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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印染废水具有成分复杂、酸碱性波动大、污染物浓度高、废水量大的特点,是处理难度较大的
一类工业废水。本文介绍了印染废水的组成和特点,将现阶段应用较常见的印染废水的处理方法分为物
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生物处理法进行了综述,并且针对其中的电解法、化学氧化法、光催化氧化法
和生化法等处理方法的使用条件和处理效果,总结了相应的优缺点。利用多种处理方法的组合工艺来处
理印染废水是当前最优化的处理方法,鉴于当前处理难度大、成本高的特点,探索高效、节能的印染废水
处理方法是当前行业从业者们必须要去探索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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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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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composition, large acid and
alkaline fluctuations, high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and large wastewater volume, is a kind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with more difficult treatmen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treatment methods of dyeing wastewater into physical
treatment, chemical treatment and biological treatment, divides the treatment methods into electrolysis,
chemical oxidation,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and biochemical method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ccording to the use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effec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treatment methods to treat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is the current optimal treatment method.
Given the difficulty and high cost, exploring efficient and energy-saving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methods is a new direction that the current industry practitioners must explore.
[Key words] printing and dye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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