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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常見的微生物載體



↓↓↓↓↓↓↓↓

市面上最好的微生物載體

有效表面積>4,000 m2/m3

超高的氨氮(NH4-N)去除降解效能，達4 – 5 kg/m3/day

超大的BOD/COD去除降解效能，達20 - 200kg/m3 /day，
比任何其他廠牌的載體都大十倍以上，這是本項產品的最大特色

MBC生物載體



MBC有效表面積最大



填充率低、效率高!
MBC只需要傳統微生物載體的1/5的用量



MBC所需的池槽體積比較小(右)，節省新設土地
及池槽建設成本 (下圖中的%為載體填充率)



不會堵塞!

最適厚度的微生物膜= 最佳的處理效果



池槽中之MBC 微生物載體藉由曝氣或機械攪拌產生之剪切力，使載體表面的生物
膜始終保持於約0.5mm 的最適厚度，使溶氧及有機物及營養物質(污染質substrate)

傳遞毫無阻礙，讓載體上的微生物生生不息的為污水處理效力。→汙泥量減少

最佳傳遞距離



傳統微生物載體堵塞狀況



材質與尺寸

 材質: PE新料+ 原廠特用添加成分(使微生物更易附著其上)；不用

回收廢料，不含塑化劑或生物抑制劑、不容易磨損。

 每一片尺寸:直徑平均約25mm，厚度平均約1.1mm，密度0.95kg/L(

未附著微生物之前；微生物附著之後，密度近似1.1)

 重量:每4,000 m2有效表面積約170kg

 每一立方米:約1,000,000片

 形狀: 圓扁拋物型



泡棉型微生物載體(他牌)
新品(上)，使用後磨損變小(下)



微生物載體(他牌)

使用後磨耗狀況



初期MBC漂浮在水面上



數日後，MBC浸沒並懸浮於水中



使用後，微生物在MBC載體內孳生的狀況



MBC載體 顯微鏡觀察

(左:新料使用前 右:使用後微生物孳生)



水產養殖水處理狀況

 硝化(氨氮去除)

 去硝化(脫氮)



MBC的主要應用與原廠經驗

 COD/BOD降解

 氨氮去除(經由硝化程序Nitrification)

 脫硝程序(de-nitrification)

 ANAMMOX(厭氧氨氧化)處理程序

 煉焦廢水(具毒性)處理

 RAS(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s)養殖水循環系統(主要用於人
工繁殖魚苗/孵育)

 解決既有污水廠不易擴充池槽的問題

 新建污水廠，則可大幅縮減使用面積

 用於污水廠效率提升，去除有機物(COD降解)、去除氮化合物(例如: 
胺NH4 - N, Ammonium)



• 很多污水廠(都市污水廠及工業污水廠)受限於既有污水廠的空間或

結構或既有池槽的體積，很難提升污水廠處理容量或效率(就像你有一

輛車，無法以換大的引擎來提升汽車性能)

• 環保法規越來越嚴格，排放水的COD，氨氮等，越要求越低

 使用MBC可以立即改善污水廠處理容量或效率，不須擴充空間，也

不須將既有池槽擴大

 提升既有系統的處理水質、提升既有處理系統的穩定性、補充既有

系統對COD降解及硝化之不足

MBC的主要應用與原廠經驗



特色總結

1.超高汙染值降解效能，因載體的表面積非常大。

2.與傳統的微生物載體比較，MBC微生物載只需要傳統微生物載體的1/5 

~ 1/10的用量，就可達到同樣的處理容量。

3.對池槽體積的需求最小，節省空間及建設成本。

4.使載體表面不會累積過量的微生物膜，不會因堵塞而導致效能降低。

5.既有池槽只需加入本項載體，立即提升既有池槽的處理量及效能。

6.載體之間磨擦小，載體損耗率小，壽命長



特色總結

7.圓扁拋物形狀，水中飄移性最佳，靠池槽中曝氣及水的擾動，可在
各方向任意飄移，就像浦公英在風中任意飄移。

8.氧氣及基質(汙染值)傳遞的距離只有0.5mm~0.06mm(最適
當的微生物膜厚度)

9.巨大的載體表面積上附著最適厚度(optimalfilm)的微生
物膜 = 最佳的處理效果。



微生物載體 比較項目

1. 有效表面積: m2/m3 → 關鍵

2. 降解效能(COD、氨氮): kg/m3/day

3. 氧氣及基質(汙染值)傳遞的距離 → 微生物壽命，與產生汙泥量相關

4. 材質、形狀、尺寸、厚度 → 是否交疊、與接觸面積相關

5. 微生物膜生長厚度、堵塞率 → 減少汙泥量、增加接觸面積

6. 壽命(磨耗率、破裂…) → 日後補充材料成本

7. 曝氣攪拌需求 → 能耗成本

8. 比重(使用前、微生物膜生長後) → 能耗成本

9. 價格(價格/單位面積) → $



載體 持留濾網

•實體照片，如次頁所示

•持留濾網: 不鏽鋼材質，網孔直徑12 mm, 孔距16mm, 水
流過篩網流速≤ 0.02 m/s

•安裝位置:出流孔



載體 持留濾網





池內曝氣/攪拌管配置 1



MBC載體-詢價-設計-問卷表



瑞士下水道污水廠Oberes Surbtal的改善案例

• 改善前原設計: 採活性污泥法，處理16,000人的下水道廢水；三列曝
氣池

• 2012-2013改善: 原污水廠的活性污泥池加入MBC，使成為(MBBR+

活性污泥)的處理流程，容量提升至處理20,750人的下水道廢水(約提
升30%處理容量)

• 改善部分: 每列曝氣池改成三個處理區(脫硝區、第一硝化區、第二
硝化區)、增加鼓風機、汙泥回流泵浦、安裝MBC攔截孔板、投入
MBC(硝化區)

• 每一硝化區容量為200 m³ 投入27 m³的MBC(約13%填充率)，三列各
一硝化區，共投入81m3的MBC

• 設計NH4-N負荷(去除)量: 118 kg/day



瑞士下水道污水廠Oberes Surbtal的改善案例



MBC的應用與優勢- 總結
• - Efficiency upgrade in existing systems既有污水廠的效能提升

• - best water quality 最佳處理水質

• - higher, constant process stability in case of fluctuations in the process conditions

遇水質水量變化時，具有更好的穩定性

• - smaller new plants or larger reserve capacities (reduction of reactor volume) 只需
較小的建廠面積，或更大的處理備載容量

• - less transport volumes in shipment at similarly large surface area

• - long lifetime due to flexible, abrasion-resistant material 壽命更長

• - low mixing energy requirement in the MBBR tank 較小的攪拌能耗

• - virgin PE (no recyled material) without any carcinogenic plasticizers使用PE新料
製成，不含致癌塑化劑

• - optimal supply of substrate and oxygen to the microorganisms due to thin

• Biofilms 具最適當的基質(汙染質)及氧氣傳遞距離(供應給微生物)

• - support in the designing or engineering of the aeration and carrier media

• retention systems 原廠協助計算與設計

• - economical benefits in the price comparison per m2 of protected active surface

area以載體每平方米(m2)的有效面積計算其經濟效益，最划算



最佳的MBC微生物載體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國家水專業有限公司

廖家延
0912602262



IFAS and MBBR

•複合(固定膜+活性污泥)處理系統
(Integrated Fixed Film Activated Sludge 
System, 簡稱IFAS)

•移動床微生物反應池 (Moving Bed Bio 
Reactor,簡稱MBBR)

















IFAS 優點

1. 曝氣池增加微生物量(提升處理容量及負荷)，但不會增加後面的沉澱池的負荷

2. 處理容量與負荷量更大(單位池容積的微生物量多，生物相也多)，節省池子所需
土地空間

3. 改善沉澱特質，水中顆粒物質更容易沉澱(膠羽顆粒比較重)

4. 降低污泥產生量 (生物相多，生物鏈較長，類似大魚吃小魚，排出之細小微生物
的量降低，汙泥量降低)

5. 同時進行脫硝(厭氧)與硝化(好氧)作用

6. 操作方式與活性污泥池類似(簡單)

7. 可用既有活性污泥池加以增設投入載體改善，簡單快速，且所需的費用最少

8. 提升進流污水水質水量變化的衝擊耐受性

9. 以既有的活性污泥池投入微生物載體，池子出流口配合安裝篩網(防止載體流失)，
曝氣量依需求配合改善即可完成

10. 比較不會發生汙泥膨化的狀況

11. 池中MLSS濃度對處理效能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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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水專業公司
主要設計、施工項目

•高效生物處理及曝氣系統(活性污泥、IFAS、MBBR)

•快濾池系統(砂濾、除鐵錳、多濾料、去硝化)

•節能浮除系統(節能30%以上)

•快速污泥曬乾床(濾板式)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國家水專業有限公司

廖家延
0912602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