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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黑偉散氣管安装方法 

Installation 
黑偉散氣管安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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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式鼓風機  魯式鼓風機  魯式鼓風機 

盤式安裝法 條式安裝法 

增氧設備總裝流程示意圖 增氧設備總裝流程示意圖 

1. Φ63×50 鐵束節  5.Φ63PVC軟管  9.Φ63×20 異徑三通 Φ16 抱扣  

2. .Φ50 鐵外絲  6.Φ63 正三通  10.Φ20PVC直管  14.Φ14×Φ10 網紋管  

3.Φ63 抱扣 7.Φ63 球閥  11.Φ20 球閥 15.散氣管塑膠三通  

4.Φ63 鋼絲軟管 8.Φ63 彎頭 12.Φ20 塑膠寶塔頭 16.散氣管 

1. Φ63×50 鐵束節  5.Φ63PVC軟管  9.Φ63×20 異徑三通 Φ16 抱扣  

2. .Φ50 鐵外絲  6.Φ63 正三通  10.Φ20PVC直管  14.Φ14×Φ10 網紋管  

3.Φ63 抱扣 7.Φ63 球閥  11.Φ20 球閥 15.散氣管直接 

4.Φ63 鋼絲軟管 8.Φ63 彎頭 12.Φ20 塑膠寶塔頭 



Model & Specification 
黑偉微孔散氣管產品型號及規格 

曝氣技術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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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Specification 
黑偉自沉式微孔散氣管產品型號及規格 

1.節能 -- 以10 畝水面養殖池為例：產品在水深1.5-2m，溶氧量

≥5mg/L，在達到10Kg02/h 增氧能力時，所耗功率僅為

1.1~1.5KW，而採用葉輪式曝氣機則需6~9KW,，按曝氣200天計

算，每天8小時運行則可節電高達萬度，運行費用節省20,000以

上。 
2.高效 -- 產品採用微孔管微氣泡曝氣，微氣泡可以迅速增加水

中的含氧量，因此曝氣效率高、增氧效果好。底層水的溶氧量

≥5mg/L僅需要十分之一的時間。 
3.靜音 -- 產品採用微孔微氣泡曝氣，在水中水面上基本沒有聲

音、對魚.蝦.蟹不產生什麼影響，符合一些對噪音要求比較高的

水產品種的需求，特別適合養魚、蝦、蟹。 

外徑 (MM) 
OD 

型號 
Model 

壁厚 (MM) 
Thickness 

內徑 (MM) 
ID 

重量(G/M) 
Weight 

Φ16 Φ16-30 3 10 115 

Φ25 Φ25-60 6 13 315 

外徑 (CM) 
OD 

型號 
Model 

壁厚 (MM) 
Thickness 

內孔 (MM) 
ID 

重量(G/M) 
Weight 

16 孔徑從0.6-1.0mm孔距；任意 25 11 215 

25 孔徑從0.6-1.0mm孔距；任意 4 17 520 

1.在管壁上具有微孔，雨水的接觸產生的氣泡均為小氣泡，必

然水底會向水面做出對流現象，起到穩定的翻水作用。可以大

幅度提高水中的含氧量，由厭氧環境水轉變為好氧環境水。 
2.在高密度水產養殖上使用，一般一台3000W曝氣機與1000公

尺曝起管配套，可供10畝水面積的高密度水產養殖。 
3.組裝簡單，無須維護，使用壽命持久。 
4.節能效果顯節省大量電，減少支出費用。 
5.在深水區不曝氣時由於受靜壓影響而被壓扁，可以防止污物

堵塞。 
6.適用於工廠化養殖魚場、孵化舍、埤塘養魚、活魚運輸等。 

自沉式曝氣技術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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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aeration Plate 
曝氣盤架 

型號 上圓（cm） 下圓（cm） 高度（cm) 鋼絲直徑（mm） 

Φ25× 25 浸塑圓錐盤 50 25 25 5 
Φ25× 80 浸塑圓錐盤 80 25 35 5 

Φ25×100 浸塑圓錐盤 100 25 35 5 
Φ30×100 浸塑圓錐盤 100 30 25 5 
Φ50× 60 浸塑圓錐盤 50 60 18 5 

Φ70× 80  浸塑圓錐盤 70 80 17 5 

平盤 Flat plate  

圓錐盤 Cone plate 

拆裝式工程塑膠散氣盤 

“拆裝式工程塑膠散氣盤”由支桿、通氣管、 

中心結合盤、散氣管等組件組成，外徑為800mm 

。用戶可自行裝配或拆卸。該盤採用多口進氣的方 

式，除了具有出氣均勻、攪動水體的能力強外，該 

盤還具有使用方便、易於運輸等特點。使用拆卸式 

工程塑膠散氣盤能降低用戶的購置成本，加強曝氣 

效果，產品一經推出，深受用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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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徑（cm） 壁厚（mm） 内孔（mm） 重量（g/m） 

16 2.5 11 215 

25 4 17 520 

網紋管 
Textured pipe 

規格:Φ12x10  
Specification:Φ12x10 

供氣管 規格:Φ10Φ14Φ16Φ18Φ27 
Air supply pipe specification:Φ10Φ14Φ16Φ18Φ27 

Aeration dedicated air hose 
散氣專用透明軟管 

型號 外圓（cm） 內圓（cm） 鋼絲直徑（mm) 
Φ50 浸塑平盤 50 15 5 
Φ80 浸塑平盤 80 15 5 

Φ100 浸塑平盤 100 15 5 



內接寶塔頭(用於接內徑Φ10mm 軟管或散氣管) 
Pagoda outside the wire head 

(inner diameter Φ10mm for pick aeration hose or tube) 

External pagoda head（for Φ10mm hose） 

三通(用於接內徑為Φ10mm 軟管或者曝氣管) 
Three Contacts(Φ10mm hoses or aeration pipe) 

Aeration tube-specific accessories 

散氣管專用配件 

外絲寶塔頭(用於接內徑Φ10mm 軟管或散氣管) 
Outside the pagoda head(Φ10mm hose or aeration) 

Aeration tube-specific accessories 

散氣管專用配件 

三通(用於接內徑為Φ10mm*Φ13mm軟管或曝氣管) 
Three Contacts(Φ10mm*Φ13mm hoses or aeration pipe) 

外接寶塔頭(用於接外徑為 Φ10mm 軟管) 

三通(用於接內徑為Φ13mm 軟管或曝氣管) 
Three Contacts(Φ13mm hoses or aeration pipe) 

內接寶塔頭(用於接內徑Φ13mm 軟管或散氣管) 
Pagoda outside the wire 

(inner diameter Φ13mm for pick aeration hose or tube) 

外絲寶塔頭(用於接內徑Φ13mm 軟管或散氣管) 
Outside the pagoda head(Φ13mm hoses or a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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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徑三通(用於進氣口為外徑Φ20mmPVC管， 
出氣口為內徑Φ13mm軟管及散氣管) 



直接(用於接內徑Φ10mm軟管或散氣管)  
Direct(Φ10mm hose or aeration) 

Aeration tube-specific accessories 
散氣管專用配件 

Aeration tube-specific accessories 
散氣管專用配件 

四通(用於接內徑為Φ10mm 軟管或散氣管) 
Four Contacts(Φ10mm hoses or aeration pipe) 

五通 Five Unicom 

止回閥(用於內徑為Φ10 散氣管) 
Check valve(for aeration tube inner diameter Φ10) 

直接(用於接內徑Φ13mm 軟管或散氣管) 
Direct(Φ20mm hose or aeration) 

Φ10mm 
Plug (for aeration tube inner diameter Φ10mm) 

堵頭(用於內徑為Φ13mm 散氣管) 
Plug (for aeration tube inner diameter Φ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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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頭(用於內徑為 散氣管) 

調節閥(用於接內徑為Φ10mm的塑膠軟管或散氣
管 
Regulating valve(for the inner diameter ofΦ 10mm plastic hose or aeration tube) 



Model & specification 
黑偉散氣盤產品型號及規格 

型號 
Medel 

通氣量(L/MIN) 
Ventilation Rate 

入口接頭 
Joint 

溶氧效率 
Dissolved oxygen Efficiency 

RSD-80 80-100 1/2''外牙 9%，4公尺水深，20度C 

RSD-144 100-450 1''外牙 16%，4公尺水深，20度C 

RSD-245 30-130 3/4''外牙 26%，4公尺水深，20度C 

RSD-330 40-180 3/4''外牙 29%，4公尺水深，20度C 

RSD-80 
膜片：80MM 

RSD-144 
膜片：144MM 

RSD-245 
膜片：245MM 

RSD-330 
膜片：330MM 

Three  leaves roots  blowers  for  aeration 
散氣用魯式鼓風機 
 

 

1.流量、壓力覆蓋面大、應用範圍廣、結構簡單、價格優惠。 

2.本產品葉輪型線採用特殊複合包絡線型，具有加工簡單齒合好、

洩漏少、效率高、壓力 脈衝小、噪音低。 

3.因轉子採用特殊外型，增強了軸的剛性，提高了鼓風機的升壓。 

4.同步齒輪採用優質合金鋼經精密加工，有效降低機械傳動噪音。 

5.轉動經過嚴格的動平衡，整機幾乎沒有震動。 

6.整機採用合理的散熱結構，有效提高齒輪、軸承的使用壽命。 

7.整機設計結構緊湊，加機械油，便於維護和修理。 

Roots Blower features： 
1.Flow, pressure to cover a large, wide application range, simple 
structure, price  concessions. 
2.The impeller of the product line using a special compound linear envelope, 
with simple  processing and good meshing, leakage, high efficiency, small 
pressure pulse and low noise. 
3.Due to the rotor using a special shape to enhance shaft rigidity, improved fan 

boost. 
4.Synchronization gears are made of high quality alloy steel precision 
machining, reduce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noise. 
5.Rotating parts undergo a rigorous balancing machine almost no vibration. 
6.The whole cooling structure, improve the service life of gears, bearings. 
7.The whole design, compact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oil, easy to maintain and 

repair. 

黑偉牌魯氏鼓風機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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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黑偉散氣管應用實例 

Application 
黑偉曝氣汙水處理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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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汙水處理 Sewage disposal  中國海參養殖場 

Asia Aquaculture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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