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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本发明采用生物滴滤池转

化法实现含氨废气中氨气的去除，具体是通过控

制淋洗液的组成、生物滴滤池的工艺参数以及氨

气去除处理的操作参数，将含氨废气溶解于淋洗

液中，将氨气转化为铵离子；通过生物氧化，使淋

洗液中部分铵离子被氨氧化细菌氧化成亚硝酸

盐，保证淋洗液出液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

≥4：1，NH4
+-N和NO2

--N的摩尔比为1：(0 .7～

1.3)；然后以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对所述淋

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使NH4+-N和NO2--N转化

为氮气，并将所得净化淋洗液回流至生物滴滤

池，重新淋洗含氨废气，实现“零氮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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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对生物滴滤池进行挂膜处理，至出水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且附着在生物滴

滤池载体表面的生物膜中的优势菌种为氨氧化细菌，得到挂膜生物滴滤池；

提供淋洗液，所述淋洗液中金属阳离子包括Mg2+、Ca2+、Fe2+、Mn2+、Cu2+、Zn2+、Ni2+和Co2+，

所述淋洗液中碱度与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比为1:(0.7～1.3)，所述淋洗液的pH值为6.0

～6.8；

在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采用所述淋洗液淋洗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得到处

理后气体和淋洗液出液；其中，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操作参数包括：温度为24～26℃，气体

空床时间为10～30s，所述淋洗液的滴滤速度为0.05～0.07m·h-1，所述含氨废气中的氨气

浓度为200～500ppmv；所述淋洗液出液中NH4+-N与NO2--N的摩尔比为1：(0.7～1.3)，NO2--N

与NO3--N的摩尔比≥4：1；

以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得到氮气和净化淋洗

液，将所述净化淋洗液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挂膜处理所采用的接种物包括养

猪废水；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的浓度为600～1200mg·L-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挂膜处理的过程中，所述养猪废

水的循环流速为4.8～5.2L·d-1；当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转化率≥70％时，置换新的养猪

废水。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挂膜处理的运行时间

为10～25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淋洗液中Mg2+的浓度为1 .0～

2.1mmol·L-1，Ca2+的浓度为0.2～0.3mmol·L-1，Fe2+的浓度为0.018～0.036mmol·L-1，Mn2+

的浓度为(3～5)×10-6mmol·L-1，Cu2+的浓度为(1～2)×10-6mmol·L-1，Zn2+的浓度为(1.5

～3.0)×10-6mmol·L-1，Ni2+的浓度为(0.5～0.8)×10-6mmol·L-1，Co2+的浓度为(1.0～

2.0)×10-6mmol·L-1。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运行时间为

15～70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处理的操作参数包括：温度

为24～26℃，水力停留时间为10～15h，pH值为7.3～7.8。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处理在上流式厌氧氨氧

化污泥床反应器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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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氨气是一种无色、反应性强、腐蚀性强、有难闻气味的气体，主要来源于化肥生产、

畜禽养殖、化石燃料燃烧、污水处理等行业。氨气的排放不但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也会

引发大气PM2.5颗粒物增加、水体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均对氨气设立了严格

的排放标准。

[0003] 含氨废气的处理一般采用热氧化法、催化燃烧法、吸附法、化学洗涤法或生物滴滤

池转化法等，其中生物滴滤池转化法以其高效、简易和经济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含氨废气

的处理。采用生物滴滤池转化法处理含氨废气，主要是利用硝化细菌将溶解的氨氧化为硝

酸盐，从而提高了生物滴滤池对氨的转化效率，而产生的含有硝酸盐的淋洗液可作为氮肥

回收利用。

[0004] 近年来随着总氮控制要求的提高，仅采用硝化细菌在生物滴滤池中将氨转化为硝

酸盐进而排放并不能满足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方法能够有效

去除含氨废气中氮气，同时还能够对淋洗液进行净化，实现“零氮素”排放。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对生物滴滤池进行挂膜处理，至出水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且附着在

生物滴滤池载体表面的生物膜中的优势菌种为氨氧化细菌，得到挂膜生物滴滤池；

[0009] 提供淋洗液，所述淋洗液中金属阳离子包括Mg2+、Ca2+、Fe2+、Mn2+、Cu2+、Zn2+、Ni2+和

Co2+，所述淋洗液中碱度与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比为1:(0.7～1.3)，所述淋洗液的pH值为

6.0～6.8；

[0010] 在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采用所述淋洗液淋洗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得

到处理后气体和淋洗液出液；其中，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操作参数包括：温度为24～26℃，

气体空床时间为10～30s，所述淋洗液的滴滤速度为0.05～0.07m·h-1，所述含氨废气中的

氨气浓度为200～500ppmv；所述淋洗液出液中NH4+-N与NO2--N的摩尔比为1：(0.7～1.3)，

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

[0011] 以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得到氮气和净化

淋洗液，将所述净化淋洗液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

[0012] 优选地，所述挂膜处理所采用的接种物包括养猪废水；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的浓

度为600～1200mg·L-1。

[0013] 优选地，所述挂膜处理的过程中，所述养猪废水的循环流速为4.8～5.2L·d-1；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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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转化率≥70％时，置换新的养猪废水。

[0014] 优选地，所述挂膜处理的运行时间为10～25天。

[0015] 优选地，所述淋洗液中Mg2+的浓度为1 .0～2 .1mmol·L-1，Ca2+的浓度为0.2～

0.3mmol·L-1，Fe2+的浓度为0.018～0.036mmol·L-1，Mn2+的浓度为(3～5)×10-6mmol·L-1，

Cu2+的浓度为(1～2)×10-6mmol·L-1，Zn2+的浓度为(1.5～3.0)×10-6mmol·L-1，Ni2+的浓度

为(0.5～0.8)×10-6mmol·L-1，Co2+的浓度为(1.0～2.0)×10-6mmol·L-1。

[0016] 优选地，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运行时间为15～70天。

[0017] 优选地，所述净化处理的操作参数包括：温度为24～26℃，水力停留时间为10～

15h，pH值为7.3～7.8。

[0018] 优选地，所述净化处理在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应器中进行。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本发明采用生物滴滤池转化法实现含氨废

气中氨气的去除，具体是通过控制淋洗液的组成、生物滴滤池的工艺参数以及氨气去除处

理的操作参数，将含氨废气溶解于淋洗液中，将氨气转化为铵离子，达到氨气去除的目的；

同时通过生物氧化，使淋洗液中部分铵离子被氨氧化细菌氧化成亚硝酸盐，保证淋洗液出

液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NH4+-N和NO2--N的摩尔比为1：(0.7～1.3)；然后以厌氧

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使所述淋洗液出液中的NH4+-N和

NO2--N转化为氮气，达到净化淋洗液出液和总氮控制的目的，并将所得净化淋洗液回流至生

物滴滤池，重新淋洗含氨废气，实现“零氮素”排放。实施例的结果表明，经氨气去除处理后，

所得处理后气体中氨气的去除效率达到80％以上；经净化处理后，所述净化淋洗液中总氮

去除效率达94％以上。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含氨废气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氨废气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对生物滴滤池进行挂膜处理，至出水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且附着在

生物滴滤池载体表面的生物膜中的优势菌种为氨氧化细菌，得到挂膜生物滴滤池；

[0023] 提供淋洗液，所述淋洗液中金属阳离子包括Mg2+、Ca2+、Fe2+、Mn2+、Cu2+、Zn2+、Ni2+和

Co2+，所述淋洗液中碱度与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比为1:(0.7～1.3)，所述淋洗液的pH值为

6.0～6.8；

[0024] 在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采用所述淋洗液淋洗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得

到处理后气体和淋洗液出液；其中，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操作参数包括：温度为24～26℃，

气体空床时间为10～30s，所述淋洗液的滴滤速度为0.05～0.07m·h-1，所述含氨废气中的

氨气浓度为200～500ppmv；所述淋洗液出液中NH4+-N与NO2--N的摩尔比为1：(0.7～1.3)，

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

[0025] 以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得到氮气和净化

淋洗液，将所述净化淋洗液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

[0026] 本发明对生物滴滤池进行挂膜处理，至出水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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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在生物滴滤池载体表面的生物膜中的优势菌种为氨氧化细菌，得到挂膜生物滴滤池。

在本发明中，所述挂膜处理所采用的接种物优选包括养猪废水；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的浓

度优选为600～1200mg·L-1，更优选为800～1000mg·L-1。本发明对于所述养猪废水的来源

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来源的养猪废水即可。本发明对于所述生物滴

滤池中的载体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载体即可，具体如聚氨酯泡沫。

[0027] 在本发明中，在所述挂膜处理的过程中，所述养猪废水的循环流速优选为4.8～

5.2L·d-1，更优选为5L·d-1。本发明优选当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转化率≥70％时，置换新

的养猪废水；更优选为每24h测定一次养猪废水中NH4+-N浓度，当所述NH4+-N转化率≥70％

时，置换新的养猪废水。

[0028] 在本发明中，所述挂膜处理的运行时间优选为10～25天，更优选为12～20天；此处

运行时间是以养猪废水开始进行循环流动的时间为起始时间。

[0029] 在本发明中，完成所述挂膜处理后，所得出水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优

选为(4～9)：1，更优选为4：1。

[0030] 本发明对于所述氨氧化细菌的具体种类没有特殊的限定，能够在后续氨气去除处

理过程中将氨转化为亚硝酸盐即可，具体如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  sp.)。

[0031]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具体是以养猪废水为接种物对生物滴滤池进行挂膜处理，

其中，所述养猪废水中NH4+-N浓度为600～1200mg·L-1，循环流速为4.8～5.2L·d-1，每24h

测定一次养猪废水中NH4+-N浓度，当所述NH4+-N转化率≥70％时，置换新的养猪废水；如此

运行10～25天后，所得出水中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生物滴滤池载体表面出现一

薄层生物膜，对所述生物膜上的菌群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优势菌种为氨氧化细菌，此时挂膜

结束，得到挂膜生物滴滤池。

[0032] 本发明提供淋洗液，所述淋洗液中金属阳离子包括Mg2+、Ca2+、Fe2+、Mn2+、Cu2+、Zn2+、

Ni2+和Co2+，所述淋洗液中碱度与氨气的摩尔比为1:(0.7～1.3)，所述淋洗液的pH值为6.0

～6.8。在本发明中，所述淋洗液中Mg2+的浓度为1.0～2.1mmol·L-1，Ca2+的浓度为0.2～

0.3mmol·L-1，Fe2+的浓度为0.018～0.036mmol·L-1，Mn2+的浓度为(3～5)×10-6mmol·L-1，

Cu2+的浓度为(1～2)×10-6mmol·L-1，Zn2+的浓度为(1.5～3.0)×10-6mmol·L-1，Ni2+的浓度

为(0.5～0.8)×10-6mmol·L-1，Co2+的浓度为(1.0～2.0)×10-6mmol·L-1；本发明对于所述

淋洗液中其它阳离子或阴离子的种类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离子即

可。

[0033] 本发明优选采用KH2PO4或NaHCO3调节所述淋洗液的碱度与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

比为1:(0.7～1.3)，并保证所述淋洗液的pH值为6.0～6.8。在本发明中，所述淋洗液中碱度

与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比优选为1:1，所述淋洗液的pH值优选为6.2～6.4。在本发明中，

所述碱度是指淋洗液中碱性物质的总和，具体测定方法是以强酸标准溶液滴定所述淋洗

液，至淋洗液pH值为4.3时所消耗的酸性物质的总和。

[0034] 本发明对于所述淋洗液的配制方法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

配制方法即可。

[0035] 本发明采用上述组成的淋洗液有利于使氨氧化细菌持续保持生长。

[0036] 得到挂膜生物滴滤池和淋洗液后，本发明在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采用所述淋

洗液淋洗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得到处理后气体和淋洗液出液；其中，所述氨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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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处理的操作参数包括：温度为24～26℃，气体空床时间为10～30s，所述淋洗液的滴滤速

度为0.05～0.07m·h-1，所述含氨废气中的氨气浓度为200～500ppmv；所述淋洗液出液中

NH4+-N与NO2--N的摩尔比为1：(0.7～1.3)，NO2--N与NO3--N的摩尔比≥4：1。在本发明中，所述

氨气去除处理的操作参数优选包括：温度为25℃，气体空床时间为15～25s，所述淋洗液的

滴滤速度为0.07m·h-1，所述含氨废气中的氨气浓度为300～400ppmv。本发明对于所述含氨

废气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来源的含氨废气即可；在本发明的

实施例中，具体是以模拟含氨废气为例进行所述氨气去除处理，所述模拟含氨废气中包括

空气和氨气，所述氨气的浓度为200～500ppmv。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运行时间优选为15～70天，更优选为20～60天。

在本发明中，所述氨气去除处理的运行时间具体是以通入含氨废气开始计。在本发明中，所

述氨气去除处理的运行时间受含氨废气中氨气浓度影响，具体的，相同操作条件下，当所述

含氨废气中氨气浓度低时，所需的氨气去除处理运行时间较短；当所述含氨废气中氨气浓

度高时，所需的氨气去除处理运行时间较长。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优选是根据所述含氨废

气中氨气浓度以及具体操作条件确定合适的运行时间。

[0038] 在本发明中，在所述氨气去除处理过程中，由于淋洗液中游离氨(NH3-N)对亚硝酸

氧化细菌(来自于养猪废水)的抑制，使得淋洗液出液中亚硝酸盐不断积累，进而使NO2--N与

NO3--N的摩尔比一直保持≥4：1，优选为(5～9)：1，且NH4+-N与NO2--N的摩尔比保持在1：(0.7

～1.3)，优选为1：(0.8～1.2)。

[0039] 在本发明中，完成所述氨气去除处理后，所得处理后气体中氨气的去除效率达到

80％，可以直接进行排放。

[0040] 得到淋洗液出液后，本发明以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

净化处理，得到氮气和净化淋洗液，将所述净化淋洗液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含

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在本发明中，所述净化处理优选在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

应器中进行。

[0041] 本发明在进行所述净化处理前，优选将厌氧氨氧化污泥接种到上流式厌氧氨氧化

污泥床反应器中进行活化28～32天；本发明对于所述厌氧氨氧化污泥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

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方式培养得到即可。

[0042] 本发明优选根据所述淋洗液出液的总氮量和厌氧氨氧化污泥的活性，选择合适的

厌氧氨氧化污泥接种量，保证所述淋洗液出液的总氮量与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应器

的总氮去除量相当；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厌氧氨氧化污泥的接种量优选为1～4L，更

优选为2～3L；所述厌氧氨氧化污泥的浓度优选为25～40gVSS/L，更优选为30～33gVSS/L。

[0043] 在本发明中，所述净化处理的操作参数优选包括：温度为24～26℃，水力停留时间

为10～15h，pH值为7.3～7.8；更优选包括：温度为25℃，水力停留时间为12h，pH值为7.4～

7.6。本发明优选采用硫酸或氢氧化钠溶液控制所述净化处理过程中淋洗液出液的pH值；本

发明对于所述硫酸和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浓

度、能够满足上述pH值要求即可。

[0044] 在本发明中，完成所述净化处理后，得到氮气和净化淋洗液；其中，所述氮气可以

直接排放；所述净化淋洗液中总氮去除效率大于94％，总氮去除速率为1.0～1.5kgN/m3/d，

能够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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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6] 实施例1

[004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含氨废气处理方法的流程图，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8] 以养猪废水为接种物对生物滴滤池(以聚氨酯泡沫为载体)进行挂膜处理，其中，

调节养猪废水中NH4+-N浓度为600mg·L-1，循环流速为5L·d-1，24h后测定NH4+-N浓度为

120mg·L-1(NH4+-N的转化效率为80％)，置换新的养猪废水；如此运行20天后，出水中NO2--N

与NO3--N的摩尔比为4：1，所述聚氨酯泡沫表面出现一薄层生物膜，对所述生物膜上的菌群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优势菌种为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  sp.)，此时挂膜结束，得到挂

膜生物滴滤池。

[0049] 配制淋洗液，所述淋洗液中各组分含量如下：MgSO4  0 .25g/L，CaCl2  0 .025g/L，

KH2PO4  2.0g/L，NaHCO3  1.25g/L，FeSO4  5×10-3g/L，ZnSO4·7H2O  0.43×10-6g/L，CuSO4·

5H2O  0.25×10-6g/L，NiCl2·6H2O  0.19×10-6g/L，CoCl2·6H2O  0.24×10-6g/L，MnCl2·

4H2O  0.99×10-6g/L；且所述淋洗液中碱度与模拟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比为1：1，pH值为

6.3。

[0050] 在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采用所述淋洗液淋洗模拟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

理，其中，所述模拟含氨废气中包括空气和氨气，所述氨气的浓度为250ppmv，所述挂膜后的

生物滴滤池的温度为25℃，气体空床时间为15s，淋洗液的滴滤速度为0.05m·h-1；运行20天

后，得到处理后气体和淋洗液出液，其中，所述处理后气体中氨气的去除效率达到88％(可

以直接排放)，所述淋洗液出液中NH4+-N浓度为320～340mg/L，NO2--N浓度为380～400mg/L，

NO3--N浓度为80～90mg/L。

[0051] 以预培养好的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接种量为3L，厌氧氨氧化污泥的浓度为

33gVSS/L)，将所述厌氧氨氧化污泥接种到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应器中进行活化30

天，然后在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应器中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其中，温度

为25℃，水力停留时间为0.5天，pH值为7.3～7.8；净化处理后得到氮气(可以直接排放)和

净化淋洗液，所述净化淋洗液中总氮去除效率大于94％，总氮去除速率为1.32～1.40kgN/

m3/d，将所述净化淋洗液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模拟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

理。

[0052] 实施例2

[0053] 以养猪废水为接种物对生物滴滤池(以聚氨酯泡沫为载体)进行挂膜处理，其中，

调节养猪废水中NH4+-N浓度为1200mg·L-1，循环流速为5L·d-1，72h后测定NH4+-N浓度为

220mg·L-1(NH4+-N的转化效率为82％)，置换新的养猪废水；如此运行20天后，出水中NO2--N

与NO3--N的摩尔比为4：1，所述聚氨酯泡沫表面出现一薄层生物膜，对所述生物膜上的菌群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优势菌种为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  sp.)，此时挂膜结束，得到挂

膜生物滴滤池。

[0054] 配制淋洗液，所述淋洗液中各组分含量如下：MgSO4  0 .25g/L，CaCl2  0 .025g/L，

KH2PO4  2.0g/L，NaHCO3  1.25g/L，FeSO4  5×10-3g/L，ZnSO4·7H2O  0.43×10-6g/L，Cu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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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2O  0.25×10-6g/L，NiCl2·6H2O  0.19×10-6g/L，CoCl2·6H2O  0.24×10-6g/L，MnCl2·

4H2O  0.99×10-6g/L；且所述淋洗液中碱度与模拟含氨废气中氨气的摩尔比为1：1，pH值为

6.3。

[0055] 在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采用所述淋洗液淋洗模拟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

理，其中，所述模拟含氨废气中包括空气和氨气，所述氨气的浓度为400ppmv，所述挂膜后的

生物滴滤池的温度为25℃，气体空床时间为30s，淋洗液的滴滤速度为0.07m·h-1；运行60天

后，得到处理后气体和淋洗液出液，其中，所述处理后气体中氨气的去除效率达到80％，所

述淋洗液出液中NH4+-N浓度为280～300mg/L，NO2--N浓度为250～270mg/L，NO3--N浓度为50

～60mg/L。

[0056] 以预培养好的厌氧氨氧化污泥为接种物(接种量为2L，厌氧氨氧化污泥的浓度为

30gVSS/L)，将所述厌氧氨氧化污泥接种到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应器中进行活化30

天，然后在上流式厌氧氨氧化污泥床反应器中对所述淋洗液出液进行净化处理，其中，温度

为25℃，水力停留时间为0.5天，pH值为7.4～7.6；净化处理后得到氮气(可以直接排放)和

净化淋洗液，所述净化淋洗液中总氮去除效率大于95％，总氮去除速率为1.02～1.09kgN/

m3/d，将所述净化淋洗液回用至所述挂膜生物滴滤池中对模拟含氨废气进行氨气去除处

理。

[005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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