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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業界防範樹脂塔樹脂洩漏之方法有二，分

別如下：(1)產水側裝設 resin catcher，將破碎樹脂

攔截於 strainer 內；(2)下游處理單元設置過濾器，

避免破碎樹脂堵塞後段系統。然鑒於本廠過往曾發

生樹脂塔樹脂洩漏造成分析儀器測值異常，但樹脂

塔出口過濾器壓差未即時反應，所幸該樹脂塔處於

再生階段時發現異常，若為採水階段將造成更大的

樹脂洩漏危機。該案例若無分析儀器異常之發生，

恐造成過濾器堵塞，影響純水系統供應風險。故本

研究發想採用光感應方式偵測洩漏之樹脂，並搭配

小型過濾器攔截樹脂，以期盡早偵測樹脂洩漏，不

僅降低供應及水質風險，且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本研究發展之系統，其關鍵考量指標包括：(1)

偵測必要性；(2)偵測點位需能有效率地捕捉滲漏

樹脂；(3)偵測管路需易於光感應水中的樹脂，管

徑選擇需不影響正常供水量及需考量堵塞疑慮，並

易於巡檢人員目視檢查；(4)因屬連續偵測，回水

需有節水考量；(5)小型過濾器孔目需能攔截飽滿

及破碎之樹脂；(6)光感應器需不受外在因素干

擾，如水滴、落塵、照明燈具等，並能設置警報門

檻值及具警報回傳機制。 

目前此系統已實際應用在本廠純水系統樹脂

塔，其產水側無 resin catcher 且下游單元為過濾器

或樹脂塔等易因堵塞影響系統供應風險者。 

關鍵字(3~5 個字)：光柵感應器、小型過濾器、樹

脂洩漏。 

 

1. 前言 

 

過往本廠曾發現樹脂塔出口取樣管路有不

明異物，經確認為樹脂塔因 strainer 破損造成樹

脂洩漏(如圖 1~2)，一旦大量洩漏可能造成後段

供水中斷。雖然樹脂塔後端均有裝設 Post filter

攔截樹脂滲漏(如圖 3)，但此案例卻是由取樣管

路率先發現洩漏(如圖 4)。 

目前防範樹脂洩漏的方法有：(1)產水側裝

設 resin catcher；(2)下游處理單元設置過濾器。

均採用較樹脂粒徑小的孔目加以攔截，利用壓

差攀升反應可能有樹脂洩漏的情況發生。然其

反應速度過慢，易增加系統停機的風險。本研

究旨在早期偵測洩漏之樹脂，不僅降低供應及

水質風險，且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圖 1 樹脂塔結構圖 

 

 

圖 2 樹脂塔底部 Strainer，本案即因其受壓破裂導

致樹脂洩漏(示意圖，截圖至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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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早期洩漏階段，Post filter 壓差並無異常 

 

 

圖 4 分析儀器取樣管路及早發現洩漏(示意圖)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發展之系統，其關鍵考量指標包括：

(1)偵測必要性；(2)偵測點位需能有效率地捕捉滲

漏樹脂；(3)偵測管路需易於光感應水中的樹脂，

管徑選擇需不影響正常供水量及需考量堵塞疑

慮，並易於巡檢人員目視檢查；(4)因屬連續偵測，

回水需有節水考量；(5)小型過濾器孔目需能攔截

飽滿及破碎之樹脂；(6)光感應器需不受外在因素

干擾，如水滴、落塵、照明燈具等，並能設置警報

門檻值及具警報回傳機制。 

 

2.1 偵測必要性 

    (1)樹脂塔出口未裝設 resin catcher 且下游單元

為 Filter，具堵塞影響流量風險；(2)樹脂塔出口未

裝設 resin catcher 且下游單元為樹脂塔，具堵塞影

響流量風險。 

 

2.2 最佳偵測點選擇分析 

    偵測點位需能有效率地捕捉滲漏樹脂，優先採

用(1)樹脂塔出口共管管路 sampling port(如圖 5)；

次擇(2)樹脂塔產水儲槽泵出口共管管路 sampling 

port(如圖 6)。不論任一點位，正壓環境為必要性。 

 

圖 5 樹脂塔出口共管管路 sampling port (示意圖) 

 

 

圖 6 樹脂塔產水儲槽泵出口共管管路 sampling 

port (示意圖) 

 

2.3 最佳偵測管路選擇分析 

    (1)偵測管路需為透明 PFA tube 便於儀器偵

測；(2)偵測管徑 3/8”即可，避免影響正常供水量，

但管徑過小有阻塞疑慮；(3)光柵感應器及小型過

濾器需設置便於人員目視巡檢處；(4)如偵測管路

為既有儀器進流管路，需有 bypass，便於 trouble 

shooting。(如圖 7) 

 



 
圖 7 右偵測管路設置 bypass，便於過濾器巡檢拆

裝，不影響分析儀器偵測 

 

2.4 偵測回水最佳化 

考量節水需有以下二設計：(1)回收至系統上前 

一個儲水槽(如圖 8)；(2)回收至次級用水儲槽(分析

儀器回收水)(如圖 9)。 

 

圖 8 回水至前一儲水槽 (示意圖) 

 

 

圖 9 回收至次級用水儲槽(分析儀器回收水)  

(示意圖) 

 

2.5 小型過濾器選擇最佳化 

過濾器孔徑低於原樹脂塔出口 Strainer 之最大 

現有規格品並確認能攔截飽滿及破碎之樹脂，本研

究所採用的孔徑為 140um，小於飽滿樹脂直徑

0.5~0.8mm(如圖 10)。因部分點位串聯分析儀器管

路，孔徑過小易影響分析儀器進樣。 

 

圖 10 140um filter 成功攔截飽滿之樹脂 

 

2.6 光柵感應器選擇/安裝需求 

本研究採用之光感應器具備以下功能：(1)需能 

設定警報門檻值且超出門檻值能回傳警報(Digital 

alarm signal back to PLC)(如圖 11)；(2)需能應付嚴

峻環境(水氣凝結、強光、落塵)(如圖 12)；(3)避免

誤作動，光線需盡量對準管中心(以 a.管支撐及

b.PP 固定座加以固定)(如圖 13)。 

 

圖 11 無樹脂洩漏之正常測值(4095)(上)，少量樹脂

洩漏之測值(小於 set value 3300)即觸發警報(下) 

 

圖 12 冷凝影響光感應(左)，測值因冷凝低於設定

門檻值(右上)，一鍵調整門檻值(33001797)以符

合不良環境(右下) 

bypass 



 

圖 13 光線需對準管中心，避免誤動作 

 

3. 結果與討論 

 

    此小型系統不僅是早期偵測洩漏之樹脂，更能

避免大量樹脂流失、降低系統水質/水量供應風

險，可謂花小錢，省大金。目前本廠依偵測必要性

所篩選的樹脂塔，均已完成系統安裝。經由巡檢人

員定期拆卸過濾器，發現確實能捕捉少量破碎樹脂

(如圖 14)，但因其為正常現象，不影響運轉，僅列

為觀察對象。警報門檻值設置經測試，3300(光強

度，單位：cd)為較適當值，易冷凝場所設定值，

需巡檢人員定期觀察冷凝嚴重性，調整適當門檻

值。 

 

圖 14 定期巡檢，拆卸過濾器，發現成功攔截少量

破碎樹脂 

 

4. 結論與建議 

 

    樹脂塔為純水處理中去除離子態不純物的重

要單元，因塔槽長期受壓，其內之 Strainer、Gasket

均為易受損的元件，導致樹脂洩漏。利用光感應、

小型過濾器及既有共管點位，是最為經濟實惠的方

法(如圖 15)。唯此方法僅能發現樹脂洩漏，但仍需

人為判別是哪一樹脂塔造成。未來若能將此系統直

接設置於樹脂塔出口 port 點(如圖 16)，將更為準確

判斷有問題的樹脂塔。 

 

圖 15 系統架設於正壓共管處，仍需人為判斷是哪 

一樹脂塔洩漏(示意圖) 

 

圖 16 系統直接架設於樹脂塔出口，準確判斷樹脂

塔洩漏與否(示意圖) 

致謝 

 

    本研究由本課 Leader 魏偉善及邑力應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協力完成測試及施工，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數位光纖光學感測器-FS-N11P/FU-12 型錄，

KEYENCE。 

2. 管式過濾器 -SS-6F-LE/SS-8F-K4-140 型錄，

Swagelok。 

作者簡歷 

 

張家豪，台積電八廠廠務部水處理課-純水系統工 

程師 

  

a. 

b. 



RESIN LEAKAGE EARLY DETECTION SYSTEM  

 

changjhr1  wswei2 
1 tsmc, changjhr@tsmc.com 

2 tsmc, wswei@tsmc.com 

 

ABSTRACT 

For early detect resin leakage, we set up the system which have 6 key points : 1. necessary for resin towers 

which have no resin catcher and downstream unit is resin tower or post filter ; 2. port at positive pressured and 

common header ; 3. tube size and material ; 4. reclaim water ; 5. Strainer which can catch full and broken resin ; 

6. work well at condensing, and dusty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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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請將檔案統一儲存Word檔案格式。論文以4~6頁為限。 

2. 所有字型:中文細明體，英文數字均採Times New Roman，文中單位請用公制，並以英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