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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火力發電廠鍋爐
廢水處理試驗
火力發電廠的鍋爐在使用的過程中會出現結垢，影響發電的效率。在各
種常用化學清洗工藝中，使用氫氟酸（HF）進行清洗一般是針對較強的氧
化鐵垢，其優點是反應速度快，清洗時間短，但清洗後的廢液較難處理。

2019年3月底，中華電力龍鼓灘發電廠採用了正昌VMAT振動膜過濾設
備進行氫氟酸鍋爐酸洗廢水的處理。該系統的設計為同類系統的首款
室外式裝置，定位為應急處理系統，可以在相對短時間完成安裝並投入
廢水處理，不影響現有的車間佈局。

該系統每天處理量為100立方米，縮短
了原來採用的批次中和沉澱的處理時
間，減低了鍋爐化學清洗對發電廠的
污水處理系統的影響，確保穩定的發
電生產。

我們每天使用的智能手機、醫療設備、轎車、電動工具、無人駕
駛飛機，以及更多的「鋰電池」產品，為我們的優質生活帶來更
多方便。但偶有聽聞這些電池亦存在著一定的危害性。究竟是
什麼讓「鋰電池」如此危險？

鋰電池在使用其間，溫度會相應升高，此熱力會啟動化學反應，
以產生能量，同時亦產生過量熱能。若額外的熱能散去速度不
夠快，它足以重新再啟動反應，製造更多的熱能，直到電池燃
點、冒煙、甚至爆炸。這情況被稱為“熱跑脫”，常見於電池內部
電路出現問題或組件出現受損的情況下；嚴重情况可引致財物
損失及人命傷亡。

由2018年起，正昌推出了電動車「鋰電池」收集和回收計
劃，為業界提供一站式回收服務。我們界定「安全運作」和

「客戶的品牌聲譽」為服務承諾的首位。考慮到電池故障
的可能，或在拆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熱學和機械損壞，
我們汲取生產商、回收再造商及有關專家的經驗及建
議，特別訂立了一套風險管理程序，為客戶提供一站式

服務，廣獲業界認同。不少在汽車行業的領導品牌亦已加入了
這計劃，並順利運行。

更重要的是，整個收集和回收過程完全由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
護署規定的法規監控下進行，並紀錄在法定的文件上，每一個
程序都是高透明和有迹可尋的。

電動車「鋰電池」回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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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廢水及
含有水性塗料廢水處理
冠運精密塑膠五金（深圳）有限公司是位於深圳市龍崗區的港資
企業，從事塑料及五金產品的生產。2018年底，該廠採用了正昌
VMAT振動膜過濾技術處理其污水難題。

冠運廠的五金產品生產線的研磨工序每天產生13立方米的研磨
廢水，原以化學絮凝沉澱後再經砂濾碳濾，沉澱污泥再以壓渣機
壓成濾餅的傳統方法處理，達標排放。現以VMAT振動膜P80型的
設備進行升級改造，基本完全回用每天產生的研磨廢水，精簡了
水處理系統的操作，並節省化學處理的藥品和污泥處置等費用。

此外，每兩週更換一次的噴油櫃水簾及廢氣噴淋塔循環廢水含
有水性塗料，本是部委外處理，現以VMAT振動膜P型的設備進
行濃縮處理，80％的產水回用，20 ％的濃水委外處理，節省委外
處理費用。

以上兩個項目均成功
申請為清潔生產示範
項目，獲得清潔生產夥
伴計劃撥款資助。

研磨水原液 (左) 清夜 (中) 濃液 (右)

香港水務署天水圍水資源教育中心的
中水處理系統現已完成

正昌於2018年為嶄新的水務署天水圍水資源教育中心設計及
安裝一套中水處理系統，專門處理由洗手盆、沐浴間流出來的中
水以及大廈收集的雨水，其中中水經膜生物處理反應器處理後
會回用於沖廁，而雨水則會被砂濾器及活性碳過濾器轉化作灌
溉水之用。

此項目的設計及安裝需符合嚴格的工程標準，確保整個系統不但
操作暢順，而且設計美觀。由於水資源教育中心設有展示廳， 
所以機房也經過精心設計，透過調整設施的基建及擺放的位置，
務求清晰展示整個中水和雨水回水系統，讓參觀者可以清楚看到
處理系統的運作，甚至出水的潔淨程度，達到教育大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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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昌於日本首套
膜生化廁所現已運作
2019年9月，正昌第一套膜生化廁所 (Bio Toilet)  正式在日本
愛知縣豊川市的加山興業株式會社運作；該系統把建築物內所
產生的生活廢水經過膜生物處理後於廁所循環再用。系統將開
放予各縣政府及每年超過五千位的海內外訪客了解，成為 
一個極具說服力的環保推廣項目。

加山興業始業於1961年，多年來為愛知縣政府、各製造業及社
區提供極全面的固廢收集、分類、資源化及焚化等專業服務。日
本相關的污水處理基礎設施的規劃和運作素來予人有非常完善
的印象，但認識了正昌超過十年的加山順一郎社長，卻因為此污
水再生系統的靈活及可靠性，可特別應用於鄉郊或突發災害地
區，商機處處，遂决定成為代理商。

新加坡將膜生物污水處理概念
為智慧建築物的其中一環
2019年3月，新加坡理工學院的建築及建造環境學系為提
升學生對<智慧建築>有更深的理解，在徵得正昌同意下，
將膜生物污水處理系統的流程概念圖加入成為智慧建築
物的其中一環。這樣令學生在研究各樣節能、可再生能源
應用的科技時，同步考慮污水循環再用的可行方案，以持
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3月底，在新加坡博覽館舉行的亞洲物聯網會議IoT A sia 
2019 內<Beyond Smart  to Intel l igence> 的主題討
論中，我司膜生物污水處理系統的遙距監控系統，亦被講
者引用為物聯網應用的鮮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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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戶提升污水處理系統
污水處理系統一般壽命最少為15年，特別是需要安裝在戶外的污水
處理系統，在設計及建造上更必須穩固紮實。最近我們為一家位於
青衣的化工廠，安裝了一套放於戶外的膜生物反應系統，以處理廠
內每天40立方的生活污水。要兼顧系統在日曬雨淋的情況下，物料
有可能出現提早勞損的情況，所以我們的工程師在結構的設計及建
造上也特別小心。

系統出廠前，客戶要求到我們東莞廠進行各項出廠
前質量檢查及滿水試漏，甚至攀上SS316不銹鋼缸
頂上，開蓋檢查缸內建造結構。兩位客戶代表還加上
我們的工程師，合共500多磅的重量壓上缸面，結構
仍沒有令人感到半點的脆弱及不安全。在離開缸頂
前，客戶讚賞我們的結構設計很精良及牢固，我們也
很感謝客戶的鼓勵。精益求精為客戶提供耐用合適
的工程系統是我們一貫的企業精神。該項目現已進
入運行階段。

首個生活污水處理設計應用講座
正昌於2019年10月4日舉辦生活污水處理設計應用講座，	吸引逾100	位專業人士。	

Power Lunch 
除了聆聽同事們的意見，正昌也會了解其他行業的發展。
正昌於5月時邀請了政府部門和各行業的領袖與我們分
享現在其行業的發展，並了解我們的產品能如何配合其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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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10月25-28日•國際環保博覽 (香港)

活動回顧

2019 年3月28-30日•MIECF 環保展 (澳門)

2018 年9月27日•香港廢物管理學
會週年大會 (香港)

2019年5月29日•中銀香港企業環保
領先大獎2018頒獎 (香港)

2019年9月18-20日•中國環博會 (廣州) 

2019年6月12-14日•第十七屆中國國
際環保展覽會(北京)

2019年 4月28日•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
「聚焦大灣區、開創新紀元」 (香港)

2019年3月22日•2019世界⽔日 - 
香港地球之友論壇 (香港)

2019年3月12-15日•N-Expo (日本)

2019年3月28-30日•李志良先生於
新加坡理工大學分享生活污⽔處理
系統應用 (新加坡)

2019年5月21日•鄭文聰教授
分享工業污⽔處理技術 (廣州)

2018年12月20日•王強先生於貴陽煤化工會議
講述煤炭廢⽔的處理 (貴州)

2019年7月15日•大灣區綠色循環經濟
交流團 (廣州)

2019年7月2日•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x 香港環保產業協會 x 香港
生物及環保能源業協會週年聚會 (香港)

2019年5月25日•香港廢物管理學會參觀O · PARK (香港)

2019年3月11日•拜訪石垣株式會社 
(日本)

2019年1月11日•香港商用車維修業協會參觀
正昌廠房 (香港)

2018年12月24日•正昌平安夜戶外燒烤活動 (香港) 2018年10月30日 – 11月2日• 
2018國 際 ⽔ 務 學 會 論 壇  ( 泰 國 )

2019年10月30-11月2日 國際環保博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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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昌榮獲中電「創新節能企業大獎」 - 再生能源成效大獎 

系統能讓我們實時監測太陽能板
所產生的電能

為減少製造即棄垃圾，公司更鼓勵
大家自己帶餐具

作為本港環保企業的一分子，正昌致力提高廠房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以減少企業
的碳排放。為達致以上目標，正昌早於2016年啟動了一連串太陽能發電系統工程。 
2017啟用了一套每小時15千瓦的先行測試系統，再於2019年加裝了600多塊太陽能
板，每小時產電達200千瓦。新系統已於2019年9月正式投產，平均每月減少碳排放達
32噸。在未來，我們仍會尋找其他方案，增加廠房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

是次獲獎的項目是在公司廠房上蓋安裝太陽能系統，生產的
電力會直接輸入供電網為廠房供電，公司假日電力生產過剩
時，額外電力會向街外其他設備及建築供電。正昌會繼續推
動及發展各種環保項目，為環保出一分力。

中電為鼓勵各界積極採用新能源和介紹新能源管理和節能
產品技術，於4月11日舉行中電「創新節能企業大獎」 
分享會2019。正昌也被邀請分享我們在廠房內 
應用太陽能發電和相關節能產品。

正昌 太 陽 能 板
	 現已全部啟動

Biz	RethinkBiz	RethinkBiz	Rethink	
公司一向鼓勵同事用不同的渠道分享意見，這次同事透過組建百變的Lego

積木表達他們的意念。在Biz Rethink 導師的引導下，清晰自己
的思維及以解說形式與大家分享。管理層於Biz Rethink 後商討
大家的分享，採用了一些建議讓公司及同事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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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總監何守昭榮休
項目總監何守昭先生(SC) 於2019年3月榮休，
展開人生精彩的新一頁！

SC早於1993年加入正昌，擔任
不同重要崗位，近15年更與團
隊在國內推廣VMAT震動薄膜
系統和研發系統新的應用。

我們在此祝願SC退休生活
愉快！

2018年度週年晚宴
週年晚宴在1月26日日舉行，管理層與同事歡聚一堂，迎
接豬年。當晚同事更即席表演其 
音樂才華！

長期服務獎

同事為SC舉辦榮休歡送會

聯絡我們	
正昌通訊編輯部
總編輯	 ：	李志良
撰	稿	 ：	源嘉偉、鄭凱茵、梅偉賢、
	 　吳偉文、林浩全
校	對	 ：	李榕頌、范翠慧
發	行	 ：	徐偉強

正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元朗工業邨宏利街8號
電 話 ： (852) 2391 0371
傳 真 ： (852) 2789 3346

如	閣下欲查詢更多正昌項目的資料，歡迎登入正昌
網站	www.dunwellgroup.com	，亦可電郵至
info@dunwellgroup.com	或致電(852)	2443	8188	。
如選擇拒絕接收，請透過電郵
info@dunwellgroup.com	送出指示。

SC 與大家分享過去
他的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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