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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用的污泥為 A 淨水廠的 PAC
污泥與 B 食品廠的有機污泥，研究結果顯
示，毛細汲取時間(CST)為適用性極高之脫
水指標參數，CST 值最低點對應了最佳脫
水效率。對於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陽離子
調理劑(PC-325C)調理，其黏滯度與降伏應
力有很高的相關性，兩者均隨加藥量增加
有上升趨勢，以幾丁聚醣調理，在 100 mg/l
加藥量所對應的黏度與降伏應力值均出現
最小值，脫水效率最高，以熱調理，黏滯
度隨調理溫度增加而降低，降伏應力在
30~40℃出現低點。對於 B 食品廠生物污泥
以陽離子調理劑(PC-325C)調理，黏滯度與
降伏應力在 15 mg/l 加藥量會出現最大
值，以幾丁聚醣調理，此二參數在 60 mg/l
加藥量出現最小值，以熱調理，在 50℃調
理溫度有最佳的脫水效率。調整污泥濃度
發現不同污泥濃度下毛細汲取時間、黏度
值與降伏應力三參數間相關性很高。

關鍵詞：毛細汲取時間、黏滯度、降伏應
力、幾丁聚醣

Abstract

    In the study, samples of sludge include
PolyAluminum chloride (PAC) sludge from
A 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biological
sludge from B food-processing plant. It
seems that parameter well adapted for
evaluating the dewatering sludge is capillary
suction time (CST). The minimum CST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best sludge
dewaterability on centrifugation in the study.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udge viscosity and yield stress for PC-325C
conditioning of PAC sludge. These two
parameters raise as increasing of PC-325C

dosage. But, they are both minimum at 100
mg/l of chitosan with the best dewaterability.
Sludge viscosity decreases as raising of
temperature. Yield stress is minimum at 30 to
40℃ by thermal conditioning. For sludge
conditioning of food-processing sludge, both
of sludge viscosity and yield stress are
maximum at 15mg/l of PC-325C, and they
are minimum at 60 mg/l of chitosan. The best
dewaterability appears at 50℃.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CST, viscosity,
and yield stress for the two kinds of sludge
by modifying the solids content.

Keywords: capillary suction time (CST)、
viscosity、yield stress、chitosan

二、緣由與目的

由數據顯示，台灣地區自來水廠所產
生 之 淨 水 污 泥 每 日 產 生 量 可 達
24,500~293,500 m3，而根據「污水下水道
發展方案」推估，民國 96 年台灣地區每日
經污水處理所產生的污泥約 524~874 公
噸，以含水率 98%換算，體積將高達
26208~43680m3 （謝, 1999; 吳, 1999）。
面對如此龐大的污泥產量，污泥調理
（conditioning）、脫水（dewatering）以及
後續處置與資源化的研究一直持續為相關
單位研究的重心，此亦為本研究所欲探討
的對象。污泥脫水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去除
水份以減少污泥的體積，增加污泥的固體
物含量，如此將使得污泥更方便處理及處
置，例如：搬運、輸送、掩埋等，並使成
本降低。而污泥調理的目的，主要是改善
脫水性、提高脫水速率並增加泥餅固含
量，過程中是藉由化學或物理方法，改變
污泥的膠羽結構，使污泥有足夠的剛性
（rigidity）與不可壓縮性，讓污泥中的水
分以過濾或其他的脫水方法而快速的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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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Benitez et al., 1994）。一般污水處理廠
所使用的調理方式為添加調理劑，利用四
種反應機制包括：電雙層壓縮（electric
double lager compression）、吸附及電價中
和（adsorption and charge neutralization）、
沈澱物掃曳絆除作用（ floc sweeping
enmeshment ） 與 架 橋 作 用 (interparticle
bridging) ， 使 膠 羽 顆 粒 能 去 穩 定
（destablization）而造成凝聚以利於沈降，
改善脫水效率，增加泥餅固含量。在研究
污泥調理，改善其脫水效率的研究中，常
利用特定的指標參數來量化污泥的脫水
性，使後續在調理方式的研究與調理劑劑
量上的決定更方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過濾試驗的比阻抗（ specific resistance
filtration, SRF）與毛細汲取時間（capillary
suction time, CST）。此兩者有相當高的關
連性（Tay and Jeyaseelan, 1997），數值小
均表示污泥具有較高脫水性。此外，黏滯
度（viscosity）亦為脫水指標參數的一種，
研究指出黏滯度高則不易脫水（Hashimoto
and Hiraoka, 1990），Vesilind (1994)研究污
泥增溫可降低污泥黏滯度，增加脫水性。

本研究的目標則是在探討污泥的流變
（rheology）是否適於當作 A 淨水廠 PAC
污泥與 B 食品廠生物有機污泥之脫水指標
參數，研究的方向主要可分成以下兩部份
本研究的主題便是針對污泥處理中的脫水
單元，利用熱調理與調理劑調理探討污泥
流變性質與脫水效率之相關性。研究的方
向主要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研究污泥以
熱調理、調理劑(陽離子聚合物、幾丁聚醣)
調理對污泥流變性質的影響，探討的參數
有 黏 度 值 (viscosity) 與 降 伏 應 力 (shear
stress)。第二部份為污泥脫水試驗，採用的
脫水設備為離心式脫水機（centrifuge）與
帶式壓濾機（belt press），探討調理後脫水
參數與脫水效率的關係，並評估以流變參
數作為脫水指標參數的適用性。

三、結果與討論
　　

對 A 淨水廠 PAC 污泥做熱調理，調理

溫度分別為 10、20、30、40、50、60、70、
80℃，污泥濃度為 3.13% (w/w)。在剪應力
(shear stress)對剪應變(shear rate)關係中，如
圖 1，可發現調理溫度由 10℃逐漸增加到
80℃的過程中固定剪應變所對應之剪應力
會隨溫度上升而逐漸下降。對 B 食品廠生
物污泥做熱調理，污泥濃度約 0.6 %，如圖
2，可發現調理溫度由 10℃逐漸增加到 80
℃的過程中剪應變所對應之剪應力會隨溫
度逐漸下降，與 A 淨水廠 PAC 污泥類似，
不過在 50℃~60℃之間所對應的剪應力值
的變化量似乎明顯大於其他相鄰調理溫度
下之曲線，由降伏應力的分佈亦顯示出此
現象，在 50℃~60℃差距較顯著。

Shear stress vs Shea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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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熱調理之剪應力對剪應

變關係

Shear stress vs. Shea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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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食品廠生物污泥以熱調理之剪應力對剪應變

關係

降伏應力對調理溫度的關係如圖 3、圖
4 所示，對 A 淨水廠 PAC 污泥，當調理溫
度在 30~40℃時，降伏值會下降至相對低
點，在 40~50℃之後又會逐漸上升，最後在
80℃的降伏應力達 0.2854 dyne/cm2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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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對 B 食品廠生物污泥，由 50℃至 60
℃所降低的降伏應力值達 50℃降伏應力的
34 %，其餘間隔 10℃調理溫度的降伏應力
值差距均在±10%內。

Yield stress vs Conditioning 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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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熱調理之降伏應力對調

理溫度關係

Yield stress vs Conditioning 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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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B食品廠生物污泥以熱調理之降伏應力對調理
溫度關係

對 A 淨水廠 PAC 污泥脫水效率如圖 5
所示，泥餅之固含量會隨調理溫度增加而
增加，即溫度愈高脫水效率越好，由 10~80
℃所對應的泥餅固含量分別為
22.86~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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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熱調理之脫水效率

B 食品廠生物污泥的脫水效率如圖 6
所示，泥餅之固含量在 50℃調理溫度時會
出現最大值 12.53%，隨溫度由 50℃至 80
℃增加，泥餅固含量下降，在 70℃附近出
現最低點 11.03%，降幅約 12%，在實驗過
程中亦觀察到隨著溫度增加，膠羽性質會
有明顯改變，濾液在 60~80℃顏色逐漸加
深，為黃褐色，且泥餅呈細緻化不易由濾
布中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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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B 食品廠生物污泥以熱調理之脫水效率

四、計畫成果自評

1. 以陽離子調理劑(PC-325C)調理 A 淨水
廠 PAC 污泥，其黏滯度與降伏應力有
很高的相關性，兩者均隨加藥量增加而
有上升趨勢，若視曲線的轉折為最佳加
藥量(15~20 mg/l)，則與實際最佳脫水效
率相較(加藥 25 mg/l)，會有低估情形產
生。對於 B 食品廠生物污泥，若以黏滯
度與降伏應力判斷污泥之最佳加藥
量，會有低估情形產生。

2. 以幾丁聚醣調理 A 淨水廠 PAC 污泥，
其黏滯度與降伏應力的相關性不高，不
過在脫水試驗中測得的最佳調理劑量
(100 mg/l)所對應的黏度與降伏應力值
均出現相對低點，脫水效率最高。對於
B 食品廠生物污泥，黏滯度與降伏應力
均在 60 mg/l 加藥量出現最小值。

3. 以熱調理 A 淨水廠 PAC 污泥，其黏滯
度與降伏應力的相關性不高，黏滯度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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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溫度增加而降低，脫水效率隨溫度
增加而增加，降伏應力在 30~40℃出現
低點。對於 B 食品廠生物污泥，黏滯度
與降伏應力均隨溫度增加而降低，有極
高相關性，且在 50℃調理溫度有最佳的
脫水效率。

4. 毛細汲取時間(CST)在本研究中為適用
性極高之污泥脫水指標參數，對於 A 淨
水廠 PAC 污泥與 B 食品廠生物污泥分
別以熱調理、陽離子聚合物、幾丁聚醣
調理污泥，發現 CST 值最低點均對應
了最佳脫水效率，唯一的例外是以幾丁
聚醣調理 B 食品廠生物污泥。

5. 在毛細汲取時間(CST)對黏度值與降伏
應力的關係上，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
熱調理所產生之相關性最高，以陽離子
調理劑(PC-325C)或幾丁聚醣調理的相
關性次之。B 食品廠生物污泥則以幾丁
聚醣調理所產生之相關性最佳。

6. 調整 A 淨水廠 PAC 污泥與 B 食品廠生
物污泥之濃度，並分別以熱或調理劑調
理，可發現不同濃度下毛細汲取時間
(CST)、黏度值 (viscosity)與降伏應力
(shear stress)三參數間相關性很高。

7. 在毛細汲取時間(CST)、黏度值、降伏
應力三參數作為 A 淨水廠 PAC 污泥與
B食品廠生物污泥之脫水之標參數的適
用性方面，本研究歸納如下：對於毛細
汲取時間(CST)方面，適用於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陽離子調理劑(PC-325C)、
幾丁聚醣調理與熱調理，B 食品廠生物
污泥以陽離子調理劑(PC-325C)與陽離
子調理劑 (PC-325C)。對於黏度值方
面，適用於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幾丁
聚醣調理與熱調理。對於降伏應力方
面，適用於 A 淨水廠 PAC 污泥以幾丁
聚醣調理。

8. 以幾丁聚醣當調理劑對於 A 淨水廠
PAC 污泥與 B 食品廠生物污泥之脫水
效率而言是正面的，唯毛細汲取時間

(CST)、黏度值、降伏應力三參數在此
調理狀況下，適合當作調理 A 淨水廠
PAC 污泥的脫水指標參數，對於 B 食
品廠生物污泥，此三參數不適用，需另
覓合適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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