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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MBR- Membrane Bio-Reactor 

活性污泥膜濾法、薄膜生物工法: 

將薄膜置於活性污泥系統中，作為分離
污泥和水的介質，因為膜的孔徑微細，
不但污泥無法通過，細菌也被攔阻；更
因為廢水的的固液分離不再倚賴生物污
泥的沉降性，操作變得很可靠，且透過
膜的精密過濾，產水水質優異，回收再
利用的層次和價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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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MBR膜材常用的孔徑約在0.4~0.03μm，
約略在MF和UF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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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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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膜孔徑大小示意圖 

鉛筆筆芯 

(40μm) 

懸浮微粒 

(20μm) 

隱孢子蟲 

(2~5μm) 

囊孢蟲 

(5~11μm) 

MF膜 

(0.1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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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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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MBR的材質和型式 

常用的材質：PE、PVDF、PTFE、PES、
PP和陶瓷等。 

型式：中空纖維(hollow fiber)、 管式膜
(tubular type )平板膜(flat shee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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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中空纖維(hollow fiber)  管式膜(tubular 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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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介紹 

 

 

平板膜(flat sheet) 



11 昌正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MBR介紹 

 

 

各種型式膜的特點: 

中空纖維膜：佔地小、成本低。但易
被纖維纒繞、斷裂、須加壓反洗。 

管式膜：成本高，組裝容易，可作分
離式配置。 

平板膜：成本高，膜片重但不需逆洗，
使用年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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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理 消毒槽 活性污泥/接
觸氧化槽 

污
水 

前處理 污
水 

薄膜分離 

放流 

(可回收再利用) 

● MBR ： 

放
流 

● 一般 ： 

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MBR系統與傳統活性污泥法的差異 

沉澱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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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與傳統生物處理比較(1/2) 

生物處理 

單元 

項 目 

傳統接觸氧化法 MBR 

系統可靠性 

生物膜會定期脫落，致使
出流水SS偏高，而影響放
流水水質；放流水並需添
加高劑量消毒水殺菌。 

直接將活性污泥過濾，以達到廢水
生物處理後的固液分離，不需為生
物污泥的沉降問題而困擾，也因為
經過精密薄膜的過濾，不再有放流
水需殺菌的問題，可直接回收再利
用於綠地澆灌 

操作維護難易 

操作單純，惟當生物膜定
期脫落時出流SS將偏高，
且定期反洗。 

完全自動化操作，惟需定期（約每
半年）進行濾膜加藥清洗作業，維
護濾膜過濾效率。 

空間利用 
需二級沈澱池，空間需求
大。 

不需要傳統的污泥沉澱池，節省了
沉澱池的大量佔地 

操作彈性 
無變更替代操作方式。 高MLSS濃度，可因應進流水質和水

量之變化，操作彈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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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與傳統生物處理比較(1/2) 

生物處理 

單元 

項 目 

傳統接觸氧化法 MBR 

污泥產量 
與傳統活性污泥法比雖較少，
但與MBR處理工法比較則較多。

污泥齡長，產生污泥量極少。 

去除氮、磷功能 
需特別設計，操作技術性高。 無需特別處理技術和設備，即可進行

脫氮除磷。 

設備更新 

接觸濾材老化破碎時，即需進
行更新作業，濾材體積大、人
孔小，更新困難。 

濾膜壽命約5～7年，可用單片更新或
整組更換，更新較容易。 

回收水水質 

除需視生物處理單元之效能而
定外，尚需三級過濾設備，佔
地空間大，且處理效果不穩定 

經濾膜處理之出流水水質極佳且穩定，
可直接回收再利用。 

初設備用 中等 
較高(如將節省土木池槽費用及回收單
元一併考量，則初設費用相當) 

操作維護費用 中等 

較低(運轉電費雖較高，但主要設備維
護及操作費較低，且加藥費及污泥處
理費用均遠低於其他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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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粗攔污機：目的在撈除大型異物，保護  

下游的設備和管線。 

要求：耐用！耐惡劣環境和易維修與操
作安全保護。 

MBR系統在前處理單元應配合事項 

前處理單元：攔污、除砂和除油 

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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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撈污機：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www.hyshuili.com%2FProducts.asp%3FBigClassID%3D13%26SmallClassID%3D13&ei=bdJiVMbiJcHAmAXW1oGoAQ&psig=AFQjCNFGqyne9YMxiqnoAEKUfR6QIOQGsg&ust=14158487944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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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為了保護MBR不被阻塞、刺破或刮破，
尤其是中空纖維膜要注意纖維的去除，
間距1-3 mm。 

細攔污機： 

細篩機(Bar screen) 

 

圓筒式細篩(Drum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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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Y型過濾器和內部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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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若除砂功能不佳，將使槽內積砂，對
MBR膜材也將造成磨損而破洞。 

除砂: 

加壓浮除設備 

MBR膜一但被油脂附著，將阻塞難以
清除，會有永久性的損害，需特別注
意。 

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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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MBR單元與生物處理單元之關係: 

生物處理單元: 厭氧、缺氧和好氧 

厭氧選用的考量: 廢水水質濃度的高低 

                              和生物分解性的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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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厭氧、缺氧和好氧的搭配選用：
脫氮/除磷的考量(1) 

Influent 
Anoxic 

stages 

aerobic 

stages 
MBR 

Effluent 

Return sludge 

Waste sludge 

鐵鹽及鋁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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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氧、缺氧和好氧的搭配選用：
脫氮/除磷的考量(2) 

Influent 
Anoxic 

stages 

aerobic 

stages 
MBR 

Effluent 

Return sludge 

Waste sludge 

鐵鹽及鋁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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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沒有合宜的的生物系統搭配，MBR

膜組無法發揮功能，阻塞的機率也
大大增加，因為薄膜只扮演著過濾
的角色，而產水水質和膜通量 

(Flux：m3/m2.d or LMH)生物系統均
扮演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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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在良好的生物系統運作下，案例中
MBR可將石化廢水COD由3,000  

mg/l降至10  mg/l以下；處理單元
組合: 厭氧、缺氧和好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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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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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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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MBR單元設計 

好氧MBR：串接在曝氣池或缺氧池
後，混合液部分經膜過濾產水，其
他則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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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MBR單元設計 

厭氧MBR：串接在厭氧出流上，部
分迴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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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MBR系統系統與污泥處理單元之關係: 

因為MBR系統中的MLSS相當高,可以直接利
用泵抽至污泥貯槽，進行脫水。 

 

  

MBR系統污泥減量效果: 

污泥產率: 

MBR: 0.2~0.5 kgSS/kg BOD 

活性污泥: 0.3~0.8 kgSS/kg BOD 

MBR系統產生污泥量較活性污泥法少2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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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與廢水處理系統各單元之整合 

MBR產水的回收與再精製處理: 

MBR產水可直接作為澆灌、沖厠或
景觀用水；也可以作為RO系統的進
水水源，進一步製造成純水。 

  

16〞RO膜組 新加坡的生活污水回收 



33 昌正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原水水質: 

原水水質濃度，包含各種金屬礦物、膠體、
有機成分等，膜過濾壓力差ΔP 及溶液密度
ρ 將隨濃度增加而增加，濾液透過率(PR)

則隨之減少。因此考量進流水質才能穩定
透膜壓差TMP(Transmembrane pressure)上
升速度，避免造成化學清洗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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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成分
改變 

TMP 

kgf/cm2 

 

滲透率 

(m/s/Pa) 

 

 

Flow  

Rate 

(CMH) 

 

Flux 

(m3/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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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流水質COD濃度高達
4,000~6,000 mg/l，只設
計好氧+MBR。加上
MBR產水量操作太大，
造成膜需以人工一星期
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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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溫度: 

膜通量與溫度成正比， 增加10 ℃時，可增加
約28 %的產水量。 

1.溫度      ，黏滯度 

2.溫度       ，生物活性 

3.溫度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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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MLSS:7,000~15,000 mg/l 

MLSS太高: 

1.易造成積垢降低滲透液通量 

2.降低氧氣質傳的α值 

3.造成黏滯度上升降低通量 

MLSS太低: 

1.微生物吸附能力、污染物及膠體分解能
力低，易造成污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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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Filterability Index test 

污泥可過濾性指標 

以直徑185 mm濾紙，
測定50ml 污泥經5

分鐘通過之濾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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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曝氣強度: 

需有足夠曝氣量在薄膜表面產生紊
流及掃流，清除膜面的污泥。但曝
氣量太高，則會造成動力浪費及膜
的損壞，且無助於提高膜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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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氣系統散氣孔受掉落塑膠袋阻塞，造成曝氣不
均勻，產生大量污泥餅，阻塞膜間通道，產水量
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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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防污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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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溶氧:大於1 mg/L 

DO不足時，薄膜表面之生物膜
孔隙率相對較小，且EPS釋出量
較大，使阻抗升高，將導致積垢
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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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膜通量及TMP(透膜壓力): 

通量設計:0.35~0.5  m/d或15~20 LMH 

雖然提高TMP可使瞬間通量增加，但
也增加膜的負荷，容易造成污染阻塞，
必須提高清洗頻率，不利於穩定操作。 

透膜壓力增高將使薄膜快速被壓密，
減少通量，並加速薄膜劣化，減短壽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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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產水操作模式: 

間歇式產水操作優於連續式產水，停
止產水時，可使膜面鬆弛，膜面污泥
易被清除，因而降低過濾阻抗，維持
較佳通量。(常見為產水9分ON/1分OFF
或15分ON/1.5分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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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迴流量: 
迴流量不足時，會造成濃度極化效應，將使薄膜
的通量降低，水質下降。 

曝氣槽 MBR 

Q (Q+Qr) X 

Qr Xr 

Qr=Q           濃縮2倍 ； Qr=2Q        濃縮1.5倍 ；  

Qr=3Q         濃縮1.33倍 ； Qr=4Q        濃縮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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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pH: 

一般薄膜pH可承受2~12。考量微
生物要求，通常pH建議操作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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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清洗判斷:判斷污堵為無機或有機造成。 

無機結垢(Scaling):如:Ca、Fe、Mg鹽等 

有機污堵(Fouling):如:有機物及生物膜等 

有/無機 藥品 濃度 Hold time(hr) 

有機 次氯酸鈉 0.5 % 1~3 

無機 草酸 0.5~1 % 1~3 

無機 檸檬酸 1~3 % 1~3 

MBR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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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使用地下水含
大量鈣跟鐵鹽、形
成嚴重積垢，加上
長期未進行化學清
洗，造成無法線上
藥洗回復，需人工
拆缷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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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廠廢水回收再利用工程 

與日本TORAY公司合作 

處理工法：厭氧+好氧+MBR + 逆滲透(RO) 

處理水量：9,072 CMD(回收超純水6,000 CMD) 

生物科技園區污水 

廢(污)水處理廠 

處理水量：200 CMD 

活性污泥膜濾法(MBR) 技術(1/5) 

MBR系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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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衛生掩埋場滲出水處理廠 

處理水量：100 CMD 

活性污泥膜濾法(MBR) 技術(2/5) 

回收水養魚 

回收水洗車 

MBR系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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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污水處理設施新建工程 

處理水量：670 CMD   

學校污水處理廠臭氣改善及回收水 

改善工程 

處理水量：20 0 CMD 

活性污泥膜濾法(MBR) 技術(3/5) 

MBR系統案例 

氧化渠修改MBR系統，用地減少2/3 地下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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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處理水量：80 CMD       

2. 處理水量：260 CMD 

3. 處理水量：600 CMD    

 特殊要求：水回收至景觀水池 

學校(MBR)污水廠 

 

 

 

 

 

 

 

活性污泥膜濾法(MBR) 技術(4/5) 

MBR系統案例 

特殊要求：無臭味、無噪音、回

收水再利用 

  



53 昌正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安養中心污水處理廠 

處理水量：260 CMD 

活性污泥膜濾法(MBR) 技術(5/5) 

MBR系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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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MBR由於操作可靠又簡單，佔地小，產
水水質佳，被稱為廢水處理的『明日之
星工法』，但膜組造價仍高，而且設計
建造和操作的經驗較不普遍，常誤以為
把MBR膜組放入池槽，工程就算完工，
所以屢有對MBR失望的案例一再發生，
希望藉此分享MBR與系統中各單元的整
合技術，讓MBR 這種優異的工法能發揮
其應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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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