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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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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注册商标：“杭超”“                   ”。

       杭州嘉振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以“创新精准超声，服务制

造强国”为发展愿景，秉承“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设备品质

为核心”的经营理念, 坚持走自主研发创新的道路。通过与多

所高校的深度校企合作，公司已获得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同时不断推出国内外领先的大功率超声波技术产品，为各类科

研单位和企业提供超声波应用方面完整的解决方案。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超声波发生器将220V的市电转换为高频电流传递给压电陶瓷，谐振于超声频率的压电

陶瓷，由材料的压电效应将电信号转换为线性的机械振动，再通过超声波变幅杆放大

（减小）振幅，最终传送到工具头进行工作。超声波换能器一般有磁致伸缩式和压电陶

瓷两种形式，我们公司采用所有换能器均为压电陶瓷。

超声波换能器的组成

超声波换能器是一种能量转换器件，它的

功能是将输入的电功率转换成机械功率

（即超声波）再传递出去，而它自身只消

耗很小的功率。



HCSONIC换能器制作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HCSONIC换能器制作工艺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传统的换能器制作通过扭力扳手来确定预应力，这种方式由于清洗、润滑程度的不同数值

会很大偏移 ，过大以及过小的预应力会导致压电陶瓷片晶裂、阻抗增加发热严重、大大

缩短了换能器的使用寿命 。HCSONIC制作时采用电荷、电压检测时的预应力，确保换能

器获得精准的预应力。

所有换能器都进行长时间的老换测试，出厂前进行质检并进行48小时的通电测试，确保

稳定工作后再 进行发货。

我 们 可 以 根 据 客 户 的 需 求 定 制 各 类 不 同 频 率 的 换 能 器 ， 频 率 范 围 从
15KHZ~120KHZ，分别用于焊接、切割、雾化喷涂、声化学液体处理等方面。

功率（W） 3000

频率范围（KHZ） 14.50-15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15

连接螺纹 M20X1.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11000-12000

灰片：13000-14000

黑片：14500-16000

H15-6060-LZ001（柱换）

（黄片）



功率（W） 2600

频率范围（KHZ) 19.50-20.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10

连接螺纹 M18X1.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11000-12000

灰片：13000-14000

黑片：14500-16000（黄片） （黑片）

H20-5050-LZ001（柱换）

功率（W） 1500

频率范围（KHZ) 19.50-20.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10

连接螺纹 1/2-20UNF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11000-12000

  黑片：14500-16000

  

H20-6338-LD003（倒换）

（黑片）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功率（W） 500

频率范围（KHZ) 27.50-28.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25

连接螺纹 3/8-24UNF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3900-4300

  灰片：

  黑片：

H28-3325-LZ001（柱换）

（黑片）

功率（W） 300

频率范围（KHZ) 27.50-28.1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连接螺纹 M8X1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1950-2300

   

H28-3325-LZ002（柱换）

（黄片）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功率（W） 800

频率范围（KHZ) 27.50-28.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15

连接螺纹 1/2-20UN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7200-8200

   黑片：10000-12000

   

H28-3838-LZ003（柱换）

（黄片） （黑片）

功率（W） 800

频率范围（KHZ) 29.50-30.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20

连接螺纹 M8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6000-7500

   

H30-4420-TD002（倒换）

（黄片）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28.50-31.0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连接螺纹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30-2303-TD002（倒换）

（黑片）

功率（W） 500

频率范围（KHZ) 34.50-35.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10

连接螺纹 M8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5500-6000  

 

H35-3525-LD002（倒换）

（黄片）



功率（W） 500

频率范围（KHZ) 38.00-39.0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25

连接螺纹 M10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5400-6400

  

H40-3030-LZ002（柱换）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黄片）

功率（W） 500

频率范围（KHZ) 34.50-35.1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20

连接螺纹 M8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5400-6400

 

H35-4023-LD004（倒换）

（黄片）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功率（W） 300

频率范围（KHZ) 39.00-40.0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25

连接螺纹 M8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7000-8000

  

H40-4023-LD003（倒换）

功率（W） 300

频率范围（KHZ) 39.00-40.00

陶瓷片数量 4片

阻抗 10

连接螺纹 M8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黄片：3300-4500

   

H40-3420-LD004（倒换）

（黄片）

（黄片）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49.00-51.0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50-2406-TD001（倒换）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49.00-51.0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50-2303-TD002（倒换）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黑片）

（黑片）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49.00-51.0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50-2404-TD001（倒换）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58.50-60.0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60-2303-TD002（倒换）

（黑片）

（黑片）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58.50-60.0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60-2304-TD003（倒换）

功率（W） 20

频率范围（KHZ) 127.00-128.20

陶瓷片数量 2片

阻抗 25

晶片颜色及电容（PF）

   

   黑片：1400-1800

   

H128-2304-TD001（倒换）

ULTRASONIC 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黑片）

（黑片）



S U B T I T L E  
H E R E

HCSONIC提供 15K~120k 大功率超声换能
器定制，换能器选用航空铝材和PZT-8的压
电陶瓷片。通过电荷累积的方式，精准获得
时时压缩预应力，规避了换能器高阻抗以及
晶裂的风险。

换能器定制

大部分超声波备都需要根据客户具体的使用
环境（实验室或生产线）以及使用需求进行
定制，公司提供的10~100瓦的实验室设备
以及100瓦~3000瓦的工业级设备。

设备定制

提供专业的维修服务，即使是最好的产品也
需要满足最严苛要求的维修服务，我们在全
中国提供一年365天全天候维修服务。嘉振
超声技术工程师随时为您提供精准、实用的
专业知识。

维修服务

主动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对于提高安全性和生
产力至关重要。预防性维护可减少停机时间
并提高可靠性。我们根据您的设备、使用情
况和工作周期创建具有前瞻性的定制维护计
划。

预防性维护

当您无法确定您手里的产品能否使用超声波
进行处理时，可将样品邮寄给我们，我们用
专业的超声设备进行处理，处理完的试件会
回寄给您同时拍摄处理的过程。

来样测试

嘉振超声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工程师的7x24小
时快速响应，针对不同规模、能力的客户提
供客制化支持。同时提供在线视频教程以及
说明文档，帮助客户更快捷的解决问题。

7*24 电话技术支持

SERVICE



联 系 我 们

0571-87197372

联系电话：

hc@made-in-hc.com

邮  箱：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高科路198号创业楼9楼

地    址：

www.made-in-hc.com                 www.ultrasonictool.com

网    址：

联 系 我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