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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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IZATION SPRAYING AND ITS SYSTEM
超声波雾化喷涂及系统

超声波雾化喷涂设备正广泛应用在工业及研究开发的领域中。因为环境因素及过量污染

的原因，使得科学家、工程师及设计师们都采用超声波喷涂设备，超声波喷涂设备作为

一门更精确,更易操控及更加注重环保的喷涂技术，将取代传统的二流体喷涂。

“HCSONIC”的超声波喷涂设备，以其轻柔的喷雾特征，大大减少了过度喷涂,从而降

低成本及对周围空气的污染，同时，这种新技术也拓展了更多的应用领域，例如，在要

求喷涂低流量下就十分理想。另外，因为这种喷涂不会堵塞或磨损，所以在关健制造过

程中减少停机时间方面也能作出贡献。

对于基片喷涂、雾化加湿、薄膜涂层、喷雾干燥，助焊剂喷涂，膜喷涂，细线喷涂及其

它工业和研究开发应用，“HCSONIC”的超声波喷涂设备会产生比其它技术更好的效

果。



血管支架及其它移植用医疗器械喷涂

采血管及注射器喷涂装药品微球囊化        

诊断试验用具喷涂   药品喷雾干燥     

蛋白质、酶和试剂喷涂

缝线及外科手术网纱喷涂

香料、调味剂及油喷涂

喷雾干燥陶瓷

浆液/悬浮液雾化

溶剂及黏附剂粘合

化学反应容器

燃烧

溶胶凝胶喷涂

为通孔线路板组装件喷涂助焊剂

在半导体芯片及平面显示板上喷洒照相显影液

在SMT线路板及组件上精确地喷洒助焊剂

生产焊锡粉 

平面显示板及触幕屏微球体沉积

超导体基片喷涂·炭纳米晶管在触幕屏沉积

氢能等能源 纳米粉末



与传统的依靠压力和高速运动将液体粉碎成小颗粒的喷雾头不同，超声波喷头是利用较

低的超声波振动能量来进行液体雾化。液体可通过自身重力或低压液泵传送到喷雾头并

实现连续或间断性雾化。在不超出限度的情况下，液体雾化量仅由液体的输送量决定。

雾 化 喷 头 优 势 雾化颗粒均匀、精度高、极低气压、

4倍的原料利用率、不堵塞等绝对优势......

喷雾状易于定型以用于精确喷涂

无堵塞没有易损的移动部件

抗腐蚀的钛合金和不锈钢材料结构

具超低流量性能

可实现连续或断续的操作

利用高频超声波

振荡将液体雾化

喷雾冲击力很小，
不会造成飞溅及原料浪费 

雾化颗粒均匀度很高

雾化颗粒大小由超声频率决定，与
喷头口径无关

喷头口径粗细可调，且保持超声振
荡，不易堵塞喷头

可精确控制流量，在极低流量下持
续喷雾

二流体喷头 我们的超声波喷头

利用气体和液体的两

种流体的动能雾化

喷雾冲击力较大，会造

成飞溅及原料浪费 

雾化颗粒均匀度差

雾化颗粒大小由喷头口径决定
喷头口很细时，容易堵塞喷头

不能精确控制喷雾流量，无法在较低流量
下持续喷雾



超声波喷雾头利用高频声波（超出人类声觉范围）产生雾化功能。压电晶体

换能器接收来自“HCSONIC”宽频超声波发生器的高频电能，并把它转化成

同样频率的振动机械运动。

换能器形成的振动沿喷嘴方向运行，换能器的振幅在达到雾化面时最大，即

位于喷嘴最前端的细小直径部位。

超声波雾化喷头由钛材料制

成，使其具有突出的声学特

性，高抗拉强度和极好的抗

腐蚀性。保护外壳则以316不

锈钢制成。

由于雾化的效果取决于达到雾化面的液体而不是压

力，液体的雾化速度仅就取决于液体达到雾化面的

速度，因而每一个超声波喷嘴的流量范围一般都较

大。喷嘴的调解比(流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大致

限定在大孔口5:1及细孔口10:1 。

振动幅度必须仔细控制，在低于被称之为临界振幅的情况下，便没有足够能量来产生

雾化。但如果幅度太高，液体会被撕裂，并以块状被喷出。只有在一个很窄的输入功

率范围内的理想幅度方能产生这种喷头独特而细微的低速喷雾。

输入能量的高低可以用来区分超声波喷雾设备和其它超声波设备，如超声波焊接机，

超声波乳化器及超声波清洗机，那些超声波设备所依靠的工作功率通常要几百、几千

瓦，但对于超声波雾化而言，输入功率水平一般从1至45瓦就足够。



我们的超声波喷头被应于由高温至真空及增压情况下多样化之环

境，因此可提供下列选配件及辅助件以配合不同工业之需求。 

HCSONIC喷头配备密封法兰以

使用于真空或增压之环境。

微腔管输入组件是在极低流量的操作

情况下安装于HCSONIC喷头系统内。

所有“HCSONIC”超声波喷头系统都可选配安装双液输入装置，

这可令生产工序更俱弹性，两种液体能在喷头之雾化面混合或一

种跟另一种液体作交替喷洒。

利用安装在附加口

之热电偶去监控压

电换能器位置的喷

嘴温度。

我们建议当喷头应用在温度超过150°C或低于-

20°环境下时使用气体温度控制雾化头工作温度。



雾化喷头类形：雾化面的外形是圆的、聚

焦的或扁平的。

示意图中左边部分是圆锥形雾化面所产生

的圆锥形喷雾形状，通常喷雾束的直径可

达20-700毫米，在图中间（聚焦类喷嘴）

的喷雾形状是聚焦式喷头的特征,这种喷

头的喷雾束在0.5-1.5毫米之间，通常建

议在需要很窄的喷雾模式和非常小的喷雾

流量时使用。

扁平类喷头是图最右边的一个圆柱状喷雾形状,通常应用在要求相对较高的流量，但喷雾

宽度有限制的情况下使用。

HCSONIC喷头的雾化面也可以在施加加载不同压力的恒流载气后被定形产生各种喷雾形

状。

宽喷雾

Wide Spray

阔带

Wide Track

微喷雾

MicroMist

准确雾

AccuMist

旋涡

Vortex

撞击

Impact



（图1）

规   格

 操作频率 最大流速 雾滴中位数直径

型号 （kHZ） ( ml/s） （μ）

HC-LA3513GL 30 6.0 49

HC-LA5005GL 50 2.9 25

HC-LA6004GL 60 1.2 23

HC-LA12002GL 120 0.35 15

标准喷嘴尺寸英寸(mm)

另有其它尺寸可供选用

型号 图号 A1 B1 A2 B2 A3 B3 C  D E E

HC-LA3513GL 1 17 37 一 一 一 一 53 62 38 一

HC-LA5005GL 1 12 27 12 25 3 36 39 43 25 一

HC-LA6004GL 1 9 9 9 20 2 29 32 37 19 一

HC-LA12002GL 2 6 11 6 9 2 13 29 37 13 11

（图2） （图3）

以下的产品参数表提供了标准超声波喷头的基本参数，根据特定的应用需求，还可以提

供不同的喷头设计。所有引用的最大流量值都是近似值，是在常温下及标准大气压下，

以水为雾化介质测定的。



在以超声波来雾化时，雾滴的大小是由喷嘴的振动频率、雾化液体的表面张力 和密度来

决定的，其中频率是决定因素，频率越高，雾滴大小中位数直径越小。

一般而言，超声波喷嘴产生的雾滴大小分布情况是遵循对数－常态曲线的，是一个在对

数尺上类似钟形的曲线，下图表显示在不同频率下以水为介质的雾滴大小累计分布情况。

有几个参数可描述雾滴特定分布的平均及中位数，雾滴数目中位数直径是指雾滴大小的

50%点，也就是雾滴数目中有 一半的直径大于这个值而另一半小于这个值。

雾滴数目平均直径和体积平均直径都是平均直径，数目平均直径是指把一个喷雾样本中

所有雾滴的直径相加除以雾滴的数量，体积平均直径是指把一个喷射样本中所有雾粒的

体积相加（体积与直径的立方成正比），取其立方根，再除以雾滴的数量。桑特平均直

径通常是燃烧应用的参数，它测定雾滴体积与表面面积的有效比例。



“HCSONIC”超声波喷头产生轻柔，低流速的雾束，避免了采用压力喷头常见的过量

喷涂现象。喷雾的速度在每秒1-3mm之间，而压力喷嘴则常在每秒880-1750mm之间。

超声波雾化的无压力特性使“HCSONIC”的产品提供很大的流量范围。微喷系列喷嘴

的流量范围与孔口的大小有关，可自ul/m（微升/分钟0到大约0.3/gph（3毫升/秒），而

最大流量的喷嘴可达6gph（6毫升/秒）。 

流量范围受四个因素控制：孔口大小，雾化面面积，振动频率和液体性质。

孔口大小在决定最大和最小流量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大流量与导入到雾化面的液

体流速相关。雾化过程由散布在这个雾化表面上的液体决定，液体流速较低时，表面力

足以“吸引”液体并使液体附着在表面上，而当液体流速增大到一定数值时，液流会完

全脱离雾化面，而无法雾化。 

理论上，因为雾化过程与压力无关，流量是应当没有下限的，实际上，流量的下限值是

存在的。当流量降低到某一个值时，速度变得太低使得液体偶然才能达到雾化面上，使

雾化束遭到破坏。在典型情况下，液体从一个指定大小的喷嘴孔口流出的最小速度是最

大速度的20%。

雾化面的面积是影响最大流量的另一个因素，雾化面既能承受的液体量而同时又能保有

产生雾化所需要的薄膜的能力有一个限度的，如果“倾倒”在雾化面的液体太多，会大

大超过雾化面能保有液体薄膜的能力。

最大流量不但与雾化面面积相关，而且还与喷嘴的工作频率有关，作为雾化过程的动态

结果，在同样大的雾化面面积下，低频喷嘴较高频喷嘴支持更大的流量。最后，液体的

性质对于最大流量的影响也很显着。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上述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大流量，下面的表列举了对于每一个

可以选择的分类频率，由雾化面直径与孔口大小的典型配套下，水的最大流量。其它液

体的最大流量有可能会有明显的不同。



水流量性能（毫升/秒ml/s）

雾化面 孔口大小(mm)

外形

频
率
(k

Hz)

嘴端
直径
(mm)

0.381 0.762 1.016 1.3208 1.7018 2.1844 2.54 3.5814 6.35

聚焦形 25 2.286 1.016 3.81        

聚焦形  3.048 1.016 3.81 6.35       

聚焦形  5.588 1.016 3.81 6.858 11.43 19.05     

圆形/扁
平形

 8.89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50.8  

圆形/扁
平形

 11.684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83.82  

圆形/扁
平形

 12.7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83.82  

圆形/扁
平形

30 16.51         152.4

聚焦形 50 2.286 1.016 2.032        

聚焦形  3.048 1.016 3.81 3.81       

聚焦形  5.334 1.016 3.81 6.858 11.43      

圆形/扁
平形

 10.16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45.72  

圆形/扁
平形

 11.684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60.96  

圆形/扁
平形

 12.7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73.66  

聚焦形 60 22.84 1.016 1.778        

聚焦形  3.048 1.016 3.81 3.81       

圆形/扁
平形

 7.62 1.016 3.81 7.62 11.43 20.32 22.86 22.86   

圆形/扁
平形

 8.89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30.48   

圆形/扁
平形

 11.684 1.016 3.81 7.62 11.43 20.32 30.48 43.18   

聚焦形 12
0

2.286 1.016 1.27        

聚焦形  3.048 1.016 2.032 2.032       

圆形/扁
平形

 5.842 1.016 3.81 7.62 8.89     



有几个因素会影响液体雾化的能力，这包括液体的粘度、固体含量、不同成分的混合度

及液体的动态特性。目前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律可以左右用超声波技术时液体的实际雾

化程度。有些液体起初看上去十分容易雾化，但实际上证实是十分困难的，而另一些液

体看似不可能的，却能雾化得很好。但还是有些能够判别液体可否成功雾化的指引。

液体可以分类如下：1、纯的单成分液体（水、酒精等）2、纯溶液（盐水、聚合物溶液

等）3、带不溶固体混合液（煤浆、珠状聚合物/水、硅石/酒精、悬浮液等）4、对于纯

液体，唯一影响雾化程度的是黏度。

纯溶液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纯液体相似，除了当溶解液中含有很长的聚合物分子链。在这

种情况下，聚合物分子的长度会影响雾化过程，那是当液滴从整个液体中分离并进而形

成雾化状态时，那些聚合物分子就会阻碍这种离散液滴的形成。

对于带有不溶解固体的混合液，有三种因素会影响雾化能力：颗粒大小、固体浓度及固

体颗粒与载体之间的动态关系。

如果颗粒大小大于雾滴中位数值的1/10，这种泥合物一般不能有效的雾化，对于含有一

种或多种固体颗粒的液滴，液滴的尺寸一定要比固体颗粒大许多。不然，有很大的机会

大多数的液滴将很可能包含不了固体颗粒成分，形成分离。

固体颗粒的浓度十分重要，上限值大约为40%，在高浓度情况下，要有恰当的条件才能

雾化，最后，即使颗粒大小合适，液体雾化的可行性还受别的影响，诸如载体的粘度及

固体成分保持悬浮状态的能力。

因为每一个喷雾应用都需要一个液体输送系统，选择一个与“HCSONIC”喷嘴匹配的

系统以达到最佳效果就十分重要，我们可以提供一系列相互匹配的液体输送系统，包括：

   用于连续排放的齿轮泵          

   用于连续排放或计量用的柱塞泵        

   用于要求精确发放容积的计量应用

   注射泵

   连续排放或计量用的压力系统        

   用于研究及实验室环境的重力系统



HC-LAWX-GL

频率范围：30-120KHZ

雾化颗粒：15-40um

喷涂宽度：0.5-3mm

液体粘度：＜30cps

喷涂高度：5-30mm

导流气压：＜0.01Mpa

工作温度：20-80℃

喷雾流量：0.001-1ml/min

微 细 喷 雾 系 统 结 合 了

HCSONIC聚焦式超声波喷

嘴，多通道注液管及低压导

向载气，多项结合产生一束

轻柔、高度聚焦性的雾束。 

超声波微细喷雾系统

参 数



HC-LAJL-GL

频率范围：30-120KHZ

雾化颗粒：14-40um

喷涂宽度：1-3mm

液体粘度：＜30cps

喷涂高度：10-30mm

导流气压：＜0.02Mpa

工作温度：20-80℃

喷雾流量：0.001-5ml/min

准 确 喷 雾 系 统 结 合 了 低 压 气 体 及

HCSONIC独特微雾化超声波喷头，

能产生轻柔且高度聚焦性雾束。

当压缩的气体被引入气罩内的空气扩

散室，能产生出一致且均布的气流环

绕在喷嘴的表面。

由超声产生的喷雾会立即形成喷雾流。

气体罩上有一个可调整的调焦装置，

该装置对喷雾宽度实施完全控制。

超声波准确喷雾系统

参 数



HC-LAKSH-GL

频率范围：30-120KHZ

雾化颗粒：15-40um

喷涂宽度：20-100mm

液体粘度：＜20cps

喷涂高度：50-150mm

导流气压：＜0.05Mpa

工作温度：20-80℃

喷雾流量：0.1-20ml/min

超声波扇形喷雾系统

参 数

扇形喷涂系统是将HCSONIC独

特的超声波雾化喷头与扇形喷嘴

所喷出之受控气流结合而成。在

雾化面上由超声波所产生之雾滴

会立即被气流所带走，形成扇形

的喷雾形状。由于气流流速受到

控制，所以气流能以高或低撞击

力将喷雾射向产品或工件上。 



HC-LAXW-GL

频率范围：30-120KHZ

雾化颗粒：5-60um

喷涂宽度：5-60mm

液体粘度：＜50cps

喷涂高度：30-80mm

导流气压：＜0.1Mpa

工作温度：20-80℃

喷雾流量：5-60ml/min

旋涡喷涂系统利用HCSONIC独

特腔体设计，利用快速的旋转气

流，可产生较阔且稳定的喷雾束。

通过调整雾化头与工件的距离，

旋涡喷嘴可产生可调直径之圆锥

形喷雾束。

超声波漩涡喷涂系统

参 数

超声波发生器
输入连接器

液体入口

压缩空气入口

外壳
O型圈
O型圈

O型圈
空气导流罩 喷嘴结构

涡流扩散器

涡旋喷嘴是一种用于涂覆沟槽的超声波喷嘴，其旋
转涂层过程无法达到均匀覆盖。雾化液滴具有极少
的动能——低速涡流空气给出的能量，刚好满足
水滴外向动能，使其在表面均匀沉降。



HC-LARJ-GL

频率范围：30-120KHZ

雾化颗粒：25-50um

喷涂宽度：3-6mm

液体粘度：＜30cps

喷涂高度：10-20mm

导流气压：＜0.1Mpa

工作温度：20-80℃

喷雾流量：0.1-20ml/min

超声波高温热解喷头，采用超声波雾化技术，

将溶液或悬浮液均匀雾化后结合氮气喷入管式

炉中进行高温热分解制备超细粉体，是喷雾热

分解系统中的关键装置。雾化头带有独特的法

兰设计，可与各种标准管式炉对接，除此之外，

喷头还设有强制冷却结构，同时内嵌温度传感

器可实时监测超声喷头工作温度。

超声波高温热解喷涂系统

参 数



雾化颗粒大小
范围 15-40um   液体粘度 ＜30cps 喷雾流量 0.1-20ml/min

喷涂宽度 3-10mm 喷涂高度 10-20mm 导流气压 ＜0.01Mpa

通过不同的频率和气流通道设计可制造不同的雾化颗粒大小及喷涂宽幅，以适应不同的

面积、 厚度、光洁度等喷涂要求，另外，外形结构的独特设计还可使其适应于高温，狭

窄空间等特殊环境应用。

雾化颗粒大小范围 25-50um

喷涂宽度 3-10mm

液体粘度 ＜30cps

喷涂高度 10-20mm

喷雾流量 0.1-20ml/min

导流气压 ＜0.01Mpa

HC-LATG-GL（探入型系列：用于高温环境喷涂）

HC-LAKS-GL（ 宽嘴型系列：用于扇型面积喷涂）



超声波换能器

喷雾器顶端液体涂抹器

连接超声波发生器

喷头喷雾组件等距视图

进液器

ILDS 双模头 – 主要部件

宽模式

气流阀门
液体流速控
制阀门

超声波换能器

气流定向器

蒸汽定向器

喷涂器顶端

窄模式

无喷嘴超声波喷涂系统
超声波换能器

喷涂器顶端

电磁阀

气流定向器

均匀线性喷涂图案

叶片 – 主要部件

无喷嘴超声波喷涂系统
理想的喷雾模式： 理想喷涂图案

在基材上的理想喷涂距离

喷涂设备



超声波立式桌面喷涂设备

超声波精密喷涂机，采用发明专利的超声波喷头技术，可提供均匀高效的薄膜喷涂及喷

雾热解，膜厚最薄可达几十纳米。适用于薄膜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半导体光刻胶、

传感器、PCB助焊剂、织物功能涂层、玻璃镀膜等多种纳米及亚微米级薄膜制备。

HC-LA5001GL作为纳米薄膜精密喷涂机， 适合于研发科研使用，可适用全系列超声波

喷头，用于小面积或中等面积的薄膜制备。 集合超声波、载气、液体、加热台、真空吸

附、尾气排放等多系统控制于一体。

HC-XLALGD-X

立式喷涂设备

超声波精密喷头:嘉振超声专利技

术超声喷头（可选配多种喷头） 

全数字超声波控制器: 超声功率

控制精度达 0.01W

喷涂均匀度 <5%

喷涂液体粘度:<30cps 

干膜厚度在20纳米至 100微米范围

内可控（视材料而定）

涂料转换效率 >95%

XYZ三轴运动系统 

最大喷涂面积550mm x 550mm

双通道循环注射泵 

内置排风系统 

激光对位:快速对位喷涂位置

真空吸附加热台（选配） 

超声波分散供液，防止悬浮液团

聚（选配）

可选配加热基板，实现在线热解

喷涂（选配）

产 品 特 征



超声波桌面型雾化喷涂设备

HC-LA5001GL作为纳米薄膜精密喷涂机， 适合于研发科研使用，可适用全系列超声波

喷头，用于小面积或中等面积的薄膜制备。 集合超声波、载气、液体、加热台、真空吸

附、尾气排放等多系统控制于一体。

台式喷涂设备

超声波精密喷头:嘉振超声专利技

术超声喷头（可选配多种喷头） 

全数字超声波控制器: 超声功率

控制精度达 0.01W

喷涂均匀度 <5%

产 品 特 征

喷涂液体粘度:<30cps 

干膜厚度在20纳米至 100微米范围

内可控（视材料而定）

涂料转换效率 >95%

XYZ三轴运动系统 

最大喷涂面积250mm x 250mm

单通道实验室注射泵 

内置排风系统 

激光对位:快速对位喷涂位置

可选配加热基板，实现在线热解喷涂（选配）

真空吸附加热台（选配） 

超声波分散供液，防止悬浮液团

聚（选配）

HC-XLAZGD-Z



超声波心脏血管支架喷涂设备

血管支架喷涂：集成超声波喷头、超声控制、液体输送、支架装卸及运动等系

统。

超声波精密喷头：嘉振超声微细型和聚拢型超声波喷头，可极低流量稳恒工作。

喷涂幅宽：1mm-10mm，可适应多种规格支架，精确控制支架载药量，一致

性高。

节省原料：原料利用率高达85%以上，4倍于传统二流体喷涂药物涂料转换效

率高于气压喷涂4-5倍。

独特支架夹具设计：可快速装卸支架。

产 品 特 征



涂层厚度控制精度高：可制备20纳米到数十微米的涂层，精确控制涂层厚度

喷涂均匀度：>95%

节省原料：原料利用率高达85%以上，4倍于传统二流体喷涂

XYZ三轴可编程运动系统

触摸屏控制系统

产 品 特 征

超 声 波 联 排 雾 化 喷 涂 设 备

传送式自动超声波精密喷涂机，一种量产型自

动超声波喷涂设备，可配备宽喷型超声波喷头，

并可以同时搭载多个喷头并联工作，配备的自

动传送机可对样品进行自动传送。自动化超声

波喷涂设备，采用超声波喷头技术，可提供均

匀高效的薄膜喷涂，膜厚最薄可达几十纳米。

传送式自动超声波精密喷涂机可以应用于各种纳米及亚微米级功能性涂层薄膜的研发及

生产，如：新能源领域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膜电极喷涂、薄膜太阳能电池喷涂，如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透明导电薄膜等；生物医疗领域的生物传感器涂层

喷涂，微电子及半导体领域的晶圆硅片光刻胶喷涂、电路板助焊剂喷涂，玻璃镀膜领域

的AR增透减反射膜喷涂、亲水涂层喷涂、疏水涂层喷涂、隔热膜喷涂、透明导电薄膜喷

涂等，无纺布及纺织品领域的超疏水涂层喷涂、抗菌涂层喷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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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