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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国内中小河道黑臭水体整治技术,曝气法作为一种成熟的黑臭水体处理方法,通过加快水
体复氧速度,增加水体扰动,被广泛应用。本文探讨了各种常见传统曝气技术及其优缺点,提出了新型微
纳米曝气法,该曝气法有效解决气泡在水中与污染物的接触面小的问题,极大增加其表面积,提高溶解氧
效率,延长在污水中的停留时间；并从氧传质角度,分析了影响溶解氧,进而治理黑臭水体的若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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