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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

气系统，包括待处理蓄水池、加药混匀池、曝气池

和沉淀池；所述待处理蓄水池的出水端与所述加

药混匀池的进水端通过连通管连通连接；所述加

药混匀池的出水端与所述曝气池的进水端通过

第一导水管连通连接；所述第一导水管上设置有

第一水泵；所述曝气池的出水端与所述沉淀池的

进水端通过出水吸水管连通连接；所述出水吸水

管上设置有吸水泵；本发明的搅拌腔和出液环腔

中的水处于连续旋转扰动状态，进而沉淀剂和污

水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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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待处理蓄水池(88)、加药混匀

池(77)、曝气池(35)和沉淀池(84)；

所述待处理蓄水池(88)的出水端与所述加药混匀池(77)的进水端通过连通管(80)连

通连接；所述加药混匀池(77)的出水端与所述曝气池(35)的进水端通过第一导水管(79)连

通连接；所述第一导水管(79)上设置有第一水泵(72)；所述曝气池(35)的出水端与所述沉

淀池(84)的进水端通过出水吸水管(4)连通连接；所述出水吸水管(4)上设置有吸水泵

(86)；

所述加药混匀池(77)为圆柱形容器结构，所述加药混匀池(77)的内腔同轴心设置有搅

拌筒(91)，所述搅拌筒(91)为下端为尖锥形的柱筒结构，所述搅拌筒(91)的内腔底端连通

连接所述连通管(80)的出液端；所述搅拌筒(91)外壁与所述加药混匀池(77)内壁之间设置

形成出液环腔(82)，所述第一导水管(79)的进液端伸入所述出液环腔(82)的腔底；所述搅

拌筒(91)的中部所在高度处呈圆周阵列镂空设置有若干滤水孔(81)，各所述滤水孔(81)将

所述出液环腔(82)与搅拌筒(91)内的搅拌腔(83)相互导通；

还包括搅拌轴(73)，所述搅拌轴(73)同轴心伸入所述搅拌筒(91)内的搅拌腔(83)中；

所述搅拌轴(73)上端连接搅拌电机(71)；所述搅拌轴(73)的轴壁呈圆周阵列分布有若干矩

形搅拌叶片(74)，各所述矩形搅拌叶片(74)上镂空设置有若干过水孔(75)，各所述过水孔

(75)呈矩形阵列分布；且各所述矩形搅拌叶片(74)位于各所述滤水孔(81)所在高度处；

还包括罩盘(76)，所述罩盘(76)为尖端朝上的伞形罩体结构，所述罩盘(76)顶端同轴

心固定连接所述搅拌轴(73)下端；所述罩盘(76)下端轮廓与所述搅拌筒(91)内壁间隙设

置；所述罩盘(76)与所述搅拌筒(91)内腔底面之间形成过渡腔(78)；还包括加药供给管

(89)，所述加药供给管(89)的出液端对应于所述搅拌筒(91)中；

所述曝气池(35)为柱形容器结构，所述曝气池(35)上端一体化同轴心设置有进液漏斗

(9)，所述进液漏斗(9)下端出液端同轴心一体化连接有绞龙叶片柱筒(31)，所述绞龙叶片

柱筒(31)伸入所述曝气池(35)内腔中，所述进液漏斗(9)的斗腔(22)与所述绞龙叶片柱筒

(31)内的柱筒通道(19)上端连通，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的柱筒通道(19)下端设置有呈喇

叭状扩开的扩口(2)，所述扩口(2)与所述曝气池(35)的容器内腔底面间距设置；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沿长度方向的中部设置有矩形集气箱(33)，所述矩形集气箱

(33)内部为密闭的集气压缩腔(16)，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纵向穿过所述集气压缩腔

(16)，位于集气压缩腔(16)中的绞龙叶片柱筒(31)壁面镂空设置有若干气泡溢出孔(14)，

若干所述气泡溢出孔(14)沿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轴线呈圆周阵列分布，各所述气泡溢出

孔(14)将所述集气压缩腔(16)与所述柱筒通道(19)相互导通；

还包括硬质注气管(5.1)，所述硬质注气管(5.1)为水平设置的导气管结构；所述硬质

注气管的一端连通所述集气压缩腔(16)，所述硬质注气管(5.1)的另一端连通导风管(5)的

一端，所述导风管(5)的另一端连通连接离心鼓风机的出风口，所述离心鼓风机所在高度高

于所述曝气池(35)顶端所在高度；

还包括旋转轴(21)，所述旋转轴(21)同轴心穿设入所述斗腔(22)和柱筒通道(19)柱筒

通道(19)中，且所述旋转轴(21)下端穿出所述柱筒通道(19)下端的扩口(2)，所述旋转轴

(21)上端从所述斗腔(22)上端穿出，所述旋转轴(21)上端连接有驱动电机(34)，所述驱动

电机可驱动所述旋转轴(21)沿轴线旋转；所述旋转轴(21)的轴壁呈螺旋状盘旋设置有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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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7)；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的上端壁面镂空设置有若干循环孔(18)，各所述循环孔(18)沿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轴线呈圆周阵列均布；

还包括硬质集泡罩(12)，所述硬质集泡罩(12)为尖端朝上的伞形罩体结构，所述旋转

轴(21)下端一体化连接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伞尖；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下端与所述曝

气池(35)的容器内腔底面间距设置；

所述硬质集泡罩(12)下侧内腔为罩腔(11)，所述罩腔(11)下方设置有臭氧曝气头

(10)；所述臭氧曝气头(10)的进气端连接臭氧供气管(1)；

所述旋转轴(21)的内部还同轴心设置有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

道(23)的下端连通所述罩腔(11)，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上端延伸至若干循环孔(18)

所在高度与气泡溢出孔(14)所在高度之间；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上端内壁呈圆周阵

列镂空设置有若干臭氧溢出孔(17)，若干所述臭氧溢出孔(17)将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

(23)与所述柱筒通道(19)之间相互连通；

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上侧伞面呈圆周阵列分布有若干旋流叶片(25)，所述旋流叶片

(25)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锥形母线方向延伸，每个所述旋流叶片(25)上都

镂空设置有若干过水孔(24)，各所述过水孔(24)在所述旋流叶片(25)上呈矩形阵列分布；

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罩腔(11)内壁还成圆周阵列设置有若干扰流叶片(27)，若干所述扰

流叶片(27)随所述硬质集泡罩(12)同步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集

气箱(33)的上壁所在高度处水平设置有上环盘(26)，所述上环盘(26)的内圈与所述矩形集

气箱(33)的上壁轮廓一体化连接；所述上环盘(26)外圈与所述曝气池(35)内壁一体化连

接；

所述矩形集气箱(33)的下壁所在高度处水平设置有下环盘(28)，所述下环盘(28)的内

圈与所述矩形集气箱(33)的下壁轮廓一体化连接；所述下环盘(28)外圈与所述曝气池(35)

内壁一体化连接；

在所述曝气池(35)内腔中，所述上环盘(26)上侧为上环腔(8)，所述上环盘(26)和下环

盘(28)之间为中环腔(32)，所述下环盘(28)下侧为下环腔(13)；各所述干循环孔(18)位于

所述上环腔(8)中，所述柱筒通道(19)下端的扩口(2)位于所述下环腔(13)中；所述硬质注

气管(5.1)外壁位于所述中环腔(32)中；还包括出水吸水管(4)，所述吸水管(4)的一端伸入

所述下环腔(13)中，另一端连接吸水泵；

所述上环盘(26)的盘面一侧均布有若干上气泡通过孔群(29)，所述上气泡通过孔群

(29)将所述中环腔(32)和上环腔(8)之间相互连通；所述下环盘(28)的盘面远离所述上气

泡通过孔群(29)的一侧均布有若干下气泡通过孔群(30)，所述下气泡通过孔群(30)将所述

中环腔(32)与下环腔(13)之间相互导通；所述中环腔(32)中竖向设置有防旋流阻隔板

(15)，所述防旋流阻隔板(15)位于所述硬质注气管(5.1)的对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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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体净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曝气是指将空气中的氧强制向液体中转移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水中获得足够

的溶解氧；此外，曝气还有防止池内悬浮体下沉，加强池内有机物与微生物及溶解氧接触的

目的，从而保证池内微生物在有充足溶解氧的条件下，对污水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作用，水

和空气充分接触以交换气态物质和去除水中挥发性物质的水处理方法，或使气体从水中逸

出，如去除水的臭味或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或使氧气溶入水中，以提高溶解氧浓

度，达到除铁、除锰或促进需氧微生物降解有机物的目的。

[0003] 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机物、微生物、硫化氢、过量的铁、锰等低价的重碳酸盐等物质，

同时其水中可能还具有有害细菌等，可用空气结合臭氧曝气进行充分氧化和杀菌处理，现

有的曝气设备曝气效率低下，很多气泡还没来得及与水充分接触已经上浮至水面破裂，气

泡溶解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曝气效率的一

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包括待

处理蓄水池、加药混匀池、曝气池和沉淀池；

[0006] 所述待处理蓄水池的出水端与所述加药混匀池的进水端通过连通管连通连接；所

述加药混匀池的出水端与所述曝气池的进水端通过第一导水管连通连接；所述第一导水管

上设置有第一水泵；所述曝气池的出水端与所述沉淀池的进水端通过出水吸水管连通连

接；所述出水吸水管上设置有吸水泵。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加药混匀池为圆柱形容器结构，所述加药混匀池的内腔同轴心设

置有搅拌筒，所述搅拌筒为下端为尖锥形的柱筒结构，所述搅拌筒的内腔底端连通连接所

述连通管的出液端；所述搅拌筒外壁与所述加药混匀池内壁之间设置形成出液环腔，所述

第一导水管的进液端伸入所述出液环腔的腔底；所述搅拌筒的中部所在高度处呈圆周阵列

镂空设置有若干滤水孔，各所述滤水孔将所述出液环腔与搅拌筒内的搅拌腔相互导通；

[0008] 还包括搅拌轴，所述搅拌轴同轴心伸入所述搅拌筒内的搅拌腔中；所述搅拌轴上

端连接搅拌电机；所述搅拌轴的轴壁呈圆周阵列分布有若干矩形搅拌叶片，各所述矩形搅

拌叶片上镂空设置有若干过水孔，各所述过水孔呈矩形阵列分布；且各所述矩形搅拌叶片

位于各所述滤水孔所在高度处。

[0009] 进一步的，还包括罩盘，所述罩盘为尖端朝上的伞形罩体结构，所述罩盘顶端同轴

心固定连接所述搅拌轴下端；所述罩盘下端轮廓与所述搅拌筒内壁间隙设置；所述罩盘与

所述搅拌筒内腔底面之间形成过渡腔；还包括加药供给管，所述加药供给管的出液端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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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搅拌筒中。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曝气池为柱形容器结构，所述曝气池上端一体化同轴心设置有进

液漏斗，所述进液漏斗下端出液端同轴心一体化连接有绞龙叶片柱筒，所述绞龙叶片柱筒

伸入所述曝气池内腔中，所述进液漏斗的斗腔与所述绞龙叶片柱筒内的柱筒通道上端连

通，所述绞龙叶片柱筒的柱筒通道下端设置有呈喇叭状扩开的扩口，所述扩口与所述曝气

池的容器内腔底面间距设置；

[0011]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沿长度方向的中部设置有矩形集气箱，所述矩形集气箱内部为

密闭的集气压缩腔，所述绞龙叶片柱筒纵向穿过所述集气压缩腔，位于集气压缩腔中的绞

龙叶片柱筒壁面镂空设置有若干气泡溢出孔，若干所述气泡溢出孔沿所述绞龙叶片柱筒轴

线呈圆周阵列分布，各所述气泡溢出孔将所述集气压缩腔与所述柱筒通道相互导通；

[0012] 还包括硬质注气管.，所述硬质注气管.为水平设置的导气管结构；所述硬质注气

管的一端连通所述集气压缩腔，所述硬质注气管.的另一端连通导风管的一端，所述导风管

的另一端连通连接离心鼓风机的出风口，所述离心鼓风机所在高度高于所述曝气池顶端所

在高度。

[0013] 进一步的，还包括旋转轴，所述旋转轴同轴心穿设入所述斗腔和柱筒通道柱筒通

道中，且所述旋转轴下端穿出所述柱筒通道下端的扩口，所述旋转轴上端从所述斗腔上端

穿出，所述旋转轴上端连接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可驱动所述旋转轴沿轴线旋转；所述

旋转轴的轴壁呈螺旋状盘旋设置有绞龙叶片；

[0014]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的上端壁面镂空设置有若干循环孔，各所述循环孔沿所述绞龙

叶片柱筒轴线呈圆周阵列均布；

[0015] 还包括硬质集泡罩，所述硬质集泡罩为尖端朝上的伞形罩体结构，所述旋转轴下

端一体化连接所述硬质集泡罩的伞尖；所述硬质集泡罩的下端与所述曝气池的容器内腔底

面间距设置；

[0016] 所述硬质集泡罩下侧内腔为罩腔，所述罩腔下方设置有臭氧曝气头；所述臭氧曝

气头的进气端连接臭氧供气管；

[0017] 所述旋转轴的内部还同轴心设置有臭氧气泡上浮通道，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的

下端连通所述罩腔，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上端延伸至若干循环孔所在高度与气泡溢出孔

所在高度之间；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上端内壁呈圆周阵列镂空设置有若干臭氧溢出孔，

若干所述臭氧溢出孔将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与所述柱筒通道之间相互连通；

[0018] 所述硬质集泡罩的上侧伞面呈圆周阵列分布有若干旋流叶片，所述旋流叶片的长

度方向沿所述硬质集泡罩的锥形母线方向延伸，每个所述旋流叶片上都镂空设置有若干过

水孔，各所述过水孔在所述旋流叶片上呈矩形阵列分布；所述硬质集泡罩的罩腔内壁还成

圆周阵列设置有若干扰流叶片，若干所述扰流叶片随所述硬质集泡罩同步旋转。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矩形集气箱的上壁所在高度处水平设置有上环盘，所述上环盘的

内圈与所述矩形集气箱的上壁轮廓一体化连接；所述上环盘外圈与所述曝气池内壁一体化

连接；

[0020] 所述矩形集气箱的下壁所在高度处水平设置有下环盘，所述下环盘的内圈与所述

矩形集气箱的下壁轮廓一体化连接；所述下环盘外圈与所述曝气池内壁一体化连接；

[0021] 在所述曝气池内腔中，所述上环盘上侧为上环腔，所述上环盘和下环盘之间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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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腔，所述下环盘下侧为下环腔；各所述干循环孔位于所述上环腔中，所述柱筒通道下端的

扩口位于所述下环腔中；所述硬质注气管.外壁位于所述中环腔中；还包括出水吸水管，所

述吸水管的一端伸入所述下环腔中，另一端连接吸水泵；

[0022] 所述上环盘的盘面一侧均布有若干上气泡通过孔群，所述上气泡通过孔群将所述

中环腔和上环腔之间相互连通；所述下环盘的盘面远离所述上气泡通过孔群的一侧均布有

若干下气泡通过孔群，所述下气泡通过孔群将所述中环腔与下环腔之间相互导通；所述中

环腔中竖向设置有防旋流阻隔板，所述防旋流阻隔板位于所述硬质注气管.的对侧。

[0023]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搅拌腔和出液环腔中的水处于连续旋转扰动状态，进而沉淀

剂和污水充分混合，但由于持续的扰动下，产生的沉淀物无法在加药混匀池正常沉淀，而是

动态的悬浮于扰动的水体中；同时曝气装置中在绞龙叶片的旋转搅动下，空气气泡群在柱

筒通道中时发生剧烈翻滚，增加气泡与水流之间的接触面积和流动性，进而增强溶解效率。

附图说明

[0024] 附图1为本发明整体第一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2为本发明整体第二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3为待处理蓄水池和加药混匀池剖开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4为加药混匀立体剖视图；

[0028] 附图5为曝气塔体第一立体剖视图；

[0029] 附图6为曝气塔体第二立体剖视图；

[0030] 附图7为曝气塔体整体正剖视图；

[0031] 附图8为附图7的C向剖视图；

[0032] 附图9为附图7的D向剖视图；

[0033] 附图10为曝气池第一立体剖开示意图；

[0034] 附图11为曝气池第二立体剖开示意图；

[0035] 附图12为旋转轴结构示意图；

[0036] 附图13为旋转轴立体剖开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8] 如附图1至13所示的一种用于水体净化的加药曝气系统，包括待处理蓄水池88、加

药混匀池77、曝气池35和沉淀池84；

[0039] 所述待处理蓄水池88的出水端与所述加药混匀池77的进水端通过连通管80连通

连接；所述加药混匀池77的出水端与所述曝气池35的进水端通过第一导水管79连通连接；

所述第一导水管79上设置有第一水泵72；所述曝气池35的出水端与所述沉淀池84的进水端

通过出水吸水管4连通连接；所述出水吸水管4上设置有吸水泵86。

[0040] 所述加药混匀池77为圆柱形容器结构，所述加药混匀池77的内腔同轴心设置有搅

拌筒91，所述搅拌筒91为下端为尖锥形的柱筒结构，所述搅拌筒91的内腔底端连通连接所

述连通管80的出液端；所述搅拌筒91外壁与所述加药混匀池77内壁之间设置形成出液环腔

82，所述第一导水管79的进液端伸入所述出液环腔82的腔底；所述搅拌筒91的中部所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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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呈圆周阵列镂空设置有若干滤水孔81，各所述滤水孔81将所述出液环腔82与搅拌筒91

内的搅拌腔83相互导通；

[0041] 还包括搅拌轴73，所述搅拌轴73同轴心伸入所述搅拌筒91内的搅拌腔83中；所述

搅拌轴73上端连接搅拌电机71；所述搅拌轴73的轴壁呈圆周阵列分布有若干矩形搅拌叶片

74，各所述矩形搅拌叶片74上镂空设置有若干过水孔75，各所述过水孔75呈矩形阵列分布；

且各所述矩形搅拌叶片74位于各所述滤水孔81所在高度处。

[0042] 还包括罩盘76，所述罩盘76为尖端朝上的伞形罩体结构，所述罩盘76顶端同轴心

固定连接所述搅拌轴73下端；所述罩盘76下端轮廓与所述搅拌筒91内壁间隙设置；所述罩

盘76与所述搅拌筒91内腔底面之间形成过渡腔78；还包括加药供给管89，所述加药供给管

89的出液端对应于所述搅拌筒91中。

[0043] 所述曝气池35为柱形容器结构，所述曝气池35上端一体化同轴心设置有进液漏斗

9，所述进液漏斗9下端出液端同轴心一体化连接有绞龙叶片柱筒31，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

伸入所述曝气池35内腔中，所述进液漏斗9的斗腔22与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内的柱筒通道

19上端连通，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的柱筒通道19下端设置有呈喇叭状扩开的扩口2，所述扩

口2与所述曝气池35的容器内腔底面间距设置；

[0044]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沿长度方向的中部设置有矩形集气箱3，所述矩形集气箱3内

部为密闭的集气压缩腔16，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纵向穿过所述集气压缩腔16，位于集气压

缩腔16中的绞龙叶片柱筒31壁面镂空设置有若干气泡溢出孔14，若干所述气泡溢出孔14沿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轴线呈圆周阵列分布，各所述气泡溢出孔14将所述集气压缩腔16与所

述柱筒通道19相互导通；

[0045] 还包括硬质注气管5.1，所述硬质注气管5.1为水平设置的导气管结构；所述硬质

注气管的一端连通所述集气压缩腔16，所述硬质注气管5.1的另一端连通导风管5的一端，

所述导风管5的另一端连通连接离心鼓风机的出风口，所述离心鼓风机所在高度高于所述

曝气池35顶端所在高度。

[0046] 还包括旋转轴21，所述旋转轴21同轴心穿设入所述斗腔22和柱筒通道19柱筒通道

19中，且所述旋转轴21下端穿出所述柱筒通道19下端的扩口2，所述旋转轴21上端从所述斗

腔22上端穿出，所述旋转轴21上端连接有驱动电机34，所述驱动电机可驱动所述旋转轴21

沿轴线旋转；所述旋转轴21的轴壁呈螺旋状盘旋设置有绞龙叶片7；

[0047] 所述绞龙叶片柱筒31的上端壁面镂空设置有若干循环孔18，各所述循环孔18沿所

述绞龙叶片柱筒31轴线呈圆周阵列均布；

[0048] 还包括硬质集泡罩12，所述硬质集泡罩12为尖端朝上的伞形罩体结构，所述旋转

轴21下端一体化连接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伞尖；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下端与所述曝气池35

的容器内腔底面间距设置；

[0049] 所述硬质集泡罩12下侧内腔为罩腔11，所述罩腔11下方设置有臭氧曝气头10；所

述臭氧曝气头10的进气端连接臭氧供气管1；

[0050] 所述旋转轴21的内部还同轴心设置有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

道23的下端连通所述罩腔11，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上端延伸至若干循环孔18所在高度

与气泡溢出孔14所在高度之间；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上端内壁呈圆周阵列镂空设置有

若干臭氧溢出孔17，若干所述臭氧溢出孔17将所述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与所述柱筒通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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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互连通；

[0051] 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上侧伞面呈圆周阵列分布有若干旋流叶片25，所述旋流叶片

25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硬质集泡罩12的锥形母线方向延伸，每个所述旋流叶片25上都镂空设

置有若干过水孔24，各所述过水孔24在所述旋流叶片25上呈矩形阵列分布；所述硬质集泡

罩12的罩腔11内壁还成圆周阵列设置有若干扰流叶片27，若干所述扰流叶片27随所述硬质

集泡罩12同步旋转。

[0052] 所述矩形集气箱3的上壁所在高度处水平设置有上环盘26，所述上环盘26的内圈

与所述矩形集气箱3的上壁轮廓一体化连接；所述上环盘26外圈与所述曝气池35内壁一体

化连接；

[0053] 所述矩形集气箱3的下壁所在高度处水平设置有下环盘28，所述下环盘28的内圈

与所述矩形集气箱3的下壁轮廓一体化连接；所述下环盘28外圈与所述曝气池35内壁一体

化连接；

[0054] 在所述曝气池35内腔中，所述上环盘26上侧为上环腔8，所述上环盘26和下环盘28

之间为中环腔32，所述下环盘28下侧为下环腔13；各所述干循环孔18位于所述上环腔8中，

所述柱筒通道19下端的扩口2位于所述下环腔13中；所述硬质注气管5.1外壁位于所述中环

腔32中；还包括出水吸水管4，所述吸水管4的一端伸入所述下环腔13中，另一端连接吸水

泵；

[0055] 所述上环盘26的盘面一侧均布有若干上气泡通过孔群29，所述上气泡通过孔群29

将所述中环腔32和上环腔8之间相互连通；所述下环盘28的盘面远离所述上气泡通过孔群

29的一侧均布有若干下气泡通过孔群30，所述下气泡通过孔群30将所述中环腔32与下环腔

13之间相互导通；所述中环腔32中竖向设置有防旋流阻隔板15，所述防旋流阻隔板15位于

所述硬质注气管5.1的对侧。

[0056] 本方案的方法，过程以及技术进步整理如下：

[0057] 在待处理蓄水池88中注入待处理的污水，且维持待处理蓄水池88中的液面所在高

度持续高于搅拌筒91上的各滤水孔81所在高度处；在连通管80的作用下，待处理蓄水池88

中的液面与加药混匀池77中的液面所在高度处于相平状态；加药混匀池77中的水被第一导

水管79连续抽走的情况下待处理蓄水池88中的水会自动补充到加药混匀池77中；

[0058] 加药供给管89向搅拌腔83中注入适量的沉淀剂，与此同时启动搅拌电机71并驱动

搅拌轴73和搅拌叶片74连续旋转；进而使整个搅拌腔83和出液环腔82中的水处于连续旋转

扰动状态，进而沉淀剂和污水充分混合，但由于持续的扰动下，产生的沉淀物无法在加药混

匀池77正常沉淀，而是动态的悬浮于扰动的水体中；进而搅拌腔83中小颗粒的沉淀物和水

透过各滤水孔81进入到出液环腔82中，进而在第一水泵72作用下，第一导水管79进液端连

续吸走出液环腔82中的水，第一导水管79出液端连续向进液漏斗9中连续注入待处理的污

水，进而使曝气池35的内腔中为水充盈状态，然后启动驱动电机34，驱动电机34驱动旋转轴

21连续按固定方向旋转，进而绞龙叶片7和硬质集泡罩12跟随旋转轴21同步旋转；此时启动

离心鼓风机，离心鼓风机向导风管5中吹出增压空气，进而增压空气通过硬质注气管5.1导

入到集气压缩腔16中，进而集气压缩腔16中的水被压缩空气的作用下通过气泡溢出孔14连

续排出到柱筒通道19中，直至集气压缩腔16中的水被排干净，然后集气压缩腔16中充满压

缩空气，进而集气压缩腔16中的压缩空气通过各气泡溢出孔14以气泡群的形式持续溢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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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筒通道19中，进入柱筒通道19中的气泡群有上浮的趋势，但是在柱筒通道19中的绞龙叶

片7旋转带动下，使柱筒通道19中的水向下流动，通过控制驱动电机34的输出转速，使柱筒

通道19中的水向下流动的速度足以抵消气泡群有上浮的趋势，进而柱筒通道19中的气泡群

整体向下运动，在绞龙叶片7的旋转搅动下，空气气泡群在柱筒通道19中发生剧烈翻滚，增

加气泡与水流之间的接触面积和流动性，进而增强溶解效率，由于气泡群还受到上浮力的

因素，因此气泡群的下降速度要慢于柱筒通道19中的水向下流动的速度，进而延长了空气

气泡群在柱筒通道19中所消耗的时间，进而增加了气泡与水的融合效果；

[0059] 水中气泡群的继续下降，直至柱筒通道19中的气泡群向下运行至扩口2处时，气泡

群从扩口2处向下冲向下环腔13中的硬质集泡罩12上，在硬质集泡罩12的锥体形引流作用

下，冲向硬质集泡罩12的气泡群呈喇叭发散状均匀扩开到整个下环腔13中，此时下环腔13

中的水在旋转的旋流叶片25作用下整个下环腔13中形成旋流，进而下环腔13中的气泡与水

在旋流作用下进一步的充分融合，同时下环腔13中的旋流使曝气后产生的沉淀物无法实现

实质性沉淀，因而沉淀物始终处于一个随旋流运动，由于扩口2处连续向下涌入水和气泡，

因而整个下环腔13受到挤压，进而下环腔13中的水和气泡透过下环盘28上的下气泡通过孔

群30进入到中环腔32中，在中环腔32中由于有防旋流阻隔板15的存在，进而中环腔32中的

水和气泡的旋流趋势被截断，有效防止中环腔32中的气泡由于旋流的作用下始终不上浮的

现象，气泡群在中环腔32中稳定上浮，进而气泡在中环腔32中上浮至上环盘26处，进而气泡

通过上气泡通过孔群29进入到上环腔8中，由于上气泡通过孔群29和下气泡通过孔群30是

相互错开的，因而进一步延长了气泡在中环腔32中的时间；进入上环腔8中气泡群进一步上

浮至循环孔18处，上环腔8中气泡群透过循环孔18重新返回到柱筒通道19中，进入绞龙叶片

柱筒31中气泡由于已经接近柱筒通道19中的液面，因此部分气泡会直接在液面破裂，部分

气泡还是会在绞龙叶片柱筒31中水下降的水流做下降运动，进入新的气泡水流循环，使整

个曝气池35内腔的气泡得到有效累积，进而提高的气泡的利用率，提高空气曝气效果，

[0060] 在空气曝气过程达到预定的时间后结束后，地下水中含有的硫化氢、过量的铁、锰

等低价的重碳酸盐等物质已经充分反应和转化，此时还需要切换到臭氧曝气杀菌工序，停

止离心鼓风机运行，同时暂停驱动电机34五至十秒钟，待曝气池35中的气泡上浮排出完成

后继续启动驱动电机34，此时进入杀菌工序，臭氧供气管1连续向臭氧曝气头10供给臭氧，

进而臭氧曝气头10上冒出臭氧气泡，进而臭氧气泡上浮过程中，受到硬质集泡罩12下侧的

罩腔11收集，进而臭氧气泡集中通过臭氧气泡上浮通道23上浮至臭氧溢出孔17处，进而通

过臭氧溢出孔17溢出至柱筒通道19中，进入柱筒通道19中的臭氧气泡群有上浮的趋势，但

是在柱筒通道19中的绞龙叶片7旋转带动下，使柱筒通道19中的水向下流动，通过控制驱动

电机34的输出转速，使柱筒通道19中的水向下流动的速度足以抵消臭氧气泡群有上浮的趋

势，进而柱筒通道19中的臭氧气泡群整体向下运动，在绞龙叶片7的旋转搅动下，空气气泡

群在柱筒通道19中发生剧烈翻滚，进而臭氧气泡进入与空气气泡群相同的循环过程；臭氧

循环过程完成后，启动吸水管4上的吸水泵，将曝气池35内腔中被曝气好的水吸走，然后将

吸走的水导入到沉淀池84中实施沉淀。

[006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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