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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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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tra.com.tw/index.asp


教育訓練及維修服務 

 污染防治設備教育訓練及維修保養 

 海洋河川油污染搶救顧問及服務 

 海洋河川油污染應變演練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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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油索 (Oil Boom) 

 
功用 : 有效攔阻浮油或其他化學品污染物之擴散， 

   並將污染範圍有效控制於一定範圍之內。 

 

主要組成 : 

 

1. 浮體 : Floatation Chamber : 

                 使用空氣(充氣式)或發泡體(固體填充式) 

                 或其他浮體型式 使攔油索平穩浮於水面上  

2. 水上高度: Freeboard :  從水平面至攔油索 最高點之高度 

3.    水下深度: Skirt : 從水平面至攔油索 最低點之高度 

4. 拉力強度: Tension Member : 

                       可分為攔油索本體抗拉強度，快速連接頭抗拉強度， 

                       攔油索整體抗拉強度 等 

5. 配重: Ballast : 提供攔油索操作穩定，水中站立，有效水面下浮油圍堵  

                              等功用 

 
各種型式攔油索 

(圓)固體填充式 (扁)固體填充式 橡膠充氣式 

(方) 永久固定式 

(圓) 永久固定式 

 溢油燃燒式 充氣式 

自動膨脹式 

(參)潮間帶式 

(雙)潮間帶式 

水下攔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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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油索之選擇 

1 攔油索型式確認 

6.現場實測 

7. 公證檢驗 

2 使用環境條件 

3 攔油索底材 

4底材表面處理 

5.加工生產 

 確認 浮體 型式    

如自動膨脹式  溢油燃燒 

固體填充  充氣式等 

      常見 攔油索底材 

      Polyamid，PU，UR，PE ， 

      Nylon ， PVC 等 夾網纖維布 

考量  水流 風速  溫度  

        標地物  現場環境 

       確認 攔油索尺寸 

 常見 攔油索 表面處理 

 PE，PVC （Polyvinyl Chloride） 

或UR/PVC，或 PE/PVC，或 PU/PVC。   

橡膠類   Urethane Rubber (UR)，PU ，NR 

Hypalon ， 新平橡膠(Neoprene)。  

特別推薦 : 氯丁二烯(2-氯-1,3-丁二烯)為單體聚合生
成聚氯丁二烯為氯平橡膠，又稱新平橡膠(neoprene)。
可適應各種氣候，且具耐熱、不易燃、耐油性、耐化
學藥劑等性質，可用以作輸油管、輸送帶、高階攔油
索等。 

台灣益喜歐為國內第一家採用Hypalon 及Neoprene

生產攔油索之廠商，高品質與世界同步 

裁切 接合 

高周波 

針車縫紉 

複合貼合 

配重 五金 

ASTM 962

鋁合金快速
接頭 

 
ASTM 型式  I 

ASTM 型式 I I 

插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中國驗船協會 

SGS  DN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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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油索級
別分類 

Freeboard 

﹙浮體高
度﹚ 

Draft 

﹙水下裙
部﹚ 

抗拉力強
度 

﹙Tensile 

Strength﹚ 

適用水域 適用海流
流速
﹙節 – 

knot﹚ 

Ⅰ 20~30cm 30~40cm 200 

kg/5cm 

港區﹑內
灣 

1 

Ⅱ 30~40cm 50~60cm 400 

kg/5cm 

近海 2 

Ⅲ 60cm以上 100cm以
上 

800 

kg/5cm 

外海 3 

攔油索級別分類  

正常浮力 
浮力不足 

正常配重 配重不足 

Draft 

﹙水下裙部﹚ 

Freeboard 

﹙浮體高度﹚ 

      ASTM962 

鋁合金快速接頭 

拖曳鋼索 

拖曳纜繩 

各部名稱 浮力與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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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油索及快速施放架 

(Fence Type) 水面上    水面下       總高      重量/公尺 

河川型      100mm     200mm    300mm       2.0  kg  

港灣型      250mm     400mm    650mm       2.8  kg  

近海型      300mm     600mm    900mm       4.5  kg  

外海型     500mm    1000mm  15000mm      6.0  kg  

產品特色 : 重量輕巧 2.0 kg/m ~ 6.0 kg/m ,  體積小般運儲存方便,  

可搭配使用捲索機組, 快速收放架,海上快速收放船…等可節省大量 

人力物力.無論平日操作演練或緊急搶救,皆能以最有效率方式達成 

任務。扁平浮體固體填充式厚度僅約20mm. 重量約圓柱浮體固體 

填充式 ½ . 固體填充式攔油索為一般最常使用之攔油索. 

浮體材質 : EVA , PVC,圓柱或扁平發泡體 

顏色 : 國際橘、紅色  

、黃色 等顯目顏色，許
多單位長期佈放採用較
不明顯之黑色較易融入
四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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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填充式攔油索(扁平式) 固體填充式攔油索(圓桶式) 

攔油索與捲索機 

Fence Boom 固體填充式攔油索 

Fence Boom 固體填充式攔油索 



攔油索搭配汲油器使用 船靠岸時容易施放 

有效圍堵浮油洩漏 操作簡單適用各式各樣船舶 

產品特色 : 重量輕巧 2.0 kg/m ~ 6.0 kg/m ,  體積小般運儲存方便, 可搭配使用 

                  捲索機組, 快速收放架,海上快速收放船…等可節省大量人力物力.無  

                  論平日操作演練或緊急搶救,皆能以最有效率方式達成任務。 

                  扁平浮體固體填充式厚度僅約20mm. 重量約圓柱浮體固體填充式  

                  ½ . 固體填充式攔油索為一般最常使用之攔油索. 

產品規格 :  
1. 每組為2~6 m 長之攔油索二片 

    水上25 cm ；水下40 cm(依客戶需求訂製) 

2. 攔油索之有效彎曲夾角範圍0°~180° 
   內部含多段彈性金屬設計能有效固定 

   於船與岸；或船與船間，避免油污外 

   洩。材質採用 Hypalon合成橡膠。 

產品特點:   
攜帶式裝卸油攔油索適用於船舶裝卸油 

料時，於岸邊、碼頭或船與船間施放， 

取代傳統式之費時費工。 

特點有： 
1. 重量輕便，雙人即可操作 
2.機動性強，反應迅速 
3.經濟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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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Boom 蝶片式攔油索 

Flexible Boom 蝶片式攔油索 



搭配捲索機組使用 總高2000mm 

產品特色 : 

充氣式攔油索基本上是較適合於近海或外海圍堵油污染使用  
其特點有: 
1  .與同尺寸其他型式攔油索比，體積最小，重量最輕 
2.  浮力比較高 
3 .  配合捲索機組 節省人力 

產品規格 :  
捲索機組 :耐海水侵蝕鋁合金或SS316 , 可依需要 

捲入 100 M~ 2000 M攔油索。 

充氣閥 : 採用國際標準1“~3”充氣閥。 

選項配備: 

充氣機  -手提式汽油引擎充氣機 .以20 M近海型攔油索為例,  

約20秒即可完成充氣。 

錨組 -耐海水侵蝕鋁合金或SS316 ,或鍍鋅鋼材  

尺寸重量可依需要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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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氣閥 

Air Boom 充氣式攔油索 

Air Boom 充氣式攔油索 

材質：Polyurethane 材質：Neoprene 

FINAL/2010/IMGP9561.AVI


輔助施放架 輔助防護桿 

產品特色 : 
自動膨脹式攔油索是目前最適合於外海地區施放使用，能在於較大風浪下有效圍堵油污染， 

甚至各式各樣飄浮物品垃圾使用 。 
其特點有： 
1.不需外力可自行膨脹成型 
2.用途廣範由其適合外海使用 
3.貨物套裝式移動方便 

產品規格 :  
水上 : 25 ~60 cm     水下 : 30 ~ 100 cm 
浮體 :自動膨脹式   浮力比: 30:1 
材質 :  PE/PU  PE/PVC PVC/PU 
材質抗拉力 :  800 kg/5cm (CNS12844) 
總抗拉力 :  24,000 kg 
風速: 10 m/sec      浪高 :2 m 
捲索機組 :耐海水侵蝕鋁合金或SS306 , 可依需要捲入 100 M~ 2000 M攔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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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Inflatable Boom 自動膨脹攔油索 

Self Inflatable Boom 自動膨脹攔油索 



可搭配捲索機組使用 浮體為圓形 

產品特色 : 
永久式攔油索基本上是較適合於長期施放使用， 

有效圍堵油污染甚至飄浮垃圾使用。 

其特點有： 
1  .與其他型式攔油索比壽命最長 
2.  堅固耐用 
3 . 用途廣範 

產品規格 :  
水上 : 20 ~50 cm; 水下 : 30 ~ 100 cm;  

浮體 :  ABS / PP / PE 射出浮體 

本體材質 :  5 mm 或以上耐油包紗橡膠;  

材質拉力 : > 1100 kgf/3cm 

配重: 8mm鐵鍊 或 鉛重 

重量 : 6 ~ 15 k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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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nt Containment Boom 永久固定式攔油索 

Permanent Containment Boom 永久固定式攔油索 

總高650mm 浮體為方形 81x26x26(cm) 



攔阻油污實績 佈放穩定 

產品特色 : 
橡膠式欄油索是遏制溢油事故、防止溢油擴散並轉移 溢油得重要設備，廣泛應用於開闊海域、
港灣、碼頭、河流海洋石油平臺 和船舶搶險等溢油水域。 
◆採用兩層高強度纖維布作骨架，外覆優質合成橡膠， 耐油、耐磨、耐海水腐蝕、 

     耐紫外線老化適合長時間使用。 

◆專門設計的氣閥、充氣迅速快捷，氣密性能好。可加裝自動充排氣設備 

◆氣室設有彈性支撐杆，保證水上、水下高度，具較好挺性、防止越波、 溢漏現象發生。 

◆以完全對稱的方式作業，兩面均可圍油，使用方便。 

◆表面平滑光潔，易於清洗。 

產品規格 :  
水上 : 25 ~60 cm     水下 : 30 ~ 100 cm 

浮體 : 固體式 自動膨脹式 充氣式  等 

材質 : Neoprene 或 Hypalon 橡膠類耐油橡膠 

材質抗拉力 :  300 to 800 kg/5cm (CNS12844) 

總抗拉力 :  up to 24,000 kg 
 

新平橡膠（NEOPRENE）具有特
殊成分之合成橡膠，優於一般天然
橡膠，對於高熱度、化學藥品、弱
酸鹼及海水所引起之敗質或老化現
象甚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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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er Boom 橡膠式攔油索 

Rubber Boom 橡膠式攔油索 



使用於一般卸油碼頭 使用於浮動式卸油平台 

產品特色 : 

1.節省大量攔油索作業經費 
2.一人即可操作 收放 
3.堅固耐用 使用壽命長 
4.免維修保養 
5.提升產業競爭力 

作業原理 :  

攔油索一端含磁性介面，直接吸附在船身上；另一 
端設浮動式接頭，整組攔油索隨海面自動上下。 
大致規範 : 
攔油索長度 : 1 ~ 3 M x 2  
材質 : PE 或 鋁合金 
操作人員 : 一人 
浮動式接頭 : 不鏽鋼 316 

當船舶裝卸油料，維修保養，或發生洩漏意外時，
攔油索必定成為油污染防治必備的第一道防線。
傳統式施放作業需要靠人力，攔油索及工作小艇
配合。每年花費龐大作業費用，常常受到人員調
度，攔油索品質，氣候變化等影響效率不彰。磁
性攔油索以直接有效圍堵裝卸區為概念，節省大
量人力及物力‧ 

   伸縮手臂型   Z 字手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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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Boom 磁性船舶攔油索 

Magnetic Boom 磁性船舶攔油索 

http://www.copdel.com/images/Ser500.jpg


攔油索履帶運送車 

產品特色 : 

潮間帶型攔油索主要用於保護海岸線、河口、沙灘等潮間帶
地區，避免因油污染事件發生而遭波及。 

攔油索為上部充氣式、下部注水型式。適用於潮間帶，浮時
對稱。，可坐於沙上及隨潮水起落，而不發生傾倒現象。 

產品規格 :  
潮間帶型攔油索配置有：1.潮間帶型攔油索300 公尺2.引擎式注水、吸水泵浦及攔
油索履帶運送車1組3. 引擎式手提充氣機組1組。 

每節攔油索之長度25公尺攔油索之水上部份28公分水下部份28公分合計總高度560

公分/每公尺重量約: 3 公斤。 

攔油索履帶運送車行走速度: 前進一檔2.5 km/hr；二檔4.5 km/hr後退3.5 km/hr內建
式煞車，停車即煞車載重: 平地250公斤，15度斜坡200公斤傳動軸: 軸承油封式，車
箱可前、左、右自由調整行走履帶寬度: 60公分 

 
操作訓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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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al Boom 潮間帶攔油索 

Tidal Boom 潮間帶攔油索 

充氣式攔油索 

潮間帶攔油索 

Neoprene 

Hypalon®   



緊急應變臨時指揮中心 

產品規格 : 
 

構造：水上浮體35cm  水下裙部45cm   

           具海水散熱設計 

攔油索頂索：1/4” 不銹鋼索 

攔油索底鍊：3/8” 鍍鋅鐵鍊 

重量/呎：11磅/呎 

抗裂強度：5000kg以上 

長度/段：100呎  總長500呎  固體填充式 

連接器：ASTM鋁合金接頭  

產品規格 :  
本體材質 : CR / 橡膠 

 LxWxH : 4.5mx 2.6mx 2.7m;  

內部空間 :10 m2; 充氣時間 : <5 分鐘 

基本配備 :  

  沖洗室 、蓮蓬頭、底部護墊、 

  注水接頭、前後門、通氣窗… 

選項配備 :  

  呼吸級過濾器、熱水系統、 

  供電系統、充氣床… 

特殊耐磨設計 

本溢油燃燒攔油索經測試 

可在柴油及原油中燃燒溫度
2300F（1300℃）以上時，
在清水及海水中皆可使用24

小時。 

充氣式帳篷係用於執行緊急救難
任務時﹐供工作人員作為遮風蔽
雨、休息、聯絡、以及作為指揮
救難之指揮所之用。充氣式帳篷
無需使用支撐架﹐能以充氣設備
迅速的將充氣式帳篷搭建完成﹐
完成充氣後的帳篷能自行維持形
態而不須持續充氣。 

實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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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Boom 溢油燃燒攔油索 

 Pneumatic Tent 充氣式指揮帳篷 



6M帳蓬 

4人帳蓬 

帳蓬附沖洗裝備 1” 充氣閥 

 Pneumatic Tent 充氣式指揮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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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以上帳蓬 

(可作臨時指揮中心) 



汲油器 (Oil Skimmer) 

 
功用 : 汲油器是一種利用油與水比重不同種之特性,使用 

          包括引流、親油、真空、黏附、機械等方式汲取(回收)浮油 

          常見汲油器種類有 

 

 

 

真空式 

扇型 

帶式 

堰式 

汲油船 

鼓式 

刷式 

碟式 

ECO 

益喜歐 

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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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色 : 
小型堰式汲油器適用於各式水面地區、岸邊、碼頭施放，機動性強，操作簡易。 

 

特點有： 

1.重量輕便，雙人即可操作。 

2.機動性強，反應迅速。 

3.經濟效益高。 

產品規格 : 
汲油器型式 : weir type 堰式 

回收量 :  up to 15 m3/hr;材質 : 耐海水鋁合金 或 不鏽鋼 

尺寸 : 約100 cm x 100 cm x 60 cm;吸入口徑 : 30 cm 

輸出口徑 : 50 mm;輸出管線 : 15 m 

重量 : 10 公斤;浮體數 : 三只 

輕巧堰式汲油頭 

抽水測試 油壓動力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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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動力主機 

Small Weir Skimmer 小型堰式汲油器 

Small Weir Skimmer 小型堰式汲油器 



多功能汲油器 

堰式汲油頭及輸油泵浦 實際輸送能力 

產品特色 : 

適用於港灣、外海 
堅固平穩，隨液面上下起伏 
回收處理量大 up to 250M3 

材質 : 浮體顏色-紅色，汲油頭-不鏽鋼結構，重量約 175 kgs 

刷式 鼓式 碟式汲油頭 全組汲油機組 

DUPLEX 雙功汲油器的設計，提
供了極少的維修所需．所有零配
件皆可以快速更新替換．輕型外
掛式輸油泵浦可浮於水面上，方
便施放及搬運．設計上由僅需從
油壓動力機組連接一組(2條)管線，
即可操作使用． 

產品特色 : 
Multi Skimmer多功能汲油器是集合Drum 鼓式,碟式Disk 
，及刷式Brush 三合一型式所組合而成。可配合於各式 
水面地區，油污染事件發生時，能迅速大量以汲油器 
汲取污染水面上之各式油品及化學品。多功能汲油器 
本身具有油水分離，和浮油集中功能，回收油中含水 
率皆小，並可輕鬆更換各式汲油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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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r Skimmer 外海型堰式汲油器 

 Multi-Function Skimmer 多功能汲油器 



單排式汲油頭/單人易操作 雙雙排式汲油頭 回收量大 

汲油器及動力主機 

主要配備 : 
動力機組 5~30 HP-油壓、引擎式  up to 2500 psi (172 bar) 

碟式汲油器-回收量 : up to 40 m3/hr                管線配件 

輸油泵浦-本體內建式沉水離心及螺旋式泵浦   重量 約8.85 Kg    Capacity: >90M3/hr 

產品規格 : 
結構材質: 耐海水級鋁合金 

驅動方式：引擎式油壓動力機組 

回收方式: 碟片沾附表面浮油後， 

經刮刀括下由泵浦輸送 

碟片：直徑 300 mm或以上 

重量：50~ 250kg以下 

輸出接頭：口徑3”之快速接頭 

產品特點 :  
1.可回收各式各樣浮油 化學品 黏稠液 

2.回收時含水率低 含油率高 

3.快速移動整體設計 

4.體積小回收量高 

5.油壓 設計 耐久耐操 

6.汲油頭輕便，2人即可搬動 

7.碟片備品更換方便 

8.沉水離心及螺旋式泵浦 

9.組裝快速 操作簡單 保養簡單 

油壓輸送泵浦 

產品特色 : 
碟式汲油器主要用於各式水面地區，油污染事件發生時，能迅
速以碟式汲油頭汲取污染水面上之各式飄浮油品及化學品。 

碟式汲油頭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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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 Skimmer 碟式汲油器 

 Disk Skimmer 碟式汲油器 



實際案例操作 

真空動力主機 

產品特色 : 
主要適用於各式水面地區，油污染事件發生時，能迅速 

以真空泵浦汲取污染水面上之各式飄浮油品及化學品。 

產品特色 : 
1.適合於淺灘地區 ，工作人員或船舶 

    較不容易作業之地區使用 

2. 引擎式動力 回收率  10~50 M3/hr 

3. 噴設水流前進設計 適合油污海面作業 

4. 單人型 -適合個人操作 

    雙人型 –工作船型可承載二員以上操作 

5. 充氣式 重量輕 收藏體積小 

6. 機動性強 效率高  

主要配備 : 
動力機組 10 HP-空油壓、防爆電動、引擎式 

水上汲油器 -回收量 : up to 20 m3/hr 

真空泵浦 7.5 HP , 100 CFM , 自吸 8 m 

真空暫儲槽 # 304 不鏽鋼，100L ~ 500 L  真空度 up to 50 cm 水銀柱 

輸油泵浦- 400 L/min ，最大揚程 30 m      管線配件 

產品特點 : 
1.快速移動整體設計                                  

2.體積小回收量高 

 3.真空泵浦附防吸入液體保護設計 

 4.油迴轉冷卻 設計 耐久耐操 

5.1800 rpm 低轉速設計  壽命長  

 6.吸力強 自吸能力 8 m 

7.效率高 最大揚程 30 m 

8.可回收各式各樣浮油 化學品 黏稠液  

 9.組裝快速 操作簡單 保養簡單 

  型號 EB 10 EB 20 EB 30 EB 50 

回收量 10 M3/hr 20 M3/hr 30 M3/hr 50 M3/hr 

承載人員    0  位  2  位   4 位   6  位 

引擎馬力   4  hp   5 hp   10 hp  15 hp 

 重量  kg   100 kg    200 kg  300 kg   450 kg 

雙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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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Skimmer 真空汲油器 

Skimmer Boat 淺灘型充氣浮油回收船 



鼓式汲油頭 

產品規格 : 
主體結構材質 : 耐海水級鋁合金或不鏽鋼 

浮油回收量 : 1.5 、10、20、 60、90、120T/hr  

驅動方式：引擎式油壓動力機組 

回收方式 : 以表面沾附水面浮油後，經刮刀括下後再經泵浦輸送回 

產品特色 : 
鼓式汲/刷式油器適用於各式水面地區，油污染事件發生時，能迅速以碟片汲取污染水面上
各式油品及化學品。   碟片本身具有親油厭水特性，汲油器含水率低（約5% 以下） 

刷式汲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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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m/Brush Skimmer 鼓式/刷式汲油器 

D Type Skimmer 扇形汲油器 

Response Trailer 溢油應變拖車組 



各式廠牌:  

Kawasaki, Honda, Yanmar 

, Lombardinni  

汽油或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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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PP-5K 引擎: 川崎 5HP 四行程 氣冷 手拉啟動 重量 : 75kg 

ECO  PP-10Y / ECO PP-13H 3 GPM@ 2000 PSI or 4.5 GPM @ 1500 PSI. 

 

引擎:30~75 HP 柴油 汽油四行程 電動 啟動 

包括液壓系統壓力表、玻璃液壓油位計及燃油油表 液壓油位計、液壓流
速控制閥及泵浦控制 可供多台設備同時操作 等 

   引擎: Yamar 10HP 柴油 或 Honda 13 HP 汽油四行程 氣冷 手拉/ 電動 啟動 

   ECO PP-75    靜音型 

 

川崎 

5HP 

30~75 

HP 柴油 

Hydraulic Powerpack 引擎式油壓動力機組 

Hydraulic Powerpack 引擎式油壓動力機組 



Screw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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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 型號   流量  L/m 口徑 揚程m 本體材質 通過粒徑 mm 重量kg 

SC02 750 2” 35 鋁合金 25 7.7 

SC03 1500 3” 25 鋁合金 63 11 

SC04 4160 4” 60 鋁合金 50 25 

HR10 180 3” 100 碳鋼 40 120 

RR40 200 1 ½” 40 鋁合金 20 15 

RR50 350 2” 35 鋁合金 25 20 

RR65 500 2 ½” 45 鋁合金 30 25 

   ECO 螺旋離心式泵浦 

產品特色: 重量輕 效率高 

鋁合金本體 可輸送高黏度
150cSt up to 2000cSt @ 

15℃ 通過粒徑25 mm~50 

mm 適合海上汲油作業 油
泥輸送 工程抽砂 等作業 

ECO SC 

系列 

產品特色 :  
1.沉水式泵浦 
2.離心式泵浦 
3.螺旋式泵浦 
4.油壓式泵浦 
5.可正反轉,方便操作 
6.重量輕巧 
7.處理量超大 
8.耐海水鋁合金本體 
9.允許通過粒徑大 

Hydraulic Transfer Pump 油壓輸油泵浦 

Impeller Pump 

Screw Pump 

Hydraulic Transfer Pump 油壓輸油泵浦 



最佳承載能力 儲油囊滿載時 

產品特色 : 
陸上型回收浮油暫存槽，為一整體結構，使用上可配合使用支架、輔助工具或其他周邊 

設施。當油污染事件發生，攤開後可由輸油管線直接注入由汲油器skimmer 所回收之浮 

油。暫存槽可設於陸面上，裝滿後平穩而不發生位移或溢出現象。浮油暫存槽尺寸齊 

全，收藏體積小，免維修保養。亦可作為儲存氣體或食用飲水之暫存槽。 

產品規格 : 
容量:  1t ,3t,5t,10t,15t,20t,25t,30t ~ 300t 

底材 :  橡膠類 Polyester 外表披覆 PU/PVC   

           抗UV紫外線處理耐油類、溶劑   

耐酸鹼 抗熱 

作業溫度:  +70℃~ 0℃。 

可依 客戶需求 訂製  

容量 : 
 
m3 

上直徑 
 cm  

高度 
 cm  

下直徑  
cm  

重量  
kg 

5 100 130 300 32 

10 120 120 450 57 

20 200 150 550 82 

30 285 150 62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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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Tank 陸上型儲油囊 

Land Use Tank 陸上型儲油囊 



儲油囊拖曳公證測試 港口應變演練實績 

產品特色 : 
海上拖曳型儲油囊，為一整體結構，使用上無須使用支架、輔助工具或其他周邊設施。 

當油污染事件發生，攤開後可由輸油管線直接注入由汲油器skimmer 所回收之浮油。 

暫存槽可浮於海面上，裝滿後可由工作船平穩拖行，或置放船舶甲板上或陸上，而不發生
位移或溢出現象。 

海上型回收浮油暫存槽尺寸齊全，收藏體積小，免維修保養。 

亦可作為儲存氣體或食用飲水之暫存槽使用。 

產品規格 : 
容量:  1t ,3t,5t,10t,15t,20t,25t,30t ,50t ,100t 

底材 :  Polyester  or Nylon or Polyamide  

外表披覆 : PU/PVC(50/50)  or PU or PE or UR/PVC or PE/PVC 抗熱 抗UV紫外線處理 

耐酸鹼 溶劑等 

作業溫度:  +70℃~-10℃。 

輸出/輸入口徑 : 1“~3” 

其他配件:太陽能閃光燈  儲存袋 快速接頭,輔助浮球 公證檢驗 操作說明 訓練課程 

儲油囊公證測試 港口應變演練實績 

 Speed : 10 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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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ble Tank (Marine Type) 海上型儲油囊 

Tow-able Tank (Marine Type) 海上型儲油囊 



套裝污染防治貨櫃 

產品特色 : 
•使用ISO 標準20’或40”貨櫃設計 方便運輸及儲存。 

•依顧客實際需求 量身打造相關需求 

•可儲存100~ 500 M 各式各樣 攔油索 各式 汲油器 輸送管線 海陸 儲油囊 等 

•提供4~10人處理油污染所需裝備 

•設備標準化 制式化 方便日後維修保養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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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with Oil Spill Kits 套裝污染防治貨櫃 

Container with Oil Spill Kits 套裝污染防治貨櫃 



緊急應變 

產品種類 : 
吸油棉（片狀） 

吸油棉（捲狀） 

吸油索（細長狀） 

吸油粒（粉狀） 

吸油枕（枕狀） 

油污染防治箱 

吸油索 套裝緊急應變處理箱 

產品特色 : 
吸油倍率 : 

 標準型 15~20 倍本身重量  

 高倍率  60~70 倍本身重量  

 特殊規格 : 免回收吸附材 

相關設備 : 

240 L 油污染防治箱;手動專用榨油機組 

電動手推式小型焚化爐 

親油厭水性原料種類 : 
一般材質： PP 聚丙烯纖維製成 

生化材質： 生化分解有機材 (木質纖維類) 

天然材質：  100% 純羊毛類、其他動物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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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bent Products 吸油棉 



多功能環保清潔劑 

多功能環保清潔劑 

各類工業用途 

產品特色 :        全球銷路 30年以上  (Since 1975) 

■含生物可分解配方      ■無毒    ■不易燃 

■不會引起腐蝕現象      ■含非離子界面活性劑       

■MPF油污微粒分解配方 ■ 適用各式材質 油污 

安全 

環保 

有效 

經濟 

我們的愛用者 : 

Bethlehem 鋼鐵百事可樂Burlington北方鐵路Ray theon迪斯耐樂園Solar動物園杜邦SeaRiver 

Maritime通用動力Solar渦輪通用馬達Stone森林容器Granite市鋼鐵Texaco德士古石油亞特蘭大
捷運局Lexingon時報Massachusetts捷運局美國國會大廈麥道公司美國鋼鐵Missori密蘇里野生
動物協會密蘇里大學紐約市鐵華盛頓DC市鐵紐約/新澤西港務局WeyerhaeuserOgden-Allied三
菱汽車公司Otis奧迪斯電梯3M公司Penske公司 國內空廚航空公司五星級飯店動物園清潔業-

大樓/冷卻水塔製造業 Costco 好市多 特力合樂 ※100家以上政府單位...... 

 

Simple Green 航太級清潔系列 以 安全 環保 有效 的方式 去除各式飛機 輕重油污 

 碳氫化物 可 直接噴灑擦拭 超音波清洗 替代各行各業溶劑洗劑類 ….. 

通過波音公司 D6-17487P 認證  不傷手 免戴口罩手套 符合ISO 14000 相關作業規定 

 產品通過美國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局ＯＳＨＡ和環保署對危險化學物質特別處理之測試  

 安全無毒性. 濃縮配方 100% 原裝進口 

 最新頂級航太清潔劑產品 

航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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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式噴灑器 處理實績 

產品規格 : 
設備功能  可迅速安裝於各式工作船；含動力機組及噴灑手臂設計；定量稀釋海水及除油劑 

基本設計   SS 304 不銹鋼材質; 噴灑手臂3m x 2 ；噴頭3 組 x 2 ；可旋轉收藏於船身二側 

動力機組  氣冷式柴油引擎; 自吸式海水泵浦; 材質 : SS 304 不銹鋼材質 

                 Mix Capacity :up to  150 L/min （9M3/Hr） 

輸送管線  海水吸入管5公尺;除油劑吸入管5公尺; 含快速接頭及濾器 

噴灑效率   2~10 Gal / Acre @ 3 ~10 kts 

產品規格 : 
型號：ECO-TK250 

液桶容量： 24L；引擎形式： 二行程，單汽缸，氣冷， 

                   汽油引擎 

化油器：浮桶式；最大工作壓力： 3.4Mpa (35Kg/cm2) 

壓力範圍： 0.5~3.4 ； Pump出水量：8.0 L/min 

油箱容量： 1.4L；使用燃料: 汽油與二行程機油混合(比例：20 ~ 25：1) 

尺寸： LxWxH  390x385x590mm；重量：8.5Kg 

DSS 6m x 3噴灑手臂 動力機組 

產品特色: 

1.體積小   重量輕 單人   

   即可操作 

2.機動性強  即時應變 

3.車船無法進入處也可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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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ersant Spray System 除油劑噴灑設備 

Engine Sprayer 背負式引擎噴灑器 



海象表(SEA STATE 

SPECIFICATION) 

單位換算 

Sea State   Wind Velocity Wind Description Wave Height 

＃1（smooth） 4 – 6  knots light breeze ＞0.03 meters 

＃2 （slight） 7 – 12 knots gentle breeze 0.6 – 0.8 meters  

＃3 （moderate） 12 – 16 knots  moderate breeze 1.0 – 1.6 meters 

＃4 （rough） 17 – 19 knots moderate- fresh 

breeze 

1.7 – 2.4 meters 

＃5 （very rough） 20 – 13 knots fresh- strong breeze 2.5 – 3.7 meters 

＃6 （high） 24 – 30 knots moderate gale 3.8 – 6.4 meters 

＃7 （very high） 32 – 46 knots fresh- strong gale 6.5 – 12.0 

meters 

＃8 （precipitous） 47 – 70+ knots whole gale- storm ＞12.0 meters 

                          海流速度換算表 (SPEED CONVERSIONS) 

                           knots × 1.853        ＝      kilometers/hour 

                          knots × 10151        ＝      statute miles/hour 

                          miles(statute)/hour × 0.8684  ＝      knots 

壓力單位換算 

1 N=1kg m/s2 

1 kgf=1 kg×9.80665 m/ s2 ＝9.80665 N ≒10 N 

1 N＝0.101972 kgf ≒0.1 kgf 

1 Pa＝1 N/m2 (每一平方公尺有一牛頓作用力)  

1 MPa＝10.197 kgf/cm2 ≒10 kgf/ cm2 

 

溫度換算 

(℉-32 ) x 5/9   = ℃ 

(℃x1.8 ) +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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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油索強度作級別分類 

單位換算 

攔油索級
別分類 

Freeboard 

﹙浮體高
度﹚ 

Draft 

﹙水下裙
部﹚ 

抗拉力強
度 

﹙Tensile 

Strength﹚ 

適用水域 適用海流
流速
﹙節 – 

knot﹚ 

Ⅰ 20~30cm 30~40cm 200 

kg/5cm 

港區﹑內
灣 

1 

Ⅱ 30~40cm 50~60cm 400 

kg/5cm 

近海 2 

Ⅲ 60cm以上 100cm以
上 

800 

kg/5cm 

外海 3 

引擎馬力 (POWER) 

HP  × 0.746       ＝   KW 

KW X 1.34         =    HP 

 

黏度(Viscosity) 

cSt   x  density    =    cP 

 

面積 (ACRE) 

Acre      x   43.560  =   square ft  

Acre      x     0.0012=   square miles 

square meter  x 10.76 =   square ft  

square ft  x 0.0929  = square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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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尺寸)汲油器比較 

刷式 

Brush  

碟式 

Disk  

鼓式 

Durm  

堰式 

weir 

回收量 

Recevory rate 

60  m3/hr  43  m3/hr 35  m3/hr 90  m3/hr 

含水濾 

Water % 

2~5 % 5~10 % 

 

5~10 % 

 

10~50 % 

 

設備重量 

Weight  

145 kg 140 kg 

 

150  kg 

 

80 kg 

 

SGS 現場公證 

32 



上海及美國參展 

水污染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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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co Equipments Inc. 
 
10041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50號15樓之34 
電話:02-2370-9788 
傳真:02-2370-0266 

 
網址: 

http://www.ecoequipments.com.tw 
Email: sales@ecoequipment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