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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Fe0/PDS体系处理染料废水的方

法。为克服Fe2+活化过硫酸盐（PDS）过程中存在

的缺陷，本发明采用Fe0作为Fe2+的来源，从而间

接实现对过硫酸盐的反应。无论好氧/厌氧条件

下，都可以实现Fe0向Fe2+的转化。有利于提高对

污染物的降解率。Fe0活化体系不仅能提高对污

染物的降解，而且Fe0构建的非均相体系，不会造

成大量的铁离子溶于水体造成二次污染；Fe0可

以进行过滤、回收再利用，可以降低废水处理的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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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Fe0/PDS体系处理染料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取60  mg罗丹明B试剂溶于烧杯，然后转移至500  mL容量瓶，用蒸馏水多次冲洗烧杯

并将水溶液转移到容量瓶中，最后将容量瓶中的溶液稀释到刻度线，配制罗丹明B储备液；

（2）量取液50  mL罗丹明B储备液于200  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线，制成30  mg/L的罗

丹明B溶液，并转入烧杯中，再利用H2SO4和NaOH调节溶液的pH值分别为3~9，然后将溶液转入

锥形瓶中，放入恒温震荡箱，并加入0.25~1.0g/L的Fe0，1~3g/L的过硫酸钾（PDS），反应温度

为25~60℃；

（3）分别在0、5、10、30、45、60、90  min取罗丹明B水样2  mL，并加入1  mL的甲醇淬灭水样

中的活性自由基终止反应，避免自由基继续降解罗丹明B，影响水样结果的测定，经0.45 μm

的针孔滤膜过滤后测定浓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Fe0/PDS体系处理染料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2）、（3）中罗丹明B仅作为染料废水的代表物，利用分光光度计在最大吸收波长558  nm

处测定，确定水样的吸光度，利用标准曲线计算出对应的染料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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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Fe0/PDS体系处理染料废水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染料废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作为染料生产大国，染料废水污染现状严峻。染料色度大、毒性高，成分复杂、

可生化性差，水质水量变化大，处理难度大等特点，若未经处理达标直接排放，不仅会破坏

水体的生态环境，而且会危害人体健康，限制工农业的发展。染料废水治理的突出问题主要

在于废水脱色以及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根据染料废水处理技术的原理，现有的染料

废水处理方法大致分为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及一些组合工艺等。传统的高级氧化技术是

以·OH为主要活性物质。近年来，过硫酸盐高级氧化技术成为研究热门。过硫酸盐高级氧化

技术是以硫酸根自由基（SO4-·）为主要活性物质，SO4-·氧化还原电位为2.5-3.1  V，远高

于·OH的氧化还原电位电位（1.8-2.7  V）。常温常压下的过硫酸盐相对稳定，SO4-·主要通

过特定的活化方式使得过硫酸盐中的氧氧键（-O-O-）断裂生成的。

发明内容

[0003] 现有的活化方式均能有效活化过硫酸盐产生SO4-·降解有机污染物，然而在实际

工程应用中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如热活化、光活化、微波活化需要额外的热能、光能等能

量供应，反应条件苛刻，运行成本较高。过渡金属离子Fe2+活化PDS（过硫酸钾）的反应体系因

为反应条件温和、能耗低、价格低廉等优点，成为了最常见的活化方式。然而Fe2+活化PDS的

体系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Fe2+作为金属离子，在活化过程中会溶于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而且过硫酸盐与Fe2+反应速度极快，瞬间产生的SO4-·数量较多，Fe2+会与SO4-·反应，阻碍

其与污染物的接触反应，不利于有机污染物的去除。为克服Fe2+活化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本

发明采用Fe0作为Fe2+的来源，从而间接实现对过硫酸盐的反应。无论好氧/厌氧条件下，都

可以实现Fe0向Fe2+的转化。有利于提高对污染物的降解率。Fe0活化体系不仅能提高对污染

物的降解，而且Fe0构建的非均相体系，不会造成大量的铁离子溶于水体造成二次污染；Fe0

可以进行过滤、回收再利用，可以降低废水处理的成本。Fe0/PDS体系处理染料废水方法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1）取60  mg罗丹明B试剂溶于烧杯，然后转移至500  mL·反应，阻碍其与污染物的接触

反应，不利于有机污染物的去除。为克服Fe2+活化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采用Fe0作为

Fe2+的来源，从而间接实现对过硫酸盐的反应。无论好氧/厌氧条件下，都可以实现Fe0向Fe2+

的转化。有利于提高对污染物的降解率。Fe0活化体系不仅能提高对污染物的降解，而且Fe0

构建的非均相体系，不会造成大量的铁离子溶于水体造成二次污染；Fe0可以进行过滤、回

收再利用，可以降低废水处理的成本。Fe0/PDS体系处理染料废水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取60  mg罗丹明B试剂溶于烧杯，然后转移至500  mL

（3）分别在0、5、10、30、45、60、90  min取罗丹明B水样2  mL，并加入1  mL的甲醇淬灭水样

中的活性自由基终止反应，避免自由基继续降解罗丹明B，影响水样结果的测定。经0.45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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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孔滤膜过滤后测定浓度。利用分光光度计在最大吸收波长558  nm处测定，确定水样的

吸光度，利用标准曲线计算出对应的染料浓度。

附图说明

[0004] 图1是不同体系去除罗丹明B的比较；

图2初始pH对罗丹明B降解率的影响；

图3  Fe0投加量对罗丹明B降解率的影响；

图4  PDS投加量对罗丹明B降解率的影响；

图5反应温度对罗丹明B降解率的影响；

图6  Fe0循环使用性对比。

具体实施方式

[0005] 下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

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06] 实施例一

实验条件：初始pH均为7，Fe0投加量均为0.5  g/L，PDS投加量均为2  g/L，反应温度为25

℃。由图1可知，单独投加零价铁的时候，罗丹明B降解率只有6.9  %，基本上没有去除，这说

明零价铁对罗丹明B吸附效果较差，不能有效降解罗丹明B。

[0007] 单独投加PDS时，罗丹明B降解率为25.6  %。PDS自身具有一定的氧化能力，当PDS溶

于水溶液中，会发生水解反应生成过硫酸根（S2O82-），其氧化还原电位为2.01  V，能有效氧

化部分污染物，但是限于其氧化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反应体系内的罗丹明B降解率不高。

[0008] Fe0/PDS体系内的罗丹明B降解率为96.2  %，与单独的Fe0、单独的PDS相比，分别上

升了89.7  %、71.0  %。这是因为除了PDS自身的氧化能力之外，还有氧化性强的活性物质生

成。说明Fe0能有效活化过硫酸盐产生SO4-·，从而氧化降解罗丹明B。

[0009] 实施例二

实验条件：Fe0投加量为0.5  g/L，PDS投加量为2  g/L，反应温度为25  ℃，初始pH分别为

3、7、9。

[0010] 由图2可知，酸性、中性和碱性下Fe0/PDS体系对罗丹明B染料废水均有较高的降解

率，但其降解速率略有不同。当反应30  min后，酸性条件下的降解率达到45.4  %，而中性条

件下，去除率为40.5  %；碱性条件下的降解率为38.4  %。

[0011] 实施例三

实验条件：PDS投加量为2  g/L，初始pH为7，反应温度为25  ℃，Fe0投加量分别为0.25、

0.5、1.0  g/L。由图3可知，当Fe0投加量从0.25  g/L增大到0.5  g/L时，罗丹明B降解率也随

之从85.1  %增大到96.6  %，但是当Fe0投加量再增大至1  g/L时，去除率却没有出现大幅度

升高。

[0012] 实施例四

实验条件：初始pH为7，反应温度为25  ℃，Fe0投加量为0.5  g/L，PDS投加量分别为1、2、

3  g/L。由图4可知，PDS投加量对罗丹明B降解率有较大的影响。污染物降解率随PDS投加量

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投加量从1g/L增大到2  g/L时，罗丹明B降解率从79.4  %增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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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投加量进一步增大到3g/L时，降解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降解率降至92.1%。

[0013] 实施例五

实验条件：初始pH为7，Fe0投加量为0.5  g/L，PDS投加量为2g/L。反应温度分别为25 

℃、40  ℃、60  ℃。由图5可知，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罗丹明B降解率不断升高。当反应温度

为60  ℃时，去除率达到99.9  %。

[0014] 实施例六

Fe0重复使用性实验。每次反应4  h后，先利用磁铁或者过滤的方式将Fe0进行回收，再

用蒸馏水反复冲洗，冲洗至水溶液呈现中性，最后干燥。干燥后的Fe0继续用于实验，测定不

同时间段的染料浓度。经过3-4次重复回收、实验，对比每次的染料降解率，从而判断Fe0的

重复使用性。由图6可以看出，随着Fe0使用次数的不断增加，降解效率略有所降低。这主要

是因为，Fe0产生的Fe2+与PDS反应后，会转化为Fe3+，Fe3+氧化膜会附着在Fe0固体表面，减少

Fe2+的生成量，间接使得SO4-·的生成数量减少。但是由图可知，去除率的下降幅度较低，最

大的下降幅度为10.2%。综上所述，Fe0活化过硫酸盐降解罗丹明B模拟染料废水的过程中，

Fe0的重复使用性比较好，能多次回收处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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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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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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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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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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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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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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