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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

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包括传动电机、搅拌器、曝气

管；其传动电机设置于罐体顶盖上方，与罐体内

的搅拌器通过主轴可旋转性联接；其罐体包括设

置在罐体底部的进水口、在罐体顶部的出水口、

挡板。其挡板竖直设置于罐体内的周边侧壁处，

并与周边侧壁留有空隙；其曝气管设置于罐体内

底部，其进气口穿过顶盖向上伸出；其搅拌器采

用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叶片，是以主轴为转动中

心、沿主轴沿轴向逐渐拉伸、在空间上呈圆周分

布。在所述的主轴外缘上，均匀间隔设置有数根

支承架，用于连接轮毂与阿基米德曲线叶片。本

发明结构简单，易于清洗，加氧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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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包括：传动电机(1)、搅拌器(8)、曝

气管(6)；所述传动电机(1)设置于罐体顶盖上方，与罐体内的搅拌器(8)通过主轴(4)可旋

转性联接；所述罐体包括进水口(2)、出水口(3)、挡板(5)，所述进水口(2)设置在罐体底部

位置；所述出水口(3)设置在罐体顶部位置；所述挡板竖直设置于罐体内的周边侧壁处，并

与周边侧壁留有空隙；所述曝气管设置于罐体内底部，其进气口(2)穿过顶盖向上伸出；所

述曝气管(6)设置于罐体(8)内底部，其进气口(2)穿过顶盖向上伸出；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器叶片，是以主轴(4)为转动中心、沿主轴(4)沿轴向逐渐拉

伸、在空间上呈圆周分布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型叶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主轴外缘上，相对于阿基米德曲线叶片的走向，均匀间隔设置有数根支承架(11)，用

于连接轮毂与阿基米德曲线螺旋线叶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形叶片翼型曲线在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中的方程为：

其中θ＝360·4·t,r＝a·θ,a＝0.15。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形叶片翼型曲线在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中的方程为：

其中θ＝360·3·t,r＝a·θ,a＝0.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主轴外缘上，相对于阿基米德曲线叶片的走向，均匀间隔设置有6根支承架(11)，

用于连接轮毂与阿基米德曲线螺旋线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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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属于环保设备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水污染问题越来越被社会重视，在治理水污染时，发现溶解氧的含量是衡

量水体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如何增加水中溶氧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受污染

水体中溶氧量下降，甚至会出现无氧层，导致水中生物缺氧死亡。水中溶氧量过低，还会抑

制水中氧化还原反应，使污染物难以转化降解，致使水体颜色变深，臭味大，细菌多，形成水

质极差的“死水”。

[0003] 为了解决水中溶氧量过低的问题，增氧方式不断创新，常见的增氧方式有浮球式

增氧、射流式增氧和叶轮式增氧。浮球式增氧通过共振造浪能够有效增加水中溶氧量，但仅

适用于水深处，否则易搅浑水，且此装置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对使用天气有局限性；射流

式增氧通过形成水流，搅拌水体，能使水体平稳增氧，但增氧面积小，效率较低；叶轮式增氧

构造简单，维护方便，有较好的曝气功能，但是运行成本高，容易抽吸底泥，不宜在较大、较

浅的池塘中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

拌加氧装置，不仅对于使用天气无局限性，而且适于在较大、较浅的池塘中使用；增氧效率

高，运行成本低。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包括：传动电机、搅拌

器、曝气管；所述传动电机设置于罐体顶盖上方，与罐体内的搅拌器通过主轴可旋转性联

接；所述罐体包括进水口、出水口、挡板，所述进水口设置在罐体底部位置；所述出水口设置

在罐体顶部位置；所述挡板竖直设置于罐体内的周边侧壁处，并与周边侧壁留有空隙；所述

曝气管设置于罐体内底部，其进气口穿过顶盖向上伸出；所述曝气管设置于罐体内底部，其

进气口穿过顶盖向上伸出；

[0007]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器叶片，是以主轴为转动中心、沿主轴沿轴向逐渐拉伸、

在空间上呈圆周分布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型叶片。

[0008] 在所述的主轴外缘上，相对于阿基米德曲线叶片的走向，均匀间隔设置有数根支

承架，用于连接主轴与阿基米德曲线螺旋线叶片。

[0009] 优选的，在所述的主轴外缘上，相对于阿基米德曲线叶片的走向，均匀间隔设置有

6根支承架，用于连接轮毂与阿基米德曲线螺旋线叶片。

[0010] 优选的，所述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形叶片翼型曲线在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中的方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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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其中θ＝360·4·t,r＝a·θ,a＝0.15。

[0013] 优选的，所述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形叶片翼型曲线在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中的方程

为：

[0014]

[0015] 其中θ＝360·3·t,r＝a·θ,a＝0.2。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上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7] 1.采用基于阿基米德曲线设计的搅拌器，易清洗，避免泥沙堆积。空间曲线结构令

水流沿壁螺旋而上，沿桨轴而下，充分搅拌，摩擦减小，加氧效率高。

[0018] 2.采用溶氧仪对水体智能监测，控制电机、水泵、气泵的启停。

[0019] 3.利用太阳能发电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持续为蓄电池充能，干净安全。

[0020] 4.布置有气石，出气量大且气泡微小，更易溶于水中。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中的罐体加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2的俯视图。

[0024] 图4为的一种实施例的曝气管示意图。

[0025] 图5为的一种实施例的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搅拌器的三维视图。

[0026] 图6为一种太阳能自动智能加氧系统的结构框图。

[0027] 其中，电机1、进气口2、出水口3、主轴4、挡板5、曝气管6、太阳能光伏板7、搅拌器8、

气石9、进水口10、支承架11。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该装置包

括电机1、进气口2、出水口3、主轴4、挡板5、曝气管6、太阳能光伏板7、搅拌器8、气石9、进水

口10、支承架11。所述电机设置在罐体顶盖上方，与主轴同轴相连；所述进水口设置在罐体

靠底部位置；所述出水口设置在罐体靠顶部位置，避免气泡未经搅拌便由出水口流出；所述

挡板一共四块，均匀分布在罐体内壁，与罐壁中间留有2cm空隙，防止水流阻塞以及泥沙堆

积；所述搅拌器设计为基于阿基米德曲线的搅拌器，叶片是以主轴为转动中心，沿主轴沿轴

向逐渐拉伸，在空间上呈圆周分布的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型叶片；所述螺旋形叶片在主轴外

周上，不同轴向距离下的截面翼型曲线上关键点的坐标以如下方式表示，X和Y分别代表螺

旋形叶片截面翼型曲线上关键点的空间坐标值，其参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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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表2

[0031] 序号 X Y 序号 X Y

1 -80.5802 -79.7383 17 26.8466 -26.6466

2 0.0000 -118.8000 18 43.4849 0.0000

3 88.0888 -87.5838 19 -19.1662 -18.9660

4 -108.0000 -0.0001 20 1638.0175 1293.4127

5 65.2267 64.5452 21 -11.4485 11.4578

6 0.0000 97.2000 22 -21.6000 0.0000

7 -72.7069 72.4110 23 34.5197 34.1590

8 129.6000 0.0001 24 0.0000 -75.6000

9 -111.2873 -110.1245 25 57.4666 -57.1141

10 0.0000 -162.0000 26 86.4000 0.0001

11 118.7115 -118.0540 27 -49.8732 -49.3521

12 -151.2000 -0.0002 28 0.0000 54.0000

13 95.9337 94.9314 29 -42.0820 41.9387

14 0.0000 140.4000 30 -64.8000 -0.0001

15 -103.0962 103.0962 31 2110.8274 -2549.3735

16 0.0000 -32.4000 32 1638.0175 634.4127

[0032] 作为一种优选，其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形叶片翼型曲线在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中的方

程为：

[0033]

[0034] 其中θ＝360·4·t,r＝a·θ,a＝0.15。

[0035] 作为另一种优选，其阿基米德曲线螺旋形叶片翼型曲线在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中的

方程为：

[0036]

[0037] 其中θ＝360·3·t,r＝a·θ,a＝0.2。

[0038] 在所述的主轴外缘上，均匀距离设置6根支承架交叉对称分布，连接叶片与轮毂，

起固定作用。

[0039] 所述曝气管穿过顶盖，在罐体内呈环状放置，四块气石均匀设置在环状曝气管上。

[0040] 本发明基于一种太阳能自动智能加氧系统。如图6所示，所述的太阳能自动智能加

氧系统，包括搅拌加氧器主体、溶氧监控装置、太阳能发电装置、控制系统，其中：

[0041] 所述搅拌加氧器主体，包括传动电机1、搅拌器8、曝气管6；所述传动电机1设置于

罐体顶盖上方，与罐体内的搅拌器8通过主轴4可旋转性联接；所述罐体包括进水口2、出水

口3、挡板5，所述进水口2设置在罐体底部位置；所述出水口3设置在罐体顶部位置；所述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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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竖直设置于罐体内的周边侧壁处，并与周边侧壁留有空隙；所述曝气管设置于罐体内底

部，其进气口2穿过顶盖向上伸出；所述曝气管6设置于罐体8内底部，其进气口2穿过顶盖向

上伸出。

[0042] 其溶氧监控装置，包括含有第一探头和第二探头的溶氧仪；所述第一探头设置于

水体中，用于将水体中水的溶氧量实时反馈给控制系统；第二探头设置于搅拌加氧器主体

出水口7处，用于实时向控制系统反馈出水口7处水体的溶氧量信息。

[0043] 其太阳能发电装置，包括电联接的太阳能光伏板4、蓄电池、DC-AC转换器；所述太

阳能光伏板4均匀布置于罐体8外壁上部，蓄电池为传动电机1提供能量。

[0044] 其控制系统，通过溶氧监控装置监测进水口6处和水池内的溶氧量，来控制太阳能

搅拌加氧装置的启停及运行。所述控制系统，以下述方式通过溶氧监控装置监测进水口6处

和水池内的溶氧量，来控制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的运行和停止：溶氧量低于2mg/L时，控制

系统控制太阳能板收起，并控制储能蓄电池通过DC-DC转换器转化成可供使用的交流电，启

动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将水抽入装置中并快速将水加氧至高于95％该气温下的饱和溶氧

量，然后通过出水口排入水池中；当水池中溶氧量高于4mg/L时，停止太阳能搅拌加氧装置

的运行，太阳能板张开，继续为蓄电池供电。

[0045] 在本发明中，电机直接安放于罐体顶盖上方，能够减少能量损耗，使加氧装置的结

构更加紧凑，节约空间。且电机位于出水口上方，可以避免电机遇水损坏。

[0046] 当水中溶氧量处于正常范围时，罐体四周的太阳能板支起，为蓄电池充能。

[0047] 当溶氧仪探头监测到水中溶氧量低于2mg/L时，控制系统迅速做出反应，开启水泵

往罐体中充水，进水流量为50m3/h，水流在被搅拌器加速后扩散，在阿基米德曲线螺旋线型

叶片作用下下压，打在罐体内部，并在挡板的作用下由原本的周向运动变为轴向运动，水流

受罐体内壁冲击沿挡板向上流动，再沿桨轴而下，在罐体内形成一个循环。

[0048] 同时，底部曝气装置也开始工作，曝气管进气，通过四块气石分散大量微小气泡进

入水中，高速翻滚的水流带动气泡也在搅拌桶中不断碰撞，在此过程中，气泡会不断破碎形

成更小的气泡，细密的气泡大大增加了空气与水体的接触面积，有利于氧气的溶解。经过加

氧后的水和空气由位于上方的出水口排出。

[0049] 当溶氧仪探头测定水池水体中溶氧量达到4mg/L时，控制系统控制所有装置停止

运行。

[0050] 本发明经过反复试验验证，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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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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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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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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