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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中文摘要 ( 關鍵字：飲用水處理、天然
有機物、薄膜過濾、結垢) 
 
英 文 摘 要 (keyword: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natural organic matter, 
membrane filtration, fouling, mass 
balance)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隨著人類生活的進步，對於自來水水

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除了濁度的去除之

外，水中有機物、致病菌與微生物也在時

代的進步下要求更高的去除率，因此利用

薄膜處理技術取代傳統沉澱池、砂濾池，

不僅可節省佔地空間，對於濁度及水中微

生物的去除率不受進流水水質波動的影

響，可保持一穩定的出流水水質，且薄膜

處理可達完全自動化的程度，出水品質不

似傳統處理會受到人員素質影響。 
然而，結垢現象卻是薄膜處理無法避

免的問題，結構現象不僅降低出流水品

質，對於薄膜的使用壽命及濾液通量也會

造成影響，因此國際上眾多薄膜領域的學

者不斷鑽研其中的機制與尋求解決之道。 

三、實驗設備方法 

人工配置腐植酸溶液：水源取自苗栗明德

水庫，現場以 RO 設備 (Flimtec, USA)濃
縮，並檢測 pH 及導電度，其餘項目兩日
內檢測完畢，以塑膠桶保存於 4℃之冷藏
庫。 

進流液處理：濃縮液以 0.45μm mixed 
cellulose ester membrane (Advantec MFS, 

Inc., USA) 過濾，除去顆粒性有機物，並
稀釋至理想之 DOC濃度。 

薄膜過濾：薄膜採用疏水性 30 kDa PVDF 
membrane (AN09, Osmonics Inc., USA)，
先以甲醇沾濕兩小時後，以 Milli-Q water
浸泡兩小時，再用 500 ml Milli-Q water通
過薄膜，以移除薄膜上殘存的保護劑，隨

後即可量測清水通量(J0)。所有試驗維持
在室溫 (22±2℃ )下，Cross-Flow 模式過

濾，TMP 0.33 bar，有效過濾面積 140 平
方公分。薄膜設備詳見圖一。 

水質分析：分析項目有 pH (CG841, 
SCHOTT Inc., Germany)、導電度 (Tetra 
Con 325, WTW Inc., Germany)，濁度使用
低濁濁度計量測，量測範圍為 0.0001 ~ 
105 NTU (Turb555, WTW Inc., Germany)，
TOC/DOC 使用可攜帶式分析儀，量測範
圍為 1 ppb ~ 50 ppm，儀器偵測極限為
0.05 ppb (TOC Analyzer, Sievers)，UVA-
254 (U3210, HITACH, Japan)量測前，水樣
先校正 pH至 7±0.2。 
 
 
四、結果討論 
1. 水質變化 

 
2. 薄膜過濾實驗 
 
3. 未來研究方向  

 
五、結論 

 
六、參考文獻 
 



 

 
 
 

表 1 原水水質分析結果 
 

水質項目   

pH 7.7 
Turbidity (NTU) 2.38 
Conductivity (µS/cm) 282 
DOC (mg/L) 2.55 
UVA-254 (1/cm) 0.358 
SUVA (L/m mg)‧  14.04 

 
 

表 2 薄膜過濾水質分析結果 
 

水質項目 進流液 濃縮液 濾液

pH 8.05 7.99 8.14 
Turbidity(NTU) 0.19 0.16 0.15 
Conductivity (µS/cm) 401 376 354 
DOC(mg/L) 2.39 2.1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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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薄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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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以 30 kDa PVDF membrane處理含 DOM溶
液之濾出液通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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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未來研究方向概略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