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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半導體晶圓廠因製程所需，常有大量帶有酸/

鹼等製程廢氣需排放，而在半導體業常使用的廢氣

處理方式為濕式洗滌塔，其利用洗滌塔循環水的

pH控制對製程排放廢氣進行酸/鹼中和吸附，以達

空污防制之效。依據空氣污染防治法規定，酸性洗

滌塔其循環水需控制 pH>7，而鹼性洗滌塔其循環

水需控制 pH<7。廠務除每日需記錄其循環水 pH

值並需對其進行監視與控制，以符合主管機關核發

之設備操作許可證 pH登錄的許可範圍。而一般廠

務在保養洗滌塔 pH sensor時，不外乎定期清潔、

校正及更換等方式。但仍無法完全有效防止故障的

發生。當做為控制用之 pH sensor一但故障，其加

藥控制系統將失效，異常期間往往造成循環水超出

其空污法規的規定，造成防治上的短暫漏洞。因此

本廠廠務利用電路設計並製作成品，可以使加藥控

制器於現場長時接收兩支 sensor的訊號，於異常發

生當下可迅速切換，大大縮短異常處理時間，也不

需停機，更不會發生違反法規的情況。其設計可廣

泛推廣至所有有關的 pH 控制系統，例如化工製

程、廢水處理製程等等，故利用本次機會於研討會

中與各位先進分享。 

關鍵字：pH Sensor、Auto Switch 

 

1. 前言 

 

根據空氣污染防治法規定，尾氣處理採用濕 

式洗滌塔處理者，循環水 pH為重要參數。每日需

固定抄表登載，並且註記在操作許可證中。 

   而本廠酸性洗滌塔 Spec為 pH 7~13，鹼性洗滌

塔為 pH 2~7。而當 pH控制不良情況發生時，往往

最直接影響的就是處理設備的效率，至於在實務操

作上，中央排氣系統最常遇到的問題，不外乎為管

路、循環水流量、風車馬達震動、pH 控制異常及

排水堵塞等，以上各類型的異常狀況，大部分都可

以透過良好的監控管理及定時維護保養解決，惟獨

循環水 pH控制異常大多屬於 Sensor本體的異常，

異常原因大多是 1.接點水氣干擾 2.電解液耗損 3.

玻璃鍍膜損壞 4.Sensor Coating 5.電極衰減等，然

不論 Sensor 異常原因為何，往往都是發生於突然

無任何跡象且無法利用定期保養、校正、清潔及更

換等方式徹底解決，防止異常於未然。 

  統計本廠 2015~2016 年 Q1 就發生了六件因

Sensor損壞的異常單，因此開始有了如何改善避免

因 Sensor損壞而引起的 pH控制不良現象。 

 

2. pH Sensor偵測原理簡介 

2.1 pH Sensor 量測: 

  pH 量測是未知溶液(H+)電位與已知參考電位之

比較。當量測電極與參考電極置於同一溶液中，其

兩端點會因溶液中氫(H+)離子不同，參生電位差

(參考圖一示)。透過”能施特方程式”推導。 

 

 
HF

RT aEE log303.2
0

              (1) 

 

E:總電位差(mV)  E0:參考電位 T:溫度(℃) R:氣體

常數 F:法拉第常數 

  氫離子濃度越高，溶液越酸。反之氫離子濃度

低，溶液偏鹼。理論上pH為7之水溶液在25℃的電

位是0 mV，而25℃時斜率pH值改變1時，電位變化

為-59.16 mV/pH。透過量測電極與參考電極之間的

電位差即可得知溶液的pH值，而當溶液越酸則呈現

正電位，反之呈現負電位。(參考圖二示) 



 

 

 

 

 

 

 

 

 

 

圖一: 量測電極與參考電極量測示意圖 

 

 

 

 

 

 

 

 

 

 

圖二: pH值與端點電壓關係圖 

2.2 pH Transducers 原理 

  前小節已經針對 pH Sensor原理作過說明，而當

於實務上應用方面，則必須透過 Transducers 來進

行 Sensor 電壓訊號的處理放大+訊號加工(校正方

程式)+訊號轉換(電壓/電流輸出)才能輸出使用。

(參考圖三式) 

 

 

 

 

 

 

 

 

 

 

圖三:pH傳變器工作說明 

  而我們目前實務上採用的 pH Sensor皆為將量測

電極&參比電極做在同一支 Sensor的複合式電極

(參考圖四示)。即是透過量測 P1(量測電極)&P2(參

考電極) 電動勢，並利用 BNC接頭(圖五示)的連結

線，與 Transducers連結，最後轉成 4~20mA的訊

號給 PLC對應 pH 0~14並呈現在 FMCS上紀錄顯

示。 

 

  

圖四: 複合式電極參考示意圖 

 

 

圖五: BNC連結線參考示意圖 

 

3. 本廠區 pH 控制說明 

3.1 pH 控制器與加藥控制 

  本廠區採用的加藥控制器為 EMEC LDPH 脈動 

比例式輸出控制器來控制加藥泵作動。以現行本廠

酸排設定為例，控制設定點為 pH 9.7~9.9，每分鐘

衝程數設定為 150Pm，當 pH 9.7時即進行加藥

(NaOH)，而當偵測高於 pH 9.9時輸出每分鐘衝程

數為 000Pm。9.7~9.9間為比例式輸出，所以當偵

測值為 pH 9.8時，則比例式脈動輸出每分鐘衝程

為 75Pm，其餘依此類推。 

   而採用此種控制的好處，可以讓循環水 pH 控

制表現極為穩定，減少加藥用量。與傳統 HI/LO

E 

P1 

P2 



點加藥控制的方式可以獲得較佳的 pH 控制曲線

(參考圖六&七比較示意) 

 

 

 

 

 

 

 

圖六:脈衝式比例加藥曲線 

 

 

 

 

 

 

 

圖七:ON/OFF加藥控制曲線 

 

  由於本廠加藥控制採用此控制器直接控制加藥

機，因此若當 pH Sensor故障時，輸出給控制器的

mV訊號不穩定(圖八)，將會誤判洗滌塔內的循環

水 pH而造成過加藥或不加藥的情況。 

 

 

 

 

 

 

圖八:pH Sensor瞬間故障回傳值曲線 

 

  而當此情況發生時，值班人員只能夠立即至中央

洗滌塔設備進行異常處理，包含水體比對、新

Sensor更換及校正曲線，並以手動控制方式加藥至

回穩狀態，其一連串的處理步驟往往超過 40min

以上，此期間的水體又是屬於防制空窗期，且本廠

設備置於戶外廠區頂樓，若遇天候不佳時。異常處

理起來更是耗時費工，這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困

擾。 

 

3.2 加裝第二支 pH Sensor 

  為了弭除循環水 Sensor異常時其水體監視的空

窗期，本廠於 2015年底全面針對洗滌塔加裝第二

支 pH Sensor並回傳紀錄其曲線，但這並無法解決

當循環水控制 pH Sensor故障時，控制器無法獲得

正確的水體 pH值進行加藥機的控制，值班人員僅

能獲得異常時水體資訊。以及加速判斷是否為主

pH Sensor故障亦或其餘附屬加藥元件故障造成的

回傳值異常，作為異常判斷時的依據。但針對 pH 

Sensor故障造成的冗長處理時間並無太大幫助，且

時間一長，水體將超出許可範圍值。這對我們空污

專責人員來說，是希望極力避免的問題。 

 

4. 改善說明 

4.1 想法內容 

  前述已將本廠的控制說明，以及循環水 pH 

Sensor傳輸原理作了簡單的介紹，接下來進入我們

如何改善的課題，猶如前述所說，既然 pH Sensor

原始訊號是簡單的物理性產生的微伏特訊號

(mV)，是否可以在異常的當下，透過條件判斷將

兩支 pH Sensor的 BNC接頭內(+/-)互相 Switch呢?

如此一來就可以將第二支正常 Sensor的訊號傳送

給控制器使用，並且順利的控制加藥機。我們的基

本想法電路如下(參考圖九&十)，利用 Relay作動

時的A/B接點動作似乎可以達成我們想要的功能。 

 

 

 

 

 

圖九:正常時 Relay不動作接點狀況 

 

 

 

 

 

 

圖十:異常時 Relay動作接點狀況 



4.2 實作開始 

有了基本設計想法後，我們開始進行實際控制 

電路施作，並且配合 EMEC控制器內建功能(如圖

十一)，做為條件判斷控制源，驅動 Relay作動。 

 

 

 

 

 

 

 

 

 

 

 

 

 

 

 

圖十一:加藥控制器內部接點說明 

 

  我們取出 pH 原廠加藥控制器說明書，發現其中

D1&D2接點，可以自定義其 pH偵測時接點

ON/OFF條件，以本廠酸排設定為例:D1< pH  9

作動，D2> pH 10. 5作動，而 9~10.5是本廠 pH控

制的 HI/LO範圍，超出即為 OOC(Out of Control)，

判定為 pH控制異常，並利用其 Dead Band設定，

讓 D1/D2作動後可以維持保持狀態。而當 D1/D2

任一接點動作時會輸出 220V(決定於控制器使用

電壓)，利用此電壓趨動電路上的 Relay，如此一來

Relay就會隨著偵測 pH值 HI OR LO時作動，即可

達到將兩支 Sensor交換的功能。 

4.3 電路測試 

  我們將實際電路做出後立即進行上機試驗，其功

能表現結果符合我們的預期，兩支 pH Sensor 的輸

出如期交換，但發現 pH值與交換前偏移的非常

大，這現象是不合理的，於是我們開始找問題，發

現原先設計上我們採用的是傳統型Power Relay(如

圖十二)，由於傳統型 Power Relay接點阻抗太大，

對於 pH Sensor輸出的mV電壓來說會造成太大的

壓降，進而使 pH 數值失準。 

 

 

 

 

 

 

 

圖十二:常見電力 Relay構造圖 

4.4 元件改良 

  但是我們沒有因此放棄，既然知道了問題癥結 

點，我們開始尋找適合的電子型 Relay。最後我們

採用了 Omron出產，型號為 G6A-474P-ST40-US

的這顆 4A/4B IC Relay做為我們的驅動核心，而這

顆 Relay的工作電壓為 DC 24V，故我們另外增加

了電源轉換變壓器、與發光 LED，來讓電路工作，

並透過 LED的閃滅可以直接觀察其是否趨動 IC 

Relay動作。(最後電路如圖十三) 

 

 

 

 

 

 

 

 

 

圖十三:最後設計電路圖 

4.5 訂製並安裝 

  在完成元件改良作業後，隨即進行原型品功能測

試，原型品經過測試後，可順利的達成我們 pH 

Sensor訊號交換的功能，即當循環水主 pH Sensor

異常時第二支 pH Sensor訊號可立即接手，並將正

確訊號交換傳輸給 pH1 的 Controller並順利控制

其加藥泵。最後，我們尋求坊間廠商，協助成品製

作，並於 2016/5月將本廠區洗滌塔全面安裝完成



(如圖十四)，而實體現場電盤內安裝照片(如圖十

五) 

 

 

 

 

 

 

圖十四:原型品&成品 

 

 

 

 

 

 

 

 

圖十五:現場實體安裝照片 

 

5. 案例驗證功能說明 

5.1 案例分享 

  當我們完成了全廠區的改善後，統計至 2016/10

月，共發生三次主 pH Sensor異常事件，而此電路

也發揮了該有的功能，成功且立即將備用 pH 

Sensor交換至主控制器，使我們有更充裕的時間進

行主 pH Sensor異常原因 Check及 Recovery。在此

分享兩次異常事件主 pH訊號突然往下 Trend Done

與突然往上 Trend Up的狀況。均成功 Switch的曲

線(如圖十六&十七) 

 

 

 

 

 

 

 

 

圖十六:2016/5/30酸排主 Sensor突然往下 Down 

  這大大的減少了我們值班人員的 Loading，並且

讓水體控制可以不再怕因 Sensor異常而失控，維

持空污設備的去除效率。 

 

 

 

 

 

 

 

 

圖十七:2016/6/20酸排主 Sensor突然往上昇 

 

5.2 效益分析 

本廠長期的 Sensor故障困擾，以往靠的是定期 

雙週校正及每半年定期更換(鹼排因水體偏酸，更

是每季)，而半導體廠採用的 Sensor因製程尾氣特

性關係，更是必須選用昂貴的抗氟酸型 Sensor，每

支接近萬元，這非常不符合成本效益。而本 Switch

裝置製作僅 NTD 2,800/set。成功的解決了以上困

擾，這讓我們可將 Sensor壽命極大化，不用再採

預防性更換，而可以採用異常更換模式，大大的降

低了 Sensor的耗損，經初步統計每年約可以減少

Sensor 三十餘萬的支出。 

5.3 方案效益分析 

  若採用其他 PLC等方案，耗時費工且必須偋棄

原先的控制器控制加藥泵模式，而另行拉設線路來

達成其功能，故我們簡單的將其他方案優劣點表列

如下: 

 

 

 

 

 

 

6. 結論 

本次與各位先進分享的內容並沒有複雜的理論 

與太過高深的學問，採向實務上面的巧思技巧分

享，但此構想我們認為有極具推廣的潛力，因為除

立即 switch sensor2瞬間 pH恢復正常控制值 

立即 switch sensor2瞬間 pH恢復正常控制值 

項目 方案 優/缺點

方案一 PLC
控制靈活度較高，系統複雜化，

費用高，訊號異常風險，施工複雜

方案二
pH 控制器原廠

新增此功能

相對較於完整，但內原廠無此改造計劃、

pH控制器需全部重新購置，費用高

方案三 pH sensor switch 成本低、功能相同、sensor壽命極大化



了用在空污設備上，還可以用在污水處理、化工處

理及食品製程上，一些無法中斷的在線性 pH 

Sensor 清潔/保養等應用，透過此巧思不需要加裝

第二組 Transducers。只要掛上此 Auto Switch 接上

第二支 Sensor 即可上線，並利用所有想的到的條

件，輸出電壓使其驅動。可非常簡單且低廉的實現

不中斷空窗的保養、清潔、更換 Sensor 等動作，

對於常有 Coating 困擾的行業更是減少其監視空窗

期的壓力。 

  進一步的應用，可用在任何二線/四線式的

Sensor 上，如壓力 PT/溫度計/溼度計/流量計等等

透過 4~20mA or 2~10V傳輸模式的 Sensor都可應

用此電路。簡單的實現監控系統 Back up的功能。 

  現行很多廠家目前相當多的控制器都是採用現

場型 SDC 控制，僅只有單一 Input 訊號端口，利用

此電路，可以不用擔心控制源 Sensor 故障，造成

被控端失效。且利用 SDC 附掛的 Alarm 輸出功能，

也能輕易的帶電壓驅動此電路，即時將故障 Sensor

更新，讓製程不中斷。故我們利用本次研討會機會

與各位先進分享我們的創意概念，請各位先進不吝

指教。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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