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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al

重金属吸附

pH 的影响&接触时间

传统去除和吸附重金属的方式包括离子交换，反渗透和活

性碳等，这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应用，但是再生的成本很

高。高浓度浓缩物和活化过程限制了其运用。

工业废水和金属弃置引起的水污染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冶

金工厂、矿业、电池加工和印染业排放工业废水，造成重

金属污染。这些废水是酸性的，含有镉，铅，铜，铬，

镍。有毒金属，出现在地表、低下水中。因此，Watch

Water 发明了 Crystolite 微滤介质来防止这些重金属进入

我们的食物链。吸附剂价格低廉，可以用 OXYDES 或者

OXYDES-P 再生。

Crystolite
Microfiltration Media

Watch Water 拥有先进的吸附和铁锰过滤技术，并发明了

一项新的工业用水和废水处理方法。

Crystolite 的表面积为 600-620m2/g。这个值与普通活性

碳相比是一样高的。化学成分为 Al2O3FeO3CaO 和 SiO2。

能够去除 Cu2+和 Zu2+离子是因为它能分解水中的离子并

在不添加化学物质的情况下提高 pH。它对所有金属的吸收

速率都相当快，在平衡条件下，浓度为 15 mg/L 时吸收

98%的铜和 95%的锌。

总而言之，所有的废水，饮用水都能够以一种简单经济的

方式用 Crystolite 介质处理：降低 SDI，去除铵，吸附重

金属。系统设计请见第三页。

使用 OXYDES & OXYDES-P 可多次再生，使

用寿命长（预计 10 –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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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olite 过滤介质是一种非常坚固、寿命长、可反冲洗的

过滤介质。满足所有工业、市政、住宅和水再利用等应用的

需要。这种独特的高容量介质旨在减少昂贵的材料和塑料过

滤器外壳的浪费，是微滤膜的替代品。

技术
在压力容器中使用 Crystolite 可以提供微滤效果。当悬浮固

体保持在介质的最高表面积上时，Crystolite 允许水流过介

质层顶部的分配器，仅让干净的水流过介质。

Crystolite 可以用来过滤 0.5 微米的物质而不堵塞。它允许

所有悬浮固体堆积在介质表面，并且通过反冲洗排出。该系

统可设计为手动反冲洗或自动反冲洗循环，反冲洗周期最长

10 分钟，比任何传统的无烟煤或复合过滤介质用水量减少

80%，这是因为 90%的固体被捕获在表面，而不是在

Crystolite 介质床内。这一结果是如果过滤可以将固体和颗

粒过滤到亚微米级别，其流速是所有传统过滤器的 10 至 15

倍，反冲洗水量减少 80%。

应用
 去除氨氮 去除

微量重金属

 RO 预处理 & RO 水回收

 电站

 钢铁

 高固含量废水

 0 排放：冷却塔、锅炉水

 泳池

 工厂循环：电镀工艺、印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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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OLITETM
Microfiltration Media

Ammonium
removal

去除铵

设计一个

CRYSTOLITE 微滤系统
基于 Crystolite 技术去除固体和 SDI 的系统与

砂、无烟煤或复合介质过滤系统非常相似，其

中管道、阀门和压力容器以相同的方式安装。

但是 Crystolite 系统由于更高的过滤速率而更

加紧凑，可以轻松实现 20 至 25 床体积。反冲

洗水收集在浓缩池中。通常， 90% 的给水和

10%的反冲洗水通过 Crystolite 系统。

浓缩物可循环使用多达 10 次，并用给水重新

稀释。固体浓缩物保持在浓缩物罐的底部。固

相浓度保持在 3-5%，多余的固相被送去压滤

机处理。所需 Crystolite 的量取决于所需系统

的总流量，压力容器通常与 20 个压力容器平

行放置。

CRYSTOLITE 系统

 高过滤率

 对重金属有抗性

 连续运作

 操作、维护、控制简单

 寿命 10-15 年

 pH 环境 3 到 12

 耐热高达 80°C

降低 SDI
当反渗透或超滤使用 Crystolite 降低 SDI 时，

Crystolite 将显著改进工艺，使超滤或反渗透

膜寿命更长、清洗周期更少、化学品成本更

低、防垢剂和膜堵塞更少。Crystolite 提供更

好的过滤和成本效益，能够替代每周或每天需

要更换的过滤材料。

0.5 微米的 Crystolite 为广泛的膜系统提供了

一种紧凑的替代方案，而膜系统需要极高的电

气和化学成本。Crystolite 可以处理具有高固

体浓度的工艺流程，对其他基于砂或复合介质

过滤的技术而言是一个挑战。

简介
从水和废水中去除铵离子依赖于接触时间、pH 和

Katalox-Light 产生的初始氨等参数。pH 值对铵离

子去除效果有显著影响。

铵离子 → NH +

氨→ NH3 (g)

铵 [NH+]是正离子，是弱碱性氨 [NH3(G)]的共轭

酸。当氨溶于水(H2O)时，它与水分子反应，根据

反应生成铵：

NH3 (g) + H2O ↔ NH4 + OH-

由于 Katalox Light 具有分解水成为 H+、OH-的能

力，pH 变为 9.5，其中铵转变为氨(NH3)气体，这在

4 至 5 分钟的第一个 EBCT 内迅速发生。Crystolite

对铵离子的去除能力随着 pH 和铵离子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去除氨氮的最佳 pH 为 8.5-9.0。

再生/解吸附
负载铵的 Crystolite 可以通过在用 Oxydes 溶液制成

的高 pH 溶液（pH 10-11.5）中完全再生，可直接进

行化学清洗和解吸/再生。100 升的 Crystolite 需要

100 克的 Oxydes。

注意：如果没有应用 Katalox Light，那么在给水入

口处 pH 随 NaOH 增加的反应将会停止。pH 必须超

过 8.5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注 ： 当 pH<7 时 ， 95% 以 上 的 铵 以 电 离 形 式

(NH4+)存在，当 pH 接近 9 时，仅有约 5%的铵以

电离形式存在。上图描述了铵在 Crystolite 微滤介

质 上 的 吸 附 是 pH 的 从 属 过 程 。

在 pH 8.5-9.5 范围内，介质中的 NH4 总容量为

250 mg/升。与沸石相比，Crystolite 的吸附容量

高出一倍，吸附速率快。

使用 Oxydes 溶液对耗尽的 Crystolite

进行解吸以再生吸附剂，所述 Oxydes

溶液在 pH 11-12 下由 5%的溶液强度

制成。为了再生介质，氧化剂的再生

溶液被以向上流动的方向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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