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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锈钢在退火后需要对钢材进行酸洗,常规的酸洗配方采用氢氟酸与硝酸的混酸,酸洗废水中
主要污染物为氢氟酸中的氟离子和硝酸中的硝酸根离子,由于混酸废水浓度高,采用常规的反硝化工艺
处理降解废水中的硝酸根,存在停留时间过长,占地面积大,处理效率低等问题。采用高效脱氮塔代替常
规的活性污泥法反硝化工艺,利用其颗粒污泥状态运行的优势,可大幅提高其容积负荷,极大地减少反硝
化过程的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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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efficient Nitrogen Denitrification Tower in Stainless Steel Pickling Wastewater
We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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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inless steel needs pickling after annealing. The conventional pickling formula uses mixed acid of
hydrofluoric and nitrate acid. The main pollutants in pickling acid are fluoride ions in hydrofluoric acid and
nitrate ions in nitrate acid. Due to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mixed acid wastewater, degradation of Nitrate in
Wastewater by conventional denitrification process has problems of long residence time, large area and low
treatment efficiency. Using the advantage of its granular sludge operation instead of the conventional
denitr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activated sludge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granular sludge state operation can
greatly increase its capacity load and reduce the occupation of the denitrif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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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效反硝化塔应用案例介绍

将氮气、颗粒污泥、废水三相分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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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进入脱氮塔的总硬度小于5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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