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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搅拌处理设备领域，旨

在提供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技术方案

要点是包括用于使污水和空气混合得搅拌装置，

所述搅拌装置竖直设置在污水处理池中，包括用

于向污水处理池中输气的曝气结构，所述曝气结

构设置于搅拌装置的下并且与污水处理池池底

固定，所述曝气结构设有空气管道，所述空气管

道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曝气喷头，所述曝气喷头

与池底垂直设置，所述曝气喷头连通有若干沿水

平方向设置的空气喷管；这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

拌器的有点在于可以均匀向污水中注入空气，提

高污水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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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包括用于使污水和空气混合得搅拌装置（2），所述搅拌

装置（2）竖直设置在污水处理池中，其特征是：包括用于向污水处理池中输气的曝气结构

（3），所述曝气结构（3）设置于搅拌装置（2）的下并且与污水处理池池底固定，所述曝气结构

（3）设有空气管道（31），所述空气管道（31）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曝气喷头（32），所述曝气喷

头（32）与池底垂直设置，所述曝气喷头（32）连通有若干沿水平方向设置的空气喷管（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空气喷管（34）呈

放射状均匀圆周分布于曝气喷头（32）的外表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空气喷管（34）背

离曝气喷头（32）的一端设有喷气口（34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空气喷管（34）的

外表面上开有均匀分布的微孔（34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喷气口（342）铰

接有用于封闭喷气口（342）的喷口盖板（34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空气管道（31）均

匀设置法兰连接头（312），所述曝气喷头（32）设有用于和法兰连接头（312）配合的法兰连接

部（321）。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空气管道（31）设

有氧气管道（311），所述氧气管道（311）与空气管道（31）平行贴合设置，所述氧气管道（311）

与空气管道（31）在法兰连接头（312）处汇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特征是：所述空气管道（31）连

接有压缩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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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搅拌处理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工业的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渐渐融入到中国制造的血液中，

中国制造逐步成为绿色制造的代名词，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产业的重视，如曝气搅拌器

等等的污水处理设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0003] 目前，授权公告号为CN201634513U的中国专利公开用于污水处理系统的曝气装

置，它包括进气管和曝气头，处理污水时，空气注入到进气管在经过曝气头向污水处理池中

注入空气完成曝气的过程。

[0004] 这种搅拌曝气机虽然可以完成污水和空气的结合曝气过程，但是其喷气方向主要

为垂直向上，由于空气与水相比质量轻，有向正上方运动的趋势，虽然其中包括搅拌混合的

过程，但是气体与污水不能充分混合均匀，使污水处理效果不佳。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是提供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其优点在于可以均匀向污水中注

入空气，提高污水处理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包括用于使污水和空气混合得搅拌装置，所述搅拌

装置竖直设置在污水处理池中，包括用于向污水处理池中输气的曝气结构，所述曝气结构

设置于搅拌装置的下并且与污水处理池池底固定，所述曝气结构设有空气管道，所述空气

管道上可拆卸连接有若干曝气喷头，所述曝气喷头与池底垂直设置，所述曝气喷头连通有

若干沿水平方向设置的空气喷管。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进行污水处理时，搅拌装置主要用于污水和空气混合，

曝气结构主要用于向污水处理池了中均匀的注入空气，首先现成的工作人员打开阀门，空

气注满空气管道中，之后再次注入到曝气喷头中从空气喷管中均匀的喷入到污水处理槽

中，有利于空气和污水混合的更加均匀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0009] 进一步设置：空气喷管呈放射状均匀圆周分布于曝气喷头的外表面上。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呈这样的分布方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空气注入到污水处

理池中的均匀程度，尽可能的避免死角的出现。

[0011] 进一步设置：所述空气喷管背离曝气喷头的一端设有喷气口。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喷气口主要用于大量空气从曝气喷头中排出到污水

处理池。

[0013] 进一步设置：空气喷管的外表面上开有均匀分布的微孔。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注气时会有部分空气从空气喷管的外表面的微孔中，均

匀将空气排出到空气喷管周围的空间中，进一步提高注入空气的均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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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设置：所述喷气口铰接有用于封闭喷气口的喷口盖板。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根据实际的处理要求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喷气口向污水处

理池中注气，在最好的处理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节约资源。

[0017] 进一步设置：空气管道均匀设置法兰连接头，所述曝气喷头设有用于和法兰连接

头配合的法兰连接部。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法兰连接头与法兰连接部配合将空气管道和曝气喷头固

定连接为一个整体，并且方便于后期的拆卸维护。

[0019] 进一步设置：空气管道设有氧气管道，所述氧气管道与空气管道平行贴合设置，所

述氧气管道与空气管道在法兰连接头处汇合。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污水处理里的过程往往都会需要加入氧气进行杀菌之类

的处理，所述氧气管道方便于氧气同空气一起注入到污水处理池中，并且氧气管道还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改为通过不同的气体使用。

[0021] 进一步设置：空气管道连接有压缩机。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压缩机主要用于增加输出空气的压力，使更加气流

更加有力的吹出。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均匀向污水注入空气，提高空气和污水的混合程度，提高污水处理效果；

[0025] 2、方便拆卸，有利于提高之后维护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搅拌圆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曝气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A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驱动装置；11、驱动电机；12、减速机；13、基座；2、搅拌装置；21、搅拌轴；

211、联轴器；22、搅拌圆盘；221、导流肋；222、导流槽；23、肋片；24、涡轮；241、第一涡轮叶

片；242、第二涡轮叶片；25、涡扇；3、曝气结构；31、空气管道；311、氧气管道；312、法兰连接

头；32、曝气喷头；321、法兰连接管；33、压缩机；34、空气喷管；341、微孔；342、喷气口；343、

喷口盖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实施例：一种带有曝气装置的搅拌器，如图1所示，包括驱动装置1、搅拌装置2和用

于输出氧气的曝气结构3，驱动装置1安装用于污水处理池的正上方，驱动装置1主要用于提

供曝气搅拌器工作所需的动力；曝气结构3设置于污水处理池的底部，曝气结构3主要用于

向污水处理池中吹入氧气；搅拌装置2安装在污水处理池中，搅拌装置2由驱动装置1提供工

作所需的动力，搅拌污水的同时，将氧气和污水充分混合将污水净化。

[0033] 如图1所示，驱动装置1包括驱动电机11和基座13，基座13固定与污水处理池一体

设置，驱动电机11安装在基座13上，驱动电机11的输出端还连接有减速机12，减速机12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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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调节驱动电机11输出转速，现场的工作人员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调节驱动电机11的

输出功率。

[0034]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搅拌装置2包括搅拌轴21，搅拌轴21呈竖直方向设置，搅拌轴

21的一端与驱动装置2的减速机12转动连接，工作时驱动电机11带动搅拌轴21转动。搅拌轴

21背离减速机12的一端固定有搅拌圆盘22，搅拌圆盘22与搅拌轴21的连接处设有连轴器

211，连轴器211主要用于减少连接处的缝隙，缝隙越小整体性越高，有机利于减少在缝隙处

急剧的压力变化，从而减少气泡的爆裂情况，减少气蚀的损害。搅拌圆盘22呈锥台状设置，

搅拌圆盘22的外表面呈弧形凹陷设置，主要方便于搅拌污水的过程，使用流线型的设计尽

量减少搅拌圆盘22转动时受到水的阻力，减少搅拌圆盘22的载荷，有利于提高搅拌圆盘22

的使用寿命。优选搅拌圆盘22的高度为1m，直径长度为2m，具有最佳的导流和搅拌效果，在

保证最好的工作效果的同时有利水流的高速通过，尽可能减水流对搅拌圆盘2冲击。

[0035]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搅拌圆盘22的外表面上设有导流肋221，导流肋221呈弯曲状

设置，导流肋221均匀圆周分布于搅拌圆盘22的外表面上，导流肋221主要用于进一步有效

的引导水流的方向，提高污水的搅拌的效果。搅拌圆盘22设有导流槽222，导流槽222设置于

相邻的导流肋221的中间位置，导流槽222的横截面设置为“V”型或是“U”型，根据现场的实

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形状，“V”型容易加工成本低，但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尖锐处容易发生

压力的急剧变化，容易引发气蚀现象造成导流槽222表面的破坏，需要工作及时进行维护，

适用于短期的污水处理工程；“U”型加工难度高并且加工成本高，但是由于其没有尖锐的边

缘，减少压力急剧变化的位置，提高了导流槽222的抗气蚀性能，即沿长了维护周期，适用于

长期的污水处理工程。

[0036]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搅拌圆盘22背离驱动电机11的一面设有若干肋片23，肋片23

呈放射状均匀圆周分布，并且肋片23呈弧形设置，肋片23主要用于将从曝气结构3吹出的氧

气泡切割成为半径更加微小的气泡，使氧气和污水混合的更加均匀，提高处理污水的效率。

同时肋片23的边缘处做倒原角处理，提高肋片23的防气蚀能力，增加其使用寿命。

[0037]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搅拌圆盘22底部中心位置转动连接有涡扇25，工作时涡扇25

伴随搅拌圆盘22一起转动，由于污水处理池底部的曝气结构3垂直向上吹出氧气，并且气泡

运动方向正对于搅拌圆盘2的底部，涡扇25随搅拌圆盘2共同转动，避免过多的氧气泡聚集

在搅拌圆盘2底部的喇叭口处，驱使氧气泡向肋片23处运动，完成大气泡到小气泡的分割过

程，同时避免大量气泡聚集破裂，对搅拌圆盘产生气蚀危害。

[0038]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搅拌轴21上还穿设有涡轮24，涡轮24设有若干第一涡轮叶片

241，第一涡轮叶片241圆周设置于涡轮24靠近驱动装置1的一端，第一涡轮叶片241从上到

下沿搅拌轴21长度方向宽度逐步减小，涡轮24的中心位置设有若干第二涡轮叶片242，第二

涡轮叶片242与搅拌轴21的外表面垂直，第二涡轮叶片242呈均匀圆周分布。涡轮24主要使

搅拌轴21周围处于受力相对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加强了整个设备的搅拌效果使污水和氧气

更加充分的混合，另一方面使搅拌轴受力较为均匀，避免了径向摆动发生的可能性。

[0039] 结合图1和图3所示，曝气结构3包括空气管道31和曝气喷头32，空气管道31设有均

匀分布的法兰连接头312，并且曝气喷头32也设有用于和法兰连接头312配合的法兰连接部

321，空气管道31和曝气喷头32通过法兰连接的方式可拆卸固定，并且曝气喷头32呈垂直于

污水处理池池底的方向设置。空气管道31设有氧气管道311，氧气管道311与空气管道31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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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置，同时氧气管道311与空气管道31在法兰连接头312处汇聚，由于污水处理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加入氧气进行杀菌处理，氧气管道311主要用于输出氧气，并且根据实际处理情况

的不同，氧气管道311还可以通入其他的气体和空气混合完成曝气的过程。空气管道31连通

有压缩机33，压缩机33主要增加空气管道31内空气的压力，使空气更加有力的从曝气喷头

32喷出。

[0040] 结合图3和图4所示，曝气喷头32设有若干空气喷管34，空气喷管34呈水平方向设

置，并且呈放射状均匀分布于曝气喷头32的外表面上，空气喷管34背离曝气喷头32的一端

设有用于出气的喷气口342，空气喷管34背离曝气喷头32的一端还铰接有用于封闭或打开

喷气口342的喷口盖板343，空气喷管34设有若干用于喷出部分空气的微孔341，微孔341均

匀分布于空气喷管34的外表面，工作时，空气经过空气喷管34从微孔341和喷气口342注入

到污水处理池中，并且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需求可以选择打开或关闭喷气口342，调节空气

的注气量，在保证不影响污水处理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避免资源的浪费。

[0041] 上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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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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