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概述
空氣污染係指空氣中含有一種或多種的污染物，例如灰塵(dust)、
燻煙(fume)、微粒(particle)、氣體(gas)、霧(mist)、異味(odor)、煙(smoke)、
蒸氣(vapor)等，其存在的數量、性質、與延時將會傷害到人類、動物、
植物的生命、損害財物、或干擾舒適的生活環境。
空氣污染物大致可區分為粒狀污染物與氣態污染物兩大類，前者
包括煤煙、灰塵、飛灰及燻煙，後者包括 VOCs、SO2、SO3、H2S、
CS2、NO、NO2、CO、Cl2、HCl、HF、戴奧辛等。其中五種最重要的
原發性(Primary)污染物為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NO2 等合稱
NOX)、碳氫化合物(HC)、硫氧化物(SO2 、SO3 等合稱 SOX)與微粒
(Particulates)。
壹、 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凡使用的燃料、原料或生產過程不適當，皆可能導致空氣污染，
因此改善錯誤的使用及過程，是解決空氣污染最簡單的方法。除了原
料使用可以改變外，操作過程的修正亦可達到理想效果。假若無法避
免空氣污染物的產生，則必須靠防制設備進行淨化處理，有關常用的
空氣污染防制技術及設備分類如圖 1 所示，其中國內業者主要以粒狀
污染物處理設備製造為主。茲以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
揮發性有機氣體等污染物，列舉其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 粒狀污染物：主要以慣性、過濾、靜電等物理作用加以攔截
去除。可採用集塵設備進行處理。
二、 硫氧化物：主要以中和、吸收、氧化等化學作用進行處理及
回收副產物，可採行溼式法、半乾式法及乾式法等進行處理。
三、 氮氧化物：此污染物可利用還原反應或氧化反應形成無毒的
氮氣或是硝酸鹽而加以去除。可行的處理方法有選擇性觸媒
還原法(SCR)、選擇性非觸媒還原法(SNCR)、活性炭吸附法
及鹼洗法等。
四、 揮發性有機氣體：主要以吸附、高溫氧化等化學作用加以去
除，可行的處理方法有直接燃燒法、蓄熱氧化法、觸媒氧化
法、吸附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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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粒狀污染物

重力式集塵機
旋風式分離機
濕式洗滌塔
袋濾式集塵機
靜電集塵機

硫氧化物

溼式排煙脫硫系統設備
半乾式排煙脫硫系統設備
乾式排煙脫硫系統設備

氮氧化物

選擇性觸媒還原系統設備
選擇性非觸媒還原系統設備
氧化還原濕式系統設備

揮發性有機氣
體及異味

吸附處理系統設備
濕式吸收處理系統設備
燃燒處理系統設備
蓄熱氧化處理系統設備
觸媒氧化處理系統設備
生物處理系統設備

圖 1、
、常用的空氣污染防制技術及設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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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常用的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一、 集塵設備
集塵設備是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中之主要項目，被廣泛地
應用在各種工業上。一般來說，集塵設備之種類可依作用在
粉塵上之作用力而區分為慣性集塵機、溼式洗滌器、袋濾式
集塵機及靜電集塵機等。目前從事產製集塵設備的業者，以
袋濾式集塵機最多，其次為濕式洗滌塔。
二、 脫硫設備
從 煙 道 氣 中 去除 SOx 稱 為 排 煙 脫 硫 系 統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System，FGD)。FGD 系統可分為濕式法、乾
式法及半乾式法等三種方法。濕式法是普遍被採用的 FGD
系統，可用氫氧化鈉等來反應去除煙道氣中之 SOx，產生硫
酸鈉等副產品可回收再用。乾式法主要係注入粉狀反應劑，
與 SOx 反應產生之產物由集塵機加以收集去除。半乾式法係
利用消石灰或苛性鈉溶液來反應去除煙氣中之 SOx；霧化反
應劑噴入反應塔時，水份被熱煙氣蒸發，最後以乾鈉鹽或鈣
鹽之混合物型式由集塵機收集去除。
三、 脫硝設備
目前國內常用之氮氧化物處理設備除了氧化還原濕式
法外，主要有選擇性無觸媒還原法(SNCR)及選擇性觸媒還
原法(SCR)。SNCR 係利用注入 NH3 與煙氣中之 NO 反應成
N2 與 H2O，此一反應必須在高溫下進行。SCR 係另設反應
觸媒，操作溫度可降至 250～400℃之間；觸媒材質有 Pt、
V 和 Ti 等化合物，其形狀有粒狀、圓柱形、球狀、環狀、
平板狀或蜂巢形。觸媒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老化，必須定期
更換，一般而言，觸媒壽命在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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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揮發性有機氣體處理回收設備
揮發性有機氣體處理回收設備
「吸附」係利用固體(如活性碳及沸石)表面之作用力，
將流體中之某些物質捕集於固體表面之一種程序。吸附法之
最大特點，係能在經濟條件之下除去氣流中之某種成份，直
至吸附劑有效容量飽和為止，為十分普遍之氣態污染物控制
設備，尤其是處理含有低濃度氣體污染物質具有優勢。吸附
劑飽和時即失去作用，必須更新。
吸附劑可設計為轉輪構造以吸附低濃度有機氣體，再脫
附為高濃度低風量有機氣體後，由後段氧化(燃燒)設備予以
完全分解。
各 種 有機 氣體於特 定高 溫 下 都可 以分 解 為 CO2 與
H2O，使用直接燃燒法(TO)便是一種直接、有效的處理方
式，惟耗用能源高，較適用於高濃度有機氣體而不需額外燃
料者。
蓄熱式高溫氧化法(RTO)便是一種改良方法，它使用蓄
熱陶瓷將燃燒後的高溫熱能予以吸收蓄存，減少燃料消耗。
觸媒氧化法(CO)進一步採用觸媒以降低有機氣體的分
解溫度，燃料消耗更為節省，惟觸媒必需定期更新或再生。
揮發性有機氣體(VOCs)是空氣污染以及排碳暖化的重
要指標，其實本身也是一種熱能來源，如何加以妥善處理再
生其熱能，是工業界節能減碳的重要課題。
五、 送排風機
送排風機由壓力的大小可分為扇風機(Fan)及鼓風機
(Blower)，通常合稱為送排風機。送排風機主要用於工廠作
業場所之排風換氣、廢氣之抽送或原料、氣體之輸送等，為
空調換氣、集塵/脫酸/除臭設備及焚化爐等設備不可或缺之
一環。國內產製之送排風機技術純熟，由低壓、中壓、高壓
乃至真空，機種繁多。材質有鑄鋼、一般構造鋼、耐磨鋼、
不銹鋼、PP、FRP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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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防制設備概述
噪音係屬聲音的一種，凡是不規則或不協調的聲波存在時，會使
人感到厭煩者即為噪音。工廠很容易產生噪音，其外溢之噪音不僅會
影響附近地區的環境品質，在工廠內工作之人員也會受到強烈噪音的
影響，不但會降低工作效率，同時更會傷害其聽覺，故不能不對工廠
噪音問題深加重視與防制。工廠中典型的噪音來源如 1 表所示。
表 1、工廠中典型噪音源
噪音源的種類

典型的例子

燃燒過程
衝擊過程
電氣機械設備
氣體流
金屬與金屬接觸
在侷限金屬空間中移動的流體
流體與移動的金屬表面接觸

爐子
沖床、錘子
馬達、發電機
吸氣、噴射、排氣
齒輪組
風管、水管、閥
壓縮機、風扇、泵軸

壹、噪音防制的途徑
通常在工廠作業場所的噪音防制方法主要可依三種途徑著手：
一、音源本身的改良及管制
二、傳播路徑的改變
三、受音者行為的改變
受音者行為的改變
貳、國內噪音防制常用之設備與器材
一般常用的防制方法有：裝設消音器（管）
，裝設消音箱（溝）或
消音隔板，以及設置隔音牆（隔音屏或隔音簾），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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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裝設消音器（
裝設消音器（管）
此乃利用聲波的吸收、反射及干涉作用而達到減少音量
的效果。消音器大部分使用在排氣管、換氣管及洩壓管（口）
等氣體急速推進口之消音，如壓縮機、發電機及壓力槽洩壓
管口等。其原理係利用鋼板等材料作為膛室、孔穴或入口擴
散器等，以分散氣流之動能量，並改變噪音成為高頻音波，
而被消音器內部之平行隔板、柱心及孔穴等所吸收，達到減
音之目的。
二、裝設消音箱（
裝設消音箱（溝）或消音隔板
此法之減音原理與消音器類似，惟其大多使用在對外排
放的大型管線消音及不便裝設消音器之處。使用此類設備時
採用，須注意在其內部及出風口處之氣體流速不得超過
15m/sec，以免因氣流速度產生二次噪音的問題。一般而言，
此類設備之減音效果大多在 10dB 以上，主要視其內部之吸
音材料與吸音面積而定。
三、設置隔音牆（
設置隔音牆（隔音屏或隔音簾）
隔音屏或隔音簾）
此法係在音源與受音者之間設立一障礙物以阻斷噪音
之直線傳播，使其傳播距離增加，增加能量耗損以達到減音
之目的。一般而言，使用隔音牆的效果約可降低 5～15dB
之音量，最高可達降低 25dB 之效果。減音效果除了與隔音
牆高度及使用材料有關之外，設置的方式與型態也會有影
響。
目前國內從事噪音防制設備與器材產製之廠家較少，所
產製之產品項目以隔音玻璃、消音箱、消音門及消音器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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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動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含粉塵空氣，經過沉降室，使氣流
（1） 外殼材質：SUS304、SUS316、
平均分布，作先期過濾後，微塵再
鍍鋅板、SS400。
由濾袋過濾，粉塵附著於濾袋管
（2） 濾材：依污染物種類不同，
壁，使濾袋表面形成塵餅，再由壓
針對需求作選擇。
縮高壓空氣，噴氣逆洗使粉塵振落
（3） 處理量：依需求現場，作不
於集塵斗後，經螺旋輸送機及旋轉
同處理量之設計。
閥排出收集。
（4） 處理效率：可達 99.8％以上。
2. 用途
5. 代表性實績
（1） 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
（1） 各類粉塵、木屑集塵處理。
隆廠。
（2） 空氣輸送裝置之末端回收。
（2）
林口瀝青拌合廠。
（3） 排氣量變化大的粉塵及煙氣
（3）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污染場所。
司。
3. 特點
6. 產品照片
（1） 瞬間連續式自動逆洗，運轉
中風量穩定，壓力損失穩定
變化小。
（2） 傳 動 組 件 少 ，濾 袋 檢 查 簡
單，裝卸容易。
（3） 集塵效率高，即使細微粉塵
亦可捕集。
（4） 壓縮空氣噴射逆洗設計、粉
塵 自 動 震 落 ， 可 全天 候 使
用，不需停機清理。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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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空氣脈動噴洗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5） 粉塵噴射振落系統：顧名思義
即利用高壓空氣瞬間噴氣，利
用文式管原理帶動周遭大量空
氣進入濾袋內，使濾布表面產
生波動，進而將堆積在濾布表
面之塵餅振落。
含粉塵之空氣經過濾袋，粉塵被過
濾留置在濾袋外面，為維持固定的
過濾風量及壓差，每排濾袋必需持
續的清洗。在這個系統中，我們使
用的是壓縮空氣逆洗的方式。裝置
的電磁閥經由電子程序控制電路，
依預先設定的間隔時間激發，再經
由電磁閥操作膜片閥，當膜片閥打
開，壓縮空氣則由濾袋上端的配管
中噴出，濾袋外面附著的塵埃或塵
塊則被破碎落入下端的料斗中。

本套設備主要由集塵機本體、集塵
漏斗、出灰系統、過濾系統及粉塵
噴射震落系統所組成。
（1） 集塵機本體：本體須有足夠
之耐壓能力，並有足夠之荷
重能力，負載濾布及文式管
框架而不變形。
（2） 集塵漏斗：依粉塵之性質設
計，其安息角不得低於粉塵
之最低流動角度，並設有保
養孔。
（3） 出灰系統：由旋轉洩料閥或
螺旋輸送機組成，可單獨或
合併使用，依粉塵之性質決
定；採連續式出灰方式避免
粉塵堆積。
（4） 過濾系統：依不同之廢氣性
質選擇不同之濾布；當具有 2. 用途
某一粒徑分布的粉塵通過濾
回收處理含粉塵廢氣。
布時，粗大的粒子主要會依 3. 特點
慣性衝突作用，而細小的粒
（1） 最高的除塵效率。
子會依擴散作用和遮攔作用
（2） 減少動力設備，降低維護
而附著於織線上，同時，在
操作成本。
織線與織線之間會形成粒子
（3） 縮小集塵機體積。
的橋，像這樣所形成的一次
（4） 提高過濾速度。
附著層會具有許多曲折的細
（5） 處理量大。
孔，一般而言，其空隙率約
（6） 減少濾袋磨損，提高濾袋
為 80 ~ 85 ％ 左右，藉著這
使用壽命。
（7） 可被廣泛使用於各種粉塵
些細小的細孔即可進行微細
作業。
粒子的捕集。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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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

6. 產品照片

本體及支撐腳架材質可為不銹
鋼 SUS304、316、316L 等，亦
可為 SS400 除銹處理後噴漆處
理。濾布材質則依粉塵之物性、
廢氣之溫度等條件設計選用。
5. 代表性實績
（1）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廠。
（2） 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廠。
（3）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
港廠。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鄉區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 179 －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 備
粒狀污染物處理設備

袋濾式集塵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含塵氣體經過濾袋時，粉塵被捕集
於濾袋上，而乾淨之空氣則通過濾
袋排出，此外，為了維持固定之壓
差，必須定時清潔濾袋。本公司提 5.
供三種在使用上最普遍之產品：脈
動噴射式、空氣逆洗式、機械振動
式。

（1） 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2） 馬階醫院。
（3） 台北煙廠。
產品照片

2. 用途
（1） 焚化廠之含塵空氣。
（2） 熔 銅 、 乾 燥 爐 及 金 屬 熱 處
理，石化廠、生化廠等之製
程集塵設備。
（3） 空氣輸送裝置之末端回收。
（4） 製造業之粉體捕集與回收。
3. 特點
（1） 採用自動化控制定時清除濾
袋上之粉塵。
（2） 粉塵自動下料設備、操作容
易、安全性高。
（3） 過濾效果良好。
（4） 濾袋壽命長。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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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袋濾集塵機是採用濾布製成袋子
（1） 燁聯污泥乾燥爐。
形狀，其粉塵捕集機能不只是靠廢
（2） 中國工業乾燥爐。
氣穿透質地細密的濾袋表面所進
（3） 馬祖焚化廠統包工程。
行之表面過濾，更重要的是藉由堆 5. 產品照片
積粉塵層之加成過濾作用以達到
捕集粉塵之目地。
集塵機制分別為重力沉降、慣性衝
擊、直接攔截、擴散及靜電吸引五
種，以慣性衝擊、直接攔截及擴散
等三種為主。
2. 用途
適用於各種焚化爐、水泥廠、木材
加工廠及其它工廠所產生之煙氣
及粉塵處理。
3. 特點
（1） 瞬間連續式自動逆洗，運轉
中風量穩定，壓力損失小。
（2） 濾袋裝卸、檢查容易，零組
件少，不易損壞。
（3） 採跳躍噴洗方式，整體空氣
污染防制 系統的壓 降可以
因此降低，使得風車抽氣或
排氣比較順暢，故可以從此
得到增加 產量及能 源節約
的功效。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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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產品照片

將待處理的廢氣通過織布，粒狀物
則被織布攔阻，使乾淨的空氣流過
而達到除塵目的。本系統應用原理
包括：慣性衝擊、遮攔作用、擴散
作用、重力沉降、靜電吸引等。
2. 特點
可有效及高效率的達到除塵效果。

台灣士敏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CEMENT ENGINEERING CORP.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3 號 6 樓
6F., No. 113, Sec. 2, Jhongshan N.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597-2525 FAX：02-2594-7994
E-mail：ok5669@ms24.hinet.net
http://www.taiwancement.com/t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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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清掃集塵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小口徑配管，任何場所均容
利用小口徑的配管即可簡易地清
易配置。
掃廠房、淨室、機房，甚至辦公區。
（2） 備有各種吸塵管配件，使用
將真空吸塵管嘴或管刷的活動管
方便。
件插入壁面式/地面式管口，即可執
（3） 真空強力吸塵，工作場所乾
行清掃工作。
乾淨淨。
集塵主機為高壓型，設置於區域之
（4） 可配合各種場所提供特殊
外，易於保養管理。
低噪音設計。
2. 用途
4. 代表性實績
地面清掃、桌面清掃、機械清掃、
（1） 日月光半導體（上海）有
淨室清掃、各種清掃以及應用於粉
限公司。
體輸送。
（2）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3） 滬士電子（昆山）有限公
司。
5. 產品照片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http://www.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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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脈衝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含塵廢氣進入集塵機後，內部擋板
可將較粗的粉塵沈降於粉塵箱，同
時經擋板整流後之廢氣均勻於各
濾袋外部，於是微粉經濾袋過濾後
而成乾淨之空氣，從濾袋內部經上
部機箱，再由風車排出機外，經收
集於濾袋之粉塵逐漸形成濾餅，再
利用定時裝置定時自動開啟空氣
閥門引入高壓空氣，並以瞬間噴出
進入濾袋內產生衝擊力，把粉塵層
震落於底部之粉塵箱，定時把粉塵
箱拉出清除粉塵。

2. 用途
鑄造廠、機械廠、電子廠、陶瓷窯
業及化工廠等集塵用。
3. 特點
（1） 附有數位式監控器，可隨
時記取風量、風壓資料。
（2） 佔地空間小，濾過面積大。
4.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1） 本產品符合日本環境協議
會〝認〞登錄番號 0064，
0065 號。
（2） 通過德國 TUV 國際品質認
證 NO41008253 （ ISO
9002：2000）

5. 規格性能：
規格性能：
外殼材質：炭素鋼板。濾袋材質：Polyester 等。
型 式
FXΠ-7PB
電源
出力 （kw）
0.75
風量（m³/min）
10 12
60Hz 252 242
靜壓
（mmAq） 50Hz 246 230
材質
面積 （m²）
9
支數
4
寬（A）×深（B）
550×550
（mm）
高（mm）
1,593
粉塵箱容量（L）
20
吸入口（D）
（mm） ψ125
吸入口位置（c/m） 483/190
（mm）
壓縮空氣-標準消
15
費量（NL/min）
總重量（kg）
170

FXΠ-15PB FXΠ-22PB FXΠ-37PB FXΠ- 55PB
3 相交流 220V/50Hz 或 60Hz
1.5
2.2
3.7
5.5
10 20 25 15 30 40 20 40 55 30 60 80
274 265 240 280 260 230 275 265 250 300 280 250
265 260 240 280 260 220 290 280 250 280 260 240
多聚脂化纖
13
20
26
40
6
9
12
18

FXΠ- 75 PB FXΠ- 110 PB
7.5
40 80 100
320 280 250
295 280 263

5.5×2
80 120 140
285 270 240
272 260 228

52
24

74
24

650×650

770×770

900×900

1,300×900

1,700×900

1,700×900

1,765
25
ψ150

1,785
25
ψ200

1,850
45
ψ250

1,916
40×2
ψ300

1,971
35×3
ψ300

1,971
35×3
ψ400

645/225

605/255

550/300

490/270

490/270

490/200

20

20

35

40

70

80

240

320

400

500

600

750

台灣新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SINTONG MACHINE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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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搖震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含塵廢氣進入集塵機後，內部擋板
鑄造廠、機械廠、電子廠、陶瓷窯
可將較粗的粉塵沈降於粉塵箱，同
業及化工廠等集塵用。
時經檔板整流後之廢氣均勻分布3. 特點
於各濾袋外部，於是微粉經濾袋過
（1） 集塵效率高。
濾而成乾淨之空氣，從濾袋內部經
（2） 佔地空間小。
上部機箱後；再由風車排出機外，
（3） 操作簡易。
再利用所附之搖震機構，將粉塵層
（4） 保養容易。
震落於底部之粉塵箱，定時把粉塵
（5） 噪音低。
箱拉出清除粉塵。
4. 規格性能
材質：外殼：炭素鋼板。
濾袋：木棉。
規格處理量
型 式

EXΠ-400H EXΠ-750H/M EXΠ-1500H/M EXΠ-2200H/M EXΠ-3700H/M

電源
馬達 （kw）
0.4
風量 （m³/min）
5
60Hz
280
靜壓
mmAq 50Hz
195
濾布
寬（A）×深（B）
450×531
（mm）
高（mm）
740
粉塵箱容量（L）
10
（mm）
吸入口(D)（mm） ψ100
吸入口位置
273/185
（c/m）（mm）
搖震
震 馬達
手動
顏色
總重量 （kg）
48

3 相交流 220V/50Hz 或 60Hz
0.75
1.5
2.2
3.7
10 22
20 25 30
30 40 45
40 50 60
258 245
280 270 250 265 250 238 270 260 250
250 235
265 260 250 280 260 245 290 275 245
木棉
524×524

624×624

775×775

775×775

1,280

1,380

1,740

1,740

20

30

20×2

20×2

ψ125

ψ200

ψ250

ψ250

630/160

630/164

348/224

348/224

手動 0.2kw

手動 0.2kw

225 235

235 245

手動 0.2kw
110 125

手動 0.2kw
日塗工 534
155 165

台灣新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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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管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含塵廢氣進入集塵機後，內部擋
一般粉塵、鑄造廠、水泥廠、陶瓷
板可將較粗的粉塵沈降於集塵漏
業、化工及食品工業等之集塵，並
斗中，同時經擋板使廢氣均勻分
回收有價粉塵。
給各塵管內部，於是微粉經濾袋
3. 特點
過濾後而成乾淨之空氣，再由風
震落粉塵確實，可處理極微小之粉
車抽送至煙道排放，經收集於濾
塵。
袋上之粉塵逐漸形成濾餅，再利
用 定 時 裝 置 ， 定 時 開 閉 各 室 閥 4.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門，在閥門關閉空氣靜止時，利 （1） 本產品符合日本環境協議會
用所附屬之搖震機構確實的將粉
〝認〞登錄番號 0064，0065
塵震落於漏斗中，如此各室自動
號。
循環震落，可使極微小之煙霧亦 （2） 通過德國 TUV 國際品質認證
可處理，最後再利用螺旋輸送機
NO：41008253（ISO 9001：
及迴轉閥將粉塵排出。
2000）。
5. 規格性能
型式
TDC-10CRTDC-15CSTDC-20CSTDC-25CSTDC-33CSTDC-44CS
過濾面積（m²）
102
150
200
249
332
440
塵管數
144
216
288
216
288
384
0.4 kw × 3 0.4 kw × 3 0.4 kw × 4 0.4 kw × 3 0.4 kw × 4 0.4 kw × 4
搖震用馬達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塵管室數
3
3
4
3
4
4
粉 只有迴轉閥
1
塵 螺旋輸送機加
1
1
1
1
1
1
排
迴轉閥
出
0.4 kw × 1 0.75 kw × 0.75 kw × 0.7 kw × 1 1.5 kw × 1 1.5 kw × 1
方
驅動馬達
set
1 set
1 set
set
set
set
式
調節門、汽缸、電
3
3
4
3
4
4
磁閥（set）
A
2,143
3,157
4,225
3,927
5,235
6,678
B
2,100
2,100
2,100
3,170
3,170
3,170
機械尺寸
C
3,520
3,590
3,590
3,590
3,590
3,590
D
6,380
6,600
6,600
7,520
7,520
7,820

台灣新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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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TDC-55CS TDC-66CS TDC-83CS TDC-99CS TDC-120CS TDC-130CS
過濾面積
550m²
660m²
825 m²
990 m²
1,155 m²
1,320 m²
塵管數
480
576
720
864
1,008
1,152
搖震用馬達 0.4kw×5set 0.4kw× 4set 0.4kw×5set 0.4kw× 6set 0.4kw× 7set 0.4kw× 8set
塵管室數
5
4
5
6
7
8
粉 螺旋輸
塵 送機加
1
2
2
2
2
3
排 迴轉閥
出
驅動馬
方
2.2kw×1set 1.5kw×1set 1.5kw×1set 2.2kw×1set 2.2kw×1set 1.5kw×1set
達
式
調節門、汽
5set
4set
5set
6set
7set
8set
缸、電磁閥
A
8,371
9,382
11,751
14,120
16,489
18,858
3,170
3,170
3,170
3,170
3,170
3,170
機械 B
尺寸 C
3,590
3,590
3,590
3,590
3,590
3,590
D
7,820
7,820
7,820
7,820
7,820
7,820

6. 代表性實績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3） 東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新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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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氣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含塵空氣由機械上部流入碰到擋
板（Baffle Plate）時，氣流急速變
換流向，因此能使粉塵分級，粗的
粉塵直接落到漏斗，微粉會均勻附
著於濾布上而達到預期的集塵效
果，附著於濾布上的粉塵層乃利用
高壓空氣噴射而瞬間震落，空氣透
過濾布過濾，通過設在濾布上的超
級文氏管（Ultra Venturi）而進入上
部機箱，利用排風機排出機外。
2. 用途
一般粉塵、輸送機、鑄造廠、水泥
廠、鋼鐵廠、窯業化工原料、食品
工業等之集塵。

特點
（1） 採用超級噴氣式集塵（Ultra
Jet Venturi）方式，使用高壓
空氣噴射，能瞬間震落粉
塵，防止粉塵震落後的集塵
性能降低。
（2） 瞬間噴洗震落，所以壓力損
失一定，風量變動較少，效
率高。
（3） 濾 布 的 更 換 採 用 上 部 近 接
（Top Access）方式，從機外
可檢查及更換濾布。
（4） 濾 布 拆 裝 是 採 用 快 拆 環
（Snap Ring）方式，其拆裝
簡便且運轉中緊密性（Seal）
正確良好。
（5） 集塵循環時間 (Cycle) 只有
一般集塵機的 1 / 10。
（6） 採用高性能控制系統（Solid
State Tupe）能保證安定的控
制，而發揮優良性能。
（7） 特 別 適 用 於 高 含 塵 空 氣 集
塵。

4. 規格性能
（1） 外殼材質採炭素鋼，濾袋採 polyester 等。
（2） 外形尺寸
機 型
UDC-86PR UDC-8PR UAC-812PR
濾過面積
8 6m²
130 m²
173 m²
濾管支數
48
72
96
空氣閥
6
9
12
塵埃排出馬達
0.4 kw× 4 p × 1 set
A
1,330
2,042
2,654
B
2,113
2,113
2,113
機體尺寸 C
8,220
8,370
8,720
（mm）
D
4,100
4,100
4,100
E
3,120
3,270
3,620
F
1,000
1,000
1,000
空氣消耗量 120 L/min 180 L/min
240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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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式空氣過濾淨化機
1. 構造與原理
污染源 →

伸縮吸 →
臂吸進
處理機

袋式過 → 牆式過
濾器
濾器
↓

釋放出
專用特
乾淨空
殊活性 ← 紙製過
←
氣於工
濾器
碳
廠室內

2. 用途

4. 規格性能

（1） AW 系列適用於一般焊煙處 （1） 標 準 機 型： AW-900 、 AB –
理。
2000 / 3000。
（2） AB 系列則可處理有機溶劑氣 （2） 依環境需要來設計，約一個月
味、毒氣、惡臭、煙霧及微粒。
交貨。
3. 特點
5. 產品照片
（1） 半自動逆洗裝置操作簡單。
（2） 淨化效果佳，過濾 0.2 μm 以
上粒子達 99.7 % 以上。
（3） 透過一高速強力吸臂，將污染
空氣直接由污染源導入設備
中，以免污染氣體被作業者吸
入肺部。
（4） 特殊設計之過濾材可將粒子
過濾至 0.3 mm，且可淨化毒
氣及臭味。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 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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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電化學降解 VOC.PM2.5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結合濕式洗滌與高階氧化技
術， ecAir 系 列 空 污 防 制 系
統能移除空氣中的細懸浮微
粒 (如 p m 2.5) 、 有 害 氣 態 分
子 (如 SOx & NOx)以 及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VOCs) 。 藉 由 水
幕攔截污染物, 並以氫氧自
由 基 氧 化 分 解 污 染 物 為
CO 2 & H 2 O 等 ， 從 而 排 除
2. 用途
將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汙染物
(VOCx))及 pm 2.5 現場降 解去
除，使處理後空氣達到空污防制
標準。
3. 特點
（1）
（2）
（3）
（4）

不添加化學品。
不產生二次污染。
無需耗材更換。
富含氧氣的潔淨空氣。

氫創股份有限公司

HYDRON INNOVATION INC.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2 段 66-7 號 4F
4TH Floor, No. 66-7, Sec.2, Nankan Road, Luzhu Dist. 33855 Taoyuan, Taiwan
TEL：03-311-4088 FAX：03-311-2488
E-mail：Sherry.huang@hydron-inno.com.tw http://www.hydron-inn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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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式集塵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將微粉塵經風機吸入袋式機內，由

該設備為自動清洗除塵，時間可依

瀘布袋過瀘後，再經由高壓除塵以

需要而設定。

使瀘袋保持暢通，維持前端吸塵效 4. 規格性能
果。
2. 用途

Q:8,000 m³/min、SP:400 mmAQ、
M:30 hp ~ 1,250 hp、N:890。

凡生產工廠所產生之粉塵污染均 5. 代表性實績
適合使用該設備。

金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印尼金光集團。
（3） 信 鴻 鋼 鐵 工 業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ING FOON MACHINERY CO., LTD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197 巷 57 號
No. 57, Lane 197, Sec. 1, His Nan Rd. Wuri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5-2999 FAX：04-2335-3298 E-mail：kingfoon@ms3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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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鋼廠電弧爐集塵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構造：
（1） 主體工程：
A. 集塵室由 6 ~ 16 組組
裝而成一體。
B. 各個集塵室可各自控
塵及除塵。
C. 主體有 H 型鋼 200 ×
200 結構並以 L3”及補
助材料組成。
D. 外表以隔音隔熱烤漆
2.
板配置之。
（2） 吸 塵 風 管 ： SS41 6t,
D=Φ3,000,Φ2,400,Φ2,000
。
（3） 吸塵罩：SS41 3~4 t，依現 3.
場設定。
（4） 燃燒塔：SS41 9t,12t,15t。
（5） 冷卻塔：SS41 9t, 12t。
原理：
（1） 煉 鋼 廠 電 弧 爐 在 煉 鋼 過
程中，會產生極大粉塵直
沖廠外四週，且瞬間溫度
高達 1,500℃以上，因此
有效吸塵處在爐口，吸引
導 入 燃 燒 塔 內 將 一氧 化
碳再度燃燒並降溫，並把 4.
較 大 粉 狀 物 去 除 後再 引
入冷卻塔內，二度降溫與
除微粒粉塵物後再導
入，二層風管內冷卻直至
所達低溫，再進入集塵室
如 此 過 程 可 保 安 全及 布
管壽命與集塵功效。

金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 爐蓋直沖擴散之粉塵，可
籍由上頂氣罩吸取導入
風管內，因在頂端溫度與
週溫相互降溫無需雙層
管，僅以單層管導入集塵
室除塵既可。
（3） 集 塵 室 內 有 個 各 系 統 依
時間自由設定頻率及速
度，且集塵室內溫度可依
實際設定適定調整。
用途
（1） 煉鋼廠電弧爐集塵。
（2） 各場粉塵污染、收集、除
塵。
特點
超大型集塵設備，其風機效率管路
配置氣罩型式，逆洗操作氣布比流
速，分倉維修系統可大可小，視實
際需要設定，濾材選擇，設定保持
適當的清袋能量及頻率與穩定系
統的壓力降，避免造成不當清塵，
以上諸項特點均有完整的規劃系
統。
規格性能
（1） 型式：逆洗、振動、脈動。
（2） 吸 塵 風 機馬 力 ： 5 hp ~
1,750 hp。

KING FOON MACHINERY CO., LTD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197 巷 57 號
No. 57, Lane 197, Sec. 1, His Nan Rd. Wuri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5-2999 FAX：04-2335-3298 E-mail：kingfoon@ms3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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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式高溫布袋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其動作原理與彈夾式集塵機相
似，含塵廢氣進入集塵機後，經過
擋板及導流板後，氣體均勻分布於
各濾袋外部，逐漸形成濾餅，再利
用程序控制器設定之逆洗時間啟
動電磁閥，將 5 kg/m² 的壓縮空氣
瞬間通過文氏管進入濾袋產生震
波，把粉塵震落於集塵機下部，利 4.
用洩料閥排出機外，由於高溫的廢
氣有時會有黏稠性，所以必須加裝
石粉預塗系統以保護濾袋。
2. 用途

（1） 過濾後排放之氣體符合環保
法規排放標準。
（2） 為了降低石粉 消耗可回收
再使用。
（3） 濾袋更換採上抽式，人員更
換容易且 不易受到 粉塵污
染。
代表性實績

（1） 永新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2）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
（3） 信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廠、瀝青拌合廠、陶瓷窯業 5. 產品照片
廠、資源回收廠、焚化爐廠等。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 No. 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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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氣脈動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含塵氣體經由集塵機入口進入，經
一擋板使氣流均勻分布於整個過
濾室，粉塵經由濾袋捕集，清淨空
氣由本體上方排出機外，每一濾袋
上方設有噴氣管及噴嘴經由差壓
計及程式控制器，將高壓氣體引入 4.
濾袋、振落濾袋外的塵餅，落入集
灰室，再經旋轉閥排出。
5.
2. 用途
各種製程中所產生的乾式粉塵皆
可捕集回收。

（1） 除塵效率可達 99 % 以上。
（2） 濾布透氣性佳，處理風量
大。
（3） 易於維修，便於拆卸，使用
年限長。
規格性能
過濾面積：10 ~ 600 m²。
代表性實績

（1） 正 熊機械 股份 有限公 司─
廢液鍋爐集塵機。
（2） 大連儀征廠。
（3） 大連麥寮廠。
6. 產品照片

高幟通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 FLAG VENTLATION IND CO., LTD
台中市南屯路二段 860 巷 37 號 No.37, Lane 860, Nantun Rd., Sec.2,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89-8928 FAX：04-2389-9053 E-mail：gfan8928@ms37.hinet.net http://www.golden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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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脈沖噴洗式袋布集塵器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含粉塵的空氣經過濾袋，粉塵被過
濾留置在濾袋外面，為了維持固定
的過濾風量及壓差，每排濾袋必需
持續的清洗。在這個系統中使用的
是壓縮空氣逆洗的方式。裝置的電
磁閥經由電子時序控制電路，依預
先設定的間隔時間激發再經由電
磁閥操作膜片閥，當膜片閥打開，
壓縮空氣則由濾袋上端的配管中
吹出，濾袋外面附著的塵埃或塵塊
則破碎落入下端的料斗中。
2. 用途

（1） 最高的除塵效率。
（2） 減少動力設備，降低維護操
作成本。
（3） 縮小集塵器體積。
（4） 提高過濾速度。
（5） 處理風量較大，過濾過程中
處理風量幾可維持不變。
（6） 減少濾袋磨損，提高濾袋使
用壽命。
（7） 可被廣泛使用於各種粉塵
作業。
（8） 可採自動下料雙蝶閥，以利
回收粉塵作業，節省人力操
（1） 化學食品工廠：粉碎機、混
作，避免粉塵堆積在斜槽
合攪拌、輸送、原料投入
內。
口、袋裝口。
（2） 窯業：粉碎、捏合、成型、 4. 產品照片
輸送。
（3） 機械工廠：研磨、車削、拋
光、焊接。
（4） 木工廠：鋸、鉋、磨光。
（5）
） 飼、肥料工廠：原料投入、
輸送、混合、裝袋。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http://www.fairtech.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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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格性能
規格 濾布面積
濾袋數
（m²）
JBF-50
54
48
JBF-80
81
72
JBF-100
108
96
JBF-130
135
120
JBF-160
162
144
JBF-190
190
168
JBF-220
217
192
JBF-240
244
216
JBF-270
271
240
JBF-300
299
264
JBF-320
326
288
JBF-350
353
312
JBF-380
380
336
JBF-400
407
360
JBF-430
434
384
JBF-460
461
408

型號

6.

電磁閥 參考重量
數
（kg）
6
2,600
9
3,200
12
4,000
15
5,000
18
5,600
21
6,000
24
6,650
27
4,700
30
8,000
33
8,600
36
9,200
39
10,000
42
11,000
45
11,800
48
12,200
51
13,000

尺寸 A
1,500
2,100
3,000
3,900
4,500
5,400
6,000
6,900
7,500
8,400
9,000
9,900
10,500
11,200
12,000
12,900

壓縮空氣
最高
最低
0.44
0.24
0.63
0.37
0.80
0.46
1.02
0.58
1.19
0.68
1.41
0.80
1.62
0.92
1.82
1.03
1.99
1.14
2.20
1.26
2.42
1.38
2.63
1.50
2.80
1.60
3.00
1.72
3.17
1.82
3.38
1.93

代表性實績

（1） 台電林口火力發電廠。
（2） 中山科學研究院─三峽廠。
（3） 豐泰鞋業有限公司。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http://www.fairtech.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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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面積脈沖式集塵器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本集塵器係將含粉塵的空氣經過
（1） 最高的除塵效率。
濾袋，粉塵被過濾留置在濾袋外
（2） 最小的集塵器體積、佔地
面，為了維持固定的過濾風量及壓
面積小。
差，每排濾袋必需持續的清洗。在
（3） 使 用 過 程 中 排 氣 風 量 維
這個系統中使用的是壓縮空氣逆
持不變。
洗的方式。逆洗裝置的電磁閥經由
（4） 大 過 濾 面 積 使 集 塵 器 有
電子時序控制電路，依預先設定的
極 高 的 過 濾 效 率 及極 低
間隔時間激發再經由電磁閥操作
的壓力損失。
膜片閥，當膜片閥打開，壓縮空氣
（5） 可 廣 泛 使 用 於 各 種 粉 塵
則由濾袋上端的配管中吹出，濾袋
作業。
外附著的塵埃或塵塊則破碎落入
4. 產品照片
下端的料斗中。
集塵器自動下料排塵設備係採用雙
蝶閥排料裝置，可連續排料，同時
保持集塵器之氣密狀態。
2. 用途
（1） 電子工廠：印刷電路板鑽
孔、成型、裁切、疊板、
V-cut。
（2） 化學食品工廠：粉碎、混合
攪拌、輸送、原料投入口、
裝袋。
（3） 窯業：粉碎、成型、捏合、
輸送。
（4） 機械工業：研磨、車削、拋
光、焊接。
（5） 木工廠：鋸、鉋、磨光。
（6） 飼料、肥料工廠：原料投
入、輸送、混合、裝袋。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http://www.fairtech.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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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格性能

CEF-24

濾材面積
濾材數量 電磁閥數 尺寸 A
（m²）
24
6
3
1,000

850

參重考量
（kg）
500

尺寸 B

CEF-36

36

9

3

1,000

1,850

800

CEF-48

48

12

4

1,150

1,850

850

CEF-60

60

15

5

1,250

1,850

900

CEF-72

72

18

6

1,350

1,850

950

CEF-100

96

24

8

1,550

1,850

1,020

CEF-120

120

30

10

1,750

1,850

1,100

CEF-140

144

36

12

2,000

1,850

1,200

CEF-160

156

39

13

2,100

1,850

1,250

CEF-180

180

45

15

2,350

1,850

1,350

CEF-200

192

48

16

2,450

1,850

1,400

CEF-300

300

75

25

3,450

1,850

1,750

CEF-400

396

99

33

4,300

1,850

2,100

CEF-500

504

126

42

5,300

1,850

2,500

CEF-600

600

155

50

6,200

1,850

2,850

CEF-700

708

177

59

7,150

1,850

3,200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http://www.fairtech.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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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動式工業用吸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1） 一般工廠用吸塵機。以強勁
的吸力，猛力地吸取粉屑或
砂等之重灰塵。濾網的清除
只要上下移動去塵杆即
可。以專利的灰塵筒安裝用
夾具手把可簡單裝卸集塵3.
筒。
（2） 可靠近粉塵場所收塵，不需
配管，節省經費，大幅提高
方便與機動性。
4.
（3） 適合於噴砂、砂輪、木工、
研 磨、切 削 ……等 ，吸 塵
粉、棉屑、木削之用。
（4） 材質採用 SUS-304 鏡面鋼
板，美麗大方，使用快速扣
環，3 段組合式，易拆卸清
理簡易。
（5） 採用 PE 德製板式濾材，堅
固，耐磨，防水，防腐蝕。
（6） 集塵效率達 99.999 %出口
排氣含塵度＜1 mg/m3，可
過濾 1 μm 以下之微塵。

可適用於二氧化鈦、色料、碳黑、
金剛砂、二氧化矽、水泥、電木粉
碳酸鈣、鐵屑、酚醛樹脂、飛灰、
白煙、焊煙、雷射切割煙塵等，細
微黏滯性、吸潮性之煙塵過濾。
特點
高風壓、乾濕兩用，採用旋風收塵
機與袋式吸塵機之特長，吸力特
強。
產品照片

RA 型系列-集塵機
型系列 集塵機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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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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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格性能
RA 型系列
型號

電壓

馬力

風量

靜壓

吸入口徑

外型尺寸

重量

Type

V

kw/hp

m3/min

mmAq

mm

L×W×H(mm)

kg

2.2 kw / 3 hp

3.5

2,100

76

3.7 kw / 5 hp

6

2,100

76

RA033
RA055
RA077

RA100

三相
220／380
三相
220／380
三相
220／380
三相
220／380

5.5 kw / 7.5 hp

9

2,200

100

7.5 kw / 10 hp

12

2,200

120

RV 型系列－
型系列－抽屜型集塵機

1,100 × 430 ×
1,200
1,100 × 430 ×
1,200／(1,800)
1,100 × 550 ×
1,800
1,100 × 550 ×
1,800

備注

95
110
140

170

大筒型
1,800
大筒型
1,800
大筒型
1,800

RV 型系列－
型系列－漏斗型集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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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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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濾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1） 含塵空氣由集塵設備底部
吸送至濾袋室內，粉塵附著
於濾袋表面，過濾後之清淨
空氣通過濾袋設備頂部排
出，濾袋表面附著之粉塵以
噴氣逆洗方式清洗濾袋，震
落後收集於壓板式集塵桶
內清除。
3.
（2） 清洗濾袋裝置設置於濾袋
頂部，運作時以壓縮空氣(7
kg / cm2)瞬間噴入并導入 5
至 7 倍的 2 次空氣，使濾袋
產生擴張的振動原理，利用
此擴張的振動原理及空氣
4.
逆洗運作達到清洗濾袋的
效果。
（3） 清洗濾袋時因每組濾袋清
洗時間僅約 0.1 秒，對過濾
面積影響幾乎沒有，且每一
組濾袋循環清洗時間間隔
約 3 分鐘，濾袋整體壓降保
持一定，處理風量壓力變動
小，設備整體能保持安定狀
態運轉。

（1） 一般工廠集塵用。
（2） 印刷電路板：可配磨邊機、
V-CUT 機、PP 分條機、裁
板機。
（3） 一般工廠用：車床、銑床、
研磨、搪孔、拋光研磨、平
面研磨機、化工機等。
特點
（1）
（2）
（3）
（4）
（5）

集塵效率高。
壓力損失變化小。
處理風量大。
維修保養容易。
應用機種齊全。

產品照片

3,000hp 電弧爐集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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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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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格性能
RT 型系列－高風量、中風壓
規範

型式

RT-25

RT-30

RT-40

RT-50

RT-60

RT-75

40
36
48

90
76
108

120
98
120

160
127
180

200
155
220

250
200
280

300
240
340

個

6

9

12

7

8

9

9

1/min

85

140

170

200

225

450

500

kw

1.5

1.5

1.5

2.2

2.2

5.5

5.5

mmAq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kg

500

700

850

1,100

1,200

1,600

1,900

風量
m3/min
過濾面積
m2
濾布數量
條
電磁閥數
量
標準壓縮
空氣量
適用空壓
機馬力
靜壓(水
柱壓力)
本體概略
重量

RT 型系列－
型系列－脈動式集塵機
脈動式集塵機

RT-100
~300

視現場需求設計製作

RT-10

RG 型系列－
型系列－脈動式集塵機
脈動式集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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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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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4.
採用高效率薄膜（membrane）濾
袋，將污染物經由引抽風機抽吸至
袋式集塵機進行氣固分離，使粒狀
污染物被捕集於濾袋表面並以
Timer 來控制清潔濾袋的頻率，清
潔方式為把高壓空氣噴入濾袋
中，將濾袋表面的粉塵震落至集塵
機灰斗內，再收集至灰斗下方的收
集桶並定時清除。經袋式集塵機過
濾後的氣體再經由抽引風機排至
空氣中。
2. 用途
用於鑽孔、成型、研磨、粉粒體輸
送、混合、攪拌、焚化爐、化學、
水泥、石灰、木屑、塗 裝等作業場
所。
3. 特點
（1） 相同尺寸下，過濾面積為傳
統型濾袋的數倍，可減少集 5.
塵機所占用之空間，濾袋可
自我支撐，無濾袋框架，不
易磨損，使用壽命長。
（2） 表面有微孔性薄膜，過濾效
率極高，粉塵不易侵入濾袋
內部，增加濾袋使用壽命。
較傳統型濾袋更輕便，且強
度更強更耐用。
（3） 濾袋更換簡便且快速，可縮
短維修停機時 間，進而提高
增加產能。

達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規格性能
（1） 彈性濾袋頭，安裝氣密效果
佳。
（2） 濾袋頭一體成型與濾袋緊密
貼合。
（3） 縐摺式設計，提供良好而均
勻的支撐，且保有濾布的彈
性。
（4） 寬折空間使粉塵能有效的震
落。
（5） 彈性皺摺設計有效因應噴氣
逆洗之功能。
（6） 兩側採鋼材封邊，能有效保
護濾袋及支撐底部剛性底座
堅固支撐整個濾袋。
（7） 空氣動力學的外型使氣流最
佳化，在過濾及逆洗時能維
持最低的壓差。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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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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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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濾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利用擴散慣性衝擊、遮攔及重力等
作用，達到粉塵捕集效果，本集塵
機使用高壓空氣，連續式高壓空氣
逆洗，粉塵震落時不須停機，性能
穩定，集塵效率高。
2. 用途

（1） 粉 塵 捕 集 效 率 可 達 99.99
%。
（2） 瞬間噴洗震落，所以壓力損
失固定，風量變動少，效率
高。
（3） 針 對 工 廠 地 形 及 地 物 限
制，特別開發組合式機型，
用於研磨、裝卸、混合、攪拌、粉
避免因處理設備進廠，對工
體輸送、乾燥爐、溶解爐、醫藥、
廠現有廠房、設備造成拆遷
化學、水泥、石灰、木器、粉體塗
等困擾。
裝等作業場所。
（4） 安裝簡單、維修容易。
4. 代表性實績
（1）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同富士電化公司。
（3） 寶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揚環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AN HWAN POLLUTION CONTROL MACHENICS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360 巷 45 號
No.45, Lane 360, Chung Shan Rd., Shenga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561-3885 FAX：04-2561-1440 E-mail：hanhwan@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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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含塵廢氣由入氣口進入袋濾集塵
（1） 材質：結構鋼板、不銹鋼
機，經擋板使較重之粉塵先行沉
板、合金鋼板。
降，而其它較輕粉塵均勻分布於濾
（2） 濾 袋 材 質 ： Polyester 、
袋四週，再由 PLC 控制電磁閥導
FRP 、 Nomax 、 Teflon、
引膜片閥輸入壓縮空氣，使其通過
Ryton、P-84、Nylon、PP、
文氏管對濾袋進行噴洗，使得附著
90%
Polyester
＋
於濾袋四週之粉塵震落於集灰槽
10%Carbon
Fiber 、
內，而乾淨空氣則穿透濾袋藉由送
Acrylic。
風機排出。
5. 產品照片
2. 用途
適用於各行業之粉塵處理及回收。
3. 特點
（1） 全機操作採用 PLC 程式控
制，操作簡易。
（2） 特殊設計之文氏管，脈衝清
洗濾袋、壓力損失小、處理
風量大。
（3） 濾袋透氣度良好，磨損小，
使用壽命長。
（4） 濾 袋 可 由 集 塵 機 頂 部 換
裝，不需進入機體內，拆裝
簡單，易於維護。

處理風量：5,000 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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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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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塵設備
集塵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主要的集塵設備分成兩大類，分別
是旋風式與袋濾式。旋風式集塵的
原理是離心力，而袋濾式是利用布
袋過濾更細小的粉塵。

不論旋風式集塵系統、袋濾式集塵
系統(可搭自動配導管設計)，皆依
造客戶的廠區規模設計，不限大
小。

2. 用途
5. 產品照片
一些行業在生產中，難免會有粉
塵、木塵產出，如家具製造業、鋸
木業、油漆業、油墨塗料業。為避
免工作人員吸入，以及周邊環境保
護，吸塵系統是很好的空汙管理系
統。
3. 特點
改良工業用抽風機的葉片設計，
使抽風機效率提升。吸塵管的管
道設計，亦依造客戶現場需求打
造，能更有效吸塵。

總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SUNG CHANG MACHINERY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豐洲路 1025 巷 66 號
No.66, Ln. 1025, Fengzhou Rd., Shengang Dist., Taichung City 429, Taiwan
TEL：04-25626268 FAX：04-25629484 E-mail：tcmco@ms3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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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筒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使用專利的一體成型彈筒式濾
（1） 福祿(蘇州)陶瓷色釉料公
管，增進粉塵振落效果並且縮小機
司。
體。在集塵機本體內部附有慣性集
（2） 安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塵室及氣流分配器，可將較粗、重
（3） 台灣湯淺電池股份有限公
的粉塵預行分離並平均分配氣
司。
流，以減低濾管負荷、增長濾管壽 5. 產品照片
命，而且減少操作維護的成本。
2. 用途
各種發生粉塵逸散的作業場所。
3. 特點
（1） 入口附有慣性集塵室及氣
流分配器，可應付任何高含
塵量或粗大粉塵的氣流。
（2） 摺疊式濾管，過濾面積加大
7 倍。
（3） 濾管內附反射筒，粉塵振落
效果強大。
（4） 濾布摺疊間距適中，粉塵不
阻塞，濾布面積 100 % 有
效。
（5） 濾管、文氏管、反射筒一體
成型，安裝及保養簡單而且
乾淨。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http://www.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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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集塵機
（5） 濾 管及塑 膠集塵 袋裝置 於
鐵桶內，可以避免損害。並
且拆裝簡單，易於維修。
（6） 從 檢視孔 即可知 道粉塵 堆
積位置。
（7） 從 機器頂 端即可 搖動內 部
刷子清潔濾管。

1. 構造與原理

機型輕便美觀，可以隨時移動至需
要收集污染源的位置。並且可以加
裝成二個粉塵吸入口(4”)，收集二
處污染源。
2. 用途
（1） 最適合非固定污染源之收
4. 產品照片
集。
（2） 木工機製程中所產生之乾
燥粉塵。
3. 特點
（1） 降低工作場所空氣中有毒
危險的粉塵。
（2） 內鍵高效率風車。
（3） 彈夾式濾管過濾面積大。
（4） 真空儀錶可顯式空氣之流
速。
5. 規格
規格性能
性能
Model No.
Motor
Air volume
(CFM)
Filter Area
Bag
volume
Sound Rate

DC-102
2 hp

DC-103
3 hp

DC-105
5 hp

26 m3/ hr (916 cfm)

32.2 m3/ hr (1,136 cfm)

47.7 m3/ hr (1,683 cfm)

4,348 cm2 (674 in2)

5,809 cm2 (900 in2)

8,177 cm2 (1267 in2)

0.09 m3 (3.2 ft3)

0.12 m3 (4.3 ft3)

0.16 m3 (5.76 ft3)

53 dB(A)

67 dB(A)
125 mm (6”) x 1
Or with extra inlet 100mm
(4”) x 2
1,232 mm×540 mm×1,604
mm
116 kg (255 lbs)

82 dB(A)
125 mm (6”) x 1
Or with extra inlet 100mm
(4”) x 2
1,400 mm×621 mm×1,750
mm
136 kg (300 lbs)

Inlet
Diameter

100 mm (4”) x 1

Overall
Dimension
Net weight

1,220 mm×506 mm×1,440
mm
95 kg (209 lbs)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No.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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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彈夾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利用壓送或吸引將污染源的含塵
氣體送至集塵機處理，再由抽風設
備將過濾後的乾淨空氣排放至大
氣。附著在過濾集塵管外面粉塵或
灰餅，則利用程序控制器設定逆洗
時間啟動電磁閥，將 5 kg/cm²的壓
縮空氣在瞬間通過文氏管噴在濾
管內部形成震波，而震落附著於濾
管外部之灰餅。每個電磁閥間隔動
作開啟時間，依粉塵濃度及種類的
不同而設定自動逆洗清灰時間，以
達到連續運轉的目地。
2. 用途
（1） 工業粉塵之收塵及回收：例 4.
如石綿、肥料、飼料工業、
PVC、橡膠研磨、粉粒體
輸 送、磨粉、攪拌、噴砂、
陶瓷、磁磚、粉體塗裝、皮
革、色料、紙業、水泥、煤
碳、合板、木工製品、化工
原料等粉塵。
（2） 粉粒體輸送：氣體輸送，魯
氏鼓風機輸送之末端集塵。
（3） 儲 料 桶 等 排 氣 孔 （ Air
Vent）。
（4） 汽渦輪發電機、空氣壓縮機
之入排氣過濾。
（5） 無塵式通風系統：烤漆室、
噴漆式、辦公室、家庭通風
等。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組立式機體設計，構造簡
單。
（2） 集塵效率高，壓損小。
（3） 濾 管 更 換 採 外 裝 抽 取 方
式，人員不需進入機體，動
作簡單，保養維修簡易。
（4） 摺疊式星形濾管體積小且
過濾面積大，可加大到 7.5
倍，處理風量大，安裝不佔
空間。
（5） 依用途不同可選擇附文氏
管或不附文氏管。
規格性能
材質：機體：不銹鋼或碳鋼。
濾材：PE、PE＋Teflon、PE＋Alu、
Pater＋PE、Paper。
（1） 處理風量：5 ~ 1,000 m³ /
min / 台。
（2） 處理溫度：Max.100 ℃。
（3） 機體材質及濾材之選用，則
依使用條件而異。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No.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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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尺寸：
規格尺寸：
型 號

過濾面積
（m²）

5. 代表性實績
濾管數 電磁閥數

馬力
（hp）

T-1

5

1

1

0.5

T-4

20

4

2

2

T-9

45

9

3

5

T-12

60

12

4

5.5

T-16

80

16

4

7.5

T-20

100

20

5

10

T-25

125

25

5

15

T-30

150

30

6

15

T-35

175

35

7

15

T-40

200

40

8

20

T-50

325

50

10

30

T-60

300

60

12

30

T-75

375

75

15

40

T-100

500

100

20

50

T-125

625

125

25

60

T-150

750

150

30

75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永新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2）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
（3） 信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6. 產品照片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No.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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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集塵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靜電集塵仍是利用電荷異性相吸
引原理，與外加高壓而形成二個極
性相反之電場，庫倫力的作用使塵
煙粒子附著於荷電上，因風力誘引
而導向集塵極板移動而附著於集
塵板上，因而達成淨化空氣的目
的。
靜電集塵機可分低壓及高壓，設計
選用時需充分考量塵煙性質，必要
時可搭配入口初級濾網、出口高效
率過濾網或除臭設備等配套裝置。
（1） 使用期間之清理保養可採定
時人工取下清洗。
（2） 於機構上設置定時自動清洗
裝置。
4.
（3） 於機構上設置定時敲擊系統
進行敲擊。
2. 用途
舉凡各種行業生產製程所產生之
粉塵、灰粒、煙灰、薰煙。
3. 特點
（1） 本機電源供應：採用 SCR 矽
控元件方式，具有定電壓、
定電流、頻度調整控制，操
作簡單。
（2） 控制盤採用隔離變壓器：可
防止雜訊及對電子回路干
擾。
（3） 具無輸出偵測回路：開機十
秒後，若無輸出電壓，則自
動切斷電源。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4） 自動電壓調整回路：具火花
偵測及產生火花時降低電壓
之功能。
（5） 採用多段板式與管式長距離
收集粉塵、油煙效率高達 98
％以上。
（6） 使用動力小、風阻壓降損失
小。
（7） 針對粉塵之物理性質，設計
集塵極與放電極之間距，提
高集塵極之捕集效率，並降
低放電極之粉塵附著。
（8） 進氣口之氣流平均分配，降
低因負荷不均所產生粉塵溢
散等問題。
規格性能
本體材質：一般採用 SUS304 或
SS400 材質。
標準設備：
（1） 靜電集塵機本體外殼。
（2） 支撐架結構。
（3） 懸吊系統。
（4） 電極之對心、高強度電極的
結構。
（5） 儲灰斗。
（6） 出灰系統。
（7） 直流高壓電源裝置(高壓產
生器)。
（8） 高壓電盤。
（9） 高壓絕緣裝置。
（10） 噴 洗 除 污 系 統 ( 或 粉 塵
震 落 敲 擊 系 統 )。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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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靜電集塵機
（6） 故障率低，維修容易，安全
性高，操作費用低。
利用直流電源對極線施予負電性高
（7） 可收集水氣，具有除霧功
電壓，在放電極線與接地集板之間
能。
建立電場，主要是 利用負離子與粒
（8） 可與洗滌塔合而為一，增加
狀污染物結合而達收集污染物的目
其效率。
的。利用水將極線與集板收集下來
的污染物帶走，並保持濕式靜電集 4. 規格性能
塵在最佳操作狀況。
（1） 放電極線：線型、針型、星
型、十字型、魚骨型。
2. 用途
（2） 集板：平板、方管、圓管、
用於鍋爐，鋼鐵業之熔爐，非鐵金
蜂巢、棒幕型。
屬熔煉業水泥燒成爐，玻璃熔爐，
化工業之顏料、造紙、塗裝、瀝青、 （3） 噴咀：衝擊式、實體錐式、
螺旋式。
焚化爐、食品業、酒廠、汽電共生
（4） 可使用連續或間歇沖洗模
廠等空氣污染防制。
式。
3. 特點
（5） 熱風產生機。
（1） 高效率，不易受粒狀物的物
（6） 誘引風機。
性影響。
（7） 白煙除霧裝置。
（2） 無再逸散及旁漏，極適合收
5. 產品照片
集微細粒狀物。
（3） 操作在露點以下，設備體積
小，適於處理爆炸性、易燃
性之粒狀物。
（4） 將氣態污 染物冷 凝到其露
點以下，變成粒狀，可進行
充電、收集而達去除目的。
（5） 可在噴入 的水中 添加反應
劑，而達去除氣態污染物的
目的。
1. 構造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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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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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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泵式濕式廢氣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無泵式濕式集塵機分別由處理塔
本體、氣體導入擋板、噴喉部、水
流攪拌部、除水器擋板、液面調整
器、溢流液面調整器及排放閥(電
動、氣動或手動)等單元組成，再
依污染源之物質屬性選擇必要之
附屬設備。
含 塵 氣 體 經 導 引 進 入 集 塵 機 本 4.
體，因氣體擋板與液面保持狹小通
道，使廢氣高速通過喉部，因離心
作用帶起大量水花並在此區域內
形成渦流狀，大量的水氣與擋板產
生衝擊落下後會互相碰撞，與由底
部高速上升之含塵空氣經氣液混
合和上下沖洗後，而獲得極高之集
塵效率。隨後清淨空氣伴隨著水滴
向外飛逸，撞擊除水擋板後，水氣
分離，水被完全捕捉僅空氣排放。
而遇大量氣體流量變化時可藉調
5.
整液面調整器之溢流液面調整器
以維持集塵性能。
2. 用途
本設備可處理可溶性(親水性)氣
體、液態微粒、固體粒狀物及臭氣
等廢氣。
3. 特點
（1） 具有處理高溫度和含水分氣
體的能力。
（2） 合理又理想的氣液混合沖洗
裝置，廢氣捕集效果佳，於
3~5 μ 之微塵亦有高達 95 ％
以上之效率。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3） 不需要泵浦作用，僅靠誘引
風車帶動氣體，藉其通過之
速度及離心力，帶動水氣即
可達到目的，且設備內空間
大，維護檢查容易。
（4） 因壓力損失(150 mmAq)小，
幾無其他器材消耗品，運轉
成本低廉。
規格性能
（1） 本體材質：高溫氣體採用不
銹鋼 SUS 304、316、316L
等，或 SS400 除銹處理後表
面噴漆；酸鹼廢氣則採用 PP
聚丙烯塑膠材質，或是
PVC、PE 等塑膠材質。
（2） 充填材材質：依廢氣之特性
可選擇 SUS 304、PP、PVC
等材質。
產品照片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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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流濕式處理塔
1. 構造與原理

3. 規格性能

利用各排氣系統之原有動力來處
理各污染物之廢氣與粉塵。有沈
降、收集、過濾、除塵等功能。 4.
2. 特點

依廢氣量定規，材質有 PP、PVC、
SUS304、鍍鋅、SS400 等。
代表性實績

（1） 永信藥品工業（股）公司。
（1） 後段排氣不需加設動力。
（2） 國嘉製藥品公司。
（2） 各污染源排氣獨立，氣體不
（3） 永甲興業（股）公司。
會倒灌或產生交叉污染。 5. 產品照片
（3） 壓損在 15 mmAq 以下。
（4） 多套污染源排氣只需設置一
組排放煙囪。
（5） 適用各種行業之排氣系統。
（6） 檢修容易，造價成本低。
（7） 節省動力費支出。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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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化床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含塵廢氣由塔身下方進入，先經過
一氣體分配器以增加氣體之流
速，使填充材造成流體化現象。噴
嘴由上方將水噴下，含塵氣體與水
滴在流體化床內相互接觸，再利用
填充材之流體化現象將粉塵去
除，而後氣體再經除霧器將其中所
含液滴去除後，乾淨空氣排放至大
氣中，洗滌廢水經沉澱槽或其他方
式處理後可再循環使用。
2. 特點

氣體名稱分子式洗滌液
H2O
鹽 酸 HCl
NaOH
H2O
氫 氟 酸 HF
NaOH
H2O
氨 氣 NH3
H2SO4
氰 酸 HCN NaOH
二氧化硫 SO2 NaOH
氯 氣
Cl2 NaOH
硫 化 氫 H2S NaOH
硫 酸 H2SO4 H2O
鉻 酸 CrO3 H2O
氫氧化鈉 NaOH H2O

除去率
90 ~ 95 %
95 ~ 99 %
90 ~ 95 %
95 ~ 99 %
90 ~ 95 %
99 %以上
90 ~ 98 %
95 ~ 99 %以上
95 ~ 99 %以上
95 ~ 99 %以上
95 ~ 99 %以上
95 ~ 99 %
95 ~ 99 %

（1） 初設費用低，操作維護容
註：此表是以多種氣體發生濃度 100
易。
（2） 可同時去除粒狀污染物及
ppm 為基準。
其他酸、鹼性廢氣。
5. 產品照片
（3） 可更換氣體分配管調整排
氣量，達到最佳流體化現
象，以增加去除效率。
（4） 粉塵之去除效率，在粒徑
2μm 以上時可達 95~99%。
（5） 受溫度之影響較小，高溫之
廢氣亦能處理。
3. 代表性實績
（1） 高雄市政府愛河截流站。
（2） 聯勤總司令部高保廠。
（3） 聯勤總司令部花保廠。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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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離心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利用渦流離心力，使氣體與洗滌
液產生攪拌、混合、附著、吸收
之效果，而除去廢氣中的污染
物。
5.
2. 用途

（1）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湯淺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3） 希世比科技電池(廣州)公司。
產品照片

有害氣體吸收、煙塵去除及廢氣
冷卻洗淨。
3. 特點
（1） 利用氣流離心力進行氣
液攪拌混合，氣液接觸效
果優異。
（2） 機體構造簡單，造價低廉
且保養容易，幾乎無固定
耗材。
（3） 污 染 物 平 均 去 除 效 率
90% ， 冷 卻 熱 交 換 效 率
100%。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http://www.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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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型氣泡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利用沖洗作用與水的離心力來捕
捉含塵空氣，當空氣流過 S 型槽
時，與水混合後一同被排風機所吸
出而分離。
2. 用途
壓鑄工廠：鋁合金壓鑄件、鎂合金
壓鑄件等集塵用。
化學工廠：製藥廠。

（1） 構造簡單，且效率高。
（2） 設防爆及安全對策與附屬
裝置，使危險性降到最低。
（3） 處理風量及壓力損失變化
小。
（4） 設有水位調節機構，能確
保水位高度。

4. 規格性能
形式

BDC-3N

BDC-5N

BDC-7N

BDC-50N

電源

220V 50/60Hz

220V 50/60Hz

220V 50/60Hz

220V 50/60Hz

送風機用馬達

2.2 kw × 2 P

3.7 kw × 2 P

5.5 kw × 2 P

37 kw × 2 P

風量（m3 / min）

30

50

75

500

靜壓（pa）

2,450

2,450

2,450

2,450

水槽儲水量（L）

900

1,000

1,400

5,500

釋放口設置數

1個

1個

2個

11 個

爆壓放散口

3個

3個

3個

11 個

A（mm）

800

1,000

1,400

4,420

B（mm）

613

689

789

2,200

C（mm）

Ø195

Ø250

Ø292

Ø775

機體
尺寸

台灣新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SINTONG MACHINERY CO., LTD
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五路 9 號 No.9, Gongye 5th Rd., Guanyi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83-9966 FAX：03-483-3636 E-mail：sinto@ms26.hinet.net http://www.twsint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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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漆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特製弧型水幕增加導流及漆塵捕
集效果，將噴漆時所產生無法附著
於工件的漆塵，利用適當的抽風引
力，導入一洗淨室使漆塵與空氣分
離，以達到相當效果。
2. 用途

（1） 可節省人力，提高員工工作
效率，增加產量。
（2） 增加產品的美觀價值。
（3） 特殊設計引水及渦捲洗淨
室。
（4） 保持廠房美觀整潔，創造舒
適的工作環境。
排除噴漆時所產生的粉塵污染，避
（5）
保持濕度，預防揮發性氣體
免漆塵污染被噴塗物。
的災害。
（6） 針對噴漆時所產生的粉狀
淨塵及有機溶劑的捕集所
設計，增加水幕且結合強制
給氣裝置，避免粉塵附著於
工作物，提高產品品質。
4. 代表性實績
（1） 華榮電線電纜。
（2） 漢 翔 航 空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長築）。
（3） 功學社。

兩昌股份有限公司 LIANG CHANG CO., LTD.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1776 巷 8 之 6
No.8-6, Lane 1776, Chung Cheng Rd., Tsaotun Town, Nahtou Hsien, Taiwan
TEL：049-256-6935 FAX：049-256-3653 E-mail：yishuenn@ms3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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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廢氣通過整個被水封閉的水層，使
氣液接觸完全，並利用水之親和力
吸附及捕集廢氣達到較高除塵、除 5.
氣效果，亦可利用不規則狀充填物
為介質，增加氣液接觸之時間及面
積，達到處理效果。
2. 用途
氣體吸收、中和、除臭，粉塵、煙 6.

（1） 處理風量：20 ~ 1,000 m³/min。
（2） 外型尺寸：0.6 ~ 4 m。
代表性實績
（1） 台灣佳能潭子廠。
（2） 德光熱處理廠。
（3） 寶偉鋁業公司。
產品照片

氣之除塵、淨化。
3. 特點
（1） 採用不銹鋼、PP、PVC 製
造，壽命長。
（2） 消耗水量少。
（3） 捕集效果佳。
（4） 無噴頭阻塞之狀況 。

高幟通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 FLAG VENTLATION IND CO., LTD
台中市南屯路二段 860 巷 37 號 No. 37, Lane 860, Nantun Rd ., Sec. 2,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89-8928 FAX：04-2389-9053 E-mail：gfan8928@ms3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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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式文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2.
廢氣高速通過特殊導葉，使得導葉
表面之洗滌液霧化，產生相當於傳
統文氏洗滌塔之集塵作用；進入離
心式文氏洗滌塔內部之特殊水霧
區，此區具有接觸表面積大及接觸
時間長的特殊優點。其對氣體之吸
收效率比一般文氏洗滌塔高過甚
3.
多。
對於廢氣中含有不溶於水之粉
塵，或會產生漿狀物或結晶之成份
時，使用離心式文氏洗滌塔將是最
好的選擇。因為離心式文氏洗滌塔
內部無阻礙氣流的部份，沒有會堵
塞的噴嘴或充填，同時其內部之離
心渦流可持續清洗內壁保持塔體 ＊
內部清潔。如廢氣中含有粉塵或結
晶無法使用標準充填洗滌塔時，離
心式文氏洗滌塔可有效解決這個
問題。
4. 規格性能
5.
MODEL NO.

H（mm） D（mm）

用途
離心式文氏洗滌塔所產生之細微
水霧及其氣液相對方向之接觸反
應方式，使離心式文氏洗滌塔能比
其他濕式洗滌器有更佳之集塵效
果。
特點
（1） 壓力損失低。
（2） 水消耗量少。
（3） 空間需求小。
（4） 安裝費用低。
（5） 維修保養低。
本公司與美國 ENTOLETER 公司
技術合作。

產品照片

WEIGHT（kg）

0111

1,800

580

380

0206

2,000

760

500

0302

2,400

965

620

0310

2,650

1,170

850

0405

2,850

1,350

1,210

0501

3,300

1,550

1,650

0509

3,700

1,750

1,800

0604

4,050

1,930

2,050

0700

4,500

2,140

2,500

0707

4,800

2,310

2,850

0803

5,040

2,520

3,410

0811

5,400

2,720

3,800

0906

5,800

2,900

4,200

1002

6,250

3,100

4,780

1010

6,400

3,300

5,320

1105

6,600

3,480

6,200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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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5. 代表性實績

含硫氧化物及粉塵廢氣自頂部進入
文氏洗滌塔和洗滌液接觸流經喉
部，由於截面積縮小，高速氣體將
洗滌液噴成霧狀，而達到慣性衝擊
去除粒狀物的目的。
6.

（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三榮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3） 漢 翔 航 空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產品照片

2. 用途
適合高溫廢氣處理。
3. 特點
（1） 除塵效率高。
（2） 洗滌液循環使用，可減少水量
消耗。
4. 規格性能
可依廢氣特性或客戶需求設計，材
質有不銹鋼、FRP 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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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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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式旋風集塵器
(7) 鋼鐵業、鑄造業、礦業、水泥
業、陶磁業各種製程。
作用原理與傳統之旋風集塵器相
同。係強制空氣旋轉以離心力分離 3. 特點
（1） 無需重要零件、維護簡單。
空氣及所含之粉塵。但因多管式旋
（2） 體積小、安裝容易、節省空
風集塵器縮小集塵體，造成更大之
間。
離心力，因而產生更大之集塵效
（3）
外型及出入口方向變化容
率。處理大風量廢氣時，集塵器之
易，可配合不同現場需求安
高度較傳統旋風集塵器減少很
裝。
多。佔用空間亦減少。
（4） 適用範圍廣、可處理高溫粉
多管式旋風集塵器之壓力損失亦
塵。
較傳統旋風集塵器少，可降低系統
風機之壓力需求及馬力消耗。多管 4.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式旋風集塵器進、出口方向可靈活
安排，適合各種現場需求。尤其適
用於舊設備需加裝集塵系統需考
慮空間安排時。
2. 用途
（1） 燃燒、乾燥、鍋爐、焚化爐、
窯、噴霧乾燥、流動床乾燥、
預濾器。
（2） 化學食品工廠：粉碎、混合、
輸送、原料投入、裝袋。
（3） 窯業：粉碎、捏合、成型、輸
送。
（4） 機械工廠：研磨、車削、拋光。
（5） 木工廠：鋸、鉋、磨光。
（6） 飼、肥料工廠、原料投入、輸
送、混合、裝袋。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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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油霧過濾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利 用正、 負電極 間相 吸附之 原
（1） 材質：SUS304、SUS304L、
理，產生強大電場，使油霧或微
SUS316 、 SUS316L 鍍 鋅 材
細粒子離子化後捕集，可改善業
質。
界因油煙塵排放所造成污染之困
（2） 處理廢氣量 10 ~ 2,000 cmm。
擾，而達空氣淨化之目的，去除 5. 產品照片
效率可達 95 ~ 99 ﹪。
2. 用途
各油類高溫油煙、微塵、DOP 回
收、脫硫集塵、不透光率改善，
以及其他集塵系統效果不佳或不
適用之場所，如粉塵具黏滯性、
易燃性等。
3. 特點
（1） 可搭配前段乾濕式降溫系
統設計，提高收集效率，
多段式放電極及圓管式設
計，電場平均，效率高，
壽命長。
（2） 承受廢氣溫度範圍大。
（3） 直立式設計，佔地面積小。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 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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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霧過濾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5. 代表性實績

油煙導入過濾設備，利用初級、中 （1）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級及高效率過濾層將油煙塵分層 （2）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過濾，過濾網飽和，壓差計出現警 （3） 金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示時需換濾材。
6. 產品照片
2. 用途
各類產生常溫煙塵製程。
3. 特點
可回收製程油滴再利用，易於保
養。
4. 規格性能
10~2,000 cmm。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 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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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廚油煙專用濕式靜電除油煙機
（5） 高效率荷電設計，高壓設
備小型化，耗電小。
濕式靜電除油煙機的外形設計即
（6） 具 高 壓 自 動 安 全 回 路 裝
為排煙罩，內部構造則為針狀放電
置，增長設備壽命。
極及管狀集塵極的組合。
（7） 自動定時噴洗裝置，集塵
經由高電壓的作用使放電極及集
極不阻塞、不故障。
塵極間產生強大的電場，氣流中的
（8） 氣罩式設計，不需另設排
油煙微細粒子因 Corona 放電而帶
煙罩，不但節省。空間，
負電並向集塵極移動而被收集。
而且避。
集塵極因泵浦間歇性的噴霧，在其
表面形成隔離水層，故油煙粒子不 4. 代表性實績
（1） 玉晶光電有限公司。
易黏著於集塵管上，長時間操作亦
（2）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不會降低處理效率。
（3） 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 用途
5. 產品照片
餐廚、烹飪油煙處理專用。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採用不銹鋼針狀放電極，電場
強度大。
（2） 使用不銹鋼管狀放電極，集塵
面積大。
（3） 機內固定型負極放電組，不易
變形。
（4） 免風管積油。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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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式油煙處理機
1. 構造與原理
靜電集塵是利用外加高壓而形成
二個極性相反的電場,在庫倫力的
作用下，使得通過之油煙粒子荷
電後，向集移動而附著在異性的
極板上，進而達到淨化空氣之目
的。
2. 用途
在工業製程上或餐廚烹飪時，常
會因油類揮發或裂解為油霧、油
煙或粉塵時，以上污染物通過靜
電式油煙處理機時，可有效補集
污染物效果達 90%以上之效率。
3. 特點
一般油霧、油煙或粉塵之污染物常
分佈在 0.01~10 μm 之間，靜電式
油煙處理機可有效的補集污染物
達 90 %以上之效率，因本設備採
模組化設計，可採用串聯或並聯式
組合，所以任何風量及濃度皆可適
用。

4. 規格性能
（1） 粒狀物去除率 95 %以上（靜
電集塵器）。
（2） 味 道 過 濾 （ 去 味 石 及 活 性
碳）
。
（3） 低噪音（噪音防治設施）。
5. 代表性實績
（1） 總統府員工餐廳。
（2） 台積電。
（3） 京華城。
6. 產品照片

台灣靜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TECH CO., LTD.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南路 116 號

No. 116, Cyonglin S. Rd., Hsin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08-2288 FAX：02-2208-3388
E-mail：service@taiwan-ep.com.tw http:// www.taiwan-e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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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霧過濾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結構結實、尺寸小、輕巧。
（2） 可拆式外殼、易維修保養。
（3） 精密計算轉筒與外殼間
距，藉離心作用使達最
佳過濾效率。
（4） 以有曲線的葉片改善風量。
（5） 圓 錐型入 口設 計提高 油霧
收集效率。
4.
2. 用途

小型、輕巧、效率高，小型和輕巧
的特性，使 Filtermist Xcel 易於安
裝於機台上，成為機器的一部分，
並有效地結合美學及功能性。極為
安靜的操作、高度先進的過濾機能
和有效率的馬達，降低了操作成本
並造就了最佳的工作環境。
產品照片

（1） 保持空氣清新的工作場所。
（2） 設計美觀、整體感，適用於
各式工具機。
（3） 乾淨油回流到機台再利用。
（4） 採用離心式過濾，是最有效
的油霧或水霧收集方式。
（5） 在發生源立即捕捉油霧。
5. 規格性能
機型
風量（m3/hr）
電壓
FX2000 425@50Hz / 500@60Hz
0.55kw, 220/380V, 50/60Hz
FX3000 850@50Hz / 950@60Hz
1.5kw, 220/380V, 50/60Hz
FX4000 1,250@50Hz / 1,500@60Hz 1.5kw, 220/380V, 50/60Hz
FX5000 1,675@50Hz / 2,000@60Hz 2.2kw, 220/380V, 50/60Hz
FX6000 2,000@50Hz / 2,400@60Hz 2.2kw, 220/380V, 50/60Hz
FX7000
2,700@50Hz
2.2kw, 220/380V, 60Hz

重量(kg)
16
17
23
29
34
34

註：所有機型均可以直立式或水平式安裝於機台或地板支架。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 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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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廚靜電油煙淨化機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利用初級濾網先將大顆粒油粒過
濾後，再經鉬絲電極板，以高壓靜
電的科學原理，使油煙形成帶負電
荷，再經過正離子的電極進行吸附 5.
處理，而使油煙達到高效率的去
除。

（1） 中環集成公司。
（2） 華新科技公司。
（3） 屏東九如國中。
產品照片

2. 用途
餐廳、飯店、家庭廚房油煙處理專
用。
3. 特點
（1） 依據每只爐灶所需處理風
量提供各種型號供選擇。
（2） 高效率荷電、小型化、耗電
小。
（3） 具自動斷電安全回路，短路
時會自動斷電。
（4） 體積小、安裝容易。
（5） 清洗及保養簡單且費用低
廉。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 No.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 228 －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 備
粒狀污染物處理設備

靜電式除油煙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靜電集塵是利用電荷異性相吸
原理，與外加高壓而形成二個極
性相反的電場，在庫倫力的作用 5.
下，使油煙粒子荷電後向集塵板
移動而附著在集塵上，因而達成
淨化空氣的目的。
2. 用途
6.

依所處理場所風量而定，固定機型
做組合(可無限制組合所需)。
代表性實績
（1） 慈濟佛教基金會各醫院、會館。
（2） 家樂福倉庫。
（3）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產品照片

有效處理工業、餐飲業及家庭廚
房所產生之汙染油煙，經過高效
率處理淨化後排放。解決企業主
的困擾。
3. 特點
（1） 高效率之空氣汙染防治
（2） 設計安裝靈活。
（3） 處理可依現場設計。
（4） 符合環保之最高標準規
定。
（5） 無二次汙染問題。
（6） 使用耗材少、減少能源耗
損。

清三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NG SAN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 LTD.
新北市泰山區中山路三段 91 巷 2 號
1F., No. 2 , Lane 91, Sec. 3 , Zhong Shan Rd. , Taishan Sh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06-3338
Fax：02-2901-5338
E-mail：tiger.go@msa.hinet.net http:// www.lc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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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餐廚專用管式靜電除油煙機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靜電集塵原理乃利用正電極與負
電極間互相吸附之原理，將交流高
壓經整流後，使正負極之間產生靜 3.
電磁場，將欲除塵之煙霧經由設備
輸送至靜電磁場內，且經正負電極
將煙霧離子化後，使次微米油煙霧
吸附於管壁內形成液層，液層經由
管壁以垂流方式流入液槽內待回
收，煙霧經由此一原理之捕集，即
可改善業界因油煙霧排放所造成
污染之困擾，亦可達到環境保護之
目的。

銪信工程有限公司

防止公害及環境污染，提高工作環
境品質。
特點
針對商業廚房中西式餐飲業者所產
生油煙不同特性之去除，因本裝置
靜電效力強、消耗電力低、其去除
效率可達 99.9 ﹪，故能徹底解決空
氣污染並可回收再利用。

YEOU HSIN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37 巷 26 號
No. 26, Lane 37, Chung Yang Rd., Sec. 4, Tu Che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68-1288 FAX：02-2268-1287 E-mail：sales@yeouhsin.com.tw http：// www. yeouhs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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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式靜電油煙廢氣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靜電集塵原理乃利用正電極與負
電極間互相吸附之原理，將交流高
壓經整流後，使正負極之間產生靜 3.
電磁場，將欲除塵之煙霧經由設備
輸送至靜電磁場內，且經正負電極
將煙霧離子化後，使次微米油煙霧
吸附於管壁內形成液層，液層經由 4.
管壁以垂流方式流入液槽內待回
收，煙霧經由此一原理之捕集，即
可改善業界因油煙霧排放所造成
污染之困擾，亦可達到環境保護之
目的。

銪信工程有限公司

防止公害及環境污染，提高工作環
境品質。
特點
對於塵粒之收集及各產業界含有
煙霧、油霧、酸霧等污染物之去
除。
代表性實績
（1） 南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廠及大陸惠洲廠）
。
（2） 金寶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越
南同奈廠及大陸徐州廠)
（3） 歐雅裝飾材料有限公司（大陸
上海廠）。

YEOU HSIN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37 巷 26 號
No. 26, Lane 37, Chung Yang Rd., Sec. 4, Tu Che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68-1288 FAX：02-2268-1287 E-mail：sales@yeouhsin.com.tw http：// www. yeouhs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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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靜電式油煙處理機
（2） 耗用動力小，風阻壓降損失
小，可針對各種機型安裝噴
靜電式集塵器係利用強大的電
洗清除油垢，以達到節省人
場，促使油煙塵粒荷電後粒徑變大
力。
之物性來達到集塵之目的。首先將
（3） 操 控 系 統 可 採 用 PNP 或
未經處理的油煙霧，經由收集氣罩
SCR 矽控元件方式，具有定
及風管導引，利用抽風機以負壓方
電壓、定電流、頻度調整控
式抽動氣體，以 5 ~ 8 m/s 流速進
制，操作簡單。
入集塵器。先由前置濾網過濾並均
勻分流至離化區。第一極由外加高 4. 規格性能

1. 構造與原理

壓給電極線產生電暈現象，令油煙
粒子荷電，此時帶電之煙塵粒子會
於移動中附著於第二極極性相反
的集塵板上。因捕集效率高，第二
極之集塵板上表面會形成油垢，並
滴落於集油槽內，因使用頻率不
同，集塵板 1~5 週 需 清 理 。
2. 用途
提升餐廳廚房於烹飪作業時所產
生之熱氣及油煙霧之收集，防止附
著於氣罩之油滴滴回鍋中。改善作
業環境乾淨清新的空氣，減少意
外、職災、火警的發生，提升安全 5.
衛生的工作環境，降低機器及廠房
清潔、清理、清掃費用、提升工作
效率。
3. 特點
（1） 可視實際需要採用單段、多
段板式或管式長距離，收集
油煙效率高達 98 ％以上。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1） 機體及極線，極板可採用
SS400 、 鋁 板 、 錏 板 、
SUS304、SUS316 不銹鋼材
質，有單段、多段板式及管
式長距離等機種可供選擇。
（2） 規格上則有定時自行清理
極板及原機自動噴洗清理
兩種。
（3） 標準機型處理風量可由 50
~ 1,000 cmm。
（4） 工業用機型處理風量可由
50 ~ 5,000 cmm。
產品照片

JEEN FO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1 樓
1F,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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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集塵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專用於電路板自動鑽孔機、切板機
等高粉塵量又嚴格要求清淨之作
業場所。設備主要搭配有高速管路
系統、高壓風機、真空集塵機及自
動控制設備等。
由於系統需求較高之風速、靜壓，
而且 24 小時連續操作，故設備的
自動性、耐壓性、耐磨性、防靜電
性等均需特別設計，以發揮效能並
延長使用壽命。
2. 用途
印刷電路板自動鑽孔機、切板機、
中央集塵，及其他高速粉塵作業場
所。
3. 特點
（1） 精確的高流速靜壓設計，管
路不阻塞。
（2） 風機真空度精確控制，機械
壽命長。
（3） 專 為 印 刷 電 路 板 加 工 之 設
計，可一對一或一對多使用。
（4） 使用高效率 Jet Amp Filter 一
體成型濾管，噴氣震落效果
高、過濾面積大、佔用空間
小，粉塵充分排出不阻塞。

（5） 使用氣密式雙擺閥連續排出
粉塵。
（6） 拆卸簡單，安裝方便，保養
維護更容易。
（7） 外型美觀、噪音低。
4. 產品照片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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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廢氣經由塔身下方，氣液逆向吸附
處理達到氣液接觸中和之目的，再
經由除霧層氣液分離，將淨化後清
潔之氣體排入大氣中，循環液可加
設自動加藥系統循環使用，減少水 5.
污染之問題。
2. 用途

規格依現場作業環境、污染物性質
作不同的設計，材質有 SUS304、
SUS316、PP、FRP、PVC、鍍鋅、
SS400…等。
表性實績

（1） 東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 惠來火葬場。
（1） 處理各種工業廢氣臭味。
（3） 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 研究院
（2） 處理各種工業產生之粉塵。
能資所。
（3） 各種有害氣體，如 H2S、 6. 產品照片
NH3、HCl、SOX、NOX、Cl2、
HF 等。
3. 特點
（1） 可配合現場所需之整廠工
程製程，設計製程污染物之
處理量。
（2） 構造簡單，故障機率低，操
作維護容易。
（3） 設置成本及維修成本低。
（4） 可為單段或多段式藥液吸
收層設計。
（5） 處理藥液能循環使用，節省
用水及降低廢水排放問題。
（6） 全部採自動化控制運轉，不
需人員操作。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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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充填吸收塔
（6） 循 環 水 槽 內 兩 段 式 過 濾
網，降低對循環泵浦的影
濕式充填吸收塔被廣泛使用於親
響。
水性廢氣之淨化處理，採用水作為
（7）
依廢氣性質選擇適當之充
洗滌劑，操作成本低又可循環使
填材及其數量，增加處理效
用，是所有環保設備系統中，造價
率並降低初設成本。
最合理，操作保養最容易，使用中
（8）
出口端設置氣液分離器，對
幾乎沒有耗材之負擔。
於 10 μ 以上之水滴有 95
本設備分別由處理塔本體、循環水
％
以上之去除能力，減少
槽、循環泵浦、充填材、高壓噴嘴
循環水之損失。
及除霧器等單元組構而成，必要時
可依廢氣特性添加適當之化學藥 4. 規格性能

1. 構造與原理

劑，藉以提高處理效率。
（1） 本體材質：高溫氣體採用不
銹鋼 SUS 304、316、316L
2. 用途
等，或 SS400 除銹處理後表
（1） 可溶性(親水性)氣體。
面噴漆；酸鹼廢氣則採用
（2） 液態微粒。
PP 聚 丙 烯 塑 膠 材 質 或 是
（3） 固體粒狀物。
PVC、PE 等塑膠材質。
（4） 臭味性氣體。
（2） 充填材材質：依廢氣之特性
3. 特點
可選擇 SUS304、PP、PVC
（1） 具有處理高溫度和含水分
等材質。
氣體的能力。
5. 產品照片
（2） 適合處理易爆炸和起火之
含粉塵氣體。
（3） 加濕能力強。
（4） 設備本體之壓力損失低於
50 mmAq，降低吸引風機之
初設成本。
（5） 大流量噴嘴不易堵塞，影響
處理效率。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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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氣體處理設備
（3） 運轉採自動控制方式，安全
1. 構造與原理
性高（必要時亦可切換為手
當偵測系統感應出毒性氣體洩漏
動控制方式）
。
時，由偵測器發出警報，同時自動
（4） 去除效率高，操作維護容易。
開啟送風機及循環泵浦，將毒性氣
體經由吸風口及風管，送至第一段 4. 規格性能
文氏洗滌器內與藥劑產生中和反
材質：FRP。
應，剩餘之毒性氣體再流經第二段
氣體名稱 分子式 洗滌液
除去率
填充式洗滌塔與藥劑再次中和，處
H2 O
90 ~ 95 %
鹽 酸
HCl
NaOH 95 ~ 99 %以上
理過後之清淨空氣再排放至大氣
H2 O
90 ~ 95 %
氫
氟
酸
HF
中。本設備為整體式二段吸收直接
NaOH
95 ~ 99 %
排放型，主要是由下列設施所組
H2 O
90 ~ 95 %
氨 氣
NH3
H2SO4
99 %以上
成：
氰 酸
HCN NaOH
90 %以上
（1） 文氏洗滌器（可視需要改為
二氧化硫 SO2
NaOH
95 ~ 99 %
填充式洗滌塔或其他設
氯 氣
Cl2
NaOH
95 ~ 99.9 %
硫 化 氫 H2 S
NaOH 95 ~ 99 %以上
備）。
硫 酸 H2SO4
H2 O
95 ~ 99 %
（2） 填充式洗滌塔。
鉻 酸
CrO3
H2 O
95 ~ 99 %
（3） 除霧器（Demister）
。
氫氧化鈉 NaOH
H2 O
95 ~ 99 %
硝
酸
HNO
H
O
70 ~ 90 %
3
2
（4） 藥液循環泵浦。
註：此表是以多種氣體發生濃度
100
（5） 排風機及循環泵浦。
ppm 為基準（亦可依客戶要求特
（6） 毒性氣體洩漏偵測系統。
別設計）
2. 用途
（1） 氯氣運作場所之中和處理設 5. 產品照片
備。
（2） 其他毒性氣體之除毒系統。
（3） 其他酸、鹼性廢氣之處理。
3. 特點
（1） 可依所處理毒性氣體之特性
變更設施，以提高去除效率或
節省成本。
（2） 本體採用 FRP 一體成型，抗
化學性，堅固耐用，使用壽命
長，保養容易。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 Wu Chun First Rd, Hsin-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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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廢氣於填充塔內經過氣液的接觸 （1） 採用高吸收效率之填充材。
而產生吸收反應後，氣體再經除 （2） 吸收劑循環使用，可減少大量
霧器將氣體中之液滴去除，最後
廢水排放之處理問題。
將淨化後之清淨空氣經煙囟排至 （3） 最佳液氣比及最低壓降損失。
大氣。
4. 代表性實績
2. 用途

（1） 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垃圾掩埋場滲出水貯存池
（2） 中山復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之廢氣處理。
（3） 長庚醫院。
（2） 污水處理廠之脫臭處理。 5. 產品照片
（3） 都市垃圾焚化爐及工業爐
之排放廢氣處理。
（4） 各 種 有 害 氣 體 如 H2S 、
SOX、NOX、Cl2、HF 及惡
臭氣體等之處理。

6.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本產品通過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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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 Wu Chun First Rd, Hsin-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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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臥式洗滌塔
（2） 設備功能彈性大，可為單段或
多段式設計。
本處理設備屬於橫臥式交流
（Horizontal Cross-Flow）填充塔， （3） 去除效率佳，操作維護容易。
藥 劑 經 泵 浦 由 上 方 噴 灑 至 填 充 （4） 處理藥液能循環使用，節省大
量廢水排放問題。
層，廢氣由水平方向進入填充塔和
藥液流向成 90°直角，兩者於填充 （5） 最佳之氣/液接觸，最低之壓
力損失。
層內經過氣液之接觸而產生化學
（6）
全部採自動化控制運轉，不需
吸收反應，處理後之氣體再經除霧
人員操作。
器，將氣體中之液滴去除，淨化後
之清淨空氣再予以排放至大氣。處 4. 規格性能
理後之藥液經 PH 控制器及加藥機
材質：FRP、PP、PVC、PVC＋FRP、
調整後，可再循環使用，減少排放
碳鋼或不銹鋼等。
廢水之問題。
尺寸：可依廢氣特性或客戶需求訂
製。
2. 用途
（1） 電子、半導體製造廠之廢氣 5.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處理。
（2）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廠 之 廢 氣 處
理。
（3） 污水處理場之廢氣除臭。
（4） 焚化廠垃圾貯坑之廢氣除臭
（5） 各種有害氣體，如 H2S、NH3、
SOx、NOx、HCl、Cl2 、HF
及惡臭氣體之處理。
3. 特點
（1） 由於採橫臥式，故塔身較低，
可置於建築物頂樓或室內高
度受限之區域。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 Wu Chun First Rd, Hsin-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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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式洗滌塔
4. 代表性實績

1. 構造與原理
本處理設備屬於對流式填充塔，廢
氣由下部進入，淨化氣體由塔頂排
出，處理藥劑由塔內頂部向下噴
灑，處理後之廢液由塔底流出。淨
化的氣體再經氣體與水分離器處
理去除水滴後由煙囪排入大氣
中，流出吸收塔的液體則可再處理
後循環使用。

（1） 台灣拉鏈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2） 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
─頭份廠。
（3） 光磊科股技股份有限公
司。
5. 產品照片

2. 特點
（1） 採 用 高 吸 收 效 率 之 填 充
塔，所以裝置精簡，佔地面
積相對較小。
（2） 處 理 後 之 藥 液 能 循 環 使
用，節省大量廢水排出。
（3） 最佳之液面及氣體接觸，最
低之壓力損失。
（4） 全部採自動化控制運轉，不
需人員操作。
3. 規格性能
（1） 材質：FRP、PP、PVC、PVC
＋FRP、碳鋼或不銹鋼等。
（2） 尺寸：可依廢氣特性或客戶
需求訂製。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 Wu Chun First Rd, Hsin-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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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廠通風與濕式廢氣處理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精確的通風設計與靜壓控制，配
置最佳管路排氣系統。搭配濕式
洗滌塔裝置，達到廠內空氣淨化
以及污染防治的目的。
2. 用途

（1） 欣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 亞洲微電股份有限公司。
（3）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產品照片
廢氣中的污染物如各種酸、鹼、 5. 產品照片
VOCs 等成分，有效排出、洗淨、
去除。
3. 特點
（1） 精確的工業通風設計。
（2） 流速平衡法／風門平衡法
靈活運用。
（3） 配置美觀、高效率污染防
治。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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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洗氣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經由污染廢氣與液體接觸後，將
依環境所需來設計。
廢氣中某些有害成份加以吸收、 5. 代表性實績
中和；其粒狀物亦同時洗滌之。
（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
2. 用途
料所。
處理各種工業廢氣及粒狀污染物。
（2）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3. 特點
6. 產品照片
處理廢氣時包含冷卻、增濕、集塵
及吸收等作用。
對某些氣態污染物而言，利用濕式
吸收處理，可以 生產或回收有用
之化學物質。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 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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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 廢氣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利用氣體與液體間的接觸把氣體 （1） 處 理 氣 體 流 量 從 50~1,800
中的污染物傳送到液體中，然後再
cmm。
將清潔的氣體與被污染的液體分 （2） 有立式洗滌及依客戶需求而
離，達成淨化氣體之目的。
設計之臥式洗滌塔。
2. 用途
5. 代表性實績
各種工業在製程中所產生之酸鹼
氣體處理。
3. 特點

（1）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
子所。
塔體採用抗紫外線之特殊 FRP 膠
殼，外觀平滑亮面，提高使用年 （3）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產品照片
限。

恆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ANSYS CO.,LTD.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一段 90 巷 1 之 1 號
No.1-1, Ln. 90, Sec. 1, Nanshan Rd., Luzhu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22-7966 FAX：03-322-8624
E-mail：fansys@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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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充填洗滌塔
（6）
1. 構造與原理
（7）
使廢氣與水或添加化學物質之水
溶液接觸，將污染物傳入水中。充
（8）
填材造成相當大的接觸面提供氣
3. 特點
相及液相間之物質傳導。廢氣由處
（1）
理塔底部進入，首先經過充填層下
（2）
流之溶液，完成初洗，水溶液是由
（3）
泵浦打進塔頂，平均散佈於充填表
面，由充填表面造成之液膜完成主
（4）
要之收集工作。最後氣體流經除霧
段阻隔並收集霧氣後，將氣體排入
（5）
大氣中。
2. 用途
（1） 印刷電路板工廠：電鍍、
酸洗、浸鍍、蝕刻、黑化
作業。
（2） 電鍍工廠：電鍍、酸洗、
浸鍍、蝕刻作業。
（3） 製藥工廠：研磨、加住、
粉篩、填灌，
（4） 各種化工廠、食品廠廢氣。
（5） 各式鍋爐及焚化爐廢氣。
4.

機械加工廠油霧。
各種工業 產生之 含塵及
燃燒廢氣。
除臭裝置。
廢氣吸收及除塵效率高。
維護操作成本低。
配合使用 要求可 以各種
材質製作。
運轉壓降 低可處 理風量
大。
可廣泛使 用於各 類型產
業。

規格性能

PA-20
PA-30
PA-50
PA-80
PA-110
PA-150
PA-200
PA-260
PA-310
PA-450

A
5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400

B
5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400

C
1,200
1,200
1,500
1,800
2,000
2,000
2,000
2,500
2,500
3,000

D
1,800
2,000
2,500
3,000
3,000
3,500
4,000
4,000
4,500
4,500

E
800
8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00
1,350

F
75
75
75
100
100
100
125
125
125
125

G
250
300
350
400
450
540
600
635
720
800

H
3,075
3,075
3,075
3,300
3,300
3,350
3,625
3,625
3,700
3,700

I
300
35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000

J
6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500
1,500
1,500
1,500

L
4,850
5,300
5,550
5,900
6,000
6,150
7,050
7,150
7,525
7,675

d1
180
240
300
300
360
480
480
600
600
800

d2
50
50
65
80
80
80
80
100
100
100

d3
50
50
50
65
65
65
65
80
100
100

d4
25
25
40
40
40
40
40
50
50
50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 Taipei, Taiwan,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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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規格性能

將氯氣收集後抽送至氯氣中和處

本體結構採用 FRP、PP 或其它抗

理設備，並與高濃度之 NAOH 藥

腐蝕性材料，主結構厚度須依各型

液接觸吸附，所排放之氯氣均可達

號及處理量之不同而製作。

到環保法規，規定之排放量。
2. 用途

4. 代表性實績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酸鹼廢氣處理、微塵廢氣處理、臭
氣處理、氯氣中和處理。

陸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L & F INTERNTATIONAL CO.,LTD.

桃園市龍潭區九龍村 23 鄰九座寮 43 之 5 號
No.43-5, Nine-Prdestal-Laos, 23 Lin Kow-Loon Borg Lungan Shiang, Taoyuan, Taiwan
TEL：03-499-0369 FAX：03-499-0010 E-mail：linda224@ms5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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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本產品主要構造分為塔身、循環水
槽、填充層、除霧層、循環泵浦、
排風機、加藥系統、電控系統、採
樣平台等。
其原理主要利用排風機負壓之吸
引，將廢氣導入塔內，經由氣液在 5.
填充層內的碰撞並加入吸收液，使
其進行中和、氧化或還原，以達淨
化空氣之目的。

本產品可依風量之大小、設計成各
種不同尺寸規格的產品，可為立
式、臥式、二段或三段式之處理，
主要材質有 SUS304、PP、PVC、
FRP 等材質。

代表性實績
（1） 力特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三廠。
（3） 金 像電子 股份 有限公 司─
2. 用途
大陸廠。
本產品主要適用於製程之表面處
理、浸洗、蝕刻、剝膜、顯影、電 6. 產品照片
鍍等酸鹼性廢氣處理。
3. 特點
本公司所設計之產品，在同等條件
下，塔體壓損較低、處理效率高、
操作及保養維護簡單、耐負壓、結
構剛強。

朝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Ｃ& K PROTECH CORP

桃園市龜山區樹人路 201 號
No.201, Shuren Rd.,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0181 FAX：03-329-9002 E-mail：ck432277@ms7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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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氣體洗滌填充塔
2. 用途
1. 構造與原理
VOCs 廢氣之工作場所。
廢氣由塔槽底部進入，而吸收液
體則由塔槽上端往下流，於充填 3. 特點
（1） 對各種有害氣體均有良好的
層接觸，促使氣液有效率的接觸
吸收破壞效率。
與反應，塔槽最頂端為除霧器及
（2） 氣體與液體之分佈均勻，接
吸收液噴嘴，中央則為充填層，
觸反應良好。
吸收液體流經充填層流到下方
（3） 液態觸媒系統較傳統活性碳
循環液槽循環使用。
吸附系統更容易
觸媒液效能介紹：
觸媒液效能介紹：
（4） 置換。
(1) 媒液特性
（5） 液態觸媒可有效降低廢氣之
A. 觸媒液溶劑部分為兩性活
有機物含量。
性劑，具有親水親油性對極
（6）
液態觸媒依 VOC 成分組成，
性和無極性氣體具有強力
進行調配。
吸附效果。
B. 本品具集合多數之氧化還 4. 產品照片
元官能基成分，能以觸媒催
化反應使氣體溶解與分解。
(2) 觸媒液功能
A. 還原反應能力：對金屬有機
物之金屬離子進行還原反
應。
B. 氧化反應能力：對有機物中
雙鍵和三鍵部份進行破壞。
C. 對有機酸、醇類等有機物具
縮合作用，使之沈澱。
D. 對烯烴類之聚合作用。
E. 自由基聚合作用。

漢揚環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AN HWAN POLLUTION CONTROL MACHENICS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360 巷 45 號
No. 45, Lane 360, Chung Shan Rd., Shenga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 Taiwan
TEL：04-2561-3885 FAX：04-2561-1440 E-mail：hanhwan@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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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廢氣由塔槽底部均勻進入洗滌
塔，並在填充層與由上端噴流而下
的洗滌液作有效的交換洗滌，再經
由氣液分離系統去除水氣，清潔的
空氣由出口排出。
2. 用途

（1） 高效率的逆流式洗滌塔，其
效果可達 99 %。
（2） 處理能量大，系統壓損小。
（3） 構造簡單、不易故障、容易
維護，運轉成本低廉。
（4） 設備重量輕，系統所占空間
小，可作良好之規劃。
用於化工業、窯業、電鍍、金屬表
（5）
採耐酸鹼之 PP、PVC、PRP
面處理、煙道廢氣、 鍋爐、燃燒
材質製造。
爐等工業廢氣。
4. 代表性實績
（1）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2） 峻伸鑄造有限公司。
（3） 弘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揚環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AN HWAN POLLUTION CONTROL MACHENICS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360 巷 45 號
No. 45, Lane 360, Chung Shan Rd., Shenga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 Taiwan
TEL：04-2561-3885 FAX：04-2561-1440 E-mail：hanhwan@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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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噴霧洗滌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廢氣由洗滌塔底部進入，由水或加
上化學物質之水溶液，利用特殊噴
嘴噴灑完成初洗。再經由填充層上
之大表面積固體填充物作為介質， 5.
提供氣體與液體充分的接觸面積，
最後由除霧系統除霧後，氣體排入
大氣中，以達到處理廢氣的效果。
2. 用途
處理各種製程上產生的廢氣。

可依廢氣特性或客戶需求訂製， 材
質可為不銹鋼、碳鋼鍍鋅板、PP、
PVC、FRP。
代表性實績
（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三榮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3） 漢 翔 航 空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 產品照片

3. 特點
（1） 洗滌淨化效率高，操作維護
容易。
（2） 處理藥液能循環使用，可減
少廢水排放問題。
（3） 多層填充層設計，設備功能
彈性大。
臥型濕式洗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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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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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 熱再生式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焚化爐採二或三個熱交換床型式，
每一熱交換床均充填有馬鞍型之陶
瓷材料，以三個熱交換床為例，此
三個熱交換床各有其功能，且隨著
一定週期相互替換，在任何一個操 4.
作週期下，廢氣自其中一個熱交換
床進入（用於加熱進入之製程廢
氣）
，自另一個熱交換床排出（用於
吸 收 經 過 高 溫 處 理 後 之 廢 氣 熱 5.
量）
，第三個熱交換床則進行噴氣，
每一個操作週期大約 90 秒，即可達
到非常高之熱回收效率。

（1） 熱回收率高，節省能源。
（2） 維修保養費低廉。
（3） 處理後排氣 NOX 之產生量
低。
代表性實績
（1）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2） 太 子 汽 車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產品照片

2. 用途
塗裝線、製程、廢氣之 VOCs 處理。

6.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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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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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廢氣 VOCs 蓄熱氧化 RTO 裝置暨熱回收系統
（3） 應用於排放高濃度 VOCs 及
1. 構造與原理
高熱能需求之塗佈製程、加
RTO 蓄熱式氧化裝置配備有兩個
熱製程、烘乾製程等。
蓄熱床及一個高溫燃燒氧化室，
（4） 防治污染符合國家法規、減
利用廢氣中 VOCs 的熱能，經由
少空污費、再生能源節省燃
PID 自動控制，將所含的 VOCs
完全氧化為 H2O 及 CO2。運用本
料、降低成本提昇產業競爭
公司專業開發的陶瓷蓄熱材及雙
力。
塔自動切換機制，令系統反覆〝放 3. 特點
熱使廢氣加溫→燃燒使 VOCs 氧
（1） 燃燒溫度 800 ~ 1,000℃，
化分解→回收熱能降低排氣溫
VOCs 去除效率可達 99 %
度〞的程序，不但達到完全處理
以上。
VOCs 的目的，而且節省燃料費
（2） 入口廢氣濃度超過 3% LEL
用。
（約 450 ppm）時，即不需
對於高濃度 VOCs 並可設計合併
輔助燃料。
熱能回收系統，例如塗佈製程所
（3） 採用低壓損陶瓷蓄熱材，熱
排放的廢氣。
回收效率可達 95 % 以上。
排放高濃度 VOCs 的製程，其產
（4） 使 用 正 壓 操 作 ， 而 且 運 用
生的大量熱能可回收至生產製程
NGI 瓦斯注入控制技術，保
作為加熱熱源：將 VOCs 分解後
持製程排氣量及壓力完全穩
的高溫排氣導入一套熱回收系
定。
統，此熱回收系統裝置有 氣體/
（5） PLC 全自動控制，即時線上/
液體 熱媒介質，利用 直接/間接
遠隔控制。
熱交換方式回收熱能，再將熱能
（6） VOCs 燃燒氧化時無火焰，
回送至生產製程或其他廠區使
無 NOx 二次污染產生。
用。
（7） 使用 Poppet Valve 雙槽快速
2. 用途
切換，切換時間僅 0.7 秒。
(1) 廣泛應用於揮發性有機廢氣
（8） 氣動高溫風門全自動熱回收
及各種臭氣之高溫氧化處
控制。
理。
（9） 回 收 熱 能 減 低 製 程 燃 料 需
求，發揮經濟效益。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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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氣體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前段利用過濾網將粉塵過濾後，再
由活性碳的廣大吸附面積來吸附
有機溶劑及臭味，經活性碳吸附床
吸附後，清淨空氣由排風機排至煙
道排放。
4.
2. 特點

代表性實績
（1） 台鹽實業有限公司。
（2）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3）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產品照片

（1） 可有效去除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或臭味。
（2） 飽和活性碳可再生利用，降
低操作成本。
（3） 活性碳可製作抽屜式由側
方卸料、裝填容易。
（4） 前段之過濾網為抽取式，便
於更換濾材及安裝。
（5） 可依現場需求設計，節省成
本。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 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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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吸附塔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吸附塔本體為橫臥式設計，活性碳
吸附層採多區隔直式排列，以增加
活性碳與廢氣之接觸面積。於活性
碳吸附層之前段，設置有抽取式初
級濾網，可先行將廢氣中之粒狀物
予以濾除，防止活性碳吸附層受阻
塞。
2. 用途
（1） 污水處理廠之除臭工程。
（2） 揮發性有機氣體(VOCs)，如 4.
甲苯、三氯乙烷等之處理。
（3） 都市垃圾焚化爐的貯坑除
臭。
（4） 表面塗裝工廠之廢氣處理。
（5） 塑膠、橡膠廠廢氣處理。 5.

（1） 活性碳由設備 上方投入口
投料，由下部或側方卸料，
裝填更換容易。
（2） 初級濾網採抽取式，維修方
便。
（3） 為乾式處理設備，不會產生
排水之問題。
（4） 飽和後之活性 碳可委託再
生業者再生。
代表性實績
（1） 桃園縣蘆竹事業廢棄物焚
化廠。
（2） 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3） 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照片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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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吸附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本處理機主要以活性碳吸附有毒
依環境所需來設計。
之氣體及臭味，以鋁纖維及不織布 5. 代表性實績
過濾器過濾微小塵粒，可說是效果 （1） 元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當良好之淨化系統。
（2） 台 灣飛利 浦電子 股份有 限
2. 用途
公司。
如：苯、甲苯、二甲苯、四氯化碳、 （3）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臭味…等。
6. 產品照片
3. 特點
（1） 可去除氣流中之粒狀物並
可吸附空氣中有害污染物。
（2） 鏌組式設計，佔空間小，構
造簡單，故障機率小。
（3） 使用 Multi-Mix 活性碳具物
理及化學吸附作用，對腐蝕
性、臭味及有毒氣體，特具
效果。
（4） 易於處理 1 µm 以下之微
粒。
（5） VOC 可 完 全 吸 附 不 留 臭
味。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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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吸附器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利用活性碳吸附特性，將含有機氣
體之廢氣導入，經過活性碳過濾層 5.
吸附後，再排至大氣。配合廢氣性
質可在活性碳前加裝初級過濾
網，將粉塵加以過濾，減少阻塞。

處理風量：10 ~ 400 m3/min。
代表性實績
（1） 嘉義市垃圾處理廠。
（2） 聯勤台中製圖廠。
（3） 暢潤電子有限公司。

2. 用途

有機廢氣及具有臭味氣體之吸附。6. 產品照片
3. 特點
（1） 初級濾網採抽取式，便於更
換。
（2） 活性碳由上方投料，由下方
及側方卸料，更換容易。
（3） 可配合其他污染防治設備
使用。

高幟通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 FLAG VENTLATION IND CO., LTD
台中市南屯路二段 860 巷 37 號 No. 37, Lane 860, Nantun Rd., Sec.2, Tachang City, Taiwan
TEL：04-2389-8928 FAX：04-2389-9053
E-mail：gfan8928@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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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氣體吸附設備
1. 用途
2.
（1） 電子零件、光學儀器清洗。
（2） 輪胎翻新、橡膠工業、玻璃
纖維、染料、塗料製程。
（3） 塑膠、印刷、粘劑、農藥、
有機溶劑製程。

3. 規格性能
規格
型號
CEF-22A
CEF-22B
CEF-22C
CEF-23A
CEF-23B
CEF-23C
CEF-24A
CEF-24B
CEF-24C
CEF-32A
CEF-32B
CEF-32C
CEF-33A
CEF-33B
CEF-33C
CEF-34A
CEF-34B
CEF-34C
CEF-42A
CEF-42B
CEF-42C
CEF-43A
CEF-43B
CEF-43C
CEF-44A
CEF-44B
CEF-44C
CEF-45A
CEF-45B
CEF-45C

H
（mm）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W
（mm）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L
（mm）
1,200
1,200
1,200
1,800
1,800
1,800
2,400
2,400
2,400
1,200
1,200
1,200
1,800
1,800
1,800
2,400
2,400
2,400
1,200
1,200
1,200
1,800
1,800
1,800
2,400
2,400
2,400
3,000
3,000
3,000

L1
（mm）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特點
（1） 箱型組合設計，便於安裝、
搬運及拆卸。
（2） 抽換式濾材，便於安裝及拆
換。
（3） 室內室外均可安裝。
（4） 可配合其它污染防制設備
使用。
（5） 可配合環境以鋼板、鍍鋅鋼
板、不銹鋼板或鋁板製作。

過濾面積
（m³）
1.44
2.88
4.32
2.16
4.32
6.48
2.88
5.76
8.64
2.16
4.32
6.48
3.24
6.48
9.72
4.32
8.64
12.96
2.88
5.76
8.64
4.32
8.81
12.96
5.76
11.52
17.28
7.2
14.4
21.6

處理風量
（cmm）
43.2
86.4
129.6
64.8
129.6
194.4
86.4
172.8
259.2
64.8
129.6
194.4
97.2
194.4
291.6
129.6
259.2
288.8
86.4
172.8
259.2
129.6
288.2
388.8
172.8
345.6
518.4
216
432
649

貫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FAIR TECHN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11 樓之 5
TEL：02-2367-7070 FAX：02-2365-9024

11-5F, No. 80, Sec. 1, Ho Ping W. Rd.,Taipei, Taiwan,
E-mail：fair.tec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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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廢氣處理設備（
揮發性有機廢氣處理設備（流體化床）
流體化床）
1. 構造與原理
組成構造包括一次側風車、二次側
風車、吸附塔、脫附塔、冷凝器、
Site Stream Regeneration（SSR）
，
Chiller、THC 連續監測系統。
基本原理為 VOC 排氣經流體化床
式吸附塔（內含活性碳粒
GBAC）
，處理後之乾淨氣體排出，
污染物被吸附於 GBAC 上。之後
GBAC 於 脫 附 塔 中 以 電 熱 方 式
（400 ℃）脫附 VOC，脫附後之
VOC 以冷凝方式濃縮為廢液委外
處理。
2. 用途
半導體及其相關產業之製程廢
氣，一般而言，大都具有大風量(風
量 ＞ 10,000 cmh 以 上 )及 低 濃
度 (濃 度 ＜ 800 pp m as CH ４)的
特 性，且 廢 氣 的 組 成 中 常 含 有
沸點高、差異大的化學品。
3. 特點
（1） 系統操作穩定度高，連續製程
操作簡單：不論流化床之吸附
4.
系統或移動床的脫附系統，均
精細設計，球狀活性碳均保持
良好流動性，均勻操作。風量
變化時，亦可穩定操作，達到
預設之處理效率。

（2） 安全：流動式操作，吸附著
不會在碳床累積，造成碳床
著火，另採用 N2 為保安氣
體，確保高溫操作區之安全
性。
（3） N2 迴流費用低：設計有第二
吸附塔，淨化迴流 N2，可重
覆使用，操作費用低。
（4） 無廢水產出：脫附塔以電熱
分三段，間接加熱脫附，沒
有廢水問題。
（5） 系統彈性大：高濃縮倍率(可
至 1,000 倍以上)，系統後段
組合彈性大，可依用戶公共
設施之便宜性選擇連接冷凝
機或燃燒機，特別適合沒有
瓦斯的區域使用。廢氣風量
變化容許操作範圍大，適用
製程大量變化之系統。
（6） 連續監測：人機介面，直接
監控系統運轉狀況，處理設
備入口及出口有 THC 連續監
測系統(option)，可連續監測
處理效益，並有符合環保法
規之各類報表設計。
規格性能
（1） 適用風量：3,000 ~ 100,000
cmh。
（2） 適用濃度：10~ 1,000 ppm（as
CH４）
。
（3） 濃縮倍數：1,000 倍以上。
（4） 去除效率：90 ﹪以上。

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ESICCA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88 號 17 樓 17F., No.88, Zhongrenxincun,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27-2889 FAX：03-427-2726
E-mail：dtech@dtech.com.tw http：//www.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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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吸附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利用多孔性固體來處理流體混
合物，使其中一種或數種成分吸
附在該多孔性固體表面，而與其
他組成分開之過程。由於吸附過
程能有效捕集濃度很低的污染
物，因此在公害防治上被廣泛使
用，如有機溶劑的回收淨化及空
調除臭等。
5.
2. 用途

（1）
（2）
（3）
（4）

圓型單吸附塔。
圓型雙吸附塔。
方型單吸附塔。
活性碳飽和後可採用蒸氣脫附
或直接更新方式處理。
（5） 處理量依需求規畫設計及製
造。
代表性實績

（1）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用於印刷電路板濕製程之廢
新港廠。
氣、塗裝工程、化工業等有害性 （2） 荃興股份有限公司。
氣體排放之空污設備。
（3） 隆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特點
6. 產品照片
（1） 有巨大表面積。
（2） 吸附容量大。
（3） 對 不 同氣 體具 有 選擇 性
的吸附作用。
（4） 具有足夠之機械強度，熱
穩定性及化學穩定性。
（5） 來源廣泛且價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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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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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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吸附塔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利用活性碳吸附原理，將含有
機氣體之廢氣導入活性碳濾網
層吸附之後再排至大氣，其中
活性碳濾網分層排列以增加與
氣體接觸之面積。配合廢氣性
質，可加入粉塵濾網先過濾粉
塵，以防活性碳阻塞，同時可 4.
加入化學藥劑或其它吸附物質
進行化學吸附。
2. 用途

（1） 抽換式濾材，便於安裝及拆換。
（2） 室內室外均可安裝。
（3） 可配合其它 污染防 制設備使
用。
（4） 可配合環境以次鋼板、鍍鋅鋼
板、不銹鋼板等製作。
代表性實績
代表性實績
（1） 匯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 宏光電著塗有限公司。
（3） 合昌企業有限公司。

（1） 電子零件、光學儀器清
洗。
（2） 輪胎翻新、橡膠工業、玻
璃纖維、染料、塗料製
程。
（3） 塑膠、印刷、粘劑、農藥
有機溶劑製程。

漢揚環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AN HWAN POLLUTION CONTROL MACHENICS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360 巷 45 號 No.45, Lane 360, Chung Shan Rd., Shenga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561-3885 FAX：04-2561-1440
E-mail：hanhwan@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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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吸附塔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利用固體本身表面的作用力，將流
體中的一些物質吸著在吸附劑的
一種方式。而最常選用的吸附劑為
活性碳。
5.
2. 用途
主要用於處理有機性氣體。
3. 特點

尺寸可依現場需求設計，材質有不
銹鋼、碳鋼、鍍鋅鐵板、PP、PVC、
FRP 可供選擇。
代表性實績
（1） 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
（2） 芳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山科學研究院（青山）。

（1） 可針對不同廢氣性質，選用 6. 產品照片
不同種類的活性碳，對於活
性碳耗用量大的使用場
合，可加裝活性碳回收設
備。
（2） 初級濾網及活性碳網，可採
抽取式，便於安裝及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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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 259 －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氣態污染物處理設備

觸媒轉換塔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其裝置之原理為利用觸煤的特
殊性質分解有害廢氣，使其在
低溫即能完全氧化或轉化為無
害的氣體或水。
2. 用途

（1） 處理效果高，可將污染物完全
燃燒分解。
（2） 操作溫度低，可節省大量燃料
費。
（3） 可避免直燃式高溫燃燒所造成
之 NOx，SOx 等二次污染問題。
塗料工業、油墨製造、橡膠工
（4） 處理後之熱廢氣可作熱回收利
業、合成樹脂、食品加工、印
用。
制工業、化學工業等各種惡臭
（5） 觸煤壽命長，可再生連續使用。
發生源。
4. 代表性實績
（1） 匯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 宏光電著塗有限公司。
（3） 合昌企業有限公司。

漢揚環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AN HWAN POLLUTION CONTROL MACHENICS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360 巷 45 號
No.45, Lane 360, Chung Shan Rd., Shenga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561-3885 FAX：04-2561-1440
E-mail：hanhwan@ms6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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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廢氣處理設備（
揮發性有機廢氣處理設備（轉輪）
轉輪）
1. 構造與原理
組成構造包括一次側風車、二次側
風車、沸石轉輪、焚化爐
(TO/RTO)、THC 連續監測系統。
基本原理為 VOCs 排氣經沸石轉輪
後（內含高疏水性的無機性沸石材
料），處理後之乾淨氣體排出，污
染物吸附於沸石上。再以高溫氣體
（180℃）脫附 VOCs，脫附後之
VOCs 以直燃式焚化爐焚化。
2. 用途
半導體及其相關產業之製程廢
氣，一般而言，大都具有大風量(風
量＞10,000cmh 以上)及低濃度(濃
度＜800ppm as CH４)的特性，且廢 4.
氣的組成中常含有沸點高、差異大
的化學品。
3. 特點
（1） 全自動連續操作，系統淨化
效率可保持在 90%以上，
（可依需求設計淨化效率
在 95 %以上）
。
5.
（2） 非偶合設計，系統壓力變動
率低。負壓操作，週界臭味
指數低。
（3） PLC 連鎖控制，轉輪部分有
N2 及 消 防 水 自 動 噴 灑 裝
置，燃燒機另外設計有瓦斯
或柴油自動關斷閥及流量
調整閥，可準確控制燃料的
供應及緊急關斷。

（4） 廢熱經兩次熱回收，總回收
效率達 80 % ~ 90 %左右。
（5） 轉輪可水洗，在處理不易或
無法脫附之含高沸點 VOCs
廢氣時，累積於轉輪表面之
高沸點化合物，可經自動水
洗裝置去除，快速恢復轉輪
吸附能力。
（6） 人機界面，直接監控系統運
轉狀況，處理設備入口及出
口有 THC 連續監測系統（op
-tion），可連續監測處理效
益，並有符合環保法規之各
類報表設計。
規格性能
（1） 適用風量：10,000 ~ 100,000
cmh。
（2） 適用濃度：50 ~ 200 ppm（as
CH４）
。
（3） 濃 縮 倍 數 ： 6~15 倍 。
（4） 去 除 效 率 ： 90﹪ 以 上 。
產品照片

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ESICCA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88 號 17 樓 17F., No.88, Zhongrenxincun,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27-2889 FAX：03-427-2726
E-mail：dtech@dtech.com.tw http：//www.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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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脫臭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3.
利用生物特性，去分解空氣中有機
性異味。
2. 用途
4.
適合中低濃度氨、氮等氣體之去
除。

特點
（1） 操作成本低，壓力損失小。
（2） 可依處理量不同而設計。
規格性能
依實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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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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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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沸點有機溶劑處理設備
（6） 具備 Heat Pipe Coil(熱管)熱
回收回溫裝置，可大幅降低
組成構造包括冷卻盤管、除霧器、
結霧及結露現象。
熱管(option)。
（7） 具有循環冰水泵(Circulation
基本原理係將氣體之溫度下降至
Pump) 控 制 冰 水 入 水 溫 機
其中某化學成分之蒸氣壓相對應
制，可調節水分凝結量(盤管
溫度以下，使該化學成分凝結而達
器具露點溫度)。
分離之目的。
4. 規格性能
2. 用途
（1） 設備材質皆採用 SUS316。
（1） 高 濃 度 之 高 沸點 有 機 廢 氣
（2） 冷凝器出風溫度可控制至
>1%。
10 ~ 14 ℃。
（2） 含高沸點低蒸氣壓化學品之
（3） 高沸點有機廢氣冷凝效率
廢氣。
可達 70 ~ 95 %。
3. 特點
（1） 符合 PHA 分析精神設計。 5.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2） 首先採用(10 年前，台積二
廠)設計清洗水系統，具備自
我清洗(Self-Clean)效能，確
保冷凝盤管的熱交換效率及
消防安全的功能。
（3） 選用高效能除霧器：水力負
荷高，不易阻塞，除霧效率
高。(3 μm 液滴，99 % 去除
效率)。
（4） 具備可程式控制(PLC)及人
機介面操作功能。
（5） 具備風量調整系統。

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ESICCA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88 號 17 樓 17F., No.88, Zhongrenxincun,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427-2889 FAX：03-427-2726
E-mail：dtech@dtech.com.tw http：//www.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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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廢氣除塵脫硫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廢氣由下部進入後經旋風集塵
器，與處理液混合後，去除煙塵及
SOx、NOx，廢氣由下往上再經文
氏洗滌器，進行吸收處理。本設備
可 採 用 不 同 處 理 液 進 行 吸 收 處 5.
理，可達空氣品質排放標準。
2. 用途

依現場作業環境、污染物性質作不
同 的 設 計 ， 材 質 有 SUS304 、
SUS316、PP、FRP、PVC、鍍鋅、
SS400…等。
代表性實績
（1） 福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景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處理各種工業廢氣臭味。
（3） 羅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處理各種工業產生之粉塵。
（3） 各種有害氣體，如 H2S、 6. 產品照片
NH3、HCl、SOX、 NOX、
Cl2、HF 等。
3. 特點
（1） 一機二體可降低基地設置
費用。
（2） 除塵、脫硫、脫臭效率高。
（3） 自動定量加藥，運轉費用
低。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 18-11, Lin 2,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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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濕式脫硫排煙集塵系統(濕式離心處理塔
高溫濕式脫硫排煙集塵系統 濕式離心處理塔＋
濕式離心處理塔＋文式洗滌塔＋
文式洗滌塔＋
除酸注入系統＋
除酸注入系統＋濕式充填吸收塔)
濕式充填吸收塔
1. 構造與原理
3.
本套設備是由濕式離心處理塔、文
式洗滌塔及濕式充填吸收塔組合而
成。
利用濕式離心處理塔切線離心之原
理，將導入之廢氣與洗滌液充分混
合攪拌，達到吸附之效果，進而去
除 SOX、NOX、HCl、氟化物及部
份煙塵及重金屬等之廢氣，並利用
濕式離心處理塔 100％熱交換能
力，確實降低廢氣之溫度，節省後
段設備初設成本。
將第一段處理塔處理過之廢氣導入
文式洗滌塔內，將氣流與噴霧設計
成直角，利用高速碰撞原理，捕集
0.5 μ 以下之粒子，對於 1 μ 以下之
粒子有超過 90％的收集效率。
本套系統中之濕式充填吸收塔分別
由處理塔本體、循環水槽、循環泵 4.
浦、充填材、高壓噴嘴、除霧器、
加藥設備、儲藥槽、ph 控制器、ORP
控制器及液位控制器等單元組成，
並可依污染源之物質屬性選擇必要
之附屬設備。
將文式洗滌塔處理後之廢氣再次導
入濕式充填吸收塔內利用充填材多
孔性之結構分散洗滌液，提供氣液 5.
間較大之接觸面積，使氣液充分接
觸達到分離、捕捉、中和等目的。
2. 用途
可去除因高溫燃燒產生含 SOX 、
NOX 、HCl、氟化物、煙塵及重金
屬等之廢氣。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特點
（1） 具有處理高溫度和含水分氣
體的能力。
（2） 能中和處理乾燥狀態及濃度
過高易產生爆炸和起火之廢
氣。
（3） 加濕能力強。
（4） 大流量噴嘴不易堵塞，影響
處理效率。
（5） 依廢氣性質選擇適當之充填
材及其數量，增加處理效率
並降低初設成本。
（6） 出口端設置氣液分離器，對
於 10 μ 以上之水滴有 95 ％
以上之去除能力，減少循環
水之損失。
（7） 成本低，操作簡單。
規格性能
本套設備之規格依質能平衡計算及
燃燒之溫度所得之廢氣量設計規
劃，故無標準固定之規格，一切本
體之尺寸及使用附屬設備之規格，
均依設計所得之數據設計，材質可
為 SS304、316 或 316L 等。
產品照片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鄉區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 265 －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氣態污染物處理設備
氣態污染物處理設備

焚化爐排煙集塵處理系統(降溫塔
焚化爐排煙集塵處理系統 降溫塔＋
降溫塔＋除酸塔＋
除酸塔＋脈動
式袋濾集塵機)
式袋濾集塵機
1. 構造與原理
本套系統是由降溫塔、除酸塔、
活性碳注入器、脈動式袋濾集塵
機、電力儀控系統、管路系統及
其他必須設備組合而成。
焚化爐燃燒之高溫廢氣含有酸 2.
性物質、塵粒及戴奧辛，必須經
由冷卻、液鹼、活性碳注入系統
及袋濾式集塵機等設備處理粒
狀、氣狀污染物及戴奧辛，再經 3.
由風機引至煙囪排放。
本套系統屬於半乾式除酸除塵
處理系統，其原理為
利用霧化器經比例式控制，將進
入降溫塔內之廢氣進行降溫至
所設定之溫度；再次利用霧化
器，將吸收劑漿液霧化成直徑約
數十微米的小液滴，並於除酸塔
進行中和處理。由於接觸面積
廣，質傳和熱傳效率佳。
當小液滴到達塔的底部時，水分
已經全部蒸發而成乾粉狀態，如
此便無廢水處理等問題。經蒸發
而成的乾粉，一部分可自塔的底
部卸出，其餘則交由後面的袋濾 4.
式集塵機處理。袋濾式集塵設備
除可去除粉塵外，尚可藉未反應
之吸收劑和廢氣中剩餘的污染
物進一步反應，使整個系統的處
理效率更為提升。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活性碳注入系統則於除酸塔與
集塵機之間注入活性碳，利用活
性碳之吸附能力處理戴奧辛，減
少戴奧辛排放，合乎法規之要
求。
用途
可去除因高溫燃燒產生含 SOX、
NOX、HCl、戴奧辛、氟化物、煙
塵及重金屬等之廢氣。
特點
（1） 精確的質能平衡計算，決定
廢棄物燃燒產生及輔助燃
料燃燒產生之廢氣量。
（2） PLC 全自動控制，及時線上
監控。
（3） 溫度控制比例式控制閥之
開度，透過二流體噴嘴，達
精確水量及霧化之目的。
（4） 全系統操作溫度在酸露點
以上，設備無腐蝕之顧慮。
（5） 冷卻水完全霧化蒸發，故無
廢水處理之顧慮。
（6） 處理過程可去除戴奧辛，達
到環保法規標準，並可去除
其他污染物質。
規格性能
本套設備之規格依質能平衡計算
及燃燒之溫度所得之廢氣量設計
規劃故無標準固定之規格，一切
本體之尺寸及使用附屬設備之規
格均依設計所得之數據設計，材
質可為 SS304、316、316L 等。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鄉區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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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乾式氣態懸浮吸收器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佔地小，可直接加裝於現有
的焚化爐、發電廠、工業用
鍋爐之後段。
（2） 由於反應器內石灰粒子重覆
循環，為高利用率之吸收
劑，故所需石灰用量低，操
作費用低。
（3） 設備控制系統單純，建造時
間短，設備費用低廉。
（4） 零件少，維修成本低。
（5） 噴嘴更換簡易，不需中斷操
作。
（6） 石灰消耗量低，殘留廢棄物
較少。
（7） 反應器內壁無灰垢積結。
（8） 除酸效率可高達 99%以上。
2. 用途
焚化爐、發電廠或汽電共生廠等工 4. 代表性實績
半乾式氣態懸浮吸收器是半乾式吸
收器中最新之科技突破，為安裝於
焚化爐或燃燒爐後段之廢氣處理設
備，其主要構造包括：圓柱形反應
器、旋風分離器及粉塵循環加料系
統等。處理原則係利用煙道氣將反
應器內石灰粒子流體化而呈懸浮狀
態，使煙道氣與石灰粒子有廣大接
觸，並與其所含之酸氣進行中和反
應，使用過之石灰粒子，經回收後，
可循環使用達 100 次以上，充分發
揮其去酸功能，處理後之氣體再由
集塵機去除粒狀物後排放，可完全
符合排放標準。

業鍋爐廢氣中 SOX、HCl 去除之後段
大發工業區焚化爐廢氣處理。
處理設備。
5. 產品照片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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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利用熱交換原理降低廢棄温度
後，以酸鹼中和方式去除廢棄中酸
性物質，達到排放標準。一般分為
乾式系統，溼式系統及半乾式系 5.
統。

（1） 台南焚化廠空污系統。
（2） 立弘公司空污系統。
（3） 燁聯公司空污設備。
產品照片

2. 用途
適用於製程所產生之廢氣處理。
3. 特點
（1） 配合空氣污染物之種類濃
度含量規劃設計。
（2） 安裝容易、維修簡單。
（3） 適用範圍廣、可處理高温粉
塵。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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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式高溫排煙脫酸集塵系統
（4） 於露點溫度以上操作，設備
無腐蝕顧慮。
乾式高溫排煙脫酸集塵系統單元
（5） 處理後排氣無白煙。
為：離心混合反應器、高溫排氣風
（6） 處 理 系 統 直 接 排 出 乾 粉
管、集塵機、吸著劑輸送系統及排
塵，無污泥、無廢水。
風機。
（7）
回收粉塵可再循環或再利
高溫廢氣及乾粉吸著劑同時輸入混
用。
合反應器內，以渦流攪拌促進反
應。後段則以袋濾式集塵機收集粒4. 代表性實績
狀污染物，同時濾袋表面再次促進
（1） 福祿（蘇州）陶瓷色釉料公
二次吸著反應，加強脫酸效果。
司。
本系統可依各種高溫爐配合爐壓自
（2）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動控制穩定運轉，達到節能的目標。 （3） 松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用途
5.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將高溫排煙中的污染物如煙塵、戴
奧辛、SOx、HCl、NOx、氟化物、
水銀、重金屬、H3BO4 等同時去
除。
3. 特點
（1） 排煙中所有的污染物一次
同時去除。
（2） 經濟的設備組合發揮最高
效能。
（3） 系統構造單純，操作保養容
易。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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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乾式、
半乾式、濕式排煙脫硫系統
（4） 需控制酸鹼中和，以確保處
理效果並防設備腐蝕。
將高溫煙道廢氣以半乾式或濕式
的方法達成冷卻、除塵、中和，將 （5） 處理後排氣可能有水蒸氣白
煙。
粒狀污染物及酸性氣體一併去除。
本排煙脫硫系統的構成有以下設 （6） 處理系統可能有廢水排出。
備單元，須依據發生源的特性而作4. 產品照片
不同的配置與組合：
（1） 噴霧蒸發塔。
（2） 離心式洗滌塔。
（3） 衝突式洗滌塔。
（4） 文式洗滌塔。
（5） 充填吸收塔。
（6） 袋濾式集塵機。
（7） 靜電集塵機。
2. 用途
以半乾式或濕式的方法將高溫排
煙中的污染物如煙塵、戴奧辛、
SOx、HCl、NOx、氟化物、水銀、
重金屬、H3BO4 等同時去除。
3. 特點
（1） 排煙中所有的污染物一次同5.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時去除。
經濟部工業局環保工程實績及技
（2） 濕式系統無燃燒或爆炸的顧
術評鑑 A 級。
慮。
（3） 設置成本較經濟。
1. 構造與原理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 270 －

http://www.teec.com.tw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氣態污染物處理設備

半乾式廢氣集塵除酸脫硫設備
4.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利用低溫集塵控制 B2O 3 解決白煙
問題。
2. 用途
廢氣處理系統流程：冷卻塔+半乾
式除酸塔+活性碳注入系統+袋式
集塵機。。
3. 特點
（1）
（2）
（3）
（4）

除酸效率 > 90 %。
除塵效率 > 99 %。
無廢水 2 次污染問題。
材質腐蝕較輕微(露點以上
操作)。
（5） 排氣不透光度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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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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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污染防制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公害污染防制設備作業流程。
規劃--->設計--->製造--->安裝--->
檢測--->服務
2. 用途
5.

（1） 中山科學研究院。
（2） 立昌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照片

適用於各種工業廢氣之處理，如鑄
造業、加工業、 化工製造、窯業、
電鍍業之化學反應所產生有害廢
氣之處理。
3. 特點
配合現場從規劃、設計、製造、安
裝、檢測到售後服務，全由本公司
負責，經濟耐用且效果良好。
銅、鋁、鐵熔爐廢氣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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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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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度 VOCs 處理及熱能回收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本特殊系統為設計應用於高濃度
有機 VOCs 廢氣處理（例如塗佈製
程廢氣），將廢氣經由蓄熱式燃燒
爐(RT O)高溫分解後，產生的熱能
除了儲存供 RTO 運作外，尚可回
收大量餘熱，供給至製程作為加熱
熱源。
VOCs 分解後的高溫排氣導入一熱
回收系統，此熱回收系統裝置有 氣
體/液體 熱媒介質，利用 直接/間
接 熱交換方式，達到熱回收的目
的，再將熱能回送至製程或其他廠
區內使用。
2. 用途
可廣泛應用於排放高濃度揮發性 4.
有機物(VOCs)及高熱能需求之塗
佈製程、加熱製程、烘乾製程等。
製程廢氣中所含 VOCs 污染物，經
由 RTO 氧化燃燒所產生的熱能，
除足以供應 RTO 運轉所需外，更
可回收至廠區或製程使用；除了處
理廢氣符合國家法規、降低空污費
繳納額度，並且再生能源節省燃
料，降低營運成本，提昇產業競爭
力。

（1） 專門應用於塗佈製程等各
工業領域。
（2） 高效率熱能回收裝置。
（3） PLC 全 自 動 即 時 溫 度 監
控、氣動高溫風門全自動
熱回收控制。
（4） 回收熱能降低製程燃料需
求，發揮經濟效益。
（5） 系統採正壓操作，運用 NGI
控制技術，保持製程排氣
量及壓力完全穩定，並節
省 40 %的燃料費用。
（6） VOCs 氧 化 處 理 中 無 火
燄，無 NOx 二次污染產生。
產品照片

台灣公害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 號 15 樓之 4
15F-4, No. 258, Lian-Cheng Rd., Chung-H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8227-1299 FAX：02-8227-1289
E-mail：teec@teec.com.tw

－ 273 －

http://www.teec.com.tw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氣態污染物處理設備

濕 式 脫 硫 除 臭 系 統 (濕
濕式充填吸收塔＋活性碳
吸附脫臭設備)

（4） 各 種 化 工 廠 有 機 廢 氣 處
理。
本系統係因應各種不同氣體及有
（5） 各種有害氣體 H2S、SOX、
機排放物，因屬性需要設計而成之
HCl、Cl2、HF、SF 及惡
套裝環保設備，系統中濕式充填吸
臭氣體中和處理。
收塔、處理塔本體、循環水槽、循
3. 特點
環泵浦、充填材、高壓噴嘴、除霧
器、加藥設備、儲藥槽、PH 控制 （1） 具有處理高溫度和含水分氣
體的能力。
系統、ORP 控制系統及液位控制
（2）
能中和處理乾燥狀態及濃度
器等單元共同組構而成。
過高易爆炸和起火之廢氣。
活性碳吸附脫臭設備，則視各別不
同之廢氣物質屬性，選用適合之吸 （3） 加濕能力強。
附材，為延長濾材之吸附能力，依 （4） 大流量噴嘴不易堵塞，影響
處理效率。
各別氣體物性充分考慮氣體流率
及 設 置 初 級 濾 網 或 光 觸 媒 過 濾 （5） 依廢氣性質選擇適當之充填
材及其數量，增加處理效率
網，增加捕集效率。
並降低初設成本。
2. 用途
（6） 出口端設置氣液分離器，對
本產品用途非常廣泛，舉凡生產事
於 10 μ 以上之水滴有 95 ％
業、大型污水處理廠及垃圾掩埋場
以上之去除能力，減少循環
所產生之有害及惡臭氣體均可使
水之損失。
用本套設備進行中和及脫臭處理。
（7） 可依不同之廢氣性質決定活
本設備可適用於：
性碳處理塔之過濾面積，減
（1） 垃圾掩埋場滲出水貯留池
少不必要之浪費。
之廢氣處理。
（8） 以兩段式處理有害及惡臭氣
（2） 衛生下水道截流站之廢氣
體，降低活性碳之更換頻
處理。
率，及操作成本。
（3） 焚化爐排放之廢氣處理。
（9） 活性碳之更換，人員不必進
入塔內，直接由外抽取即
可，減少工安意外。
1. 構造與原理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鄉區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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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

5. 代表性實績

（1） 濕式充填吸收塔本體材
質：高溫氣體採用不銹鋼
SUS304、316、316L 等，
或 SS400 除銹處理後表 6.
面噴漆；酸鹼廢氣則採用
PP 聚丙烯塑膠材質或是
PVC、PE 等塑膠材質。
（2） 活性碳吸附脫臭設備：本
體及內部支稱框架均為
不銹鋼 SUS304 或 SS400
除銹處理後表面噴漆材
質。
（3） 充填材材質：依廢氣之特
性可選擇 SUS304、PP、
PVC 等材質。

千增股份有限公司

（1） 高雄市政府愛河截流站。
（2） 聯勤總司令部高保廠。
（3） 聯勤總司令部花保廠。
產品照片

CHIAN TZE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鄉區專一街 78 號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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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脫臭除硫裝置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本處理設備屬於對流式填充塔，廢
氣由下部進入；淨化的氣體由塔頂
排出，處理藥劑由塔內部向下噴
灑，處理後廢液由塔底流出。淨化
的氣體再經過活性碳層的吸收
後，經由煙囪排入大氣中，流出吸
收塔的液體則可經處理後循環再
用。
2. 用途

（1） 採用高吸收率填充塔，所以
裝置精簡，所用面積小。
（2） 處 理 後 之 藥 液 能 循 環 使
用，節省大量廢水的排出。
（3） 最佳之液面及氣體接觸，最
低壓力損失。
（4） 可依客戶需求將塔本體設
計為橫臥式。
4. 代表性實績

（1） 垃圾掩埋場滲出水貯留池
台北市環保局福德坑垃圾掩埋場
之廢氣處理。
西側谷。
（2） 污水處理場之除臭裝置。
（3） 焚化爐及工業爐等排放之 5. 產品照片
廢氣處理。
（4） 各種有害氣體，如 H2S、
SOx 、NOx 、HCl、Cl2 、HF
等惡臭氣體之處理。

股份
份
大 技 工 股

公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區

權

路1

8

5

8F-5, No. 1, Wu Chun First Rd, Hsin-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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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風車
（4） 化學工廠之強力通風用。
（5）
建築物之空調用。
根據多年研究與實驗的結果，對於
（6） 機器之冷卻通風用。
抽風機進出口的空氣亂流完成一
（7） 熱風循環排氣用。
種使其極度減少的設計，從而減少
3. 特點
噪音並提高效率。

1. 構造與原理

（1） 外罩：對於自翼輪的快速氣
體，能將空氣壓力作 有效的
變換，並以厚鋼板充分防止
震動及噪音，並增強其較高
的剛性。
（2） 翼輪：翼輪係採用向後彎曲
形翼，翼的曲率半徑、出口4.
角入口角，以及外罩尺寸配
合設計，並採用動力平衡校
正，充分調整其平衡。
（3） 軸輪：係採用品質優良之中
碳鋼，翼輪的迴轉不會發生
震動。
（4） 軸承：係採用精選 NSK 品
牌，連續運轉極為安全，零
件組合非常精密，增加耐用
性。
2. 用途
（1） 鍋爐送風、排風用。
（2） 研磨廠、粉類工廠等排塵及
集塵處理。
（3） 含微粉塵之工作場所、可作
通風換氣之用。

兩昌股份有限公司

（1） 依風量及壓力可分低、中、
高等三種型。
（2） 結構堅固、經濟耐用。
（3） 可依現場需要選擇出風口方
向。
（4） 可附集塵器使用。
規格性能
（1） 動力曲線：由於翼輪是向後
彎曲形狀，因而具有〝有限
負荷〞的性質。但因馬達的
選用適當，可以適合不同的
施工場合。
（2） 空氣量、靜壓：整個運轉非
常穩定，無論用於空調設施
或工業，都能獲得高效率的
運轉。
（3） 起伏與並列運轉：由於翼輪
是向後彎，所以起伏震動的
影響很少。
（4） 噪音：高效率而無噪音的運
轉。

LIANG CHANG CO., LTD.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1776 巷 8 之 6 號
No. 8-6, Lane 1776, Chung Cheng Rd., Tsaotun Town, Nahtou Hsien, Taiwan
TEL：049-256-6935 FAX：049-256-3653
E-mail：yishuenn@ms3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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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通風器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利用熱升冷降與風力驅動原理，經
由完全防雨的弧形葉片，堅固的渦
輪增壓葉片，可承受每小時一百二
十英哩風速，熱氣、臭氣、濕氣、
煙霧、蒸氣、污染之清除循環吸取 4.
流動新鮮清爽空氣，不僅可以有效
使屋內清新舒暢，亦可延長廠內生
產機 器、物料、建築物之使用年
限。
2. 用途
排熱、散熱、通風。

（1） 整組採用不銹鋼，一體成型。
（2） 不需電力、節省能源。
（3） 安裝場所不受限制。
（4） 特殊防雨設計、專利產品。
規格性能

精良的 SUS304#不銹鋼材質，真正
做到完全防鏽、正規弧形葉片設
計、填補空隙，使雨水順著葉片外
流下，完全沒有機會讓雨水漏進室
內。安裝簡單，運轉毫無噪音，無
須任何操作費用。
5. 代表性實績
（1） 澎湖監獄。
（2） 正隆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3） 東帝士集團 — 東盟不銹
鋼廠。

兩昌股份有限公司

LIANG CHANG CO., LTD.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1776 巷 8 之 6 號
No. 8-6, Lane 1776, Chung Cheng Rd., Tsaotun Town, Nahtou Hsien, Taiwan
TEL：049-256-6935 FAX：049-256-3653 E-mail：yishuenn@ms3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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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浦式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採後傾式風輪，以鋼板焊製完成，
（1） 風量：10 ~ 2,500 m³/min。
（一般鋼材、耐熱鋼材、耐磨鋼
（2） 靜壓：100~ 1,500 mmAq。
材、不鏽鋼）
，耐酸鹼可採 FRP 被
（3） 馬力：1 ~ 300 hp。
覆。
5. 代表性實績
2. 用途
（1） 台中火力發電廠。
空調、工廠換氣、通風，各種空氣
（2） 正隆后里廠。
污染防制設備的吸引或壓送風機。
（3） 台灣佳能潭子廠。
3. 特點

6. 產品照片

結構堅固、耐久性佳、每部風機都
經過動平衡校正，使用壽命長。

高幟通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 FLAG VENTLATION IND CO., LTD
台中市南屯路二段 860 巷 37 號 No. 37, Lane 860, Nantun Rd., Sec.2, Tachang City, Taiwan
TEL：04-2389-8928 FAX：04-2389-9053 E-mail：gfan8928@ms3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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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板式離心送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5. 代表性實績

利用離心壓縮方式，將所需風量壓 （1） 台 糖 ： 650 hp 蔗 渣 鍋 爐
縮至規格要求壓力的一種空氣機
I.D.FAN。
械。
（2） 台化：215 hp 化工製程設備。
（3） 台 塑六輕 ： 300 hp 焚 化 爐
2. 特點
F.D.FAM。
效率高、噪音低、震動低。
6. 產品照片
3. 適用範圍
適用於焚化爐排送風、廢氣設備排
送風、機械加工業、製造業、各種
工廠廢氣排放，皆可適用。
4. 規格性能
（1） 風量：可達 3,000 m3/min 以
上。
（2） 壓力：可至 1,600 mmAq。
（3） 馬力：請參考型錄選用。
7.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符合 CNS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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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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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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風機有多種型式，根據葉輪型式不
同，葉片彎曲角度不同，以及葉片
數目不同，所產生之風量及風壓不
盡相同，故可依用途選擇適當的材
質及機型是很重要的。
2. 用途

（1） 風機種類：多翼式風機、直
翼式風機、定載式 風機、
透浦式風機、翼截式風機、
軸流式風機。
（2） 材質：可為不銹鋼、碳鋼、
FRP、PP、鋁橡膠裡襯。

集塵、排煙、高溫爐、空調、鍋爐 5. 代表性實績
送排風、焚化爐、防制公害等。
（1） 中山科學研究院。
（2）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 特點
（3）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1） 可依據風量及風壓設計各
6. 產品照片
種適合的風機。
（2） 效率高、噪音小。
（3） 結構堅固、耐用。

雙入口翼截式風機
處理風量: 5,000 m³/min P:300 mmAq

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CHUAN FENG MACHINE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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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
//www.chuanf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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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翼離心式送風機及箱型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本公司所產製之多翼離心式風
機，可因場地空間及風量需求大
小，機種上可分為單吸口、雙吸口
及箱型風機，多翼式風機其葉片之
構造是採用前曲型葉片，且因於同
一組葉輪上片數最多達數拾片以
上，因而得名。此類風機因轉速
低、低靜壓、大風量之特性，為空
調送風所不可或缺之機種。
（1） 機體：較小型者，邊板採用
光亮板或鍍鋅板，以油壓方
式，含補強、入風喇叭口一
體成型後與渦捲體及組裝點
焊而成，此小型風機風輪之
裝卸常由風機出口處組裝合
成，完成後於捲型箱裝設阻
流板，採用固定方式，固定
於兩側邊板上。
較大型者，於兩側邊板取料
完成後，施以適當之補強，
培林支撐座設置，各部調整
後與外殼渦捲組合，並採用
內 部全 週焊接 ，焊 接最 確
實，加強其整體之結構及防
止接縫部位滲水形成銹蝕現
象。某些場所因空間狹小，
基於現場組裝及爾後保養上
需要，必要時外殼可採上、
下分割結合方式。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2） 葉輪：葉片之構造是前曲型
葉片，經過特殊成型藉以得
到最高效率及低噪音之效
果。
較小型者：由 7 吋到 18 吋之
風扇機種，葉片之轉角以抽
拉方式製造，其操作係以自
動加工方式，藉以得到其應
有之堅固性及精確性。
較大型者：20 吋以上直徑之
葉輪，葉片個別經油壓成型
後，逐片以鉚釘或焊製方
式，固定於中心主板及進氣
環板上，期以得到強固的結
合及最佳輸出功能。組合後
之風輪於裝上蘭轂後與特殊
車製之穩定桿互相固定於主
板上，強化其堅固性，精準
中心度及防止運轉中突發之
變形，最後經進口之精密平
衡機平衡校正後完成。
（3） 車 軸 ： 選 用 最 佳 質 料 之
碳 鋼，經 NC 車 床 加 工 及
研磨機作真圓度研磨，
由於設計上充分考慮安
全係數，故對長期使用
無變形及軸性疲勞的顧
慮。

JEEN FO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1 樓
1F,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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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軸承：軸承通常使用滾珠軸 4. 規格性能
承(Ball Bearing)，大型者，
機型上可分為單吸、雙吸、箱型
則 使 用 滾 柱 軸 承 (Roll
風機。材質通常可選用 SS400#、
Bearing)。
鍍鋅鐵皮、不銹鋼系列材質、
（ 5） 外殼：外殼為鑄鐵製品，
PVC、PP、FRP 等。
設有簡便之防護防塵蓋，檢
（1） 馬力：1 ~ 400 hp。
視容易，採用油脂潤滑方
（2） 風量：50 ~ 9,000 cmm。
式，方便 保 養 。
（3） 靜壓：10 ~ 100 mmAq。
2. 用途
5. 代表性實績
冷暖房空調送風、空氣清靜換
氣、地下室、停車場排氣、浴室、
廁所通風除臭、消防排煙系統、
廚房抽油煙、乾燥裝置、大賣
6.
場、車站、礦坑、隧道等排氣。
3. 特點

（1） 中央研究院。
（2） 中國時報。
（3） 九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照片

所有翼片經沖壓成型，角度整齊
劃一，每組風輪均經精密平衡機
平衡校正，運轉最平穩，有轉速
低、噪音小、耗電少、低風壓、
大風量之基本特性，必要時可採
用箱型風機於同一箱，體內可同
時組裝數部雙吸口風機於一
體，節省空間，必要時其安裝可
採用吊掛式，最方便搭配風管作
業。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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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軸流式抽風機、
屋頂軸流式抽風機、屋頂離心式抽風機、
屋頂離心式抽風機、免動力自然
通風器
1. 構造與原理
屋頂式抽風機係因應某些建築物
無法裝設空調設備、架設通風管路
系統所研發而來，是目前所有通風 2.
設備系統中，唯一不佔用建築空
間，不需架設風管，單一建築可整
體換氣，通風效果最大，造價最合
理之通風設備。
（1） 機 體： 為因 應組裝 於屋 頂 3.
上，不論軸流式或離心式，
其 本體 均採 用一體 成型 之
FRP 材質，以求整體重量
輕、耐腐蝕性高之特性。單
機風量需求大之機種，則會
考慮採用 SS400#、鍍鋅鐵
4.
皮、不銹鋼系列。
自然通風器固定型採用鋁合
金皮、鍍鋅鐵皮、不銹鋼系
列成型。
渦輪式自然通風器機體採用
鋁合金、鍍鋅鐵皮、不銹鋼、
FRP 成型。
（2） 葉輪：所有葉輪含軸流式、
離心式、渦輪自然通風器，
其葉片採用油壓一體成型組 5.
裝、鉚合調整及平衡手續，
各機種葉輪材質選用與其原
機體相同材料施作，以求整
體性。
（3） 車 軸 ： 屋 頂 式 通 風 機 因
長期組裝於屋頂上，故
近 80 %以 上 採 用 馬 達 軸
直結驅動式，以減少保
養手續。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4） 軸承：採用馬達軸直結驅
動式，穩定度最高，幾乎
不需保養。
用途
工廠、醫院、體育館、禮堂、戲
院、實驗室、會議室大樓、各大
型建築物之換氣、除臭、排濕、
排塵、通風等。
特點
外型美觀、全天候防止雨水侵入、
不需架設風管、排氣最流暢、不需
佔用建築面積，可以最小馬力取得
最大通風量，馬達軸直結驅動，幾
乎不需保養。
規格性能
機型上可分為軸流式、離心式、自
然通風器、渦輪自然通風器，材質
通常可選用鋁合金鐵皮、鍍鋅鐵
皮、不銹鋼系列、FPR、尼龍纖維。
（1） 馬力：1/2 ~ 30 hp。
（2） 風量：50 ~ 1,000 cmm。
（3） 靜壓：3 ~ 25 mmAq。
（4） 免電力自然通風器。
產品照片

JEEN FO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1 樓
1F,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 284 －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氣態污染物處理設備

徑向離心式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2.
本公司所產製之徑向離心式抽風
機，係為因應個別不同產業需求所
研發製造，本機種與其它風機均是
利用空氣加壓浮動原理，配合風管
及其它除塵設備，藉風力之引動來
3.
達到物體搬運之目的。
（1） 機體：機體因屬個別設計製
造，且為因應本機容許大量粉
塵、粒狀物通過之特性，一般
選用較耐磨性之金屬材料，如
碳鋼板、不銹鋼板、鍍鋅鋼板
等材質來施作。為考慮長時間
運轉本機之結構配置，均較其 4.
它機種要堅實的多。
（2） 葉輪：葉輪經冷壓成型後，焊
接於主板及副板上，完成後葉
片出口角度呈徑向輻射狀，此
機型有時為配合造紙業需
求，會於葉片頂端及導入口處
加設刀具，以達碎紙及快速輸
送之目的。
（3） 車軸：選用最佳質料之碳鋼、
經 NC 車床加工及研磨作真
圓度研磨，由於設計上充分考
5.
慮安全係數，故對長期使用無
變形及軸性疲勞的顧慮。
（4） 軸承：軸承通常使用滾珠軸承
（Ball Bear -ing）
，大型者，
則使用滾柱軸承（Roll Bear
-ing）。外殼為鑄鐵製品，設
有簡便之防護防塵蓋，檢視容
易，採用油脂潤滑方式，方便
保養。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用途
PCB 排塵及集塵、研磨工廠、紡
織、纖維廠、木工廠、紙片、粉粒
體輸送、一般爐體之強力通風、濕
物乾燥化學工廠排氣等。
特點
本機屬高負壓，送排風機可輸送大
風量和高風壓，葉輪較耐磨損，可
容許固體進入，因無法同時兼顧流
體力學之需求，故本機種於效率上
較差，馬力曲線較陡，選擇馬力時
需留餘裕值。
規格性能
（1） 可依客戶需求由規劃→設計
→製造→測試→安裝→驗
收。
（2） 機型上均設計為單吸口規格
較多。
（3） 材質可採用鋼板、鍍鋅板、
不銹鋼板、PVC、PP 等。
（4） 馬力：1 ~ 1,000 hp。
（5） 風量：50 ~ 3,000 cmm。
（6） 靜壓：50 ~ 1,500 mmAq。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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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浦離心式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透浦離心式風機，又稱輪機式風
機，其運動方向恰與多翼式風機
相反。多翼式因同一只葉輪上擁
有數拾片葉片，葉片形態呈修長
狀，運轉時，採前傾方向，而透
浦式風機則為滿足高風壓、大風
量之需求，故其風葉結構均以後
傾方式運動，透浦風機因結構及
性能均居其它型風機之冠，是產
業界運用最寬廣主流機種之一。
（1） 機體：外殼條件以 HEAVY DUTY 設計，鋼性強度佳，
機體與馬達共構之底座均用
槽型鐵組合，構造堅固，運
轉壽命最長。為因應不同使
用環境需要，必要時外殼可
採上下分割結合，拆卸葉輪
時，不必拆動出入口配管，
方便保養。外殼渦卷部分採
用內部全週焊接，焊接最確
實，不虞接縫部位滲水，形
成銹蝕現像。完成後經 100
% 除渣及研磨，經數道油漆
塗裝保護後而成。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2） 葉輪：後傾方向運轉，所有
板材、葉片厚度均經強度計
算，及精密流暢分析，焊製
完成之葉輪經應力消除及車
床車製後，送電腦動平衡作
平衡校正，可充分承受高速
回轉，運轉最平穩、振動極
微、效率最高、噪音低等特
性。
（3） 車 軸 ： 選 用 最 佳 質 料 之 碳
鋼、經 NC 車床加工及研磨
作真圓度研磨，由於設計上
充分考慮安全係數，故對長
期使用無變形及軸性疲勞的
顧慮。與輪殼結合之軸向及
其螺帽均特殊設計，組合葉
輪不需敲擊，拆卸時亦不需
拔輪器，與皮帶輪結合之軸
向則採用雙錐度軸套，可輕
易拆卸皮帶輪，方便維修。
（4） 軸承：軸承通常使用滾珠軸
承（Ball Bear -ing）
，大型者，
則使用滾柱軸承（Roll Bear
-ing）。外殼為鑄鐵製品，設
有簡便之防護防塵蓋，檢視
容易，採用油脂潤滑方式，
方便保養。

JEEN FO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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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段至多段以上規格：
二段以上機體可選用碳鋼
板、不銹鋼板、鑄鐵、鑄鋁
等成型，傳動方式可分為皮
帶、馬達軸聯軸器驅動。
A. 馬力：1 ~ 400 hp。
B. 風量：10 ~ 220 cmm。
C. 靜壓：800 ~ 8,000 mm
Aq。
4. 代表性實績

2. 特點

本公司積三十年之送風機製造
經驗，所有設計均經電腦輔助設
計，定期參與學術研討，吸收新
知識，使理論能融入實際工作
中，設計人員經常赴客戶現場了
解實際需要，並為客戶解決送風
機及其相關技術問題，進而提供
客戶最佳的產品。
由電腦輔助設計的後傾式葉
輪，因流路順暢、效率最高、
運轉平穩、噪音低，對於輸送
含微量粉塵氣體比翼型送風機
更為適合。每台送風機出廠前
均依 CNS 標準測試，並作成性 5.
能曲線表，供客戶使用參考。
3. 規格性能

（1） 南亞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3）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照片

透浦離心式風機可因性能需求
選用單段或多段以上。
（1） 單段機體材質可視需求選
用 SS400#、鍍鋅材質、不
銹鋼系列材質、PVC、PP、
FRP 等。
A. 馬力：1 ~ 2,000 hp。
B. 風量：50 ~ 3,500 cmm。
C. 靜壓：5~ 1,500 mmAq。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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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流式送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本公司所產製之各類軸流式抽風
機、送風機，係為因應各種環境或
不同產業界，基於佔地少而通風量
大之前提下研發而來，有別於其它
風機均係以離心方式作基礎形成
氣體運動。軸流式風機則係因抽風
方向與排風方向成一直線運動，又 2.
稱軸向運動而名，而此類風機因係
以槳扇葉輪作風量驅動，故得以最
小空間獲得最大風量之效果。
（1） 機體：外型類似風管狀，由兩
端設置法蘭，方便連接系統風 3.
管，因結構精簡，於相同風量
條件下，佔地面積最小。
（2） 葉輪：
VAF：
A. 使 用 鋁 合 金 翼 型 (Airfoil) 4.
葉片，翼截面效率 60～80
%。
B. 風量可應需要調節，任意
調整葉片角度，可節省電
力消耗。
C. 效率高，且壓力變動對軸
動力影響極小，防止超載。
PBF-A：扇葉材質採用鋁合金 5.
成型或鐵板成型二
種，風量大、效率
高，可作線形配管。
（3） 車軸：本機通常設計成馬達軸
直結驅動式，或選用最佳質料
之碳鋼，經 NC 車床加工及研
磨機作真圓度研磨，由於設計
上充分考慮安全係數，故對長
期使用無變形及軸性疲勞的
顧慮。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4） 軸承：軸承通常使用滾珠
軸承(Ball Bearing)，大型
者，則使用滾柱軸承(Roll
Bearing)。外殼為鑄鐵製
品，設有簡便之防護防塵
蓋，檢視容易，採用油脂
潤滑方式，方便保養。
用途
消防排煙專用、紡織、空調、隧道
等送回風、紡織廠加濕設備、廠房
大樓通風、乾燥爐排氣設備。
特點
大風量、低風壓、馬力小、結構簡
單、造價便宜、佔地空間最小，可
供吊掛或落地安裝，可具備直線連
接方式安裝，為此機最大特點。
規格性能
（1） 機 體材 質通常 採用碳 鋼
板 、鍍 鋅鐵 皮、不 銹 鋼
板、FPR 等。
（2） 馬力：1~100 hp。
（3） 風量：50 ~ 2,000 cmm。
（4） 靜壓：10 ~ 300 mmAq。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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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截離心式送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3.
本公司所產製之翼截離心式抽風
機，係根據近代航空工程高度發展
及應用之翼截面型原理，應用於送
風機之設計及製造，使流體機械有
更寬廣的運用範圍，更被廣泛的使
用到各種不同的領域裡。
（1） 機體：外型與原來的多翼式本
體相同，但因其吸入口係以鐘
型口(Bell Mouth)形成理想的
流線型(Flow Patten)，故於風
機運作時，於吸入口所發生的
激流噪音比其他風機有大幅
度減低之功能。
（2） 葉輪：翼截式送風機因具有翼
型斷面型狀的氣輪型(Airfoil
Wheel Type)，將每組葉片於
加工成型後，焊接於主板及副
板上，因構造上比其它風機更
堅固，可充分耐受高速回轉。
（3） 車軸：選用最佳質料之碳鋼，
經 NC 車床加工及研磨機作 4.
真圓度研磨，因於設計上充分
考慮安全係數，故對長期使用
無變形及軸性疲勞的顧慮。
（4） 軸承：軸承通常使用滾珠軸承
（Ball Bear -ing）
，大型者，
則使用滾柱軸承（Roll Bear
-ing）。外殼為鑄鐵製品，設
有簡便之防護防塵蓋，檢視容
易，採用油脂潤滑方式，方便
保養。
2. 用途
廣泛應用於強制通風給氣、氣體輸
送系統、半導體、光學、傳統產業、
粉粒輸送、環保設備等。

錦風股份有限公司

特點
把原有的限定荷重風扇加以改良
為 新 限 定 荷 重 風 扇 ， AFO-S 、
AFO-D 型實現了更高效率、低噪
音的送風機。
（1） 因葉輪採用流體力學上損失
最小的翼片，具有高效率、
低噪音的限定荷重。
（2） 吸入口呈鐘口（Bell Mouth）
狀，經由葉輪到外殼（Casing）
吐 出 口 止 的 流 線 型
（Stream-Line）具有理想的
形狀，故噪音比其它型風機
少 10 % dB 左右，尤其是滅
音困難的低周波範圍的噪音
能夠予以減低。
（3） 因係翼片，故比其它型的構
造要牢固得多，而且其靜壓
使用範圍更廣。
規格性能
（1） 可依客戶需求由規劃→設計
→製造→測試→按裝→驗
收。
（2） 規格可應實際需要採用單吸
口、雙吸口、箱型組合等。
（3） 材質可採用鋼板、鍍鋅板、
不銹鋼板、PVC、PP、FRP
等。
（4） 馬力：1 ~ 500 hp。
（5） 風量：50 ~ 100,000 cmm。
（6） 靜壓：50 ~ 1,000 mmAq。

JEEN FONG CO., LTD.

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 78 號 1 樓
1F, No.78, Chazhuan 1st St., Guishan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59-4725 FAX：03-359-4727 E-mail：Jeen.fong@msa.hinet.net http://www.jeenf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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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酸鹼透浦式 FRP 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動葉輪屬後傾式葉片型，軸動力有
定載作用，無馬達超負荷之慮，主
要由葉輪、外殼、傳動機構及支撐
機構組成，理論效率高，適用於廣
範圍之抽排氣使用。
2. 用途

（1） 處 理 流 量 從 50 ~ 2,800
cmm。
處 理 靜 壓 從 25 ~ 800
mmAq。
（2） 外型規格：歡迎電洽本公
司。
廣泛適用輸送含有酸鹼之氣體，如 5. 代表性實績
電子業、電鍍 業、化工業、表面 （1） 力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處理業等。
（2） 山水株式會社-大阪廠。
（3）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3. 特點
八德、福州、龍潭、英國廠。
（1） 與工研院機械所技術合作、
6. 產品照片
共同研發。
（2） 葉輪、外殼及保護配件，全
採用 FRP 製作，具有良好的
耐酸鹼性及抗腐蝕性。
（3） 具 AMCA 認證實驗性能測
試，效率高達 74.76 %，大
幅節省運轉成本。
（4） 專利油浴式軸承設計，大幅
提高軸承壽命。
7.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5） 入口採 Over Lap 設計，避免
本產品通過台灣區環保設備工業
迴流及洩漏損失。
同業公會 89 年度優良國產環保設
（6） 外殼披覆特殊 FRP 用膠殼，
備品質認證。
增加抗紫外線功能。

恆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ANSYS CO.,LTD.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一段 90 巷 1 之 1 號
No.1-1, Ln. 90, Sec. 1, Nanshan Rd., Luzhu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22-7966 FAX：03-322-8624
E-mail：fansys@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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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風機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當葉輪旋轉時，葉輪間的氣體會因
旋轉運動而沿葉片及徑向方向被
加速，氣體進入外側氣環之後會因
壓差作用而回到葉片的基部而再
被加速，如此周而復始使氣體在氣
環內以旋方向運動而達到增壓的
目的。氣體運動至排氣口之後，由
於壓力已大於系統壓力，因此氣體
即被排出。
2. 用途
（1） 印制電路板：可單配鑽孔
機、成型機、撈邊機等。
（2） 一般工廠用：車床、銑床、
研磨、抽風、通風排氣、空
氣輸送等。
3. 特點
（1） 高品質。
（2） 高效率。
（3） 高風壓。
（4） 低噪音。
（5） 使用壽命長。
（6） 保養簡單。

多段式－鼓風機(鑄造式)

單段式、二段式－透浦式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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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91-8, Sec. 2, Zhongyang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381-1668 FAX：02-2371-2769 E-mail：ryosei760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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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空氣淨化機(含光觸媒
優質空氣淨化機 含光觸媒)
含光觸媒
1. 構造與原理
係藉由紫外線照射二氧化鈦觸媒，使有機化合物還原成無害物質，並破
壞及消減微生物細胞核，當細菌通過時，可有效地去除濾淨。
〝U-Tec AIR
Purifer〞的五重過濾裝置，提供完全潔淨的空氣，並由紫外線及觸媒補強
殺菌。
工廠廢氣 (A / C H / CI / HCHO/ HF/
S

6

6

2

Hg/ H2S/ Mn/ O3/ SiF4 等)
化學藥品味/ 揮發性有機氣體
(VOC)
汽車廢氣(SOx/ NOx/ CO/ HC/ Pb 等)
細菌污染 (有害微生物、塵蹣、黴菌、
桿菌、孢子、動物身上之虫類等)
一般污染 (微粒粉塵/花粉/碳粉/二手
煙/臭味/人體臭味等)
病人之飛沫傳染 (腸病毒、氣喘、肺

2. 用途

3. 特點

由於空氣品質的急速變壞，一般辦
公室、高級主管辦公室、醫院、家
庭等均需要裝設空氣淨化機來淨
化空氣。如微粉塵、動物毛髮、皮
屑、孢子、塵埃、花粉、病毒、細
菌、二手煙及一些腐蝕性氣體、臭
味、毒氣等均會造成敏感、氣喘、 *
肺癌、皮膚癌、白血病、呼吸氣管
疾病、柏金森疾病、噁心等現象。
*

（1） 淨化微粒塵。
（2） 脫臭。
（3） 去毒氣。
（4） 殺菌。
除微塵 → 脫臭 →去毒氣 → 殺
菌 四大功能，一氣呵成。
因機能改善之需要，尺寸或內容物
變更不另通知，依新型錄或新報價
表為準。
可根據環境之需求，接受特殊規格
訂製。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 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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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
型式
尺寸
風量
馬達
總重量

ETA-560
適用坪數：30 ~ 60 坪
680L × 400W × 1,410H (單位 mm)
750, cfm max
110V/ 1 Ø / 60Hz , 1/3 hp
≒150 kgs

附活動腳輪，待煞車

5. 代表性實績
（1） 安良電氣有限公司。
（2） 東岱股份有限公司。
（3） 東華股份有限公司。
6. 產品照片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 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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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觸媒
光觸媒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某些物質會吸收特定波長的光，使
光觸媒（photocatalyst）是一種「利
其分子達到激發態，具十分活潑的
用光能，進行催化反應的觸媒」。
性質，可與其他物質進行反應，此
使用前，會先把它塗布或噴灑在物
種物質稱之為光觸媒。
體表面形成一層薄膜，再透過光能
以防污而言，其一是光線照射在二
的啟動，與附在物體表面的外來物
氧化鈦表面時，產生超強的氧化分
質產生氧化或還原作用，以達到除
解力，附著在二氧化鈦表面的污垢
污、殺菌、抑菌或使物體表面清潔
被逐漸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這個
的目的。40 W * 12 紫外線燈管(使
原理應用在高速公路隧道的照明設
備燈罩上，能使燈罩長期保持潔
用電量共計 2.2 安培)、不銹鋼外
淨，提高照明效率。
箱、220 V 電壓。
2. 用途
5. 代表性實績
光觸媒，簡單說就是經過光的照
永康市鹽行段 1418 等 34 筆地號之
射，自身雖不起變化，卻可以促進
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應變
化學反應的物質。舉例來說，土
措施計畫。
壤、地下水或空氣中含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之污染，利用光觸煤效應進 6. 產品照片
行污染物之氧化分解作用，將有害
物質轉為無害物質，達到淨化目
的。
3. 特點
在光觸媒的表面，由於吸收紫外線
使內部電子被激發後，形成了活性
氧類的超氧化物和羥基原子團。它
們將與光觸媒表面接觸的有機物
（導致發霉和發臭的物質）氧化分
解後消除。因此利用此功能，可以
達到殺菌、消臭、防污、除去公害
物質的目的。由於氫氣自由基有強
力的氧化分解能力及超親水性的特
性，所以光觸媒有殺菌、除臭、防
污的三大功能。

冠誠環境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GUAN CHENG ENVIRO TECH PROTECTION CO.,LTD.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二街 567 號 No. 567, zhongzheng 2nd St., Yung-Kang District, Tainan City, Taiwan
TEL：06-243-0986 FAX：06-243-0711 E-mail：gc017@gcep.com.tw http:// www.gce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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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級空氣產生器
（4） 可連續操作製造高純度零級
空氣。
（5） 耗電力少，約需 110 VAC、
1A。
（6） 加排風扇可降低出口空氣溫
度。
（7） 按裝容易及維護簡單。
（8） 可依客戶要求設計大型零級
空氣產生器。
（9） 設備保固一年。

1. 構造與原理

零級空氣產生器，利用現有空壓機
或鋼瓶產生空氣，再利用含有貴重
金屬之觸媒轉化器反應，產生品質
達到零級空氣之要求。零級空氣產
生器，將空壓機產生空氣中之碳氫
化合物及油份，轉換成高純度之零
級空氣。
2. 用途
將空氣純化供給各式儀器使用。
3. 特點
4. 產品照片
（1） 國內自行研發生產，服務、維
修方便。
（2） 可產生高純度零級空氣碳氫
化合物 < 0.1ppm(as methane)
（3） 高純度轉化率、經濟、安全、
攜帶方便。
5. 規格性能
型號

AZ-1000

AZ-5000

操作流量

1,000 ~ 3,000 ml / min

3,000 ~ 5,000 ml / min

工作溫度

350 - 450

350 - 450

操作壓力

1 - 5 kg / cm2

1 - 5 kg / cm2

電壓需求

110V ~ 220V

110V ~ 220V

尺寸

19” 標準機櫃

19” 標準機櫃

進出口連接器

1/4"union

1/4"union

凱德利斯特國際有限公司
CATALYST INTERNATIONAL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No. 1, Neighbor 6, Chaoyang Village, Zaoc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15-816 FAX：0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 www.kj-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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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2. 用途

運用觸媒轉化原理去除惱人的 VOC
（1） 去除揮發性有機廢氣。
氣體及異味，改善空氣品質，並且
（2） 去除臭味。
將設備小型化以節省空間。
3. 特點
加熱器 – 可採電熱式，或是燃燒 （1） 低成本，高轉化效率。
天然氣或柴油，視使用時之風量與 （2） 設置空間小、免除一般土本
操作/維修需求而定，主要之功能是
工事。
提供設備暖機及反應時所須之熱 （3） 使用操作簡單、保養維修容
量。
易。
熱交換器 – 是用來回收 VOC 燃燒 （4） 搬遷容易、可配合場地需求
的廢熱，可用來預熱進氣或作其他
移動。
利用，同樣地，可依廢氣濃度與使
4. 規格性能
用環境作不同取捨，有時回收之熱
110Vac/60Hz 或
量足夠預熱進氣時，當暖機後即不
電源
220Vac/60Hz
須再補充熱源。
消耗電功率
1,200W/500W
觸媒 – 為主要之設備，使反應能
控温方式
智慧型溫度控制器
於溫度在 250-400℃之下進行，觸
處理風量
媒的選擇極為重要。一般還須考慮
250
(l/min)
觸媒的反應性質、產生壓降、使用
VOC 濃度
ppm
壽命及維修換裝之方便性等。
主體尺寸(mm)： 380 × 380 × 30
送風機 – 主要的功能是將廢氣導
長×寬×髙
(± 5 %)
入處理設備，最重要是不能影響前
重量(kg)
55(± 5 %)
端的製程。可視情況須要調整變頻
器負載以調整進氣風量。
5. 產品照片
控 制 部 分 – 為一 非 常 重 要單
元，必須完全做到安全性的偵測及
控制，因此異常現象的警報訊號及
自動連動的控制為必要的要求。

凱德利斯特國際有限公司
CATALYST INTERNATIONAL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No. 1, Neighbor 6, Chaoyang Village, Zaoc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15-816 FAX：0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 www.kj-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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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濾煙器
（6） 控制系統：燃燒控制系統，
以壓力訊號、溫度訊號、時
蜂巢陶瓷構體內有多道平行相鄰的
間判讀，精準控制燃燒時
廢氣煙道，廢氣煙道之間以過濾壁
間、溫度達到最高效益並且
相間隔。過濾壁具有可供氣體流動
研判再生結果與偵測錯誤
的孔洞，引擎排放的廢氣碳微粒附
著在過濾層之上。
訊。
2. 用途
3. 特點
1. 構造與原理

捕捉碳微粒以減少黑煙排放。
（1） 高捕捉效率。
（1） 濾煙器本體：利用蜂巢壁流式 （2） 可再生。
陶瓷濾芯捕捉柴油引擎燃燒排 4. 產品照片
產品照片
放所產生之黑煙粒子， 再直接
應用本系統柴油燃燒之輻射熱
能，將黑煙轉換成二氧化碳與
水蒸汽。
（2） 燃燒室本體：燃料在其空間內
燃燒的裝置。
（3） 點火系統：點燃燃料與空氣混
合並且精準控制空燃比達到最
高燃燒效率。
（4） 進氣系統：供應充足適量的空
氣與點火系統、燃油系統配合
達到最佳空燃比。
（5） 燃油系統：供應充足適量的燃
料與點火系統、進氣系統配合
達到最佳空燃比。

凱德利斯特國際有限公司
CATALYST INTERNATIONAL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No. 1, Neighbor 6, Chaoyang Village, Zaoc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15-816 FAX：0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 www.kj-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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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觸媒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在蜂巢載體披覆貴重金屬—鉑、
鈀、銠等化學原料，運用鉑、鈀的
氧化反應與銠的還原反應進行引擎
排放廢氣的淨化。
2. 用途
淨 化 引擎 排 放之 廢 氣， 將有 害 的
CO、HC、NOx 等污染氣體轉化成為
無毒害的 CO2、H2O、N2。
4. 產品照
產品照片
片

可依照不同車型、排放條件製作
觸媒，有效率地降低車輛的排污
以符合各國的法規標準。

凱德利斯特國際有限公司
CATALYST INTERNATIONAL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No. 1, Neighbor 6, Chaoyang Village, Zaoc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15-816 FAX：0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 www.kj-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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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硝觸媒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將氮氧化物還原成氮氣及水氣。
選擇性催化還原(SCR)煙氣脫硝技
術。
選 擇 性 催 化 還 原 法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 是指在催化劑 4.
的作用下以 NH3 作為還原劑有選擇
性地與煙氣中的 NOx 反應生成無
毒無汙染的 N2 及 H2O。
SCR 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應用最多
最為成熟且最有效的一種煙氣脫硝
技術。
SCR 技術對鍋爐煙氣 NOx 控制效
果十分顯著, 脫硝效率高，技術成
熟易於操作，可作為世界各國燃煤
電廠或燃油爐體控制 NOx 污染主
要手段之一。
2. 用途
減低氮氧化物的污染。

（1） 高轉化率。
（2） 工作溫度低。
（3） 反應面積大。
產品照片
產品照片

凱德利斯特國際有限公司
CATALYST INTERNATIONAL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No. 1, Neighbor 6, Chaoyang Village, Zaoc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15-816 FAX：0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 www.kj-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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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觸媒
環保觸媒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觸媒的用途非常廣泛，也可以說是
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有
的石油化學品在煉製過程中，都使
用到觸媒。而一般化學品的製造過
程，也用觸媒。另外還有一項主要 4.
的應用，就是用來處理車輛的廢氣
排放，以降低空氣污染。目前各國
在污染防治上，觸媒占有非常大的
比例。而觸媒在工業污染防治上的
應用，將是近年來成長最快速的。
於各類載體表面塗覆貴重金屬
(Pt、Pd、Rh...)，促使有害氣體加速
進行反應，轉化成較無害的氣體。
2. 用途
觸媒在空氣污染防治上的應用，可
分為下列四個領域：
（1） 車輛廢氣排放處理─觸媒轉
化器。
（2） 氮氧化物（NOx）處理。
（3） 有機揮發性氣體、臭氣的處
理─觸媒焚化技術。
（4） 其他─空氣清潔處理、毒性有
機物質的處理。

（1） 高轉化效率。
（2） 應用範圍廣。
（3） 可客製化。
（4） 可代工生產。
產品照片
產品照
片

凱德利斯特國際有限公司
CATALYST INTERNATIONAL CO., LTD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六鄰中洲仔 1 號
No. 1, Neighbor 6, Chaoyang Village, Zaoc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37-615-816 FAX：037-615-502 E-mail：kjentech@ms17.hinet.net http:// www.kj-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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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引擎排煙淨化器
5. 產品照片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本設備係專供燃燒柴油所排放煙毒
臭而改善的創新發明，其構造包括
一組加熱 Heater + 觸媒型濾煙器
+ 一組控制系統，能使固定污染源
之柴油發電機從啟動即捕捉其黑
煙，三分鐘內就除毒臭及催化白煙
達 90 ~ 99 %，同時開始自動再生，
能達到運轉中除煙毒臭、自動再生
及降低噪音都能在運轉中完成。

2. 用途
任 何 固定 污 染源 柴 油引 擎排 煙 改
善。
6. 獲獎
獲獎(認證
認證)項
認證 項目
榮獲台灣第一品牌、台灣優良產
3. 特點
品金牌獎（Taiwan Quality Product
前所未有的創新發明，專利第
Gold Brand Award）
、德國萊因企
I448614 號，是實用的唯一創作。
業營運能力認證，且通過 ISO9001
4. 規格性能
及 ISO14001 認證。台灣新型專利
除黑煙、白煙、毒臭、pm 2.5 消除
M316105、M317493、M370056、
M433461 及 創 新 發 明 專 利 第
率 90 ~ 99 %。
I448614 號。

喬英電機有限公司
喬英電機有限公司

CHIAUYING ELECTRIC CO., LTD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 198 號
No. 198, Zhongxing N St, Sanchong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886-2-8511-0969 FAX：886-2-8511-0970 E-mail：lkkok@lkkok.com.tw http:// www.lkkok.com.tw

－ 301 －

空氣污染防制與噪音防治設備
異味/
異味/附屬設備

智慧型濾煙消音器
5.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創新發明一組旋風燃燒室將少量燃
燒達成均熱，再將銜接在後的陶瓷
濾芯組合間將陶瓷濾芯捕捉柴油引
擎排放之黑煙顆粒經本創作直火再
生使濾芯可連續使用 2,500 小時再
現場保養即可。本設備已經實地兩
年測試及修正，皆在使用中。
2. 用途
任何固定式或任何動式柴油引擎煙
毒臭。
3. 特點

獲獎(認證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前所未有的發明，實用且有效的功 6. 獲獎
日本：實用新案登錄証，登錄第
能，唯一的創作發明。
3193010 號專利。
台灣新型：M316105、M317493、
4. 規格性能
柴油引擎啟動全程淨化黑煙、白 M370056、M433461。
煙、毒臭、降音及自動再生，柴油 台灣發明：I448614。
引擎運轉中無載或負載都能達到 榮獲台灣第一品牌、台灣優良產品
上述功能。
金牌獎、德國萊茵企業認證等。
本公司通過 ISO9001/CNS12681、
ISO14001 驗證。

喬英電機有限公司
喬英電機有限公司

CHIAUYING ELECTRIC CO., LTD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 198 號
No. 198, Zhongxing N St, Sanchong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886-2-8511-0969 FAX：886-2-8511-0970
E-mail：lkkok@lkkok.com.tw http:// www.lkk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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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臭噴霧系統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ECOLO 獨特配方，採天然植
物萃取精油，配製而成。
（2） 無二次公害，持有對人、畜
健康無害，皮膚、眼睛、誤
食、吸入四種加拿大檢驗公
司實驗報告。
（3） 各種 AirSolution 除臭液都持
有 M.S.D.S 安全資料卡。
（4） 因臭味源之不同，採用各種
不同除臭液，以中和、氧化、
還原、分解、取代之手段，
達到除臭之效果。
2. 用途

（1） 方便型、安裝簡易即可依照
設定之噴灑間隔時間及噴
灑秒數自動控制運作。
（2） 1~6 個噴灑器，依照設定間
隔時間及噴灑秒數運作。
（3） 3~50 Nozzles 依照設定時間
及噴灑秒數運作。
（4） 60~15 Nozzles 依照設定時
間及噴灑秒數運作。

種類

針對臭味源

適用場所

AirSolution#123
噴霧式除臭液

消除空氣中-硫化氫（H2S）氨氣
（NH3）硫醇類（Mercaptan）

垃圾、污水處理廠各種臭
味產生場所

Bio Streme111F
接解型除臭液

垃圾車、垃圾處理場、堆
硫化氫（H2S）硫醇類（Mercaptan）
肥處理、垃圾回收中心、
其他臭味
廢水處理廠

BioStreme222
加入污水中除
臭液

化糞池污水處理系統、蓄
化糞池污水、污泥之臭味、硫化氫、
水池、池塘和瀉湖、厭氧
甲硫醇之臭味
消化池

Predator H2S 洗
滌塔用除臭液

硫化氫（H2S）臭味、甲硫醇臭味

洗滌塔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TON ENGINEERING INTERNATONAL CORP.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7 樓之 9
7F-9, No. 14, Lane 609, Sec. 5, Chung Hsin Rd., San Chu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999-5763 FAX：02-2999-5764 E-mail：easton99@ms21.hinet.net http:// www.easton-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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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管及風門
（3） 風管先預製成需求尺寸，
在現場配管施工較為節省
（1） 半導體工廠製程中，會使
時間。
用到各類酸鹼及有機溶
（4） 本產品之 ECTFE 被覆製
劑，其所產生具有腐蝕性
程，已取得 FM 認證，品
的廢氣，需輸送到洗滌塔
質維持在高水準。
處理後再排放到大氣中，
因此具有抗化學腐蝕的風 4. 規格性能
管及風門扮演極為重要的
（1） 風管（圓形及方形風管）
角色。
A. 材質：基材 SUS316L，
（2） 本公司所生產製造的風管
管內 ECTFE 被覆。
及風門，係以不銹鋼為基
B. 性能：抗化學腐蝕。
材，內部經噴砂、清潔，
C. 規格：
再進行 ECTFE 被覆，使其
a. 圓形風管：ψ 4〞
~ψ
具有優良的抗化學腐蝕，
100〞
。
不導電、耐燃等特性，適
b. 方形風管：4〞× 4〞
合使用於半導體行業的化
~ 100〞× 100〞。
學氣體排放系統。
（2） 風門
A. 材質：基材 SUS316L，
2. 用途
內部 ECTFE 被覆。
使用於具有化學腐蝕性的廢氣排
B. 性能：抗化學腐蝕。
放系統。
C. 規格：
3. 特點
a. 圓形風門：ψ 4〞
~ψ
（1） 風 管 及 風 門 內 部 因 經 過
50〞。
ECTFE 被覆處理，具有抗
b. 方形風門：可依客
各類酸鹼腐蝕、不導電及
戶需求尺寸。
耐燃等特性。
（2） 風 管 及 風 門 基 材 採 用
SUS316L 不銹鋼，其外部
可耐廢氣腐蝕，不易生銹。
1. 構造與原理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HEN FULL INTERNATIONAL CO., LTD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99 號 9 樓 9F, No. 99, Sec. 1, Nan-Kan Rd, Lu-Chu Hsiang, Taoyuan, Taiwan
TEL：03-322-0022 FAX：03-322-0055 E-mail：gmr@chenfull.com.tw http：// www.chenfu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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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夾式空氣過濾管
1. 構造與原理
利用濾材摺疊成星形的原理來增
大面積，達到小體積大過濾面積，
並在兩端以多氨基甲酸脂澆鑄成
為一個筒狀，使過濾管成一個能自
我支持的個體，亦可選用裝置特殊 3.
設計的隔離片，使濾管可承受高壓
含塵氣體而不致變形並維持良好
透氣度。濾材則依用途不同有
Polyamide
、
Polyester
、
Polypropylene、Nomex、Teflon、
Glass、Cellulose 等多種選擇。
濾材韌性極強，撕不破，可水洗，
過濾粒徑從粗的 30 μm 到細的 0.1
μm，耐溫從 80 ~ 120 ℃高溫，亦
有防止靜電處理之特殊濾材。
2. 用途
（1） 工業粉塵回收處理：如石
綿、肥料、飼料工業、PVC、4.
橡膠研磨、粉粒體輸 送、磨
粉、攪拌、噴砂、陶瓷、磁
磚、粉體塗裝、皮革、色料、
紙業、水泥、煤碳、合板、
木工製品、化工原料等粉
塵。
（2） 粉粒體輸送：氣體輸送，魯
氏鼓風機輸送之末端集塵。
（3） 儲 料 桶 等 排 氣 孔 （ Air
Vent）。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汽渦輪發電機、空氣壓縮機
之入氣過濾。
（5） 無塵式通風系統：烤漆室、
噴漆式、辦公室、家庭通風
等。
特點
（1） 維修保養簡單容易。
（2） 透氣性佳。
（3） 濾材種類齊全，有特殊抗化
學性及腐蝕性。
（4） 可 依 使 用 壓 差 做 濾 管 清
洗，延長使用壽命。
（5） 有 圓 盤 式 及 方 盤 式 過 濾
管，並配合集塵機設備設
計，有上抽式、下抽式及滑
軌式用之濾管。
（6） 體積小，過濾面積小。
（7） 堅固、耐用。
產品照片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 No. 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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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防制設備

隔音牆
1. 構造與原理

5. 代表性實績
代表性實績

改善噪音源結構或利用吸音、隔
（1）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
音控制聲源。此外，採取隔屏，
（2） 上海印刷廠。
改變吸音結構或加大音源距離， 6. 產品照片
以減弱噪音之傳遞效果。
2. 用途
（1） 公路沿線之吸音板、吸音
牆。
（2） 冷卻水塔的隔音牆。
（3） 室內之天花板、隔音室。
3. 特點
（1） 吸音率 NRC > 0.7。
（2） 施工簡單。
（3） 不產生公害，可回收再利
用。
7.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4. 規格性能
本產品通過 89 年度台灣區環保
設備工業同業公會之環保設備品
（1） 吸音壁 615 mm（ W）×
質認證。
1,215 mm（L）× 10 mm
（T）
。
（2） 吸音板 603 mm（W）× 603
mm（L）×1.2 mm（T）
。
（3） 吸音棉 603 mm（W）× 603
mm（L）× 10 mm（T）
。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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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防制設備

熔噴作業隔音室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利用鋼構壁牆及屋頂內裝隔音棉
及防火毯等材料，形成密閉的空
間，有效阻隔在工廠內因有需要高
頻率之加工或高噪音之加工所產
生危害人體之噪音。
2. 用途
噴焊設備、重加工研磨設備等隔
音。
3. 特點
（1） 可依設備的大小量身訂做。
（2） 可加裝空調設備、集塵設
備、通風設備等，減少操作
人員之不適感。
（3） 可使用機器人遙控設備，將
工作室及操作室分隔。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 No. 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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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防制設備

噪音防制裝置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音波透過不同介質，會產生不同的
統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穿透損失，故利用特殊的消音材
5. 產品照片
料，以達到消音效果。
2. 用途
噴焊、噴砂、壓縮機、風車、鼓風
機、冷卻水塔、沖床及各種製程所
產生之噪音防制。
3. 特點
不同的作業溫度可做不同消音材
的選用，最低的壓力損失設計。

噴焊用消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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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 3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