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生物科技水质及环境管理

Beauty Of Water

生活污染方向

BOW Biotech Co.



目录
CONTENTS

关于现状 ……………………………… 03
Present situation

关于我们 ……………………………… 04 
About us

项目简介 ……………………………… 07  
Project introduction 

应用范围 ……………………………… 13
Applications

实际案例 ……………………………… 14
Actual case

我们的优势 …………………………… 06  
Our Advantages



关于现状

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氨氮，磷，硫等碳水化合物及多种病源微生物，會造成水中溶解氧大

量消耗促进水体营养化，在厌氧菌作用下易产生恶臭物质，同時也造成病原菌蔓延。這些生活

污水除含有较多腐殖质外，还含有蛋白质及多醣体等大分子有机物，对人类的生活造成恶劣的

影响。



关于我们

Beauty Of Water生物科技水质及环境管理技术（以下简称BOW），是美国BOW生

物科技水质及环保公司（BOW BioTech Corp.）联合美国麦克公司、加州大学生物专家

团队等资源，根据中国环保事业发展要求，针对水体、水质、水貌管理，打造的生物高科

技技术体系。为中国城市及乡村水体生活污染清洁管理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产品以BOW-

219技术、生物制剂、活性菌体的生物合成为主，祛除水质杂质、异味，使水质清澈、气

味纯净，营造水体自我清洁的健康生态环境，有效解决水质生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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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美国专家近20年的研发和实验，

技术成熟，并在世界各地都有

成功项目案例。

01

提供综合解决处理方案，治理方

式及成本适应中国市场需求。04

原料采用美国纯生物高科技技

术，无二次污染，安全可靠，

具有可持续性。

02

美国公司直营，美方专家技术团

队直接服务，治理、监控、管理、

维护一条龙，提供优质的服务保

障。

05

依托水质大数据解析，针对多

种生活污染定制方案，精准有

效。

03

01

02

03

04

05



BOW-219技术的研发初衷是为了满足对水敏感的农

业环境的需要。应用范围从家庭到工业，生活用水到生产

用水，可以达到石油净化、污水净化、减少异味等效果。

BOW-219技术主要通过一种非细菌的、高度浓缩的、

易降解的、可以提高细菌活性和微生物生长的催化剂，能

够转化水中有机物残留，抑制厌氧微生物繁殖。其中有三

个主要来源产生其功效，这三个主要来源是:一种是易于生

物降解的混合表面活性剂；一种是从精心控制的发酵过程

中提取的浓缩的、富含矿物质和营养的提取物；一种是从

无害酵母菌的专有发酵中提取的广谱酶基。

项目简介



03

02

01
表面活性剂混合物可以用于乳化有机污染物。这一作用有助于减少

脂肪颗粒大小，并打破表面积累的油性物质。这样，有机污染物的

总表面积就会增大，这使酶能够快速增强本土细菌对这些污染物的

协同作用。

表面活性剂混合物

对产品的整体性能至关重要，高度浓缩、补充的营养包通过引入精

选的营养成分来“启动”本土细菌群，以改善其对问题污染物的持续

攻击能力，从而在产品功效中发挥关键作用。

富含营养的提取物

许多类型的相容酶和辅酶起到了本土细菌的催化剂的作用。这些催

化剂在不改变反应范围或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加速了天然化学链反

应过程。

广谱酶基

项目简介 三种来源



项目简介 BOW-219技术的安全性如何？

无害生
物降解

无菌
无毒

无腐蚀
性、不
易燃

由于BOW-219技术的设计目标是在非常低的水

平下即可融入水中，它的进入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安全

的影响。BOW-219技术中所有产品的成分都受到严格

管控，是100%纯天然的，达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食品级，通过GRAS认证，对人体安全性、生物降解

循环和水生安全都有很好的保障。但是眼睛和皮肤接

触产品可能会引起刺激，请佩戴手套使用，避免直接

接触产品或者吞咽。



项目简介 污水处理方式

先用特殊不含微生物的生物酶，迅速降解大型有机聚合物，如含油，氨氮

类，蛋白质及多醣体，把大分子结构破碎成小分子，通過搅拌曝氧，部分

挥发至空氣中，部分分解沉淀。

第一阶段
加入多种微生物菌剂，可以增加水中氧气、抑制厌氧菌滋生、分解磷化合

物、分解有机酸、抑制病毒繁殖与生長。

第二阶段



污水处理系统

BOW-219技术在污水处理厂的使用示意图

项目简介 污水处理方式

“是什么激活了BOW-219？”
越多的水越好—充分搅拌—
适宜的温度—含有盐分的环

境

流出

调节器“必需”
调整器将BOW-219技术中的稀释
剂以5ppm的浓度注入系统。系统
饱和后可降至3-4 PPM。

500加仑混合罐，
用于BOW-219的
预混合

必须知道流入的量，即向你
的系统输入的量



项目简介 适宜使用环境

计算并最大化保持时间

70华氏度和110华氏度下的酶

和天然细菌是最为活跃有效的

充分的混合和搅拌会让产

品发生最大的效用。

酶和天然细菌需要2.0或更高的

溶解氧增殖，5.0及以上为最佳。

Ph值3.5-9.5是酶和自然细菌的适

宜工作范围，在加入酶之前，确

保酸碱度的稳定，其最佳工作范

围为ph值5-8。



通用清洁 农业提升

商业清洁 土壤微生物繁殖

排污管道祛油污 餐厅潲水处理

化粪池 景观湖美化

泻湖和蓄水池 游泳池和温泉水净化

脱脂剂 土壤修复

污水收集器(清洗)                                      食品加工业

排水系统 垃圾系统

肉类加工厂-油脂处理 工业和城市排污系统的应用

玻璃纤维生产 市政油控制

沉砂池清污 油脂分离

集油器 污水处理厂

提升站和湿井 浸出槽及场地

空气净化器 冷却塔

堆肥 烃修复

应用范围



实际案例

可用于*湖泊*池塘*淋洗场*化粪池*污水渠系统等

净水解决方案——BOW-219技术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多佛市的鹰湖污水处理公司的经营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对于这家小型市政工厂来说，过高的运输成本是

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聚合物的成本相对于所获得的效益来说也是相当昂贵的。当使用聚合物进行净化处理时，整个净化过

程需等待6-7个小时，而且每个月都要泵一次水。通过使用BOW-219技术，运输频率最多可延长到4个月，倾析过程缩短至不到

两小时。同时由于清除了聚合物，节省了35%的成本，这一百分比还不包括通过提高劳动效率而实现的额外节省。

改用BOW技术后，倾析只需不到4小时，同时泵送频率降低了一半。



实际案例

BOW-219在河流沉积物生成和除臭方面应用的实验室试验

取样处

注：图片地点为无锡附近的梅村河

添加20ppm酶后的第一天

试验样品 对照样品



实际案例

BOW-219在河流沉积物生成和除臭方面应用的实验室试验

添加20ppm酶后的第二天（顶视图）

试验样品 对照样品

添加20ppm酶后的第二天

试验样品 对照样品



实际案例

BOW-219在河流沉积物生成和除臭方面应用的实验室试验

添加20ppm酶后的第四天（顶视图）

试验样品 对照样品

添加20ppm酶后的第四天

试验样品 对照样品



实际案例

BOW-219在河流沉积物生成和除臭方面应用的实验室试验

用含10ppm的酶曝气黑色重臭水 每天添加10ppm酶后第4天 每天添加10ppm酶后第4天（顶视图）

96hr        72hr         48hr        24hr     12hr     5hr 



实际案例
私人地产使用产品效果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实际案例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河涌湖泊使用产品效果



实际案例
洗车棚内使用产品效果（60天后）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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