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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原理 

超声波振动筛系统由超声波控制仪、换能器、共振环组成。超声

波控制仪产生的高频电振荡由换能器换成高频正弦形式的纵向

振荡波，这些振荡波传到共振环上产生共振，然后均匀传输至筛

面。筛网上的物料在做低频旋振的同时，叠加上超声振动，既可

防止网孔堵塞，又可使筛分机提高产量和质量。

该系列筛机解决强吸附性、易团聚、高静电、高精细、高密

度、轻比重等筛分难题，具有卓越的性能！在超声波振动筛的性

能上实现大的突破。筛分精度可提高

倍;真正满足 500 目以上工业化生产需要！

2、产品特点 

◆ 具备自洁功能、网孔不堵塞。

◆ 改变筛分物料的特性。

◆ 无需添加弹跳球等防堵装置、筛网使用寿命延长。

◆ 适用于40-635 目尤其是筛分

◆ 筛分粒度可提高

◆ 筛分精度特高、有效解决强吸附性，易团聚、高静电、高密

度 

比重轻等筛分难题。

◆ 多用于粉末筛分：磷酸铁锂、锰酸锂、钴酸锂、四氧化三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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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C 超声波振动筛 

超声波振动筛系统由超声波控制仪、换能器、共振环组成。超声

波控制仪产生的高频电振荡由换能器换成高频正弦形式的纵向

振荡波，这些振荡波传到共振环上产生共振，然后均匀传输至筛

面。筛网上的物料在做低频旋振的同时，叠加上超声振动，既可

防止网孔堵塞，又可使筛分机提高产量和质量。 

解决强吸附性、易团聚、高静电、高精细、高密

度、轻比重等筛分难题，具有卓越的性能！在超声波振动筛的性

能上实现大的突破。筛分精度可提高 1-100%,产量可提高

目以上工业化生产需要！  

具备自洁功能、网孔不堵塞。 

改变筛分物料的特性。 

无需添加弹跳球等防堵装置、筛网使用寿命延长。

目尤其是筛分100 微米以下颗粒。

筛分粒度可提高1-70％产量最大提高10 倍。 

筛分精度特高、有效解决强吸附性，易团聚、高静电、高密

比重轻等筛分难题。 

多用于粉末筛分：磷酸铁锂、锰酸锂、钴酸锂、四氧化三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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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振动筛系统由超声波控制仪、换能器、共振环组成。超声

波控制仪产生的高频电振荡由换能器换成高频正弦形式的纵向

振荡波，这些振荡波传到共振环上产生共振，然后均匀传输至筛

面。筛网上的物料在做低频旋振的同时，叠加上超声振动，既可

解决强吸附性、易团聚、高静电、高精细、高密

度、轻比重等筛分难题，具有卓越的性能！在超声波振动筛的性

产量可提高 1-20

无需添加弹跳球等防堵装置、筛网使用寿命延长。 

微米以下颗粒。  

筛分精度特高、有效解决强吸附性，易团聚、高静电、高密

多用于粉末筛分：磷酸铁锂、锰酸锂、钴酸锂、四氧化三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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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亚铁、石墨、金属粉末等。

 

※技术参数 

 

 

※特殊说明： 

   除有 YH 系列三次元振动筛分

对特种物料特殊设计形式。尤其是数控控制器的针对性设计，惰

性气体保护下筛分的设备结构等

※应用举例： 

   500 目、600 目中药粉、合金粉末、钼粉、碳化硅、磨料、稀

土、不锈钢粉、钨粉、镍粉、钴粉、粉末涂料、石英粉、丁米酮

粉、电磁粉、硅微粉、麦芽粉、病毒唑、咖啡粉、负极材料、激

光粉、氧化铝等 

3、超声波分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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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亚铁、石墨、金属粉末等。 

系列三次元振动筛分.过滤机同等规格外,

对特种物料特殊设计形式。尤其是数控控制器的针对性设计，惰

性气体保护下筛分的设备结构等 。 

目中药粉、合金粉末、钼粉、碳化硅、磨料、稀

土、不锈钢粉、钨粉、镍粉、钴粉、粉末涂料、石英粉、丁米酮

粉、电磁粉、硅微粉、麦芽粉、病毒唑、咖啡粉、负极材料、激

、超声波分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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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多种针

对特种物料特殊设计形式。尤其是数控控制器的针对性设计，惰

目中药粉、合金粉末、钼粉、碳化硅、磨料、稀

土、不锈钢粉、钨粉、镍粉、钴粉、粉末涂料、石英粉、丁米酮

粉、电磁粉、硅微粉、麦芽粉、病毒唑、咖啡粉、负极材料、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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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声波控制仪：

电源：交流220±10% 50Hz

整机电流：≤0.6A；

高频电流：≤0.5A；

工作频率：38KHZ；

2、高频连接线：超声波振荡器与超声波控制仪之间采用电缆连

接； 

3、连接器：航空接插件

4、换能器：高频超声波换能器件，采用进口瓷片：

性能高：机械Q 值高，电能转换效率高达

振幅强：振子振速高，振动快而匀，可缩短细料分离的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耐热性好:使用温度范围广，谐振阻抗低，发热小，可连续

工作； 

便于安装使用，用螺栓紧固，易安装，可靠性高；

5、设备的安全保护功能（配有过热、短路、过载等保护装置）

调试简单，安全可靠；

6、超声波网架：由外网架与共振环组成。

4、整体概述 

1、设备外观采用电抛光及焊缝全磨先进的制造工艺；

2、该设备结构牢固、紧凑，设计轻巧，优化重量均衡，地基

动态负荷低，无需地基安装，可放置任何所需位置，移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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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控制仪： 

10% 50Hz； 

； 

； 

； 

、高频连接线：超声波振荡器与超声波控制仪之间采用电缆连

航空接插件； 

、换能器：高频超声波换能器件，采用进口瓷片： 

值高，电能转换效率高达95%； 

振幅强：振子振速高，振动快而匀，可缩短细料分离的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使用温度范围广，谐振阻抗低，发热小，可连续

便于安装使用，用螺栓紧固，易安装，可靠性高； 

、设备的安全保护功能（配有过热、短路、过载等保护装置）

调试简单，安全可靠； 

、超声波网架：由外网架与共振环组成。 

、设备外观采用电抛光及焊缝全磨先进的制造工艺；

、该设备结构牢固、紧凑，设计轻巧，优化重量均衡，地基

动态负荷低，无需地基安装，可放置任何所需位置，移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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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连接线：超声波振荡器与超声波控制仪之间采用电缆连 

 

振幅强：振子振速高，振动快而匀，可缩短细料分离的时间， 

使用温度范围广，谐振阻抗低，发热小，可连续 

、设备的安全保护功能（配有过热、短路、过载等保护装置）, 

、设备外观采用电抛光及焊缝全磨先进的制造工艺； 

、该设备结构牢固、紧凑，设计轻巧，优化重量均衡，地基 

动态负荷低，无需地基安装，可放置任何所需位置，移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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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可360 度任意调整，便于现场连接；

3、整体机器使用噪音小，改善生产场地的噪音污染；

4、设备符合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具有连续工作的可靠性、稳

定性，密封性能好，粉尘不外泄。

5、设备优势 

1、与物料接触部分为不锈钢

2、换能器的性能稳定；

3、网架的一致性强，匹配性强。我公司针对本行业的生产特点，

采用空心网架，筛分效果好，使用寿命长，性能稳定，故障率低；

筛网是由316L 材质制成。

4、控制仪的可调范围大，调试方便；

5、电机轴承采用美国进口托林顿无注油式全密封轴承，运行平

稳，故障率低，减少对产品的污染，电机加缺相保护装置，

有效地保护电机。采用最新振动源，产生平稳强大的多元激振

力，可根据物料不同任意调整，功率小效率高；

7、进料口加缓冲装置，有效的延长筛网使用寿命；

8、超声系统运行稳定，筛分精度特高、有效解决强吸附性，易

团聚、高静电、高密度、比重轻、等筛分难题。

6、超声波分项介绍 

1、网架由共振环、支撑和换能器底座所组成，在粘网的时候，

一定要把网均匀的拉好，涂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涂外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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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任意调整，便于现场连接； 

、整体机器使用噪音小，改善生产场地的噪音污染；

、设备符合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具有连续工作的可靠性、稳

定性，密封性能好，粉尘不外泄。 

、与物料接触部分为不锈钢304 材质； 

、换能器的性能稳定； 

、网架的一致性强，匹配性强。我公司针对本行业的生产特点，

采用空心网架，筛分效果好，使用寿命长，性能稳定，故障率低；

材质制成。 

、控制仪的可调范围大，调试方便； 

、电机轴承采用美国进口托林顿无注油式全密封轴承，运行平

稳，故障率低，减少对产品的污染，电机加缺相保护装置，

有效地保护电机。采用最新振动源，产生平稳强大的多元激振

力，可根据物料不同任意调整，功率小效率高； 

、进料口加缓冲装置，有效的延长筛网使用寿命； 

、超声系统运行稳定，筛分精度特高、有效解决强吸附性，易

团聚、高静电、高密度、比重轻、等筛分难题。 

 

、网架由共振环、支撑和换能器底座所组成，在粘网的时候，

一定要把网均匀的拉好，涂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涂外圆，再

        精细筛分系列 

主要生产：振动筛、（三次元振动筛、超声波振动筛、过滤泥浆筛、直线筛、试验筛、气流筛） 
真空上料机、输送机、给料机、振动料斗、振动平台、包装机以及机器的配件产品。 

4

、整体机器使用噪音小，改善生产场地的噪音污染； 

、设备符合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具有连续工作的可靠性、稳 

、网架的一致性强，匹配性强。我公司针对本行业的生产特点， 

采用空心网架，筛分效果好，使用寿命长，性能稳定，故障率低； 

、电机轴承采用美国进口托林顿无注油式全密封轴承，运行平 

稳，故障率低，减少对产品的污染，电机加缺相保护装置， 

有效地保护电机。采用最新振动源，产生平稳强大的多元激振 

 

、超声系统运行稳定，筛分精度特高、有效解决强吸附性，易 

、网架由共振环、支撑和换能器底座所组成，在粘网的时候， 

一定要把网均匀的拉好，涂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涂外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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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内圆，这样是为了在粘网的时候，如果发现网子松的情况下，

可以再把网子均匀的拉下，如果要先涂内圆的话，如发现网子

松的时候，再拉网的时候，网子容易破。

2、换能器： 

换能器螺丝为20mm

数据线使用耐高温和耐磨的线。

3、控制仪： 

控制仪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1） 在接控制仪上连接线插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负极，红

色的为正极，黑色的为负极，如果接反会导致漏电。

2） ①ZFC-5超声波振动

节电流的大小。C9 

作状态下每按一次会变换一次工作模式，即从

4、超声波分机常见故障及处理

序

号 
故障现象 

1 

电源接通

后超声波

控制仪无

显示，超

声波不工

作 

1. 接线盒没电。

2. 电压不足。

3. 电源线断路。

4. 控制仪保险管烧

断。 

2 

控制仪显

示错误字

E1 

1. 控制仪电流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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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内圆，这样是为了在粘网的时候，如果发现网子松的情况下，

的拉下，如果要先涂内圆的话，如发现网子

松的时候，再拉网的时候，网子容易破。 

20mm，使用扳手为30mm，换能器功率为

数据线使用耐高温和耐磨的线。 

控制仪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在接控制仪上连接线插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负极，红

色的为正极，黑色的为负极，如果接反会导致漏电。

超声波振动控制仪有9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用来调

 工作模式最强，C8 次之，C1 最弱

作状态下每按一次会变换一次工作模式，即从C1~C9 循环转换。

超声波分机常见故障及处理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接线盒没电。 

电压不足。 

电源线断路。 

控制仪保险管烧 

 

1. 检查电源。 

2. 测量电源电压。 

3. 更换或维修电源连接线。

4. 检查更换保险管。 

控制仪电流过大 1. 切断控制仪电源再重新通电，如故障不

能排除，请向我公司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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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内圆，这样是为了在粘网的时候，如果发现网子松的情况下， 

的拉下，如果要先涂内圆的话，如发现网子 

，换能器功率为100w， 

在接控制仪上连接线插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负极，红 

色的为正极，黑色的为负极，如果接反会导致漏电。 

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用来调

最弱,在超声波工

循环转换。 

处理方法 

更换或维修电源连接线。 

切断控制仪电源再重新通电，如故障不

能排除，请向我公司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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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仪显

示错误字

E2，网面

没 有 振

幅。 

1. 换能器没有锁紧。

2. 换能器与底座间

有杂质或脏物。

3. 连接线插头进水

或进入导电物质被击

穿。 

4. 连接电缆线绝缘

不够。

5. 共振环有裂纹

6. 共振环频率失调。

换能器故障。

4 

控制仪显

示错误字

E3，网面

振幅弱。 

重起一下控制仪，如

故障依旧，则可能由

以下原因引起：

1. 控制仪与换能器

连线不通。

2. 连线插头损坏

3. 换能器故障

具体有关超声波系统问题，详见超声波系统说明书

序号 名称 

1 密封胶圈

2 弹簧 

3 橡胶锤  

4 开口扳  

注：备件☆ 专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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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能器没有锁紧。 

换能器与底座间

有杂质或脏物。 

连接线插头进水

或进入导电物质被击

 

连接电缆线绝缘

不够。 

共振环有裂纹 

共振环频率失调。

换能器故障。 

重新起动控制仪，如果故障不能消除

则： 

1. 用扳手锁紧换能器。

2. 清除底座间的杂物。

3. 检查连接插头，如1、

小于10MΩ，更换插头。

4. 检查电缆绝缘值，如小于

更换电缆线。 

5. 焊接裂纹或向我公司报修。

6. 检查换能器，如有故障，维修或更

换。 
重起一下控制仪，如

故障依旧，则可能由

以下原因引起： 

控制仪与换能器 

连线不通。 

连线插头损坏 

换能器故障 

1. 用万用表检查连接线，如有断路，及时

修复。 

2. 检查插头，看有无断路或短路。

3.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换能器插头

壳之间的电阻，如电阻过大，表明换能器

内部线断。维修或更换。

具体有关超声波系统问题，详见超声波系统说明书 

配品配件 

材质 单位 数量 

密封胶圈 橡胶 根 1 

弹簧钢 个 2 

 黑橡胶 把 1 

 钢 把 1 

专用工具○ 易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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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起动控制仪，如果故障不能消除 

用扳手锁紧换能器。 

清除底座间的杂物。 

、2 脚间绝缘值 

，更换插头。 

检查电缆绝缘值，如小于10MΩ， 

焊接裂纹或向我公司报修。 

检查换能器，如有故障，维修或更 

用万用表检查连接线，如有断路，及时

检查插头，看有无断路或短路。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换能器插头2脚与

壳之间的电阻，如电阻过大，表明换能器

内部线断。维修或更换。 

属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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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技术保证条件： 

首先介绍的激振器，它是振动筛的心脏，筛分效率的好坏，使用寿命

的长短及维修工作量的大小，全部取决于激振器，我公司生产的直立

式激振器属节能增安型。该激振器最大的优点是轴承采用全密封无注

油式，噪音低，使机器寿命更长。

其二、1）设备的机体我公司采用的是

差板，就是钢板最薄的地方也能保证基本尺寸，内外做镜面抛光，符

合GMP 规范要求；筛网为

合国际标准。 

2）机座部分采用优质的冷轧碳素钢板经喷砂喷漆处理具有较强的防

腐耐磨性，但不少生产企业为缩短加工周期降低成本，不进行喷砂处

理，直接喷漆。 

其三、1）标准化的工装设备使得同型号的设备零部件可以互换。生

产部件全部采用机械加工，无手工制造的工序，使生产中的部件最大

的符合振动力学的要求，不会使部件在机械加工的部位振裂、开焊等

缺陷，保证整体设备无漏浆现象。

2）采用较好的抛光工艺，使抛光的钢板表面产生一层保护模，提高

耐腐蚀性；真正做到内外表面光滑平整，进、出料口顺畅无阻。

保修期 

整机的保修期按合同签字日期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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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的激振器，它是振动筛的心脏，筛分效率的好坏，使用寿命

的长短及维修工作量的大小，全部取决于激振器，我公司生产的直立

式激振器属节能增安型。该激振器最大的优点是轴承采用全密封无注

油式，噪音低，使机器寿命更长。 

）设备的机体我公司采用的是304 不锈钢板制作，全部为上

差板，就是钢板最薄的地方也能保证基本尺寸，内外做镜面抛光，符

规范要求；筛网为304 不锈钢制作，筛网丝径和筛孔全部符

）机座部分采用优质的冷轧碳素钢板经喷砂喷漆处理具有较强的防

腐耐磨性，但不少生产企业为缩短加工周期降低成本，不进行喷砂处

）标准化的工装设备使得同型号的设备零部件可以互换。生

产部件全部采用机械加工，无手工制造的工序，使生产中的部件最大

的符合振动力学的要求，不会使部件在机械加工的部位振裂、开焊等

缺陷，保证整体设备无漏浆现象。 

）采用较好的抛光工艺，使抛光的钢板表面产生一层保护模，提高

耐腐蚀性；真正做到内外表面光滑平整，进、出料口顺畅无阻。

整机的保修期按合同签字日期算起质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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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的激振器，它是振动筛的心脏，筛分效率的好坏，使用寿命

的长短及维修工作量的大小，全部取决于激振器，我公司生产的直立

式激振器属节能增安型。该激振器最大的优点是轴承采用全密封无注

不锈钢板制作，全部为上

差板，就是钢板最薄的地方也能保证基本尺寸，内外做镜面抛光，符

不锈钢制作，筛网丝径和筛孔全部符

）机座部分采用优质的冷轧碳素钢板经喷砂喷漆处理具有较强的防

腐耐磨性，但不少生产企业为缩短加工周期降低成本，不进行喷砂处

）标准化的工装设备使得同型号的设备零部件可以互换。生

产部件全部采用机械加工，无手工制造的工序，使生产中的部件最大

的符合振动力学的要求，不会使部件在机械加工的部位振裂、开焊等

）采用较好的抛光工艺，使抛光的钢板表面产生一层保护模，提高

耐腐蚀性；真正做到内外表面光滑平整，进、出料口顺畅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