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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色與優勢

我們的 UV 系統不但包括標準規格設備，還

可依您的實際作業需求提供多樣化的選購配

件：

•手動／自動清洗系統

•化學清洗系統

•PLC 控制面板

•照射強度監控

•反應溫度監控

•蜂鳴警報系統

•電源自動控制

•特殊防鏽外漆處理

•安裝及操作容易

•設備使用空間小

•初設成本低

•操作維護費用低

產品安全性能

安全是我們設計所有產品時的第一考量。

產品品質

ESCO International 供應之 UV 系統皆

符合照歐洲品保協會（E u r o p e a n  Q A 

Procedures）之標準。

ESCO International 供應之 UV 系統均通過 

CE 的認證及測試，並依照 ISO 9001/2000 

標準規範設計製造。

產品性能

我們的標準 UV 系統均可加裝不同選購配件

來增加產品的靈活性，以滿足您的實際需

求；反應器與燈管整合性的設計，特別是在

較高的流量狀況，更能符合經濟效益。足夠

的紫外線照射強度可讓您有效控制超純水、

飲用水和污水淨化系統。

低壓高效 UV 系統在水溫範圍 5∼50 ℃照射

強度是穩定的，ESCO International 的 UV 

系統已審慎考慮 UV 照射劑量隨不同電力供

應而變化之因素，將功率輸出和操作成本作

完整的考量，讓 UV 系統維持在最佳且最經

濟之操作狀態。

中壓 UV 系統亦不會受水溫影響，準確的監

控以確保有效的 UV 照射劑量是系統不可或

缺的一環，一套穩定的監控設備能讓您放心

的操作 UV 系統。

我們的 UV 系統另可選配電子整流器、速度

控制等配件，可提供您最適合的操作運用。

產品可靠性

UV 系統是依 24 小時、365 天全自動化運作

而設計。

ESCO International 提供了可靠性高及品質

佳的產品，不但降低系統操作和維護的費

用，同時能避免意外故障和減少系統停機時

間。

我們的使命：提供客戶滿意的服務

ESCO International 的技術解決方案能提供客戶滿意的服務，包括臭氧、紫外線（UV）

及高級氧化系統的技術服務與設備供應。

UV 系統除了提供極佳的微生物抑制效果，若選用適合的照射波長，還可有效的去除有機

污染物及總有機碳（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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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供應及應用範圍

中／低壓 UV 系統

•家用 UV 系列

•操作流量：1 m3/h ～ 1,400 m3/h
•可另外訂製流量大於 1,400 m3/h 之機型

•單管或多管型 UV 系統

•平行式或交流式 UV 系統

•手動清洗裝置

•自動清洗裝置

•化學清洗裝置

•採用 304、316L 不鏽鋼材料

•特殊防 塗裝

•可客製化之 UV 系統

•可適用於空氣清淨

綜合型過濾 - UV 系統

•適用過濾及 UV 殺菌處理

•操作流量：6～200 m3/h
•50 µm 微粒過濾

高級氧化系統完整配套設備

•UV/O3、UV/H2O2、UV/O3/H2O2

•觸媒式 AOP 系統

•臭氧產生機完整配套設備

•�實驗室及工業用臭氧產生機和高級氧化系

統實驗模廠（Pilot）

工業級過濾系統

•不 鋼材質製造

•�濾心材質：聚丙烯、聚酯纖維、碳、尼

龍、毛氈、不鏽鋼、陶瓷

•過濾等級：800～0.2 µm
•�最大連結界面 20”，可連接任何形式管線

或槽體



您最佳的選擇

消毒、有機污染與任何工業製程的產量與品質是密不可分的，紫外線（UV）是一種清

潔、高效率的水處理技術， UV 不但被證明能有效的消滅細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同時

亦能有效的降低 TOC 及有機化合物。

UV 殺菌燈的應用

太陽光之天然消毒特性來自於光線中的 UV。
UV 光譜可提供極佳的微生物抑制效果，特定
波長之 UV 光更可有效的降解有機污染物及 
TOC。
在消毒過程中，微生物會吸收之波長為 200∼
280 nm 之 UV 光，促使蛋白質結構受到破壞
並改變細胞 DNA 結構，隔絕細胞的新陳代謝
及再生。

UV 同時也會影響有機分子內的化學鍵，使其
受到破壞並使非極性分子轉變為極性分子，然

後藉由離子交換等單元去除，達到 TOC 去除
之目的。

UV 系統優點

•�極佳的殺菌效果（對病毒、細菌以及其他致

病體均有良好的抑制效果）

•設置成本低、操作及維護保養費用低

•操作及維護保養容易

•佔地空間小、組裝容易

•系統照度控制精準

•減少化學藥劑的使用量

•不會改變水中化學物質結構

•對環境無負面影響

產品應用範圍

•消毒

•臭氧、氯、氯胺之去除

•TOC 之去除

•光化學／光氧化處理系統

飲用水處理

UV 已經被證明能有效的控制飲用水中的致病
菌，UV 系統可配合使用低壓或中壓燈管並結
合水平式或交流式設計來降低水頭損失及佔地

空間。

廢（污）水處理

為符合日趨嚴格的細菌及病毒放流水標準，

UV 系統可提供您最省錢的方案。我們的 UV 
系統只需使用少量的燈管且系統體積小，自動

化清洗裝置更可提供最佳的操作效率。

ESCO International 的 UV 高級氧化處理系統
可提供降低有機物質、TOC 及 COD 的強大氧
化能力。

水回收／再利用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生活品質的提高，人們對於

水的品質要求日益提昇，水資源也因此顯的更

為珍貴；水資源再利用是對於經濟及環境最好

的方法，如何整合可行的處理工藝，將製程廢

水妥善的處理並轉變成可以繼續使用的水資

源，為目前水處理／回收再利用市場的規劃趨

勢。

ESCO International 可以針對客戶的實際需
要，提供水回收之臭氧及高級氧化系統技術解

決方案。

製程用水消毒

我們的 UV 系統在飲料及食品加工業中可以解
決及預防水中微生物滋生的問題，並且可以應

用在不同之工業領域。

超純水應用

我們的 UV 系統過去曾被應用於製藥及電子製
造業之消毒、TOC 降解、微量有機雜質之氧
化及殘餘臭氧之去除，以符合日趨嚴格之工業

用水標準。

游泳池應用

我們的 UV 系統可提供游泳池水質消毒之功
能，並同時可以去除氯、氯氨，降低使用氯處

理技術所造成的不舒適感。

特殊應用

我們具備 UV 及高級氧化專業能力，可提供 
UV 及高級氧化系統的設計及技術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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