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儀控關聯設備概述
任何機械設備幾乎與機電有所關聯，環保設備也不例外。安裝具
有儀控（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機能的環保設備，可以讓設備的
功能得以發揮、實現，讓設備更具「智慧」
，也增添設備的附加價值。
壹、 儀控設備
儀控設備應用非常廣泛，除了控制目的之外，亦可作為監視、
紀錄之用。也就是說，凡是能達成監視與控制功能之任何工具均
屬之，因為透過儀控設備的正常運作，吾人可以輕易收集到流程
上各種情報、變量，作分析研判之資料。而儀控系統就如同大腦
與神經系統之於人體，感覺部分為監視，反應動作為控制。又如
監控儀錶之於汽車，不管車子性能如何，儀錶是屬於駕駛操作不
可或缺的設備之一。
為了要達到監控之目的，通常儀控設備之基本構成元件包括(1)量
測元件：感測器和傳訊部分；(2)偏差偵檢器：即控制器，將接收
自傳訊器之訊號和期望值做比較，並送出控制訊號至最終控制元
件；(3)最終控制元件：接收自控制器之訊號而改變程序之量，如
控制閥、變頻器等。
儀控設備種類繁多，茲將常見於環保用途上之儀控設備列舉如表 1
所示。
貳、 關聯設備
儀控之外，常見之環保關聯設備則有採樣設備、加藥設備、
各式控制閥門、器材與耗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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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見環保儀控關聯設備
常見環保儀控關聯設備
儀控標的

商業化品名

溫度

溫度(錶)計、溫度控制器

濕度

濕度(錶)計

壓力

壓力(錶)計、真空(錶)計

液位

浮球開關、差壓液位計、磁浮液位計、超音波液位計

流量

浮子、流孔板、文氏管、超音波、堰、(熱線)風速計

重量

Load Cell

扭力

扭力限制器、扭力開關

轉速

轉速計

震動

震動計

噪音

噪音計

定量

定量幫浦、(溶解)加藥機、採樣設備

時間/程序/
邏輯

定時器、可程序控制器

比重

比重計

酸鹼值

PH 計

氧化還原
電位
導電度
濁度

氧化還原電位計
導電度計

水質指標

濁度計

原水指標

污泥濃度 污泥濃度計
界面

界面計、污泥界面計

溶氧

溶氧度計

水中油脂 水中油脂分析儀
總固體溶
解量

備註

總固體溶解量

總碳

總碳分析儀、總有機碳分析

總氮

總氮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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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見環保儀控關聯設備(續
常見環保儀控關聯設備 續)
儀控標的
總磷
化學需氧
量
餘氯
化學成分

商業化品名
總磷分析儀
COD 分析儀
餘氯偵測器、有效氯濃度計
氣相層析儀、分光光度計、光離子化偵測器、火焰離
子化偵測器

少見

VOCs 偵測器、光離子化偵測器、火焰離子化偵測器

氧氣

氧氣偵測器、缺氧偵測器、氧氣分析儀

臭氧

臭氧偵測器

大氣空氣 空氣品質監測儀(通常包含 SO2、CO、O3、NO2、HC、
PSI)
品質
品質

二氧化碳偵測器、異味偵測器、VOCS 偵測器

煙道廢氣 廢氣分析儀(通常包含 O2、CO2、CO、HC、SOX、NOX)
可燃性氣
體

可燃性氣體器、甲烷偵測器

毒性氣體 一氧化碳、硫化氫偵測器、氯氣偵測器等
粉塵

層析儀才可
線上型產品

氧氣(殘氧) 氧氣偵測器、(過剩空氣)燃燒效率分析儀

室內空氣

線上型氣相
供監控之用

金屬成分 原子吸光光譜儀
VOCs

備註

粉塵計、粉塵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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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氣體偵測器
1. 構造與原理
依照偵測氣體種類與使用場合之
不同，選用合宜的感測元件，如
半導體感測元件、電化學感測元
件 、 非 分 散 式 紅 外 線
(Non-dispersive Infrared, NDIR)
或 光 離 子 化 感 測 元 件 （ Photo
Ionization Detectors, PID）等，整
合於本固定式氣體偵測器模組
內。
3.
2. 用途
（1） GTF200 系列機型之固定式
氣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一
氧化碳、甲烷、硫化氫與氧
氣。
（2） GTF300-AQ 固定式氣體偵
測器，泛用於偵測空氣品 4.
質、煙味、異味等，對於氫
氣具高敏銳性反應。
（3） GTF300-VOC 固定式氣體
偵測器，泛用於偵測空氣品
質、煙味、異味等，對於硫
化氫、甲苯、氨氣具高敏銳
性反應。
（4） GTF220N 固定式二氧化碳
偵測器。
（5） GTF400 系列機型之固定式
氣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氯
氣、二氧化硫等。

育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GTF500 系列機型之固定式氣
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氟氯碳
化 物 ( CFCs) 、 氫 氟 碳 化 物
(HFCs)與氨氣等。
（7） GTF600 系列機型之固定式氣
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各種氧
氣濃度。
（8） GTF700 系列機型之固定式氣
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各種碳
氫化合物、TVOC。
特點
（1） 耐用-感測元件使用壽命可達
2 ~ 3 年，NDIR 感測元件感測
元件壽命可達 3 ~ 5 年。
（2） 經濟-約為傳統偵測器 1/2 之售
價。
規格性能
（1） 通用規格：鋁合金外殼、防水
防塵與本質安全設計、附有警
告聲響與訊息、背光文數字液
晶顯示器、尺寸：193 mm x
91 mm x 40 mm、重量：約 700
公克、標準 4 ~ 20 mA 輸出或
可選購繼電器輸出。
（2） 固 定 式 氧 氣 偵 測 器 量 測 範
圍：0 ~ 25.0 / 1 ~ 96 vol %。
（3） 固定式一氧化碳偵測器量測
範圍：0 ~ 250 ppm(標準型)、
可選購範圍：0 ~ 999 ppm。

GASTECH CO., LTD.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7 號 9 樓
9F, No.7, Ln. 155, Sec. 3, Peishen Rd., Shenke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664-9697 FAX：02-2664-9695 E-mail：sales@gastech.com.tw http：// www.gas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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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定式可燃性 氣體偵測
（11） GTF500 系列機型之固定
器量測範圍：1.00 ~ 40.00
式氣體偵測器，可用於
%LEL( 甲 烷 基 準 、 標 準
R-12,
R-22,
R-134a,
型)、可選購範圍：1.0 ~
R-410a,R-407c, R-404a 測
100.0 % LEL。
範圍：0 ~ 1,000 ppm 與或
（5） 雙氣體校正型 固定式可
氨 氣 量測 範 圍： 0 ~ 150
燃性氣體偵測器，專用於
ppm。
氫氣、甲苯或乙炔偵測。
（12） GTF700 系列機型之固定式
氣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各
（6） 固定式氫氣專 用偵測器
種碳氫化合物、TVOC，量
量 測 範 圍 ： 0 ~ 2,000
ppm。除氫氣外，不受可
測範圍：0 ~ 300 ppm、最小
偵測能力可達 ppb 等級。
燃性氣體影響偵測值。
（7） GTF300-AQ 固定式氣體 5. 產品照片
偵測器，泛用於偵測空氣
品質、煙味、異味等。量
測範圍：1 ~ 200 CIAQ。
（8） GTF300-VOC 固 定 式 氣
體偵測器，泛用於偵測空
氣品質、煙味、異味等。
量測範圍：1 ~ 200 CIAQ。
（9） GTF220N 固定式二氧化
碳偵測器量測範圍：0 ~
8,000 ppm。或可選購其他
偵測濃度。
（10） GTF400 系列機型之固定
式氣體偵測器，可用於偵
測氯氣、二氧化硫量測範
圍：0 ~ 20 ppm。

育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ASTECH CO., LTD.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7 號 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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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式氣體偵測器
1. 構造與原理
4.
依照偵測氣體種類與使用場合之
不同，選用合宜的感測元件，如半
導體感測元件、電化學感測元件
等，整合於本攜帶式氣體偵測器模
組內。
2. 用途
（1） GT200-3G/2G 機 型 之 攜 帶
式氣體偵測器，可用於偵測
一氧化碳、甲烷與氧氣。
（2） GT300-AQ/VOC 機 型 之 攜
帶式氣體偵測器，可用於偵
測空氣品質、異味、氫氣、
硫化氫、揮發性有機氣體等。
（3） GT220 機型之攜帶式氣體偵
測器，可用於偵測二氧化碳。
3. 特點
（1） 耐用-感測元件使用壽命可
達 3 年，無須更換。
（2） 經濟-約為傳統偵測器 1/2 到 5.

規格性能
（1） 通用規格：附有警告聲響與
訊息、背光文數字液晶顯示
器、尺寸：131 mm x 46mm x
25.5mm、重量：約 135 公克、
內建 2,000 mAH 可充電式鋰
電池。
（2） GT200-3G/2G 適用氣體與量
測範圍：一氧化碳 0 ~ 600
ppm，甲烷 0 ~ 700 ppm，氧
氣 3.0 vol % to 25.0 vol %。
（3） GT300 ~ AQ/VOC 適 用 氣
體：異味、煙味、揮發性有
機氣體污染，總碳氫化合物
或特殊氣體偵測等。量測範
圍：1 ~ 200 CIAQ。
（4） GT220 適 用 氣 體 與 量 測 範
圍：二氧化碳 350 ~ 8,000
ppm。
產品照片

1/3 之售價。

育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ASTECH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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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再生檢測設備
（5） 有 6 型電池程序模式再生
1. 構造與原理
恢復技術。
採用專利脈衝電波技術，用以消除
（6） 融合 IT 技術
電池的化學劣化 。它是一個能夠
一起使用的大容量充放電系統。
A. 基 站 電 池 監 測 系 統
(BBMS)。
2. 用途
B. 電 動 堆高 機 電池 監 測
電池隨著操作時間的增加，蓄電
系統(FBMS)。
能力逐漸降低促成使用時間減
C.
高
爾 夫車 電 池監 測 系
少，充電週期變快，不敷使用條
統(CBMS)。
件，最終被報廢。電池是昂貴的
物品，以再生優化技術的利用， 4. 產品照片
讓電池使用壽命的增加，減少購
買成本，並能提高作業效率。
3. 特點
（1） 大容量電池充放電一體化
設備，放電期間的電池能量
是返回到電力公司（節能效
果）。
（2） 3,500AH 大容量電池再生
使用一個設備能為許多電
池充電和放電。
（3） 電池監控設備管理，可以準
確的檢測電池質量，並且顯
示數據和圖形及全程監測。
（4） 恢復效率高
A. 90 ％以上：大容量 UPS
電池。
B. 80 ％以上：電動堆高機
和小容量 UPS 電池。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NEW FAC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LTD.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901 號 No.901, Guangfu Rd., Bade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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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格性能
型號

M-1001

電源

AC / 1 ph / 220V

輸出

1.2-100V，0-30A

1.2-120V，0-50A

1.2-150V，0-100A

1.2-75V，0-350A

電池容量

300 AH

500 AH

1，000 AH

3，500 AH

小型電池(汽、機

中型電池(高爾夫球

大型電池(電動堆高

超大型電池(電

車)

車、大貨車、客運)

機、再生能源)

信、電廠)

適用電池

M-1005

M-1007

M-1009

AC / 3 ph / 220V-440V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NEW FAC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LTD.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901 號 No.901, Guangfu Rd., Bade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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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中流體參數測定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藉由設置於場址現場井中的流體量
測接收儀，取得即時監測量測的重要
參數數據，透過傳輸方式顯示於專屬
的觸控資料收集操控主機上，即時顯
示出現地之監測數值、狀態、即時/
歷史趨勢圖，以達到快速收集僚解
場址現地監測資料的系統。
2. 用途

（1） 場址現地使用之井中流體參
數量測系統。
（2） 遠端監控使用之遠端井中流
體參數量測系統。
以上系統均可即時取得包含
PH、DO、EC、ORP、氣壓、
水壓、週界溫度、水溫共 8 項
井中流體量測參數資料。

設置安裝於場址內之現地整治監測 5. 產品照片
系統中，可不遺漏即時隨時取得監測
的每筆量測儀數據，掌握現地之整治
進度狀況，適時調整最佳整治方式，
節省整治時程降低人力成本。
3. 特點
（1） 改善人力無法持續性監控的
缺點與人為的採樣缺失。
6.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2） 操作方便並可隨時取得完整
全系統均使用經驗證通過的量測
的場址監測現地井中流體參
儀設備及符合法規規定器材。
數數據。
（3） 降低人力成本，即時掌握場址
整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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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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分析儀
（2） GTF600/601/602/605 微 氧 分
析儀量測範圍：10 ~ 1,000 ppm
依照偵測氣體種類與使用場合之
/ 100 ~ 10,000 ppm / 100 ~
不同，選用合宜的感測元件，如
20,000 ppm / 500 ~ 50,000
半導體感測元件、電化學感測元
ppm。
件、非分散式紅外線吸光法
（3）
GTF220N 二氧化碳分析儀量
(Absorption Spectrum of NDIR)或
測範圍：0 ~ 8,000 ppm / 0 ~
光 離 子 化 感 測 元 件 （ Photo
100 %。
Ionization Detectors, PID）等，整
（4） GTF700-TVOC 量測範圍：0 ~
合於氣體分析儀模組內。
300 ppm。
2. 用途
（1） GTF600/601/602/605 微 氧 5. 產品照片
分析儀。
（2） GTF220N 二 氧 化 碳 分 析
儀。
（3） GTF700-TVOC 分析儀。
3. 特點
（1） 耐用-感測元件使用壽命可
達 2 ~ 3 年。
（2） 經濟-約為傳統分析儀 1/2
之售價。
4. 規格性能
1. 構造與原理

（1） 通用規格：鋁合金外殼、附
有警告聲響與信息、背光文
數字液晶顯示器、標準 4 ~
20 mA 輸出。

育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照片：食品包裝專用氧氣分析儀)

GASTECH CO., LTD.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7 號 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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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式定量氯丸加藥桶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桶身為 PVC 材質，蓋子及底座為
ABS 材質，水通過加藥筒時會自動
隨著水量大小來消毒水中的細菌。
2. 用途
利用氯丸來殺菌
3. 特點
因為藥品水的接觸面積，可隨水量
大小而改變，所以加藥量可隨進水
量大小而成比例自動調整。
5. 獲獎(認證
獲獎 認證)項目
認證 項目
專利申請案號：第 84307932 號
6. 規格性能

型號

高度
（cm）

直徑
（cm）

有效
容積
（cm³）

藥品與水
接觸面積
（cm²）

桶身材質

蓋子、底
座材質

C-80

80

14

11,200

168

PVC

ABS

C-60

60

14

8,377

168

PVC

ABS

C-40

40

14

5,556

168

PCV

ABS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CONTINENTAL WATER ENGINEERING CORP.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137 號 12 樓之 4 12F-4, No.137, Sec.2, Cheng Teh Rd., Taipei, Taiwan
TEL：02-2553-6015 FAX：02-2557-6553 E-mail：cgg@ms22.hinet.net http：// www.pollution.com.tw

－ 365 －

環保儀控關聯設備
加藥設備

銅銀離子殺菌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2. 特點
（1） 退伍軍人菌及水垢剋星。
冠陽公司水潔淨系統建立在著名
（2） 除垢、殺菌、除藻一次完
的微量金屬阻絕的作用原理，靠銅
成，改善冷卻塔水質。
銀離子達到殺菌及除藻的原理
（3） 不斷的淨化絮凝作用(膠態
(Oligo-dynamic principle)。冠陽公
粒子沉澱凝集的現象)。
司係數(測量單位) 使用這個著名
（4） 100 %無需添加化學藥劑
的理論，不僅保證一個適當的金屬
及任何維護費用，降低成
溶解係數被保持在水中，而且使用
本系統。
一個由時間和電力所控制
（5） 無色無味，且體驗自然的
(time-and power-controlled) 的 作
水，沒有額外的化學物或
用在電極上來決定銅銀離子放射
刺激物質存在。
量的值(alternating current)。
（6） 提 高 冰 水 主 機 效 能 及 壽
本系統處理時考慮到一些水的特
命。
性；不管在室內或室外，硬水或軟
（7） 水質再利用，不造成環境
水，它都是一個很好用的水質淨化
污染。
系統。無論你是否經常或偶而使
用，它是最佳的水質淨化系統，根 3. 產品照片
據你的設定釋放極低濃度的銅銀
離 子 到 水 中 (parts per
million-ppm)。

冠陽欣業有限公司

GUEN YOUNG ENTERPRISE CO., LTD.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三十七路 31 號 No. 31, 37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Taiwan
TEL：04-2355-2226 FAX：04-2355-1932 E-mail：service@guenpool.com http:// www.guenp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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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閥
1. 構造與原理

2. 特點
（1）
電磁閥是一種隔離閥，代替傳統閘
閥，球塞閥，蝶閥等，電磁閥是依
靠供電線圈產生的電磁力驅動活
動鐵芯使閥瓣啟閉的閥門。電磁閥
（Solenoid）的結構為使用細的銅
線纏繞在一個薄的套筒上。內部的
（2）
流量控制柱塞（plunger）能夠自由
地在套筒內滑動。當未輸入電流到
線圈時，內部的回覆彈簧壓力會將
柱塞固定在壓力釋放口內。加入電
流到電磁閥後則會將柱塞拉出到
套筒內並且讓液體自由流動。被控
（3）
制的流體可以是液體、氣體、氣液
混合體或固液混體。
3. 規格性能

本公司電磁閥是專為集塵
器所設計的,確保所控制的
集塵膜片閥正常運作。且尺
寸小，安裝容易，為直動式
通電開型，可在無壓差下直
接操作。
電磁閥可以獨立分開安
裝，也可以裝進多閥組裝盒
以遙控方式操作膜片閥，是
最節省、最專業化的設計。
盒體用鋁合金壓鑄成型,具
有防爆功能。
電磁閥體為鍛造銅，配備有
快速接頭，可節省配管作業
時間及安裝費用。

6A

8A

20A

25A

40A

50A

65A

80A

1/8〞

1/4〞

3/4〞

1〞

11/2〞

2〞

21/2〞

3〞

21

34

42

66

66

82

管徑
流星孔徑（mm）

3

4

Cv 值

0.43

0.43

0.43 0.43

11.2

18.5

43

60

120

使用壓力

0-9

0-7

0-9

0.5-7

0.5-7

0.5-7

0.5-7

0.5-7

適用電壓
5 0 Hz(6 0 H z)

3

4

0-7

130
0.5-7

AC 220/110
DC 24

4. 產品照片

力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AG FILTER ENTERTPRISE CO.,LTD.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227 巷 24 弄 7 號
No.7, Alley 24, Lane 227, Min-Tsu Rd., Luchou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83-5858 FAX：02-2282-8942 E-mail：bag1212@ms4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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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閥
1. 構造與原理

2. 特點

原理：
膜片閥內裝有一個電磁控制的小
導引孔口，利用管路中的壓力去操
作，當電磁激勵後，它就開啟導引
孔口，從膜片的頂端將壓力洩放出
經過膜片，會有一個不平衡的壓
力，這樣就可開啟主孔口。
當電磁去激的時候，導引孔口就關
閉，整個管線中的壓力作用在閥盤
的頂上，供給了密封的力量，緊緊
地將閥關閉。
3.
分離式膜片閥，是將導流開關電磁
閥與膜片閥體以導流管連接。此方
式特點為可將電磁閥集中固定。
構造：
（1） 本體：鋁合金。
（2） 線圈等級：F。
4.
（3） 線圈端子方式：插接式或出
線式。
（4） 電器安全標準：IEC 335。
（5） 電 氣 電 源 ： DC 24V AC
110V/220V/50Hz,60Hz。

力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脈衝膜片閥是 為幫助粉塵
之收集而特別設計，具有高
流量、壽 命長、快 速開或
關。確保安全，更可產生最
大的脈衝能力。
（2） 鋁合金結構，且有束管連接
設計便於安裝。
（3） 高品質，長時 間使用有保
障，同時防止外面粉塵進入
內部。
規格性能
（1） 使用壓力：0.5 ~ 7 bar。
（2） 安全壓力：10 bar。
（3） 環境溫度：- 20 ℃ ~ 85 ℃，
防止流體 在過低之 溫度下
固化發生破壞。
產品照片

BAG FILTER ENTERTPRISE CO.,LTD.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227 巷 24 弄 7 號
No.7, Alley 24, Lane 227, Min-Tsu Rd., Luchou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83-5858 FAX：02-2282-8942 E-mail：bag1212@ms4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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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極細纖維無塵擦拭布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100% 聚 酯 極 超 細 纖 維 長 纖 布 構
成，具特殊之異形斷面結構，纖維
細度只有頭髮的 1/25；經超音波裁
切封邊處理與 Class 1 無塵室超純
水洗淨之高科技產業用無塵擦拭
布，用以拭除高科技製品之表面微
細粉塵、污染顆粒，及無塵機械之
清淨處理；具極佳之拭淨性、吸水
性及耐化學藥品性。
2. 用途

（1） 基重：142 ±3 g/m²。
（2） 吸水量：
：≧ 380 ml/m²。
（3） 吸水速度：
：≦ 1 sec。
（4） ≧0.5 µm Particles ≦ 50 顆。
（5） 離子殘留
A. Na+：0.9 pm。
B. K+：0.1 ppm。
C. Cl–：
：0.2 ppm。
（6） 非 揮 發 性 不 溶 物 (IPA)≦
0.01 g/m²。

專用於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
TFT-LCD 面板與精密光電、生技 5. 代表性實績
等，無塵室內設備、製品及環境擦
（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拭用。
（2） 艾克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特點
（3） 台塑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 採超音波裁切封邊處理，切
6. 產品照片
邊處纖維融封完全不脫出。
（2） 於 Class 1 無塵室洗淨包
裝，發塵量及離子含量極
低。
（3） 具特殊之異形斷面結構，導
水性極佳；纖維細度只有頭
髮的 1/25，拭淨力強。
（4） Polyester 材質具極佳之耐化
學藥品性。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NRAY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 巷 50 號 2 樓 2F, No.50, Lane 258, juikuang Rd., Neihu, Taipei, Taiwan
TEL：02-8797-1123 FAX：02-8797-1127
E-mail：sunraytw@ms35.hinet.net http：// http://www.sun-r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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