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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在廢水處理廠中，常添加之污泥化學性調理劑是鋁鹽或鐵鹽，但添加後會使整體之
pH 值下降，造成混凝效果不佳，因此常需配合鹼劑使用。水產廢棄物（如蠔殼、蝦殼、
烏賊骨）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鈣，可當鹼劑使用；若於污泥調理同時加入適量蠔殼，不但
可調整整體污泥之酸鹼度、也可充當物理性調理劑，如此不但可增加污泥脫水速率、減
少混凝劑之添加量，亦可降低廢棄蠔殼之產量。本研究即以廢棄蠔殼、蝦殼、烏賊骨作
為物理性調理劑配合化學性調理劑，探討其等對污泥脫水效率之影響，並期達成廢棄物
回收再利用之目的。結果顯示，曝氣消化後有利於污泥脫水；單獨添加硫酸鋁、氯化鐵
無法使污泥抽濾脫水形成污泥餅；蠔殼、烏賊骨之添加使 pH 值回升、凝聚效果佳、脫
水順暢。兩者混合使用後，硫酸鋁或氯化鐵用量(1-3.5 g/300 ml 污泥)愈多脫水效率
愈佳；蠔殼及烏賊骨明顯改善脫水效率、但用量需適宜，而蝦殼僅能發生些微之空間架
構劑作用；蠔殼、烏賊骨粒徑 (10 mesh 以下-30 mesh 以上)對脫水效率之影響不明顯。
關鍵詞：污泥調理、鹼劑、廢棄物回收、蠔殼、烏賊骨

英 文 摘 要
Alum and ferric chloride are commonly used chemical coagulants for sludge
conditioning. However, their addition can result in pH decrease of the bulk liquid and
increase of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olids.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add the alkaline agent into
the sludge, such as carbonate. The seafood waste, such as oyster shell and internal bone of
squid, contains large amount of carbonates. The suitable addition of these waste solids will
not only adjust the pH value of the bulk liquid, but also can be used as physical conditioners.
Therefore, the dose of chemical can be reduced, the dewatering rate would be increased, and
the treatment of seafood waste would be decreased. In this study, oyster shell, shrimp shell
and internal bone of squid were used as the physical conditioner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n
sludge dewatering and to evalu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reusing seafood wast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dding chemical conditioners alone caused noticeable pH decrease and result in
a conditioned sludge with poor filterability. The addition of oyster shell or internal bone of
squid to chemically preconditioned sludge could efficiently improve sludge dewatering. This
result was due to availability of alkaline solids and skeleton builder provided by these two
waste solids. The effect of shrimp shell and various particle size of oyster shell and internal
bone of squid on the sludge dewatering was not the obvious.

一、 前 言

醣(chitosan)乃由幾丁質(chitin)，普遍存
在於甲殼類屬的海水性無脊椎動物（如蟹、
蝦等）殼及真菌之細胞壁中，去乙醯基化後
露出胺基所形成 [1]，可在 pH 低於 6.5 之水溶
液中帶正電荷，且具有高密度之陽電性電
荷，能迅速、有效地捕捉帶陰電性的有機物
質、微生物及懸浮固體，可作為凝集劑
（coagulant），已多所應用於廢水處理之物
化程序[2-7]，並且亦使用於污泥調理，使污泥

廢(污)水處理廠之廢(污)水處理過程中
產生大量的污泥，由於廢水處理程序中所產
生之污泥具體積大、固含量低及含水率高的
特性，因此污泥產生後需再加以調理。傳統
污泥調理劑是以鋁鹽與鐵鹽為主，但其等加
入後，易造成整體溶液之 pH 值下降，須以鹼
劑，如石灰，配合。多醣類高分子的幾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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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顆粒變大，增進污泥脫水之效率[8、9] 。
物理性調理劑 (physical conditioner)在
污泥溶液中不會進行化學作用，其作用乃是
在污泥中形成堅固、不可壓縮、且可透水性
之空隙或間隔，強化污泥結構及增加空隙
率，以增進脫水速率，亦可稱為空間架構劑
（skeleton builder）
。物理性與化學性調理
劑各有不同的作用、特性及優缺點。若將物
理性調理劑配合化學性調理劑共同使用，雙
效調理(dual-conditioning)，則預期化學調
理劑可幫助污泥形成較大顆粒、物理調理劑
可強化污泥空隙結構，增加水的穿透力，因
而污泥之脫水效率可能比化學或物理調理劑
個別使用時還高；同時，由於此互補增強之
效益，可降低彼此之計量，減少化學調理之
使用成本及減輕使用物理調理劑增重之問題
[10-17]
。水產廢棄物（如蠔殼、蝦殼、烏賊骨
等）為沿海地區到處可見之廢棄物，其中含
有大量幾丁質與碳酸鈣，可當物理性調理劑
及鹼劑使用，亦可作為骨架性物質與調理
劑。本研究即探討幾丁聚醣、硫酸鋁、氯化
鐵作為化學性調理劑，配合蠔殼、蝦殼、烏
賊骨作為物理性調理劑及鹼劑對污泥脫水效
率之影響。

混合均勻，再以 120rpm 攪拌 5 分鐘，隨後
以 60rpm 攪拌 10 分鐘，結束後靜置，以利
後續之污泥壓製。
（3）污泥餅壓製與污泥比阻抗測試:
量取 300ml 已調理過之濃縮污泥注入
底部附有慮布之圓柱槽內，當開啟真空幫浦
抽水時，污泥中之水份會透過濾布排出形成
過濾液，記錄抽氣時間與過濾液體積，抽至
無法抽出濾液為止。
（4）污泥餅乾燥率：
污泥餅形成後，稱取濕污泥之重，然後
置於抽風櫃中風乾，每日量測剩餘重，記錄
水份減少之情形直至污泥餅達恆重為止。

三、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用幾丁聚醣、硫酸鋁、 氯化鐵
作為化學性調理劑，配合蠔殼、蝦殼、烏賊
骨作為物理性調理劑及鹼劑，在不同粒徑及
不同克數之蠔殼、蝦殼、烏賊骨實驗條件下，
獲得污泥脫水速率及污泥餅乾燥速率，結果
如下述：
（一）原污泥之性質
由成功啤酒廠的沉澱槽所取回之污泥，
其原始污泥性質，會影響到後段調理，所取
回之污泥狀況很多，如連續數日下雨、脫水
機故障多天、底泥已完全厭氧化等，pH 值分
佈在 6 至 7.5 間、TSS 分佈於 10000 與 30000
間、SVI 則在 25 至 80 之間；又所取回之污
泥於實驗室曝氣，pH 值與 TSS 會下降、而 SVI
提昇，其中所含有機物仍有部分會消化分
解，造成固含量會下降，污泥性質很不穩定，
因此實驗結果之比較與評估均以當天為主，
即所要觀察之參數改變之關係，僅以同一批
次之實驗結果作比較與討論。

二、 實驗設備與步驟
l 實驗設備計有：總懸浮固體(TSS)與污泥
容積指數(SVI)量測設備、pH 計、杯瓶試
驗儀（Jet test meter）、污泥餅壓製機
與污泥比阻抗測試設備、抽風櫃。
l 步驟：
（1）污泥之基本性質：總懸浮固體(TSS)、
污泥容積指數(SVI)與 pH 量測:
實驗前，至台南縣善化鎮成功啤酒廠廢
水處理廠，採取好氧消化沉澱池之污泥，當
污泥到達實驗室時隨即進行 TSS、SVI 與 pH
等項目之量測。先從桶子中倒出做 SV30 所須
的體積 1000ml，倒入測量污泥容積指數專
用的倒三角量筒內，至刻度線，開始計時，
30 分鐘後記錄污泥沉降的高度值，此值為
SV30；另取兩個 5ml 之污泥分別進行 TSS 及
MLSS 之量測；並測原污泥之 pH 值，其原污
泥性質如表一所示。
（2）杯瓶試驗（Jet test）：
取出原污泥 1600ml 倒入 2000ml 的燒杯
中，均勻攪拌後，測其原污泥 pH 值，記錄
之。以低濃度的硫酸來預調控制之 pH 值，
在均勻攪拌中加入，以使整杯的 pH 值達分
佈平均且達預計之 pH 值。準備數個 500ml
的燒杯，置於瓶杯試驗台上，每杯倒入 300ml
上述污泥，加入計劃濃度的調理物質。將此
置於杯瓶試驗儀，先以高速攪拌一下，以使

（二）蠔殼為物理性調理劑
（1）不同蠔殼添加量
固 定 污 泥 預 調 pH(4) 、 鋁 鹽 添 加 量
(2g)、蠔殼粒徑(30mesh 以下)，不同蠔殼添
加量之各項實驗結果為：鋁鹽加入後，pH 值
會下降；但添加不同量之蠔殼後，pH 值可回
升，視所加蠔殼量而定，愈多回升愈大。蠔
殼用量(3 4g/300ml 污泥)有較好之脫水速
率，但如果再增加蠔量，則有反效果，但仍
比不加蠔殼之脫水效率要好﹔對污泥餅乾燥
速率之影響不大，但有加仍比不加好。因此
可知，蠔殼與鋁鹽混合使用，蠔殼若不使用
過量，可成為良好的鹼劑，使鋁鹽的混凝效
果更加顯著。又未加蠔殼濾出前後之濾出液
之 pH 值並無變化、濾出液體積較多、純濕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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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餅較輕；而有添加蠔殼者，其濾液之 pH 值
較抽濾後之 pH 值為高、濾出液體積較少、純
濕污泥餅較重，其原因為鋁鹽已離開水體，
不再使 pH 值下降、蠔殼的加入具有吸水作
用，因濾出液重與純濕污泥餅重之和及最後
之純污泥餅乾重，各樣品間相差不大。

鋁鹽用量愈多，污泥脫水效率越佳；污泥餅
乾燥速率則是添加較多鋁鹽，其污泥餅有些
微呈現較高的乾燥速率，但整體而言差異不
大。
C. 添加氯化鐵
只添加氯化鐵，pH 值會明顯下降，接近
於 2(1 - 4g FeCl3/300ml 污泥)，添加量愈
多，pH 值會下降愈大，混凝效果很差，抽濾
幾乎不能成餅；在所選用量範圍，氯化鐵用
量超過 1g，對污泥脫水效率無明顯影響，氯
化鐵用量可能不夠。加入蠔殼雖然會提高 pH
值，但不同蠔殼用量與粒徑對污泥脫水效率
之影響無法得到順序關係。

（2）添加不同蠔殼粒徑
蠔殼與鋁鹽用量固定、添加不同蠔殼粒
徑對 pH 值的影響依之顆粒大小而有別，即粒
徑較小者
（30 mesh 以下）
，pH 值回升較多外，
其餘粒徑較大者（大於 30 mesh 者）， pH 值
回升相對較小，此乃因粒徑大，蠔殼中之鈣
鹽解離較小，無法發揮鹼劑作用：而對污泥
脫水效率與污泥餅乾燥速率之影響並不明
顯，但仍比不加蠔殼之脫水效率要好﹔濾出
液 pH 值，除粒徑小者（30 mesh 以下）會上
升外，其餘粒徑較大者及未加蠔殼均無大變
化；濾出液體積與純乾污泥餅重亦無明顯差
異、但純濕污泥餅重隨粒徑之變大而減輕，
此可能為大顆粒存在於污泥間，其相對的孔
隙變大、又蠔殼本身之孔隙也多，在真空抽
濾時發揮濾水的功能。
如前文所述，污泥經由長時間曝氣後，
其中所含固含量會下降，對污泥脫水速率及
污泥餅乾燥速率之影響不大，但脫水時間則
會縮短許多，由此可知，經由曝氣消化後有
利於污泥脫水及污泥餅乾燥。

（三）蝦殼為物理性調理劑
目前幾丁聚醣絕大部份是由蝦殼提
煉，因此兩者之類似性會較高，但加入 5 g
不同粒徑之蝦殼， pH 值無明顯改變，污泥
脫水效率有比沒添加好、但與粒徑大小無
關，仔細觀看蝦殼之外觀，其為一膠質透明
體，乾燥以後不易溶於水，故在實驗過程不
起化學作用，只能當物理性調理劑之填充作
用，因而才有上述結果。
（四）烏賊骨為物理性調理劑
烏賊骨為另一類之海產廢棄物，其白色
之骨幹易於折斷及壓碎成粉末狀，主要成份
以石灰為主，除作為物理性調理劑外，亦可
當成鹼劑使用。
添加不同烏賊骨量之各項實驗(300ml
之污泥添加鋁鹽 3 克、烏賊骨粒徑為 30mesh
以下、預調 pH 為 4，烏賊骨量 0 至 8 克)結
果指出：烏賊骨的加入確實提高 pH 值，對污
泥脫水效率改善許多，但其添加量之多寡對
整體污泥脫水無明顯作用。
添加不同烏賊骨粒徑之各項實驗
(300ml 之污泥添加鋁鹽 3 克、烏賊骨量 3 克、
預調 pH 為 4，烏賊骨粒徑為 10 至 30mesh 以
下)結果指出：除 30mesh 以下之烏賊骨加入
會明顯提高 pH 值外，其餘各粒徑之烏賊骨只
提高些微 pH 值；但對污泥脫水效率之影響則
不明顯。
上述結果可藉觀看烏賊骨之外觀得到
解釋：烏賊骨為一板型，其中一面為膠質層
被覆，特別硬，當進行破碎時，此層不易破
裂，其他部分以手指抽揉即可成為粉末，以
粉碎機破碎後篩分，發現 30mesh 以上之顆粒
大部份均含此膠質層，此為不溶於水者，因
此加入污泥後，pH 值只些微提高；但對污泥
脫水效率之影響則不會因顆粒大小而有所差

（3）不同化學性調理劑
本研究中所選用之化學性調理劑有幾丁
聚醣、硫酸鋁、氯化鐵，其中幾丁聚醣是取
其天然聚合物之特性，另配合傳統調理劑硫
酸鋁與氯化鐵作比較。
A. 添加幾丁聚醣
選用幾丁聚醣是取其天然聚合物之特
性，使用後不但不會造成污泥受污染，後續
應用更為寬廣；而其來源是取自海產甲殼類
屬之殼，海產廢棄物中亦含有該類物質，因
此同時加入可能會有加成效果。
實驗結果發現，固定幾丁聚醣用量，蠔
殼的加入會微提高 pH 值，添加量愈多，pH
值僅會微量上升；脫水效率會因加入蠔殼而
加快、但受添加量影響較小。固定幾丁聚醣
與蠔殼用量，蠔殼粒徑的改變，對 pH 值與
脫水效率影響不大。
B. 添加硫酸鋁
添加鋁鹽量愈多，pH 值會微量下降，但
仍在 5 左右，適合鋁鹽之污泥調理範圍；而
濾出液 pH 值亦微量下降；濾出液體積不受影
響；在所選用量範圍(1 3.5g/300ml 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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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此乃因大顆粒存在於污泥間，其相對的
孔隙變大，在真空抽濾時發揮濾水的功能，
而將無法提高 pH 值而造成混凝不良之效果
抵消，故呈現之污泥脫水效率影響不明顯。
添加不同鋁鹽量之各項實驗(300ml 之
污泥添加鋁鹽 1-3.5 克、烏賊骨量 4 克、預
調 pH 為 4 及 5，烏賊骨粒徑為 30mesh 以下)
結果指出：添加鋁鹽量愈多，pH 值逐漸下降，
但仍維持在 6 左右，適合鋁鹽之污泥調理範
圍；濾出液體積均在 210ml 左右；鋁鹽用量
愈多，污泥脫水效率越佳；預調 pH 為 5 之污
泥脫水效率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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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劃成果自評
研究計劃中所選擇數種水產廢棄物蠔
殼、蝦殼、烏賊骨物質磨碎之粉粒，作為物
理性調理劑可提昇脫水效率、降低調理成
本、強化污泥結構、可有效再利用水產加工
業所產生的廢棄物、並可提昇脫水後污泥之
再利用性（如堆肥、土壤改良劑等利用）
，達
成污泥與水產加工廢棄物共同處置的目的。
本年度之成果，初步完成一篇論文投稿
於廿五屆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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