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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是由气

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微孔扩散板(3)、螺旋体

(2)、喷嘴体(1)顺序连接组合而成。所述的气流

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包括进气管(4.1)、气流旋转

加速管(4)、圆台体(5)，圆台体(5)与气流旋转加

速管(4)之间形成的空腔为气流旋转内腔(4.3)；

微孔扩散板(3)的形体为圆柱状，在其横断面上

沿轴向用激光加工出多个均匀分布的直径小于

0.5mm的微孔(13)；所述的喷嘴体(1)的出气口为

扩散锥(1.1)。本发明能够产生极其微小的气泡，

在水中形成微小的雾珠漂游在水中，且不易浮出

水面，满足了曝气法处理污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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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它是由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微孔扩散板(3)、

螺旋体(2)、喷嘴体(1)顺序连接组合而成；所述的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包括进气管

(4.1)、气流旋转加速管(4)、圆台体(5)，进气管(4.1)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内部腔体切

向相接并构成整体结构，圆台体(5)的锥体部分插入到气流旋转加速管(4)内的中心部位，

圆台体(5)的底部座板(11)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进气端法兰(12)通过端部螺栓组(7)连

接固定，圆台体(5)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之间形成的空腔为气流旋转内腔(4.3)；所述的喷

嘴体(1)的出气口为扩散锥(1.1)，所述的扩散锥(1.1)的锥角为50-70°，喷嘴体(1)的进气

端为端部法兰(1.5)，喷嘴体(1)的内腔自进气端到出气端分别为微孔扩散板安装腔(1.7)、

螺旋体安装腔(1.4)；微孔扩散板安装腔(1.7)内装有微孔扩散板(3)，微孔扩散板(3)的形

体为圆柱状，在其横断面上沿轴向用激光加工出多个均匀分布的直径在0.42－0.5mm之间

微孔(13)；螺旋体安装腔(1.4)内装有螺旋体(2)；所述的螺旋体安装腔(1.4)的出气端端面

为螺旋体安装腔端面(1 .3)，在螺旋体安装腔端面(1 .3)与扩散锥(1 .1)之间设有喷气孔

(1.2)，通过调节外接高压输气管的进气压力，控制喷气孔(1.2)的喷射压力在0.2-0.7Mpa

之间；喷嘴体(1)进气端的端部法兰(1.5)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出气端法兰(12′)通过中

间连接螺栓组(9)连接；所述的进气管(4.1)的进气通道(4.2)的断面积逐渐缩小；所述的进

气管(4 .1)的进气口为方形，进气管(4 .1)的进气口法兰(4 .0)采用方法兰，进气口法兰

(4.0)通过侧部螺栓组(8)与外接高压输气管的天圆地方接头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在圆台体(5)的底部座板

(11)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进气端法兰(12)之间的间隙处设有O型圈(6)；在气流旋转加

速管(4)的出气端法兰(12′)与喷嘴体(1)的端部法兰(1.5)之间的间隙处也设有O型圈(6)。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其特征在于：相邻的微孔(13)之间的间距

不大于1.5mm。

4.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其特征在于：相邻的微孔之间的间

距0.9－1.4mm；微孔的直径在0.42－0.48mm之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扩散锥的锥角为55－

65°。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孔(13)的出气口设有

微型扩散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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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气泡发生器，具体涉及一种污水处理领域曝气装置的微气泡发生

器，可在曝气法处理工业污水、城市污水中广泛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的水环境治理技术主要包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生物技术以及综合技术

的应用等。其中，曝气增氧技术是物理技术中最核心的技术，特别是处理有机物的污染，曝

气法是最有效的方法。

[0003] 曝气法可分为鼓风曝气、机械曝气、深井曝气、纯氧或富氧曝气。无论那种曝气法

都离不开气泡发生器。气泡发生器的功能是将空气灌注到污水当中，使空气中的氧气能充

分地溶解到污水当中。发生器所产生的气泡越小、越细，则溶解度越高，曝气效果越好。目前

气泡发生器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大多都存在着气泡较大、溶解度较低的问题。

[0004] 如何能使气泡发生器产生的气泡达到纳米级是本技术领域的奋斗目标。近两年，

为了得到较高的溶氧效率，微纳米气泡发生技术在水处理、水产养殖、水稻种植、无土栽培

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得到长足发展。而现有技术中的微纳米气泡发生设备普遍存在以下不

足：(1)  其核心部件单纯采用气液混合泵，虽然溶解效率可达80-100％，但是吸气量仅为8-

10％；(2)虽然可以气液混合泵串联使用增加吸气量，但是，增大了设备资金投入以及设备

功率，即增大了设备运行成本。

[0005] 中国专利申请201611207780.2公开了一种用于污水处理的微纳米气泡发生器及

其工作方法，由水箱、微纳米气泡发生装置、输气泵、智能控制器、输气管、气体流量控制阀

组成。所述水箱内部设有清水，水箱内部底平面设有微纳米气泡发生装置，所述智能控制器

位于水箱上表面，所述输气泵位于智能控制器一侧，输气泵与智能控制器导线控制连接，输

气泵用软管与外接气瓶相连；所述输气管一端连接输气泵，输气管另一端连通微纳米气泡

发生装置，所述气体流量控制阀位于输气管外径表面，气体流量控制阀与智能控制器导线

控制连接。但该气泡发生器结构复杂，也同样存在着制造和适用成本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气泡发射器存在的气泡较大、溶解度较低的问题，而提

供一种产生的气泡微小、能够均匀分散在水中的细微气泡发生器。

[0007] 为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是由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微孔扩散板、螺旋体、

喷嘴体顺序连接组合而成。所述的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包括进气管、气流旋转加速管、圆

台体，进气管与气流旋转加速管的内部腔体切向相接并构成整体结构，圆台体的锥体部分

插入到气流旋转加速管内的中心部位，圆台体的底部座板与气流旋转加速管的进气端法兰

通过端部螺栓组连接固定，圆台体与气流旋转加速管之间形成的空腔为气流旋转内腔，由

于增设了圆台体，使气流旋转内腔的断面进一步缩小，提高了气体旋转流速，使气体在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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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流下旋转；所述的喷嘴体)的出气口为扩散锥，喷嘴体的进气端为端部法兰，喷嘴体的内

腔自进气端到出气端分别为微孔扩散板安装腔、螺旋体安装腔；微孔扩散板安装腔内装有

微孔扩散板，微孔扩散板的形体为圆柱状，在其横断面上沿轴向用激光加工出多个均匀分

布的直径小于  0.5mm的微孔；螺旋体安装腔内装有螺旋体；所述的螺旋体安装腔的出气端

端面为螺旋体安装腔端面，在螺旋体安装腔端面与扩散锥之间设有喷气孔，在实际使用中，

通过调节外接高压输气管的进气压力，控制喷气孔的喷射压力在0.2-0.7Mpa之间；喷嘴体

进气端的端部法兰与气流旋转加速管的出气端法兰通过中间连接螺栓组连接。所述的进气

管的进气通道的断面积逐渐缩小，用于气流加速。

[0009] 为了确保连接部位的密封，在圆台体的底部座板与气流旋转加速管的进气端法兰

之间的间隙处设有O型圈；在气流旋转加速管的出气端法兰与喷嘴体的端部法兰之间的间

隙处也设有O型圈。

[0010] 在多个均匀分布的直径小于0 .5mm的微孔中，相邻的微孔之间的间距不大于

1.5mm，以0.9－1.4mm为宜；微孔的直径在0.42－  0.48mm之间为佳

[0011] 所述的扩散锥的锥角为50-70°，以55－65°为宜。

[0012] 所述的进气管的进气口法兰采用方法兰，进气口法兰通过侧部螺栓组与外接高压

输气管的天圆地方接头连接。

[0013] 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利用物理方法将压入发生器的空气通过加速回旋再

经过微孔扩散板，将空气扩散后变成微小的气泡，再经过加速回旋使之变成高压紊流气体，

高压气体再经过小的喷器口再突然减压经扩散锥扩散喷出，这样高压气体就形成了细微的

气泡喷出发生器。

[0014] 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具有以下积极效果：

[0015] (1)由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微孔扩散板、螺旋体、喷嘴体顺序连接组合而成，气

流经过旋转加速、微孔扩散、二次旋转加速，从喷气孔喷出，再经过扩散锥后扩散锥气泡会

变得更小、更细喷入污水中。

[0016] (2)产生极其微小的气泡，在水中形成微小的雾珠漂游在水中，且不易浮出水面，

满足了曝气法处理污水的需要。

[0017] (3)微气泡发生器结构设计合理，运行可靠，适应性强。

[0018] (4)运行效率高，具有高效节能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结构装配示意图；

[0020] 图2是图1中的A-A向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采用的螺旋体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采用的喷嘴体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采用的微孔扩散板断面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采用的圆台体结构示意图。

[0025] 1-喷嘴体；1.1-扩散锥；1.2-喷气孔；1.3-螺旋体安装腔端面；  1 .4-螺旋体安装

腔；1.5-端部法兰；1.6-微孔扩散板安装腔端面；  1.7-微孔扩散板安装腔；2-螺旋体；3-微

孔扩散板；4-气流旋转加速管；4.0-进气口法兰；4.1-进气管；4.2-进气通道；4.3-气流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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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5-圆台体；6-O型圈；7-端部螺栓组；8-侧部螺栓组；9-中间连接螺栓组；10-方法兰；

11-底部座板；12-进气端法兰；12′-出气端法兰；13-微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更好地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作进一步详细

说明。

[0027] 由图1所示的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结构装配示意图并结合图2、图3、图4、图

5、图6看出，本发明一种细微气泡发生器是由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微孔扩散板3、螺旋体

2、喷嘴体1顺序连接组合而成。所述的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包括进气管4.1、气流旋转加

速管4、圆台体5；进气管4.1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内部腔体切向相接并构成整体结构，由不

锈钢焊接或铸造而成，进气管4.1 的进气通道4.2的断面积逐渐缩小，用于气体加速；圆台

体5的锥体部分插入到气流旋转加速管4内的中心部位，圆台体5的底部座板  11与气流旋转

加速管4的进气端法兰12通过端部螺栓组7连接固定，圆台体5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之间形成

的空腔为气流旋转内腔4.3，让行走的气流断面积进一步缩小，进而第二次加速气体流速。

所述的喷嘴体1的出气口为扩散锥1.1，扩散锥1.1的锥角为50-70°，一般为60°左右。喷嘴体

1的进气端为端部法兰1.5，喷嘴体1的内腔自进气端到出气端分别为微孔扩散板安装腔

1.7、螺旋体安装腔1.4，微孔扩散板安装腔1.7的内径稍大于  螺旋体安装腔1.4的内径，微

孔扩散板安装腔1.7与螺旋体安装腔1.4交接处为微孔扩散板安装腔端面1.6；微孔扩散板

安装腔1.7内装有微孔扩散板3，微孔扩散板3  由不锈钢制成，微孔扩散板3的形体为圆柱

状，在其横断面上沿轴向用激光加工出多个均匀分布的直径小于0.5mm的微孔13，相邻的微

孔13之间的间距不大于1.5mm。螺旋体安装腔1.4内装有螺旋体2；所述的螺旋体安装腔1.4

的出气端端面为螺旋体安装腔端面1.3，在螺旋体安装腔端面1.3与扩散锥1.1之间设有喷

气孔1.2；喷嘴体1  进气端的端部法兰1.5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出气端法兰12′通过中间连

接螺栓组9连接。在圆台体5的底部座板11与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进气端法兰12之间的间隙

处设有O型圈6；在气流旋转加速管4的出气端法兰12′与喷嘴体1的端部法兰1.5之间的间隙

处也设有O型圈6。

[0028] 经过精密过滤后的高压气体，经过高压输气管将清洁的高压气体输送到位于水下

的细微气泡发生器中。由图2所示的图1中的A-A向示意图看出，所述的进气管4.1的进气口

为方形，进气管4.1的进气口法兰4.0采用方法兰，进气口法兰4.0通过侧部螺栓组8与外接

高压输气管的天圆地方接头连接。气流进气旋流加速装置的结构与风力旋流器有些相似，

气流是从侧面以近似切线方向由进气管4.1的进气通道4.2进入气流旋转内腔4.3，由于圆

台体5的作用，使气流旋转内腔4.3的断面再进一步缩小，提高气体旋转流速，使气体在高压

紊流下旋转，然后气体进入微孔扩散板3中。微孔扩散板3由不锈钢制成，形体为圆柱状，在

其横断面上沿轴向用激光加工出直径小于0.5mm 的微孔13，微孔13的出气口设有微型扩散

锥口。

[0029] 当高压旋转的气流流经微孔13后会迅速扩散分裂成微小的气泡，这些微小的气泡

进入设在喷嘴体1中的螺旋体安装腔1.4内，经过螺旋体2再进行一次旋转加速经过喷气孔

1.2喷出，再经过扩散锥  1.1后，气泡会变得更小、更细喷入污水中。在实际使用中，通过调

节外接高压输气管的进气压力，控制喷气孔1.2的喷射压力在  0.2-0.7Mpa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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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由图4所示的本发明采用的喷嘴体剖视结构示意图看出，扩散锥  1.1的锥角60°左

右，扩散锥1.1能使从喷气孔1.2喷出突然膨胀的气流控制在一定的角度内能使气流喷得更

远，喷气孔1.2的喷射压力应在0.2-0.7Mpa之间，喷出的微小气泡都在1mm以下或更小，将这

些微小的气泡分散在污水中。在喷嘴体1内设计的螺旋体安装腔1.4  是用来容纳螺旋体2的

容纳舱，在喷嘴体1内设计的微孔扩散板安装腔1.7是用来容纳微孔扩散板3的容纳舱。

[0031] 螺旋体2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螺旋体2的螺旋叶片旋转方向应与旋转加

速的气流旋向相同，都采用右旋。

[0032] 微孔扩散板3的断面图如图5所示，其由不锈钢加工而成，也可用其他微孔板代替

如金属烧结多孔板等。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8671779 B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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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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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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