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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水處理業界中，廢水回收是一重要處理

單元，而廢水回收水因水質易有長菌上的問題，造

成次級用戶端設備的困擾，而控管水池長菌問題大

部份是以添加藥劑(NaOCl、氧化性藥劑…等)來殺

菌，對環境將產生氯氣臭味或化學物質，且其化學

物質會增加後段過濾系統的負荷，在殺菌效果上則

易受水質 PH影響降低其殺菌效果等缺點，若能改利

用超音波物理性的特性，其水在超音波特定頻率作

用下，水中藻菌類將產生共振使得細胞振裂，而達

成殺菌目的，不但可降低運轉成本，亦符合節約能

源的趨勢且完全不汙染不破壞環境，將能以極小的

成本而達到極大效益，本研究以先進環保概念為出

發點，處理水資源再生問題獲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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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全球原物料價格高漲，及暢談環境保護概念

下，如何突破舊有思維，利用新科技取代舊有能源

消耗，是目前全球業界致力執行的一項政策；本廠

每年用於廢水回收系統處理所消耗的化學品用量

約為 595,320 Kg，其中以廢水回收殺菌所消耗的化

學品(NaOCl)用量占大多數，約為 60.83% (362,160 

Kg)，如圖一所示。 

 

         圖一、廢水回收系統藥劑用量 

基於 80/20 原則，最終改善目標是以超音波物

理殺菌特性全面取代原有化學藥劑(NaOCl)殺菌。

而在本廠實務面上，廢水回收水主要為製程排放一

般酸性廢水，流程圖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廢水回收水流程圖 

 

其中回收原水池長菌較為嚴重，造成次級回收水用

戶端 Local Scruber Nuzzle 阻塞，及回收水袋濾

Filter 更換之頻率上升，增加其設備 PM 及袋濾耗

材之成本，故本廠常態添加藥劑(NaOCl)於回收原

水池殺菌。然而使用化學藥劑(NaOCl)不但對環境

是一大負荷，操作人員接觸化學品之安全性也是考

量之重點，隨著全球科技技術精進，超音波儀器日

漸成熟，若能在殺菌上成功取代化學藥劑的使用，

是每個半導體工程師對我們生存環境之最大貢獻， 

本文即探討分享超音波物理殺菌效果，並作有效之

化學藥劑減量。 

 

2. 文獻回顧 

 

    超聲波具有降解有機污染物和除菌抑菌的功

能，其主要原理是利用超音波造成藻菌類致命的共

振來控制其生長，其最有效頻率 20KHz-2MHz，如下

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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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超音波殺菌有效頻率 

 

抑菌原理是水在超音波輻射作用下，產生尺寸

約 5um "空化效應"，水在該效應下經歷交替的振

盪、擴張、壓縮、崩潰等一系列動力學循環過程，

產生瞬時且微觀的高溫(>5000K)及高壓(>5×10
7
 

PA)，形成所謂的熱點(Hotopot)。持續數微秒後，

熱點瞬時冷卻並伴隨強烈的衝擊波和達到 100 m/s

的微射流，對有機物和藻菌類創造一個極端的物理

環境。使水的 OH鍵斷裂而生成過氧化氫，從而開

闢化學反應通道，增大化學反應速度，使水中的污

染物在高溫、高壓和羥基自由基的作用下降解。 

水通過專門設計的超音波換能發射器向水中

發射特定頻率的脈衝聲波，可造成脈衝作用及對藻

類的共振作用。並且水是音波的良導體，這種高頻

波在水中傳布，衰減量少且可以傳遞很遠，藻菌類

細胞在該高頻波作用下，產生共振且使細胞振裂，

如圖四、圖五所示，藻菌類即自行衰退滅亡，而達

成殺菌目的。 

 

         圖四、藻菌細胞振裂圖 一 

 

 

           圖五、藻菌細胞振裂圖 二 

 

3. 實驗目的、實驗設備及實驗結果 

 

3.1 實驗目的 

    比較化學藥劑殺菌與超音波殺菌優缺點，如表

一所示。明顯對於公司、環境及安全方面，超音波

殺菌處理均優於化學藥劑殺菌處理。 

 

        表一、化學藥劑處理 vs 超音波處理 

為評估本廠超音波取代化學藥劑殺菌之可行性，依

照現況廢水回收水池殺菌藥劑(NaOCl)用量約 300 

(ml/min)，設計規劃實驗主要分為。 

1. 水池添加藥劑 300(ml/min) + 超音波殺菌儀器 

2. 水池無添加藥劑 + 超音波殺菌儀器 

3. 水池添加藥劑 100(ml/min) + 超音波殺菌儀器 

各階段實驗均檢視水池長菌情況及觀察袋濾更換

之頻率，進一步判斷超音波殺菌之成效。 

 

3.2 實驗儀器設備 

    超音波殺菌機(高識能Inno float)，儀器實物圖

如下圖六所示，儀器主要分為以下四部份： 

1.電源控制器 

2.漂浮板 

3.超音波發射器 

4.音波發射器自動刷頭 



 

       圖六、超音波儀器實物圖 

 

相較其餘Plasma殺菌儀器而言儀器相對簡單，對使

用者維護上亦較為便利。在儀器設置方面上，超音

波儀器發射音波時，容易受前方遮擋物所干擾造成

效果下降，故設置儀器時需考量設置點前方是否有

遮蔽物，本廠於回收水池內設置儀器示意圖如下圖

六所示。 

 

 

圖六、儀器設置示意圖 

 

3.3 超音波殺菌實驗 

    本廠現行於回收水水池中常態添加化學藥劑

(NaOCl)殺菌，藥劑用量約 300(ml/min)，但成效不

彰其回收水池內部底部濁黑及池壁長滿菌類如圖

七所示。  

 

圖七、水池內部狀況(實驗前) 

 

 

 

3.3.1 第一階段實驗 

    第一階段實驗為原有添加化學藥劑 300 

(ml/min)，增添一實驗因子超音波殺菌，並數天後

觀察水池內部狀況，水池底部逐漸清澈，水面漂浮

菌落屍體，如圖八、圖九所示。 

 

圖八、第一階段實驗(三天) 

 

圖九、第一階段實驗(七天) 

 

3.3.2 第二階段實驗 

    延續第一階段實驗並停止化學藥劑加藥，單純

以超音波儀器殺菌，並同樣數天後觀察水池內部狀

況，水池內部明顯開始長菌，並逐漸開始恢復實驗

前狀況，如圖十、圖十一所示。 

 

圖十、第二階段實驗(三天) 



 

圖十一、第二階段實驗(七天) 

 

3.3.3 第三階段實驗 

    延續第二階段實驗開始少量添加化學藥劑用

量約 100(ml/min)，並同樣觀察水池內部狀況數天

後，水池內部逐漸清澈，與第一階段成果相似，如

圖十二、圖十三所示。 

 

圖十二、第三階段實驗(三天) 

 

圖十三、第三階段實驗(七天) 

 

 

 

3.3.4 實驗結果 

1.第一階段實驗：在殺菌效果應用上，在現行加藥

狀況不改變下，可明顯看出設置超音波殺菌機能有

效改善水池內部長菌問題。 

2.第二階段實驗：目的是確認超音波在殺菌上是否

可完全取代化學藥劑，試驗結果可看出單純以超音

波殺菌，成效不彰。 

3.第三階段實驗：藥劑減量至初始加藥量 1/3並設

置超音波殺菌機，效果比單獨使用化學藥劑殺菌

好。 

    超音波殺菌應用於廢水回收實廠測試結果，發

現單獨使用超音波殺菌效果不臻理想，但若同時併

用少量化學藥劑時，比單獨使用化學藥劑效果或超

音波儀器殺菌來的好，雖然無法完全取代藥劑殺

菌，但可達成化學藥劑用量減少至原藥劑用量之

1/3 ，亦可改善延長袋濾之運轉時間，如圖十四所

示 。 

 

圖十四、袋濾運轉天數 

 

4. 實廠超音波殺菌效益評估 

4.1 化學藥品減量 

於 105.01開始設置超音波殺菌機，並由化學

藥劑用量 300(ml/min)減量至 100(ml/min)，本廠

藥劑用量表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本廠化學藥品月平均用量 



由表三可得知，與去年月平均用量比較減少藥劑

(NaOCl)用量每月約 7,968 Kg，減少藥劑用量約

26.4%，以 105 年藥劑(NaOCl)每公斤售價 3.5 元，

每月可省藥劑費用 27,888 元。 

 

4.2 袋濾用量減量 

    本廠袋濾 Filter 為五袋式袋濾，改善前袋濾更

換頻率約 1 天，設置超音波殺菌儀器後，袋濾更換

頻率約 3 天， 依照 105 年每袋袋濾 Filter 售價 100

元，每月可節省袋濾 Filter 費用 10,000 元。 

 

4.3 超音波殺菌應用於廢水回收總效益 

    超音波殺菌應用於廢水回收上，不僅可降低藥

劑用量，亦可延長袋濾 Filter 運轉時間，每年評估

可節省本廠運用在廢水回收殺菌上成本約 45 萬。 

 

4.4 結論 

    超音波於廢水回收系統上搭配化學藥劑殺菌

使用，經本廠驗證有良好效果。除了降低水處理成

本、延長系統運轉時間，亦可減少半導體廠在殺菌

上化學藥品使用量，對於處在全球提倡環保概念

下，利用超音波物理現象降低化學品使用量而達到

淨化水體的目的，是對環境負責的最佳水質殺菌處

理方法。 

    本廠實驗結果，化學藥劑用量較原化學藥劑用

量降低 2 / 3，良好降低供應至次級用戶設備端長菌

阻塞之風險，有效改善人員的工作負擔及設備損

耗，減少設備異常發生次數，其潛在之整體效益遠

大於每年 45 餘萬元。 

  

4.5 建議 

1. 本廠實廠經驗可供業界參考，適用於廢水回收水

池殺菌上應用。 

 

2. 進階評估研究可全面取代化學藥劑殺菌使用之

可能性(Ex. Plasma 電漿殺菌處理、超音波殺菌處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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