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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将复合

材料分散至废水中，调节pH值至5.0-9.0，然后加

入过硫酸盐溶液，常温振荡至反应结束后固液分

离，所述复合材料为铁水尾渣与聚氨酯废料的聚

合物。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复合材料制备方

便、工艺流程简单，环境友好，二次污染小，去除

率高，不需要消耗额外能量，降低了成本，具有广

阔的实际应用前景，能够工程化推广应用于有机

废水深度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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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复合材料分散至废水中，调节pH值至5.0-

9.0，然后加入过硫酸盐溶液，常温振荡至反应结束后固液分离，所述复合材料为铁水尾渣

与聚氨酯废料的聚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具体制备

方法为，将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混合，在90-110℃温度下，利用机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

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条件下于600-800℃处理2-4h，退火后即得

到复合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在100℃

温度下利用机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条件

下于700℃处理3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在染料废

水中的投放量为4-10g/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硫酸盐为过硫

酸钠、过硫酸钾、过二硫酸钠或过二硫酸钾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尾渣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过硫酸盐溶液浓度为0.5-2.5mmol/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尾渣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振

荡频率为150-250r/min，振荡时间为5-60min。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铁水尾渣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振

荡频率为200r/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水尾渣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染料废水为偶氮类或醌亚胺类染料废水，浓度为5-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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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废水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染料废水具有水量大、温度高、有机物浓度高、成分复杂等特点，属于生物降解性

较差的工业废水。现阶段，如何实现染料废水的合理降解，达标排放已成为制约染料行业可

持续性发展的因素。

[0003] 铁水尾渣是炼钢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它由生铁熔炼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氧化物以

及这些氧化物与溶剂反应生成的盐类组成。其比表面积较大，含有多种成分：SiO2  15％-

17％，CaO  40％-50％，FeO和Fe2O3  12％-16％，Fe  6％-8％，Al2O3  3％-5％，MgO  3％-5％。

铁水尾渣目前主要作为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将占用大量土地，且会造成大气、水系的污染

危害。聚氨酯广泛用于泡沫塑料、涂料、橡胶等多个方面，在生产生活中废弃的聚氨酯主要

以填埋方式去除，降解效率低、占地多，造成二次环境污染。

[0004] 目前，虽然采用一些诸如吸附、光化学、电化学、高级氧化等深度处理方式降解染

料废水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活性炭吸附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吸附饱和后形成二次污染

及再生问题比较突出；而光化学、电化学等高级氧化技术由于处理成本、能耗高、反应效率

低等因素的制约，限制其在染料废水处理中应用与推广。当前，过硫酸盐活化法产生硫酸根

自由基，可以用于难生物降解物质的去除。常见的激活方法包括热活化、紫外光活化、过渡

金属及炭活化等，但热活化和紫外光活化需要耗费大量能量，而直接利用过渡金属催化剂

会产生较多的金属污泥，增加后续处理成本。因此，本发明利用铁水尾渣和废弃聚氨酯塑料

制备复合材料，并用其吸附-催化过硫酸盐降解染料废水有望解决上述耗能和污泥的问题。

[0005] 中国专利CN102963950B公开了一种利用钢渣处理染料废水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下

述步骤：在紫外光源照射下，将染料废水、钢渣和过硫酸盐混合并搅拌均匀后获得混合液。

该方法需要在紫外可见光的照射下才能进行反应，对光源有要求，而且电耗严重。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利用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低

成本地合成复合材料，并将其用于去除染料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复合材料分散至废水中，调节pH值至5.0-

9.0，然后加入过硫酸盐溶液，常温振荡至反应结束后固液分离，所述复合材料为铁水尾渣

与聚氨酯废料的聚合物。

[0009] 优选地，所述复合材料具体制备方法为，将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混合，在90-110

℃温度下，利用机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

条件下于600-800℃处理2-4h，退火后即得到复合材料。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复合材料在100

℃温度下利用机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混合物在惰性气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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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于700℃处理3h。铁水尾渣为钢铁工业的副产品，含有大量金属离子，可促进催化氧化

反应的进行；聚氨酯为生产生活中产生的聚氨酯废料，在高温下成炭，大大提高材料的吸附

和催化性。

[0010] 优选地，所述的铁水尾渣复合材料在染料废水中的投放量为4-10g/L，此投放量下

对难生物降解物质的降解率显著。

[0011] 优选地，所述的过硫酸盐为过硫酸钠、过硫酸钾、过二硫酸钠、过二硫酸钾中的一

种或几种混合物，具有强氧化性，可在复合材料的表面产生具有强氧化性的硫酸根自由基

或羟基自由基快速降解难降解有机物分子。

[0012] 优选地，所述的过硫酸盐溶液浓度为0.5-2.5mmol/L，此浓度下的难生物降解物质

的降解率显著。

[0013] 优选地，振荡频率为150-250r/min，振荡时间为5-60min，进一步优选地，振荡频率

为200r/min。

[0014] 优选地，所述的染料废水为偶氮类或醌亚胺类染料废水，浓度为5-20mg/L。

[0015]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方法工艺过程简单，环境友好，

二次污染小，去除率高，不需要消耗额外能量，包括超声、光和电。降低了成本，具有广阔的

实际应用前景，能够工程化推广应用于染料废水深度处理中。在本发明中，利用金属离子催

化过硫酸盐的氧化反应去除染料废水中的难生物降解物质，其中金属离子如Fe2+在炭表面

对过硫酸盐有一定的激发作用，产生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可由如下反应式表示：

[0016] S2O82-+2Fe2+→2Fe3++2SO4·-

[0017] S2O82-+Fe2+→Fe3++SO42-+SO4·-

[0018] Fe2++SO4·-→Fe3++SO42-

[0019] SO4·-+OH-→SO42-+OH·
[0020] Carbon  surface-OOH+S2O82-→SO4·-+Carbon  surface-OO·+HSO4-

[0021] Carbon  surface-OOH+S2O82-→SO4·-+Carbon  surface-O·+HSO4-

[0022] 本专利未引入光源，减少处理成本，同时，本专利利用铁水尾渣和废聚氨酯塑料制

备的复合材料，大大提高了材料吸附染料污染物性能，同时复合材料中可以在表面高效催

化过硫酸盐，形成羟基自由基和硫酸根自由基，制备的复合材料与工艺有望去除染料废水，

且对不同成分的染料废水有不同的去除效果，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尾渣表面产生具有

强氧化性的硫酸根自由基或羟基自由基快速降解难降解有机物分子，既减少了冶金废料的

处理堆放成本、重金属废渣、废塑料的降解的危害，又实现染料废水的有效降解，达到了一

举多得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4g/L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1的实验效果图；

[0024] 图2为5g/L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1的实验效果图；

[0025] 图3为10g/L复合材料去除染料废水2的实验效果图；

[0026] 图4为不同浓度复合材料吸附染料废水1的实验效果图；

[0027] 图5为不同浓度复合材料吸附染料废水2的实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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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将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混合，在100℃温度下，利用机

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条件下于700℃处

理3h，退火后得到复合材料。称取复合材料0.4g分散至99mL亚甲基蓝染料废液(染料废水1)

中，溶液浓度为10mg/L，一组加入1mL溶液浓度为50m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另一组加入等

量的水。常温振荡，控制振荡频率为200r/min，一定时间间隔取一定体积溶液固液分离后测

定其吸光度值。经测定，60min后，复合材料吸附染料废水1的降解率为6.27％；复合材料激

活过硫酸盐溶液降解染料废水1的降解率达到为63.3％，如图1所示。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将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混合，在90℃温度下，利用机械

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条件下于800℃处理

2h，退火后得到复合材料。称取复合材料0.5g分散至99mL亚甲基蓝染料废液(染料废水1)

中，溶液浓度为5mg/L，一组加入1mL溶液浓度为50mmol/L的过二硫酸钾溶液，另一组加入等

量的水。常温振荡，控制振荡频率为200r/min，一定时间间隔取一定体积溶液固液分离后测

定其吸光度值。经测定，60min后，复合材料吸附染料废水1的降解率为13.7％；复合材料激

活过硫酸盐溶液降解染料废水1的降解率为36.8％。如图2所示。

[0033] 实施例3

[0034] 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将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混合，在110℃温度下，利用机

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条件下于600℃处

理2h，退火后得到复合材料。称取复合材料1g分散至95mL甲基橙染料废液(染料废水2)中，

溶液浓度为20mg/L，一组加入5mL溶液浓度为50m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另一组加入等量的

水。常温振荡，控制振荡频率为200r/min，一定时间间隔取一定体积溶液固液分离后测定其

吸光度值。经测定，60min后，复合材料吸附染料废水2的降解率为36.8％；复合材料激活过

硫酸盐溶液降解染料废水2的降解率为64.6％。如图3所示。

[0035] 实施例4

[0036] 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将铁水尾渣和聚氨酯废料混合，在105℃温度下，利用机

械搅拌将它们混合均匀并完成固化处理，将固化后的聚合物在惰性气氛条件下于750℃处

理3.5h，退火后得到复合材料。称取不同质量的复合材料分别分散至100mL，5mg/L染料废水

1和15mg/L染料废水2中，常温振荡，控制振荡频率为200r/min，一定时间间隔取一定体积溶

液固液分离后测定其吸光度值。复合材料对染料废水1、染料废水2的吸附实验表明，复合材

料对染料废水具有一定的吸附富集作用。60min后，8mg/L的复合材料反应对5mg/L的染料废

水1的吸附率为10.3％，对15mg/L染料废水2的吸附率达到31.0％。在复合材料表面的吸附

既能降低溶液中染料废水的浓度，同时通过富集手段提高了尾渣表面污染物浓度，有利于

后续复合材料催化过硫酸盐氧化降解染料废水，如图4、5所示。

[0037]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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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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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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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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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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