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織布薄膜生物反應器於氨氮廢水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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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廢污水廠進流水時常有含氮廢水，未經處理的含氮廢水
或過量的含氮廢水排放至自然水體中，將會造成水體優養化，而氨進入淨水系統因需加
氯加以去除，可能產生三氯甲烷致癌物質，對人體造成相當的危害。
傳統上氨氮廢污水去除多以是利用活性污泥程序，由於硝化作用中的硝化菌是屬於
化學自營菌，生長速率較為緩慢，並易受環境影響，以致不易與異營菌競爭，且活性污
泥程序時常因沈澱池沈澱效果不佳，導致污泥流失造成硝化效率不佳；薄膜生物反應器
(Membrane Bioreactor；俗稱 MBR) 能藉由薄膜系統避免生物反應槽內污泥隨出流水之
流失，由於能有效固液分離，致使污泥停留時間長並能提高槽內污泥濃度，具高體積負
荷之效率等優點，故能將易受環境影響的硝化菌保留於反應槽內，有利於生長緩慢的硝
化菌培養，以藉能提高含氮化合物的轉化效率。
本研究以不織布薄膜生物反應槽來處理氨氮廢水，實驗主要分三個試程，進流氨氮
濃度分別有 100 mg/L 及 200 mg/L，HRT 則有 1 天及 0.5 天，槽體的體積負荷分別為 0.1
Kg NH3-N/m3.day 及 0.2 Kg NH3-N/m3.day，出流水氨氮濃度平均為 0.62 mg/L、63 mg/L
及 0.4 mg/L，出流水 SS 平均濃度為 12.4 mg/L、8.4 mg/L 及 4.5 mg/L，SS 平均攔截率達
99%。
本實驗主要利用薄膜能攔阻污泥流失與延長污泥停留時間等特點，以遞減的水力停
留時間與遞增的連續式進料濃度來提升處理負荷量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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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台灣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外加農畜牧業廢水的排放，致使廢污水廠進流水常含有
大量的含氮廢水，未經處理的含氮廢水排放至自然水體中，將會造成藻類大量繁殖及赤
潮等水體的優養化；當氨進入淨水系統時，需添加氯以去除，添加過量的氯將有可能產
生三氯甲烷致癌物質 (曾建貴，民 90)。
廢污水中的含氮化合物型態包含有機氮化物、氨氮、硝酸鹽氮及亞硝酸鹽氮等。去除含
氮化合物是藉由生物硝化作用及脫硝作用，將其物質轉換為氮氣加以逸散至大氣中。硝
化作用的硝化菌是屬於化學自營菌，生長速率緩慢，傳統上廢污水處理多是利用活性污
泥程序，，活性污泥程序時常因沈澱不佳，導致污泥流失竟而造成硝化效果不佳。雖然
有些污水處理廠會將懸浮式培養的微生物轉換為固定化培養，但污泥易流失及操作不易
的狀況還是存在，因此，硝化作用的結果時常會成為脫氮作用的關鍵。
近年來，運用薄膜孔徑大小不一的特性，藉以阻隔廢污水中各種不同粒徑的物質或
有機無機物質。將傳統活性污泥法結合薄膜程序進而發展出薄膜生物反應器 (Membrane
Bioreactor；MBR)。由於 MBR 能夠代替沈澱池，減少土地的利用，並憑藉不同薄膜種
類、不同分離原理極不同操作形式，能夠得到良好得到出流水或是進行水的回收 (Tom
Stephenson et al, 2000) ，MBR 具由良好的固液分離及污泥停留時間長等特性，可將易
受環境影響的硝化菌保留於生物反應槽內，以提高含氮化合物的轉化效率。因此，薄膜
生物反應器已在全世界工業應用已非常廣泛 (曾一鳴。2007)。
本研究使用的薄膜為國內某不織布大廠所生產之不織布薄膜，不織布薄膜雖然孔徑
較某些微生物大，但能藉由不織布薄膜特殊的纖維相互交錯排列，以攔截小於薄膜孔徑
之微生物，並能藉由微生物於不織布薄膜表面上形成一生物膜層，致使不織布薄膜孔徑
能更細小，以便過濾極大部分懸浮微粒或微生物。利用不織布薄膜來處理氨氮廢水，主
要利用薄膜可攔阻污泥流失與延長污泥停留時間等優點，以遞減的水力停留時間與遞增
的連續式進料濃度來提升處理負荷量進行操作(黃淑君，民 95)。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不織布薄膜生物反應槽來處理氨氮廢水，以遞減的水力停留時間與遞增
的連續式進料濃度來提升處理負荷量，比較薄膜生物反應槽於各操作負荷設計參數，在
三個試程內之處理效能差異。本實驗三個試程說明如表一所示：
表 1 本實驗三個試程說明：
試程

進流氨氮濃度

體積負荷

mg/L

HRT
Day

KgNH3-N/m3.day

一

100

1

0.1

二

200

1

0.2

0.5

0.2

三

100
以上三個試程實驗時間皆為兩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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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的試驗水樣為自行調配氨氮廢水而成，其成分分別為氯化氨 (NH4Cl)、碳酸
氫鈉 (NaHCO3)。於 NH3-N 方面，濃度 100 mg/L 其 NH4Cl 添加的克數為 3.819 g/10 L；
氨氮濃度 200 mg/L 的 NH4Cl 添加量則為原來的兩倍；鹼度方面，理論上氧化 1 g N -N
成為 N -N，需消耗鹼度劑量為 7.14 g CaC
-N，為了維持 MBR 槽內鹼度，故
提高 NaHCO3 的添加量為原來的兩倍
本實驗之生物反應槽，其槽長 29.5 cm、槽寬 21 cm、槽高 59.5 cm，反應槽總體積
為 28.6 L，周邊裝置含有曝氣機、蠕動式幫浦、液位控制器及抽器設施。實驗用之薄膜
為不織布薄膜 (Non-Membrane Bioreactor，N-MBR)，此為沉浸式薄膜，材質為不織布，
孔徑為 0.4 m~1 m，薄膜規格則依照生物反應槽所設計裁切，目前放置於生物反應槽
內為四片薄膜，薄膜間距各為 1 cm。薄膜反應槽裝置圖如圖 1、圖 2 所示；不織布薄膜
實際圖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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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織布薄膜生物反應槽周邊設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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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織布薄膜生物反應槽實驗模組照片

圖 3 本實驗使用之不織布薄膜

3. 結果與討論
槽內活性污泥為自行培養之污泥，並有外加 L 高科技廠活性污泥而成，馴養初期氨
氮進料為批次式進料，本實驗開始即換成連續式進料，探討在連續進料時，MBR 對於
氨氮廢水的去除效果。根據文獻上指出，良好的硝化作用 pH 值為 7.0~9.0 之間 (陳文欽，
民 85)，槽內的溶氧則需保持於 5.0 mg/L 以上，藉使亞硝酸氮立刻轉換為硝酸氮。本實
驗為使反應槽 pH 值能維持在 7 以上，其鹼度的添加量為原來的兩倍，但試程二因鹼度
添加克數不足，導致 pH 值低於 7.5 以下。三個試程溶氧平均也維持在 5 mg/L 以上，以
利硝化作用 (Metcalf et al. 1991)。圖 4、5、6 為本實驗槽內、出流水 pH 值及溶氧趨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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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試程一-MBR 槽內 pH 及溶氧趨勢圖

圖 5 試程二-MBR 槽內 pH 及溶氧趨勢圖

圖 6 試程三-MBR 槽內 pH 及溶氧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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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程一進流氨氮濃度維持約 100 mg/L，HRT 為一天，在兩週的實驗時間裡，出流
水氨氮濃度平均約為 0.62 mg/L，氨氮轉化率達 99%。出流水硝酸氮平均約為 87.2 mg/L；
試程二進流氨氮濃度提高至 200 mg/L，HRT 如同試程一，出流水氨氮濃度平均約為 63
mg/L，氨氮轉化率由原本的 62%上升至 74%，由此顯示，氨氮濃度提高對於初期去除
效果不佳，但隨著操作時間增長，去除效果也日漸增加。出流水硝酸氮平均約為 106
mg/L；試程三更改進流氨氮濃度為 100 mg/L，HRT 減為 0.5 天，出流水氨氮濃度平均為
0.4 mg/L，氨氮轉化率又上升達到 99%。出流水硝酸氮平均約為 89 mg/L。由以上數據
顯示，MBR 槽內硝化菌對於濃度 100 mg/L 氨氮廢水去除良好，在氨氮濃度為 100 mg/L
的出流水硝酸氮方面，氨氮幾乎被轉化為硝酸氮，顯示實驗當下槽內硝化菌活性良好。
試程二氨氮轉化效果並無如同試程一、三良好，在文獻上有指出，高濃度氨氮廢水會使
游離氨濃度提高，竟而造成微生物受到游離態氨的抑制 (鄔衛東，2007)，故試程二氨氮
轉化效果不佳，有可能是因微生物受到抑制所影響。圖 7、8、9 分別為三個試程 MBR
進出流氨氮變化及硝酸氮變化圖。

圖 7 試程一 MBR 進出流氨氮變化及硝酸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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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試程二 MBR 進出流氨氮變化及硝酸氮變化圖

圖 9 試程三 MBR 進出流氨氮變化及硝酸氮變化圖
三個試程在約各兩週的實驗裡，試程一出流水 SS 濃度介於 3 mg/L~22 mg/L 之間，
平均濃度為 12.4 mg/L，出流水 SS 攔截率達 99%以上；試程二出流水 SS 濃度介於 1
mg/L~16 mg/L 間，平均濃度為 8.4 mg/L，出流水 SS 攔截率為 99%以上；試程三出流水
SS 濃度介於 1 mg/L~16 mg/L 之間，平均濃度為 4.5 mg/L，出流水 SS 攔截率也達到 99%
以上。三個試程的出流水 SS 濃度皆符合行政院環保署所訂定之放流水之標準，由此顯
示出薄膜生物反應器對於高懸浮固體之廢水能有良好的去除效果。圖 10、11、12 分別
為三個試程 MBR 出流水 SS 攔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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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試程一 MBR 出流水 SS 攔截圖

圖 11 試程二 MBR 出流水 SS 攔截圖

圖 12 試程三 MBR 出流水 SS 攔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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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三個試程的實驗分析結果得知，MBR 的高攔截率，可截留住 99%以上的活
性污泥，藉以降低外在的環境影響，提高硝化菌的生長。因此，故在氨氮進流濃度為 100
mg/L 方面，能有穩定且良好的轉化效果。藉由薄膜孔徑不一的特性，能有效阻隔水體
內之懸浮物質，使三個試程出流水 SS 攔截率皆高達 99%以上。在出流水平均 SS 濃度
方面，試程三優於試程二，試程二優於試程一，會有此差異，是因試程三時薄膜上已形
成一薄層的生物膜，憑藉此生物膜以便攔截孔徑更小之微粒。在試程二，氨氮進料濃度
為 200 mg/L 方面，對於氨氮轉化效果並無試程一、三的良好，根據文獻上及實驗結果
可得知，高濃度氨氮進流會因游離態氨濃度的提高，造成硝化菌的抑制。
未來可再縮短水力停留時間及更改進流氨氮濃度，設計不同之體積負荷，以便探討
氨氮轉化效果是否會因水力停留時間及進流濃度之差異，而有不同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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