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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清洗系统设计方案 
（三槽机方案） 

 

设备概述 

SD-1500-3 型超声波清洗机是按照客户要求专门设计制作，可以适应客户用于

各种复杂小型五金零件的清洗作业，不需要过多人工干预，清洗效率高，清洗效果

好。  

设备原理  

超声波清洗的原理是由超声波发生器发出的高频振荡信号，通过换能器转换成

高频机械振荡而传播到介质--清洗溶剂中，超声波在清洗液中疏密相间的向前辐射，

使液体流动而产生数以万计的微小气泡。这些气泡在超声波纵向传播的负压区形成、

生长，而在正压区迅速闭合。在这种被称之为"空化"效应的过程中，气泡闭合可形

成超过1000 个气压的瞬间高压，连续不断地产生瞬间高压就象一连串小"爆炸"不断

地冲击物件表面，使物件的表面及缝隙中的污垢迅速剥落，从而达到物件表面净化

的目的 。  

 
 超声波清洗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因空化泡破灭时产生强大的

冲击波，污垢层的一部分在冲击波作用下被剥离下来，分散，乳化，脱落。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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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化现象产生的气泡，由冲击形成的污垢层与表层间的间隙和空隙渗透，由于这种

小气泡和声压同步膨胀，收缩，像剥皮一样的物理力反复作用于污垢层，污垢层一

层层被剥开，气泡继续向里渗透，直到污垢层被完全剥离。这是空化二次效应。 超

声波清洗中清洗液超声震动对污垢的冲击。 超声波加速化学清洗剂对污垢的溶解

过程，化学力与物理力相结合，加速清洗过程。  

利用超声波能量来迅速有效的清洗工件是清洗工艺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清

洗时放入清洗槽或清洗网带，超声换能器将超声波发生源产生的电信号转换成超声

振动，此时清洗液中会产生许多微小的气泡，这种气泡在不断的产生和闭合运动中

形成“超声空化”作用，微气泡在完全闭合时会产生自中心向外的微核波，其瞬间可
达数千个大气压的强大冲击力，使物体表面的污物剥落， 以达到清洗目的。  

 

设备设计外形  

 

设备基本参数  

1. 外形尺寸：（ 长×宽×高 单位㎜）2480×1050×885  

2. 清洗槽尺寸：（长×宽×深 单位㎜）660×420×350 （3 只相同）  

3. 循环槽：尺寸：（长×宽×深 单位㎜）660×220×470 （2 只相同） 

4. 超声波功率：1500W×3=4500W  

5. 超声波工作频率：28KHz，40 KHz，28 K Hz（清洗槽1， 清洗槽2，漂洗/吹干槽）  

6. 加热功率：（ 电加热）9kw（ 清洗槽1）+9k w（清洗槽2）  

7. 设备总功率：约25KW  

 

 



清洗方案实例 

无锡市声达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10）88230912                 http://www.maxsonic.cn 
 

- 3 -

设备结构特点  

设备设计参考用户工作场合及使用者意见进行设计，设备为一体化结构，直接

外接电源，压缩空气，水管即可使用。  

设备外壳全部采用镜面不锈钢板制造，外观简洁整齐，美观大方。上部采用不

锈钢隔音盖，采用气动开关，操控方便。设备底部设置可调承重底脚和移动胶轮，

移动及就位非常方便。  

所有的电器控制按钮设置在操控面板上，统一放置在设备正面。  

设备右侧面设置气源处理三联件，并设置有手动吹气枪挂钩，散热风机。  

进排水接口统一设置在设备后面板。  

设备由结构基本相同的超声波清洗槽1，超声波清洗槽2，及相应配套的循环槽，

过滤水泵系统；漂洗/吹干槽组成。具备两道超声波清洗，漂洗，吹干等一系列功能，

结构紧凑，使用灵活方便。  

设备结构说明双槽循环结构特点  

 

双槽式超声波清洗机是一种广泛应用于五金机械行业除油清洗作业的设备形

式，设备由超声波清洗槽，循环加热槽，循环泵，精密过滤器组成，在循环泵的作

用下，超声波清洗槽和循环加热槽间形成水位差，清洗槽中表面浮油从两槽间的隔

板淌下，在循环槽中收集起来，始终保证清洗槽中清洗液干净。  

对于清洗液中的杂质，设置了两道过滤装置，第一道为80 目插板式过滤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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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滤清洗液中泥沙等较大的颗粒，第二道为精密过滤器，过滤精度最高可以达到

10u，可以有效保证清洗液的干净程度。  

加热管全部设置在循环加热槽中，可以避免超声波空化腐蚀对加热管寿命的影

响。由于有循环泵作用，可以提高清洗液的温度均匀性，提高控温精度。  

超声波清洗槽1  

超声波清洗槽1 由一套完整的双槽清洗系统构成。用于对工件进行超声波粗

洗。  

超声清洗槽由不锈钢板氩弧焊接成型，尺寸为：660 × 420 ×  350 毫米。底

面布置1500 瓦浸没式换能器，超声波工作频率为28KHz。  

超声波清洗槽外部设置循环水箱，通过循环泵保持两槽水位差，可以保证清洗

槽表面浮油全部淌入循环槽中收集起来，以免工件拿出时附着表面浮油带来二次污

染。  

循环水箱设置不锈钢电加热管，功率为9kw， 并配置蒸汽加热管，清洗液温 

度控制采用数显智能温控表EA4-D801101P03-00， 该型温度控制器为数

字双显示智能温度控制器。设计温度设定为60 度正负5 度。 循环泵采

用磁力驱动泵。清洗液采用高低槽循环结构，设置两道过滤装置，粗滤

器为80 目插板式过滤器，精滤为20u 精密线绕过滤器（不锈钢外壳）。 

循环水箱设置进水，溢流口，循环水箱及清洗槽均设置排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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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清洗槽2  

超声波清洗槽2 由一套完整的双槽清洗系统构成。用于对工件进行超声波

清洗。  

超声清洗槽由不锈钢板氩弧焊接成型，尺寸为：660 × 420 ×  350 毫米。

底面布置1500 瓦浸没式换能器，超声波工作频率为40KHz。  

超声波清洗槽外部设置循环水箱，通过循环泵保持两槽水位差，可以保证

清洗槽表面浮油全部淌入循环槽中收集起来，以免工件拿出时附着表面浮油带

来二次污染。  

循环水箱设置不锈钢电加热管，功率为9kw， 并配置蒸汽加热管，清洗液

温度控制采用数显智能温控表EA4-D801101P03-00， 该型温度控制器为数字双

显示智能温度控制器。设计温度设定为60 度正负5 度。  

循环泵采用磁力驱动泵。清洗液采用高低槽循环结构，设置两道过滤装置，

粗滤器为80 目插板式过滤器，精滤为20u 精密线绕过滤器（不锈钢外壳）。  

循环水箱设置进水，溢流口，循环水箱及清洗槽均设置排污阀。  

超声波漂洗槽  

超声波漂洗槽用于对工件进行漂洗，去除残留清洗液成分，同时设置快速

排水电磁阀，排水结束以后可以利用手动吹气枪用经过除油，除水的压缩空气

对工件进行吹干。  

超声漂洗槽由不锈钢板氩弧焊接成型，尺寸为：660 × 420 ×  350 毫米。

底面布置1500 瓦浸没式换能器,超声波工作频率为28KHz。。  

槽底排液采用DN40 口径电磁阀，并在面板上设置排液按钮，便于迅速排放

漂洗液。  

槽侧面位置设置手动吹干气枪及挂钩。  

气动隔音上盖  

气动隔音上盖采用气缸及电磁阀控制开关，主要为隔绝超声波清洗时产生的

噪音，同时可以隔绝加热时产生的水蒸气。  

 

超声波电源及换能器 

 

本设备采用了三台SD-1500 

型超声波发生器，该型电源由我

公司自行开发并掌握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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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德国西门康IGBT 模块作为功率输出器件，并结合了先进的pwm(脉宽调制）
技术，单片机自动频率跟踪技术，配合日本富士电机公司成熟的驱动技术；工作

稳定可靠，故障率极低。 

三台超声波电源放置在清洗槽下方的推拉式抽屉座上，调试及维修时可以轻

松拉出，电源内部经过严格的防潮，防腐蚀处理。同时，为了保证电源长期稳定

工作，侧面板上专门设计有散热风扇，可以及时把电源工作中产生的热量散发出

去。 

超声波换能器采用浸没式结构，这种结构的换能器整体浸没在清洗液中，可

以有效降低工作噪音；同时由于整体是模块结构，需要更换时直接整个模块更换

即可，维修成本及工作量较小。 

综合样件清洗情况，我们分别选定了28KHz，40 KHz 的工作频率，可以根
据不同的清洗工件选用不同的清洗槽，这两个个频率段的超声波具有非常不错的

清洗效果和较小的工作噪音，是目前工业上使用较广的换能器。 

换能器外壳采用进口316L 不锈钢材料制作而成，振动面上镀硬铬，可以有
效延长换能器使用寿命半年以上。 

换能器振子的与振动面采用螺钉及胶水双重保证工艺，沾结胶水采用美国帝

国化学ESP108单组份环氧胶，这种胶水粘接完毕以后抗剪切强度可以达到30Mpa 

以上，是目前超声行业最好的超声波振子胶。  

超声波电源参数表  

型号 ：SD-1500  

 

工作频率 ：28KHz 或者40KHz  

输出功率  0-1500 W  

输入电源  AC 220 2KVA  

外形尺寸（长×宽×高） 400×360×180 ㎜ 

 

超声波振子参数表  

电容C±

10%PF  

连

接 

螺

杆 
型 号  

重

量 

(g)  

辐

射

面

直

径 

高

度  

功

率

(W)  

谐振频率 

（Fs±

0.5KHZ） 
谐振阻

抗 

（欧）
P-8  

备注  

 6850-28H  760  

φ

68 70  100  28  12  

 
9000 

M10

×1 60W-28KC  

 4538-40H  300  

φ

45 50  80  40  15  3700 4500 

M10

×1 80W-40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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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及控制  

 

面板上设置（由左往右）  

1. 电源开关  

2. 清洗定时  

3. 超声波1 开关及指示灯  

4. 循环泵1 开关及指示灯  

5. 加热温度控制器1  

6. 加热选择开关1  

7. 上盖开关  

8. 超声波2 开关及指示灯  

9. 循环泵2 开关及指示灯  

10. 加热温度控制器2  

11. 加热选择开关2  

12. 上盖开关  

13. 超声波2 开关及指示灯  

14. 排液开关  

15. 上盖开关  

 

电器控制关键件如接触器，空气开关，热继电器等全部采用施耐德公司产品，

确保操控稳定可靠。  

气动装置  

设置上盖开关气缸，配套电磁阀。 气源处理三联件 手动气枪。 气缸，电磁阀，

气源处理三联件采用CKD 产品，手动气枪采用PUMA 产品。  

设备随机资料提供  

提供下列资料（1 式2 份（纸质及光盘介质各一份）： 

） 

1、设备总装图、配管方位图。（合同签定后2 周内提供）  

2、设备操作说明书  

3、设备质量保证书。  

4、电器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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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1、供方设备质量保证期一年，质保期间，由于质量问题，免费更换或维修。  

2、供方对需方提出的服务应在2 小时内做出答复，并视情况在24 小时内

到达买方现场提供服务。    

3、设备质保期为设备安装、调试检验合格后12 个月内或设备到货后18 月， 

以时间短的为准。  

4、保证期后，供方应定期回访，协助需方解决设备出现的问题。  

5、设备选用部件（ 包括进口件）， 卖方应备有现货，可随时更换，不影

响买 

方生产。  

其他附件清单 

序号  部件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防噪耳机  SE1310  付  2  

2  指示灯  AD11  个  4  

3  保险丝  10A，15A  只  各4  

 

设备交货周期 

 
4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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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声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写字楼）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明珠发展大厦 1206 室 
（工厂）无锡市新区坊前永丰工业园 

电话：（写字楼） (0510) 83408970  82253360 （兼传真） 
82990990  82990991 

（工厂） (0510) 88230912  83409930  88231030 （兼传真） 
电子邮件：maxsonic@126.com 

公司网站： http://www.maxson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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