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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

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利用海绵铁与沥青基碳短

切纤维作为铁碳微电解填料，采用压制后二次烧

结制得微电解填料块，海绵铁表面性能高，沥青

基碳短切纤维导电性能良好，韧性强，与海绵铁

压制烧结更加牢固不易破散，进而加强电解效

果。使用幕帘模块式结构使废水自上至下循环经

微电解处理，在微电解填料层间隔添加粗吸附脱

色层，减少海绵铁和碳分子筛的吸附作用，提高

微电解效率，最后使用深度脱色滤塔精滤吸附脱

色。本发明工艺环境友好、操作简便、脱色效率

高，适于大规模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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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微电解粗吸附处理：将印染废水加酸调节pH＝4-5后引入微电解反应器中，所述微

电解反应器中含有模块填料结构，所述的模块填料结构是由网格圆筒组成，直径为8-12cm，

模块填料结构包括数量比为2:1的微电解填料层和粗吸附脱色填料层，最上和最下两个网

格圆筒内部为粗吸附脱色填料层；将酸化后的印染废水在所述模块填料结构的填料层中自

上向下循环流动1-2h，水流速度为1-5m/min，按气水体积比为6-8:1进行曝气；

(2)光芬顿氧化处理：将曝气后的印染废水引入光芬顿反应器，测量废水中COD含量，以

料液比为1:300-400添加光催化剂，以与COD为3-3.5:1的质量比添加芬顿试剂，所述芬顿试

剂为H2O2和FeSO4·7H2O，其中H2O2与Fe2+的摩尔比为6-18∶1，打开紫外线光源照射反应30-

35min，反应温度为25-32℃；

(3)磁混凝处理：将光芬顿氧化处理后的废水引入混凝池，添加25-28mg/L的混凝剂和

占废水总质量0.01-0 .015％的超磁粉，搅拌3-5min，搅拌速率为200-250r/min，再添加

0.38-0.44mg/L的絮凝剂，搅拌1-3min，搅拌速率为60-80r/min，反应40-100min，使用磁分

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得到上清液；

(4)深度脱色处理：将所述的上清液引入深度脱色滤塔，调节pH至中性，得到达标的无

色净化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所述的微电解填料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0-45％海绵铁粉末、35-42％沥青

基碳短切纤维、余量为稀土氧化物粉末；所述海绵铁粉末的粒径为60-80目，所述沥青基碳

短切纤维的长度为3-10mm，所述稀土氧化物粉末的粒径为80-100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稀土氧化物粉末为Ce2O、La2O3、Gd2O3中的任意一种或混合几种。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微电解填料层的制备方法为：第一步将上述成分按所述重量百分比称取混合均匀

后，在压模机中挤压成φ10×12cm的圆柱体，挤压力为200-220KN；第二步将所述圆柱体在

隔绝空气的环境下，先在50-70℃低温烘干成型，时间为4-5h，然后采用二次烧结法，先迅速

升温至950-1000℃，烧结1.5-2h，后降至450-550℃保温2-3h，冷却后成型即得微电解填料。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所述的粗吸附脱色填料层是由以下重量组分组成：30-40份秸秆、20-25份稻草、

15-20份果壳、25-35份硅藻土、10-12份陶粒、3-5份胶黏剂，将以上重量组分混合后在压模

机中压制成直径为5cm的球形，即得粗吸附脱色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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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

废水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印染行业是用水量较大的工业行业，由于各类纺织印染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均

是以水为媒介进行湿法加工，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印染废水具有色度大、有机污染物含量高、

水质水量变化大等特点，属于难处理的工业废水之一。

[0003] 印染废水水质随着纤维种类和加工工艺的不同而异，污染物组分差异也很大。印

染工艺的程序长、工序多，即使每道工序产生的废水水量和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其产生废

水的工序包括：退浆、煮练、漂白、丝光、染色、印花、整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印染废水越来越难以处理，因此对于印染废水处理工艺的研究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004] 印染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两类。生物法处理印染废水具

有运行成本低，操作管理简便等特点，但是生物法难以彻底处理印染废水中的难降解物质。

物理化学方法处理印染废水可以有效的去处废水中的难降解有机物及无机物质，使印染废

水达到排放标准，但是处理设备易腐蚀损耗，运行管理费用很高。因此，单一的处理方法很

难使印染废水达到较好的处理效果，目前多采用物理化学法与生物法相结合的工艺处理印

染废水。

[0005] 目前，水资源的紧缺及污染物的排放，已成为印染行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随着排

放标准的日趋严格、水费的不断上涨以及排污费的日益提高，纺织印染行业越来越重视清

洁生产，印染废水的回用逐渐引起重视。但是，由于印染废水的水量大，深度处理工艺复杂，

运行管理不便，使得印染废水回用的费用很高，影响了技术的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

的方法。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8] (1)微电解粗吸附处理：将印染废水加酸调节pH＝4-5后引入微电解反应器中，微

电解反应器中含有模块填料结构，模块填料结构是由网格圆筒组成，直径为8-12cm，模块填

料结构包括数量比为2:1的微电解填料层和粗吸附脱色填料层，最上和最下两个网格圆筒

内部为粗吸附脱色填料层；将酸化后的印染废水在模块填料结构的填料层中自上向下循环

流动1-2h，水流速度为1-5m/min，按气水体积比为6-8:1进行曝气；由于是印染废水，废水颜

色偏重，在微电解填料层间隔添加粗吸附脱色层，减少海绵铁和碳分子筛的吸附作用，提高

微电解效率，网格圆筒两端可活动，填料可从网格圆筒可活动两端进行挤推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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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光芬顿氧化处理：将曝气后的印染废水引入光芬顿反应器，测量废水中COD含

量，以料液比为1:300-400添加光催化剂，以与COD为3-3.5:1的质量比添加芬顿试剂，芬顿

试剂为H2O2和FeSO4·7H2O，其中H2O2与Fe2+的摩尔比为6-18∶1，打开紫外线光源照射反应30-

35min，反应温度为25-32℃；

[0010] (3)磁混凝处理：将光芬顿氧化处理后的废水引入混凝池，添加25-28mg/L的混凝

剂和占废水总质量0.01-0.015％的超磁粉，搅拌3-5min，搅拌速率为200-250r/min，再添加

0.38-0.44mg/L的絮凝剂，搅拌1-3min，搅拌速率为60-80r/min，反应40-100min，使用磁分

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得到上清液；

[0011] (4)深度脱色处理：将的上清液引入深度脱色滤塔，调节pH至中性，得到达标的无

色净化水。

[0012] 进一步的，步骤(1)的微电解填料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0-45％海绵铁粉末、

35-42％沥青基碳短切纤维、余量为稀土氧化物粉末；海绵铁粉末的粒径为60-80目，沥青基

碳短切纤维的长度为3-10mm，稀土氧化物粉末的粒径为80-100目，海绵铁杂质含量少，比表

面积大，表面性能高，沥青基碳短切纤维导电性能良好，韧性高，与海绵铁压制烧结更加牢

固。

[0013] 进一步的，的稀土氧化物粉末为Ce2O、La2O3、Gd2O3中的任意一种或混合几种，起到

催化电解的作用。

[0014] 进一步的，微电解填料层的制备方法为：第一步将上述成分按重量百分比称取混

合均匀后，在压模机中挤压成φ10×12cm的圆柱体，挤压力为200-220KN；第二步将圆柱体

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先在50-70℃低温烘干成型，时间为4-5h，然后采用二次烧结法，先迅

速升温至950-1000℃，烧结1.5-2h，后降至450-550℃保温2-3h，冷却后成型即得微电解填

料块，采用压制后低温烘干后二次烧结使得微电解填料块更易定型，且牢固不易破散。

[0015] 进一步的，步骤(1)的粗吸附脱色填料层是由以下重量组分组成：30-40份秸秆、

20-25份稻草、15-20份果壳、25-35份硅藻土、10-12份陶粒、3-5份胶黏剂，将以上重量组分

混合后在压模机中压制成直径为5cm的圆柱体，即得粗吸附脱色填料，由廉价材料制作的粗

吸附脱色填料具有成本低、粗吸附性能良好等特点。

[0016] 进一步的，步骤(4)的深度脱色滤塔的填充介质从上之下依次为20％蜂窝陶瓷、

25％沸石、20％均孔胺基脱色树脂、35％活性炭、超滤膜，均孔胺基脱色树脂粒径为15-25

目，超滤膜的平均膜通量为10-12LMH，多层深度过滤吸附脱色达到净化效果。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利用海绵铁与沥青基碳短切纤维作

为铁碳微电解填料的主要成分，采用压制后低温烘干后二次烧结制得微电解填料块，其中，

海绵铁杂质含量少，比表面积大，表面性能高，沥青基碳短切纤维导电性能良好，韧性高，与

海绵铁压制烧结更加牢固不易破散，进而加强电解效果。使用幕帘模块式结构使废水自上

至下循环经微电解处理，在微电解填料层间隔添加粗吸附脱色层，减少海绵铁和碳分子筛

的吸附作用，提高微电解效率，填料从网格圆筒可活动两端进行挤推替换，最后使用深度脱

色滤塔精滤吸附脱色。本发明工艺环境友好、操作简便、脱色效率高，适于大规模工业化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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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便于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为例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实施

例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

[0019] 实施例1：

[0020] 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微电解粗吸附处理：将印染废水加酸调节pH＝4后引入微电解反应器中，微电

解反应器中含有模块填料结构，模块填料结构包括数量比为2:1的微电解填料层和粗吸附

脱色填料层，将酸化后的印染废水在模块填料层中自上向下循环流动1h，水流速度为1m/

min，按气水体积比为6:1进行曝气；进一步的，模块填料结构是由网格圆筒组成，直径为

8cm，网格圆筒两端可活动，最上和最下两个网格圆筒内部为粗吸附脱色填料层。由于是印

染废水，废水颜色偏重，在微电解填料层间隔添加粗吸附脱色层，减少海绵铁和碳分子筛的

吸附作用，提高微电解效率，填料可从网格圆筒可活动两端进行挤推替换。其中，的微电解

填料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38％沥青基碳短切纤维、57％海绵铁粉末、5％稀土氧化物粉

末，沥青基碳短切纤维长度为3mm，海绵铁粉末粒径为60目，稀土氧化物粉末粒径为80目，海

绵铁杂质含量少，比表面积大，表面性能高，沥青基碳短切纤维导电性能良好，韧性高，与海

绵铁压制烧结更加牢固。其中，的稀土氧化物粉末为Ce2O、La2O3、Gd2O3中的任意一种或混合

几种，起到催化电解的作用。其中，微电解填料层的制备方法为：第一步将上述成分按重量

百分比称取混合均匀后，在压模机中挤压成φ10×12cm的圆柱体，挤压力为200KN；第二步

将圆柱体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先在50℃低温烘干成型，时间为4h，然后采用二次烧结法，

先迅速升温至950℃，烧结1.5h，后降至450℃保温2h，冷却后成型即得微电解填料块，采用

压制后低温烘干后二次烧结使得微电解填料块更易定型，且牢固不易破散。其中，的粗吸附

脱色填料层是由以下重量组分组成：30份秸秆、20份稻草、15份果壳、25份硅藻土、10份陶

粒、3份胶黏剂，将以上重量组分混合后在压模机中压制成直径为5cm的圆柱体，即得粗吸附

脱色填料，由廉价材料制作的粗吸附脱色填料具有成本低、粗吸附性能良好等特点。

[0022] (2)光芬顿氧化处理：将曝气后的印染废水引入光芬顿反应器，测量废水中COD含

量，以料液比为1:300添加光催化剂，以与COD为3:1的质量比添加芬顿试剂，芬顿试剂为H2O2

和FeSO4·7H2O，其中H2O2与Fe2+的摩尔比为6∶1，打开紫外线光源照射反应30min，反应温度

为25℃；

[0023] (3)磁混凝处理：将光芬顿氧化处理后的废水引入混凝池，添加25mg/L的混凝剂和

占废水总质量0.01％的超磁粉，搅拌3min，搅拌速率为200r/min，再添加0.38mg/L的絮凝

剂，搅拌1min，搅拌速率为60r/min，反应40min，使用磁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得到上清液；

[0024] (4)深度脱色处理：将的上清液引入深度脱色滤塔，调节pH至中性，得到达标的无

色净化水。其中，的深度脱色滤塔的填充介质从上之下依次为20％蜂窝陶瓷、25％沸石、

20％均孔胺基脱色树脂、35％活性炭、超滤膜，均孔胺基脱色树脂粒径为15目，超滤膜的平

均膜通量为10LMH，多层深度过滤吸附脱色达到净化效果。

[0025] 实施例2：

[0026] 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微电解粗吸附处理：将印染废水加酸调节pH＝4.5后引入微电解反应器中，微

电解反应器中含有模块填料结构，模块填料结构包括数量比为2:1的微电解填料层和粗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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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脱色填料层，将酸化后的印染废水在模块填料层中自上向下循环流动1.5h，水流速度为

3m/min，按气水体积比为7:1进行曝气；进一步的，步骤(1)模块填料结构是由网格圆筒组

成，直径为10cm，网格圆筒两端可活动，最上和最下两个网格圆筒内部为粗吸附脱色填料

层。采用幕帘模块式结构使废水自上至下循环经微电解处理，由于是印染废水，废水颜色偏

重，在微电解填料层间隔添加粗吸附脱色层，减少海绵铁和碳分子筛的吸附作用，提高微电

解效率，填料可从网格圆筒可活动两端进行挤推替换。其中，的微电解填料层按重量百分比

计，包括42％沥青基碳短切纤维、50％海绵铁粉末、8％稀土氧化物粉末，沥青基碳短切纤维

长度为6mm，海绵铁粉末粒径为70目，稀土氧化物粉末粒径为90目，海绵铁杂质含量少，比表

面积大，表面性能高，沥青基碳短切纤维导电性能良好，韧性高，与海绵铁压制烧结更加牢

固。其中，的稀土氧化物粉末为Ce2O、La2O3、Gd2O3中的任意一种或混合几种，起到催化电解的

作用。其中，微电解填料层的制备方法为：第一步将上述成分按重量百分比称取混合均匀

后，在压模机中挤压成φ10×12cm的圆柱体，挤压力为210KN；第二步将圆柱体在隔绝空气

的环境下，先在60℃低温烘干成型，时间为4.5h，然后采用二次烧结法，先迅速升温至980

℃，烧结1.5h，后降至500℃保温2.5h，冷却后成型即得微电解填料块，采用压制后低温烘干

后二次烧结使得微电解填料块更易定型，且牢固不易破散。其中，的粗吸附脱色填料层是由

以下重量组分组成：35份秸秆、22份稻草、17份果壳、30份硅藻土、11份陶粒、4份胶黏剂，将

以上重量组分混合后在压模机中压制成直径为5cm的圆柱体，即得粗吸附脱色填料，由廉价

材料制作的粗吸附脱色填料具有成本低、粗吸附性能良好等特点。

[0028] (2)光芬顿氧化处理：将曝气后的印染废水引入光芬顿反应器，测量废水中COD含

量，以料液比为1:350添加光催化剂，以与COD为3.2:1的质量比添加芬顿试剂，芬顿试剂为

H2O2和FeSO4·7H2O，其中H2O2与Fe2+的摩尔比为12∶1，打开紫外线光源照射反应32min，反应

温度为30℃；

[0029] (3)磁混凝处理：将光芬顿氧化处理后的废水引入混凝池，添加27mg/L的混凝剂和

占废水总质量0.012％的超磁粉，搅拌4min，搅拌速率为220r/min，再添加0.40mg/L的絮凝

剂，搅拌2min，搅拌速率为70r/min，反应70min，使用磁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得到上清液；

[0030] (4)深度脱色处理：将的上清液引入深度脱色滤塔，调节pH至中性，得到达标的无

色净化水。其中，的深度脱色滤塔的填充介质从上之下依次为20％蜂窝陶瓷、25％沸石、

20％均孔胺基脱色树脂、35％活性炭、超滤膜，均孔胺基脱色树脂粒径为20目，超滤膜的平

均膜通量为11LMH，多层深度过滤吸附脱色达到净化效果。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微电解-光芬顿高级氧化处理印染废水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微电解粗吸附处理：将印染废水加酸调节pH＝5后引入微电解反应器中，微电

解反应器中含有模块填料结构，模块填料结构包括数量比为2:1的微电解填料层和粗吸附

脱色填料层，将酸化后的印染废水在模块填料层中自上向下循环流动2h，水流速度为5m/

min，按气水体积比为8:1进行曝气；进一步的，模块填料结构是由网格圆筒组成，直径为

12cm，网格圆筒两端可活动，最上和最下两个网格圆筒内部为粗吸附脱色填料层。采用幕帘

模块式结构使废水自上至下循环经微电解处理，由于是印染废水，废水颜色偏重，在微电解

填料层间隔添加粗吸附脱色层，减少海绵铁和碳分子筛的吸附作用，提高微电解效率，填料

可从网格圆筒可活动两端进行挤推替换。其中，的微电解填料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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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基碳短切纤维、13％稀土氧化物粉末、45％海绵铁粉末，沥青基碳短切纤维长度为

10mm，海绵铁粉末粒径为80目，稀土氧化物粉末粒径为100目，海绵铁杂质含量少，比表面积

大，表面性能高，沥青基碳短切纤维导电性能良好，韧性高，与海绵铁压制烧结更加牢固。其

中，的稀土氧化物粉末为Ce2O、La2O3、Gd2O3中的任意一种或混合几种，起到催化电解的作用。

其中，微电解填料层的制备方法为：第一步将上述成分按重量百分比称取混合均匀后，在压

模机中挤压成φ10×12cm的圆柱体，挤压力为220KN；第二步将圆柱体在隔绝空气的环境

下，先在70℃低温烘干成型，时间为5h，然后采用二次烧结法，先迅速升温至1000℃，烧结

2h，后降至550℃保温3h，冷却后成型即得微电解填料块，采用压制后低温烘干后二次烧结

使得微电解填料块更易定型，且牢固不易破散。其中，的粗吸附脱色填料层是由以下重量组

分组成：40份秸秆、25份稻草、20份果壳、35份硅藻土、12份陶粒、5份胶黏剂，将以上重量组

分混合后在压模机中压制成直径为5cm的圆柱体，即得粗吸附脱色填料，由廉价材料制作的

粗吸附脱色填料具有成本低、粗吸附性能良好等特点。

[0034] (2)光芬顿氧化处理：将曝气后的印染废水引入光芬顿反应器，测量废水中COD含

量，以料液比为1:400添加光催化剂，以与COD为3.5:1的质量比添加芬顿试剂，芬顿试剂为

H2O2和FeSO4·7H2O，其中H2O2与Fe2+的摩尔比为18∶1，打开紫外线光源照射反应35min，反应

温度为32℃；

[0035] (3)磁混凝处理：将光芬顿氧化处理后的废水引入混凝池，添加28mg/L的混凝剂和

占废水总质量0.015％的超磁粉，搅拌5min，搅拌速率为250r/min，再添加0.44mg/L的絮凝

剂，搅拌3min，搅拌速率为80r/min，反应100min，使用磁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得到上清液；

[0036] (4)深度脱色处理：将的上清液引入深度脱色滤塔，调节pH至中性，得到达标的无

色净化水。其中，的深度脱色滤塔的填充介质从上之下依次为20％蜂窝陶瓷、25％沸石、

20％均孔胺基脱色树脂、35％活性炭、超滤膜，均孔胺基脱色树脂粒径为25目，超滤膜的平

均膜通量为12LMH，多层深度过滤吸附脱色达到净化效果。

[0037] 尽管已参照其具体实施方案描述和阐明了本发明，但本领域技术人员会认识到，

可以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对其作出各种改变、修改和取代。因此，本发明

意在仅受下列权利要求的范围限制且这些权利要求应在合理的程度上尽可能广义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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