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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选用“贝特”产品，本手册仅适用于本公司生产的潜水曝气机。该产品

依据国家标准 GB/T27872-2011 进行生产。

在安装和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若您不遵守本手册的说明而造成的人

身伤害、机器损坏及其他财物损失我们将不承担责任。如有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及时、热情地为您提供服务。

本手册主要对潜水曝气机的结构特征、工作原理、安装与调试、使用与维护、

故障分析与排除以及运输、贮存等方面作出说明。

本手册适用于潜水曝气机系列产品以及用户特殊定制的其它规格的同类产品可

参照使用。

本手册中出现的产品外观图或其他图例或菜单屏幕等若与实际产品有所不同，

使用时以实际产品为准。

公司的产品技术会不断创新，产品手册也会随之更改。以后的所有更改，均不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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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启动前注意事项

1.在启动潜水曝气机前，应用 0—500V 兆欧表检查定子绕组绝缘情况。

2.检查所用电源、电压频率是否与标牌所示相符合。

3.请勿将潜水曝气机电线接入无任何保护装置电源（会引起缺相、过载

烧毁电机）请参照其接线方法。

4.检查叶桨运转方向，从叶桨向电机端看叶桨为逆时针方向转动。如果

转向不对，应调换三相中任意两相接线位置，以获得正确的运转方向。

注意安全，避免叶桨伤人。

5.检查接地线是否正确可靠的接地。

6.严禁无水运转。

7.严禁将潜水曝气机的电缆头浸入水中。

8.在运输安装过程中，严禁使用主机电缆起吊或悬挂主机。

警告： 未切断电源不得移动潜水曝气机，人不得在其运转时与其

所处水源接触，以防电机万一漏电，又无漏电保护装置时

造成触电事故。

为确保设备安全运行，请详细阅读本《操作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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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装、保养和维修说明仅适用于本公司生产的 QXB 系列潜水曝气机。QXB 型

潜水曝气机，参照国家标准 GB/T27872-2011 生产。

1 产品描述

1.1 运行条件

曝气机应在下列条件下正常连续运行

 最高介质温度不超过 40°C；

 介质的 PH 值在 5—9 之间；

 介质中不允许有缠绕物；

 液体密度不超过 1150kg/m3；

 长期潜水运行，潜水深度应不超过有效潜水深度。

注意：设备应完全在水下作业，不能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或

有强腐蚀性液体的环境中工作。

1.2 结构与功能

构造（见图 1）：

潜水曝气机由潜水电机、进气管、气室、混气盘、底座、叶轮、

消音器和浮圈组成。

进气室

叶轮 导轮 底盘

轴承座

机封

下轴承

转子总成

定子总成

上轴承

进气管

消音器

混气盘

图 1、潜水曝气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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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

进气管上端为空气吸入口位于水面之上，下端与混气室联通，接

通电源后由于叶轮旋转，高速水流从叶轮出口流出经混合室形成

负压，因而空气经气室被吸入并与污水混合，气、水混合液从出

口喷射出，完成对污水的充氧。经过专门设计的潜水曝气机可使

曝气达到最佳性能。

a.电缆入口

电缆入口采用水密电缆。

b电动机

潜水曝气机的电机为三相鼠笼式异步电机，防护等级为

IP68，绝缘等级为 F级（155℃），潜水电机可连续运行，

每小时可启动 10次以上。电动机额定输出功率，其额定电

压偏差为 380V±5%。若电机未过热，且在负载情况下连续

运转，可允许±10%的额定电压偏差。

c冷却

定子靠周围液体冷却。

d监控装置

设备安装有油室泄漏保护器；（注：可根据用户要求设置超

温传感器）。

e轴

电动机的轴与转子是作为一个整体部件提供的。

f机械密封

外部密封为 O型密封圈，密封于周围液体与主机之间。轴

封采用高质量机械密封，机械密封面材料均采用耐腐蚀碳

化钨或碳化硅，将电机与储油室以及储油室与周围液体密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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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轴承

轴承使用寿命可达 100，000 小时以上。

h油室

内储润滑油用于润滑和冷却机封，并且隔离渗透液。

i叶轮

叶轮设计保证了高效、无阻塞运行。

j混气盘

空气经气室进入混气盘，混气均匀、效率高，并可控制喷

射方向。

2 运输存放

 严禁用曝气机的电缆线起吊或悬挂曝气机！在搬运或悬

挂曝气机应将吊钩钩在机壳上配装的卸扣或吊环螺栓上。

 潜水浮动式曝气机长期不用，应置于干燥处存放，并注

意防冻。

 潜水浮动式曝气机不能长期浸在水中不用，建议每半月

至少运行 4 小时以检查其功能和适应性，或提起放在干

燥处备用。再次使用时按照维护保养的要求进行检查、

保养。



贝特技术 专注环保 设备安装

5

3 设备安装

请遵守所有健康与安全规则和操作现场规则及惯例。

为了避免事故，必须在自动启动的设备现场放置醒目警示标志。

为了减少触电危险，参见“安装方法”和“电连接”部分；

不能在国家电力规程指定的危险区域内安装设备。

潜水曝气机最常用的安装方式见图 2。

曝气池水位

起吊钢丝绳

曝气机水平安装于池底

电缆用扎带扎好

接控制箱

固定于池边

图 2、潜水曝气机安装方式

3.1 安装步骤

1、 将消音器与进气管上口旋紧，5.5kw 以上规格为法兰连接，

两法兰之间配有橡胶垫。

2、 将进气管、橡胶垫与主机进气室法兰分别用四只螺栓连接，

并拧紧，保证该连接处不漏水。

3、 用包扎带将电缆与进气管每间隔 1米进行固定好。

4、 将起吊钢丝绳与主机吊环用二只绳卡固定。

5、 外部起吊设备将曝气机放入预定位置，将起吊钢绳因定与

池边锚口处。

6、 将电源电缆与匹配的控制箱连接（详见 3电连接部分），电

缆与池口不得有损坏性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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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伸展电缆时应避免过分弯曲或紧缩。

 注意！电缆末端切勿浸入液面下，以免水通过电缆

渗入电动机。

 同一曝气池中布置多台曝气机时应按其作用范围均

布。

 最后，将曝气机的电缆及缆索固定于池边。

 试机必须在水中进行，以免损坏机封。

注意! 所有设备安装过程中，电缆要固定，确保电缆不会

被卷入叶轮。

从池中提升曝气机之前，须确认已停机。提升操作应当执行上

述同样有关安装说明。

以下问题请向南京贝特公司咨询：

 外围设备选择问题；

 装置连接方面的其它问题。



贝特技术 专注环保 设备安装

7

3.2 电连接

小心！设备运转前必须确保设备与电源断开且不会突然通电。

电机电缆和定子导线的连接。

按接线图所示连接电机电缆和定子导线及泄漏保护线（31）

定子导线 连接电控箱

棕（U） L1

蓝（V） L2

黑（W） L3

黄/绿 接地

白（31） 31

图 3、电缆接线图

在潜水曝气机起动之前，应由一名合格的电工对该系统进行检

查，确保采取下述各项所要求的电器保护措施。

 在运行前，应用 0--500V 兆欧表检查电机定子绕组对地

绝缘电阻，最低阻值不得低于 1兆欧。

 电源电压一定要在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压±5%的范围内；

三项电压不平衡值不超过 1.5%。

 电缆中黄绿双色线为接地线，为保证安全，必须将地线

接牢并比其它线长出 50mm。

 电动机电缆使用 YC电动机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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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漏保护线应正确接入控制电路；油室泄漏保护器可检

测油室中是否有水，若油中含水超过允许值时，则会发

出报警信号；建议在发出报警信号的三天内换油。如果

换油后，传感器仍发出警报，则可能机封失效，请及时

更换或与南京贝特公司联系。

 为避免潜水电机内进水，需检查电缆入口密封套筒及垫

圈与电缆外径是否相符，电缆外皮有无破损。

 过载保护（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应设定为铭牌上给出的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

3.3 检查叶轮旋转方向

1、潜水曝气机使用三相电源，初次启动或每次重新安装后都应

检查转动方向，转动方向不正确，会损坏设备。

2、检查方法为：潜水曝气机在最终安装前，应举高并作短暂的

启动，从潜水曝气机底部向上看，叶轮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如

果几台潜水浮动式曝气机连到一个控制器上，各台必须单独进

行检查。如果旋转方向不正确可以交换控制器上三相动力线中

的任意两条线的位置，就能改变转动方向。

3.4 使用注意事项

 潜水曝气机使用油脂或润滑油进行润滑。若发现密封磨

损，油脂或润滑油渗出，请更换密封，以免将电机烧坏。

 未切断电源时，不得移动曝气机，人不得进入水中，以

免无漏电保护时造成触电。

 潜水曝气机应放置平稳，不能放在污水入口处，也不可

放在泥地或浮沙上，以免潜水曝气机由于震动产生下陷。

叶轮反转，会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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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水曝气机由于工作原理，最大潜水深度应不超相应规

格规定的最大深度（见参数表）。

 潜水曝气机必需保证安全接地并完全在水下作业。

 严禁将电缆接头浸入水中，以防止接头处理不好时，水

通过电缆浸入电机内腔而损坏电机。

☆消音器应高于液面以上 200mm，以免污水自消音器流

入进气管，致使电机负载急剧增加，损坏电机！

5 设备运行

5.1 起动前操作

a 、检查油位应将机封完全淹没（出厂前已注好润滑油）。

b、 检查叶轮是否可以用手转动。

c、检查电缆入口是否被稳妥封紧。

d 、如有监控装置，检查其工作性能。

e 、检查叶轮旋转方向。面对叶轮看过去，叶轮应逆时针旋转。

5.2 试运行

需注意叶轮起动时有冲击力，应特别小心！

 潜水曝气机运转时，要小心旋转中的叶轮。

 在起动过程试运行中，应注意起动时的电流冲击。起动

时几秒内，电流高于工作时电流的 10%~20%为正常现象。

稳态状态下的电流应比额定电流低。电流消耗过大是由

于液体粘性强或浓度高造成的，也可能是潜水曝气机调

试不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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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连续运行

 保证潜水浮动式曝气机完全在水下运行。

 在 0℃以下的气温时，只要水不结冰，曝气机在水中可以

继续使用。当水温超过 40℃时，严禁使用曝气机。

关于潜水曝气机其它方面的操作请与南京贝特公司联系。

6 维护与保养

南京贝特公司制造的潜水浮动式曝气机每台在出厂前，都认真

地进行了最终检查。永久润滑的滚珠轴承使潜水浮动式曝气机

具有最大的耐久性。然而，为了保证潜水曝气机的使用寿命，

建议进行定期的检查和保养。

6.1 安全预防措施

△ 小心！开始进行设备维护前，务必保证潜水曝气机与电源切

断并且无法被意外起动。

为避免受伤，务必留意损坏和磨损的组件的状态！

△ 注意！保证潜水曝气机或其部件的稳定性，确保其不会滚动

或倒下，以免造成人员伤害或物品的损坏。

6.2 清洗

为了防止潜水曝气机在不用时内部积有杂质，可将潜水曝气机

放在清洁的水中起动，抽水自洁。

6.3 检查周期与检查事项

6.3.1 检查周期

定期检查与维护可确保曝气搅拌机的操作更加可靠。下面的维

护时间表建议何时应该对潜水曝气机进行检修，何时应进行彻

底检查（大修）。维护时间表按工况分 A、B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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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工况 检修周期 大修周期

A 一般
每 8000 个工作小

时或一年一次

五年一次或每 50,000

个工作小时一次

B 恶劣
每 4000 个工作小

时或一年两次

每 两 年 一 次 或 每

20,000 个工作小时一

次或当检查时指出必须

处理时

注：对潜水曝气机的彻底检查应在维修车间进行。

注意检查叶轮，如果叶轮磨损严重导致其不平衡，电动机就会

由于阻力大而过载。

6.3.2 检查事项

A.检修

下列各项均需检查，必要时进行判断是否需要：

 更换所有磨损的组件；

 检查所有螺钉接头处；

 检查油量与油的状况；

 检查定子腔中是否有液体出现；

 检查电缆入口与电缆状况；

 起动装置的功能检查；

 检查旋转方向；

 检查电绝缘情况；

 更换为检查而拆卸的所有 O 型密封圈；

 检查并擦净密封圈及周围。

根据保养计划书，南京贝特公司通常提供维修合同。若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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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请于我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

B.车间大修

修理车间要求有专门工具，并应由授权维修部门完成。修理车

间的大修作业除了检查外，还应对下列各项进行判断是否需要：

 更换轴承；

 换油；

 更换密封圈；

 更换电缆。

6.4 注油与换油

潜水曝气机的油室在出厂前，已注入适量的润滑油。该油为变

压器油，应每年更换一次。

△ 小心！油室可能会受压。请用一块布遮住油塞以免油溅出来。

换油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把潜水曝气机放置好，使油室螺塞朝下，拧松螺塞，放出润滑

油，然后用洗涤油清洗油室，再注入适量的润滑油，换一个新

的铜垫圈，将螺塞旋紧。如果油中发现有水，除按上述方法换

油外；三个星期后必须重新检查一次，如果油又变成乳状液，

机械密封件应进行检查。必要时应更换（或与我司售后服务部

接洽）；如果自己更换密封，必须做气密实验（通入 0.2Mpa 压

缩空气，历时 3min 无泄漏）。

6.5 故障检查

当电源接通后，电气操作应由一位合格的电工完成。

操作时遵守当地有关安全规则和安全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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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原因 清除方法

过电流

1、 水池不符合要求、

介质密度大、潜水

过深

2、 叶轮绕有杂物

3、 叶轮与导叶发生

摩擦

4、 进气管阀门未全

开、进气管进水

1、 改善进水条件、调

整安装深度

2、 清除杂物，用水清

洗

3、 检查叶片磨损情

况，重新调整安装

4、 完全打开阀门、调

整进气管高度

曝气量

不足

1、 潜水深度过深

2、 叶轮叶片外圆磨

损，或叶片部分击

坏

3、 潜水浮动式曝气

机叶轮反转

4、 叶轮松了

5、 潜水曝气机进气

管或叶轮有杂质

堵塞

1、 提高潜水浮动式

曝气机

2、 更换叶轮

3、 纠正旋转方向

4、 紧固螺钉

5、 清除杂物，用水清

除

杂音或

震动

1、 叶轮与导叶发生

摩擦

2、 叶轮螺钉松动或

叶片部分损坏

3、 进水状态不稳定

4、 进水口有杂物堵

塞

1、 检查中心和间隙

2、 紧定螺钉或更换

叶轮

3、 调整进水状态

4、 清除杂物，用水清

洗

不能启动

或熔丝熔

断

1、 绕组、接头或电缆

断路

2、 潜水浮动式曝气

机堵塞

3、 漏电或漏水

4、 短路

1、 用欧姆表检查

2、 切断电源，清除杂

物

3、 检查绝缘，低于规

定值应进行烘干

4、 检查维修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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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后

断路器过

载器断开

1、 电压低

2、 电压高

3、 电机接线不对或

接头混淆

4、 控制柜电器故障

1、 暂时不使用或因

为线路过长引起

的降压，应加粗电

源线

2、 装变压器，将电压

调至规定值

3、 调整接线和接头

4、 检查并更换电器

件

其它故障请与我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

http：//www.njbe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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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维修记录表

维修日期 搅拌机出厂编号 运转时间（小时） 故障原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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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顾客满意度调查表

顾客名称 地址

电话、传真 联系人

订购产品时间、产品型号、规格、数量等

对产品的满意度：

对服务的满意度：

对代理商满意度：

其他建议和要求：

用户单位： 年 月 日

注：使用该产品后，请用户及时填写《调查表》，并反馈给我公司售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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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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