

（2） 它是滾輪式乾燥機(或稱滾
桶式乾燥機)，是把物體定
量連續送入滾輪上部預
熱，並受到兩個滾輪滾動時
成為薄片後、貼附表面受熱
乾燥， 

（3） 幾秒後就乾燥完成，變成粉
末或薄片形狀，滾輪兩側的
刮刀會把它刮下，以輸送機
連續排出。 

（4） 蒸發水氣則進入洗淨塔處
理後，再進行排放。 

2.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各種物質減少水份、減少重量、減
少容量、回收再處理、循環再利
用、製程使用等用途。 

（1） 各類廢水污泥的乾燥減量。 

（2） 鈉鹽溶液的濃縮。 

（3） 鈉鹽溶液的乾燥及固體化。 

（4） 廢溶劑的蒸餾回收。 

（5） 廢溶劑濃縮液的固體化。 

（6） 飼料、酒糟的乾燥。 

（7） 粘稠液體、高濃度廢水、泥
狀物、懸濁液的乾燥。 

（8） 其他物質的乾燥。 

 

3.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1） 以低溫物理方式處理，質量
穩定。 

（2） 在短時間內即可完成乾
燥，含水率可低達 5 ％。 

（3） 可以連續操作。 

（4） 物體的水份及黏度的高與
低都可以使用 

（5） 換熱效率很高、約為 70 ~ 90 

%、可以節省運轉費用。 

（6） 滾輪壓薄方式，堅固耐用性
佳。 

（7） 乾燥程度，可以調整。 

（8） 處理能力大，機種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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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號 
乾燥能力       

(kg/hr) 

主體尺寸(mm) 

L W H 

RD-400 400 4,700 3,600 2,800 

RD-600 600 5,500 4,300 3,200 

RD-800 800 6,500 4,700 3,700 

RD-1000 1,000 7,000 5,000 4,500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乾燥機本體可以個別銷售乾燥機本體可以個別銷售乾燥機本體可以個別銷售乾燥機本體可以個別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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