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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工业的发展规模更加巨大,当工业废水在自然环境中被随意排放,就
会使水体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从而使水体受到严重的污染,由于重金属无法得到全面有效的降解,使
其对人体以及其它生物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需要对重金属废水的治理方式进行全面研究。此次研
究对重金属废水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进行明确,从而使相关治理方式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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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cal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even greater. When
industrial waste water is discharged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heavy metal content of water will seriously
exceed the standard and seriously polluted the water. Because heavy metals cannot be fully and effectively
degraded and have serious impact on human body and other organisms, so the treatment of heavy metal
wastewater should be studied. The study has clarified the importance of heavy metal wastewater treatment work,
so that the relevant treatment methods have been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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