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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introduction

企业简介

以人为本 科技创新

       杭州嘉振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

产和销售大功率超声波核心部件及成套应用设备的专

业厂商，注册商标为“杭超”，             ，下辖专业电

源制造企业杭州晋元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嘉振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以“成为功率超声

设备专业制造者”为发展愿景，秉承“以客户需求为

中心，以设备品质为核心”的理念, 坚持走自主研发创

新的道路，不断推出国内领先的大功率超声波技术产

品，为各类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超声波应用方面完整

的解决方案。



大功率超声设备制造商

超声波焊接优势

       超声波点焊采用超声塑料焊接技术，通过超声波换能器将高

频电能转换成机械振动能，然后通过条幅装置将机械振动能改变

振幅后传递到焊头处。当焊头靠近到加工产品的表面的时候，超

声波自动产生，在加工产品表面 做微振幅高频振动，与加工产

品表面摩擦转化成热量，将加工产品熔化，再进行熔接，由于进

行的是点焊操作，相对而言更加的完美的进行焊接，而且可以通

过更换焊头的方式得到不同效果的焊接。超声波点焊机采用了直

柄式或者手枪式的设计，操作更方便。

常见问题：
1. 高温焊接容易造成焊接面的损伤，严重时还会使产品变形。
2. 焊接设备体积较大，不易于手持操作，无法完成复杂工序。
3. 焊接模式过于单一，对焊材限制较大，并且无法随意更换焊头。
4. 使用粘合剂、助焊剂进行焊接，焊接污染严重，焊接强度不高。
5. 焊接时使用粘合剂、扣钉或其它机械固定，效率低下，成本较高。

数字电箱自动跟踪谐振频率，调整输出频率以匹配手持设备，一旦发现、
故障停止工作并报警，绝大部分超声波焊接可在0.1-0.5秒内完成。

焊接面不损伤不变形，无划伤及胶合剂残痕，免用大量夹具、助焊剂、胶
合剂，减少人工降低成本。

超声焊接凝固成型，分子间重新组合，形成一个坚固的分子链，焊缝强度
能接近于原材料强度，气密性好，不漏水，不透气。

超声焊接非常容易实现自动化，只要设置好焊接参数，便可进行焊接，不
需要预热，也不需要清洁等前后道工序。

手持式超声波点焊机可用于薄膜、布料、热塑性塑料制品的焊接、铆接、
点焊以及金属件与塑料件间的镶嵌和压边工艺。

稳定性高

节能环保

质量可靠

操作简单

应用范围广

       超声波焊接主要应用在两大范围：家电和汽车内装饰，对于大型产品的焊接就需要用专业的超

声波焊接机。具体包括：汽车门板、汽车隔音板、汽车内饰件、汽车隔音棉、电视机外壳、电脑外

壳、电器塑料饰件等，详细的工艺及材料：适用于ABS、PP、PE、PC、PUC、PMMA、PS、PPS、

PBT、PETG等塑料质的点焊、压焊、铆焊和链焊工艺。

传统焊接

超声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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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焊接原理

       超声波设备是一种将电能转化为高频机械振动的一种设备，主要由超声波换能器、变幅杆、工具

头及超声波发生器组成。超声波可以产生空化效应、机械效应、热效应及化学效应，通过这些效应来

达到使用目的。

       设备基本构成：超声波振动部件+超声波驱动电源。

超声波焊接原理

       当超声波作用于热塑性塑料表面时，会产生每秒几万次的高频振动，通过焊件把超声能量传递到

焊区，会产生局部高温。由于塑料导热性差，热量聚集在焊区，致使塑料表面迅速熔化，加上一定压

力后，使其融为一体。

超声波焊接设备

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枪

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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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枪技术参数

组成配件及数
量（单振动部

件）

部件名称 型号或类型 核心材料 数量/个 震动部件尺寸 见附图
超声波换能器 JZ3035-4d 压电陶瓷 1

冷却方式 内置风
扇制冷一级变幅杆 无 / 1

二级变幅杆 无 / 1 最高承受温度 80℃

工具头 点焊，铆焊 铝合金钛合金 1
最大承受压强（压力） 0.6 Mpa

固定法兰 与换能器一体 铝合金 ——

外壳 防护外壳 铝合金 1 振动部件功率 800W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套 备注

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枪 HC-WW3508GL 1 标准型

单超声设备额定功率 800W

总额定功率 1×800W=800W

工作频率 28.0~35.0±0.5kHz

输入电压 220V/50Hz

整体设备尺寸 见附图

设备总质量 约10kg

驱动电源型号 电源控制柜

驱动电源设备主要结构部件
名称 数量

超声波驱动电源模块 1套
控制总成 1套

驱动电源主要功能

监控参数 工作状态、频率、功率

参数自主设定 超声波输出功率自主设定。

跟频方式 自动

自动振幅控制 工作过程中负载变化时，自动调整驱动特性，确保输出振幅稳定。

系统保护 高温保护、过流保护

功率调整方式 触摸屏，连续可调

人机界面 触摸屏 

工作方式 连续工作

控制电路类型 数字式

搜频方式 他激式触发

频率调整范围 28-35kHz

使用环境温度 常温

输入电压 220V / 50Hz

尺寸（长*宽*高） 见附件

与振动部件连接方式 高电压电缆和航空插头

总技术参数

振动部件参数
作用：将超声波驱动电源的电能转化为超声振动的机械能，辐射超声波。

驱动电源参数
作用：产生大功率高频交流电能，全数字控制，驱动超声波振动部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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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示意图

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枪

  超声波手
持式点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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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机技术参数

组成配件及数
量（单振动部

件）

部件名称 型号或类型 核心材料 数量/个 震动部件尺寸 见附图

超声波换能器 JZ2825-4Z 压电陶瓷 1
冷却方式 内置风

扇制冷变幅杆1 无 / 1

变幅杆2 无 / 1 最高承受温度 80℃

工具头 点焊，铆焊 铝合金钛合金 1
最大承受压强（压力） 0.6 Mpa

固定法兰 与换能器一体 铝合金 ——

外壳 防护外壳 铝合金 1 振动部件功率 500W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套 备注

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机 HC-WW3505GL 1 标准型

单超声设备额定功率 500W

总额定功率 1×500W=500W

工作频率 20.0±0.5kHz

输入电压 220V/50Hz

整体设备尺寸 见附图

设备总质量 约10kg

驱动电源型号 电源控制柜

驱动电源设备主要结构部件
名称 数量

超声波驱动电源模块 1套
控制总成 1套

驱动电源主要功能

监控参数 工作状态、频率、功率

参数自主设定 超声波输出功率自主设定。

跟频方式 自动

自动振幅控制 工作过程中负载变化时，自动调整驱动特性，确保输出振幅稳定。

系统保护 高温保护、过流保护

功率调整方式 触摸屏，连续可调

人机界面 触摸屏 

工作方式 连续工作

控制电路类型 数字式

搜频方式 他激式触发

频率调整范围 28-35.0kHz

使用环境温度 常温

输入电压 220V / 50Hz

尺寸（长*宽*高） 见附件

与振动部件连接方式 高电压电缆和航空插头

总技术参数

振动部件参数
作用：将超声波驱动电源的电能转化为超声振动的机械能，辐射超声波。

驱动电源参数
作用：产生大功率高频交流电能，全数字控制，驱动超声波振动部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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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示意图

超声波手持式点焊机

  超声波手
持式点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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