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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谢谢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 HBO-3030RT 型超声波清洗机。本机为全不锈钢

结构，由 1 个超声波清洗槽、1 个蒸汽浴洗槽及 1 个蒸馏回收槽组成（其

中蒸馏回收槽可作为溶液蒸馏回收机单独使用），清洗效果好，溶剂保持

洁净时间长，快速洗净干燥，适宜于批量连续生产。采用不燃性有机溶剂，

如三氯乙烯、三氯乙烷或氟里昂 F113 等作为清洗剂，具有脱脂、去污能

力强等特点，适用于清洗电子零件及线路板上的松脂，精密零件的油脂，

表带表壳的污垢等等。 

二、 清洗机结构组成及各组成部分功能 

1.0 结构组成 

HBO-3030RT 型超声波清洗机由超声波发生器、换能器、清洗槽、蒸馏

槽、自动温控加热系统、冷冻系统、循环过滤系统、机身架、控制面板

和外壳等部分构成，详见附图一，整机结构图。 

2.0 各组成部分功能 

2.1 超声波发生器：产生超音频电信号，以供给换能器。 

2.2 换能器：将超声发生器产生的超音频电能转换成高频机械振荡而传入清

洗液中，从而达到超声波清洗目的。 

2.3 清洗槽：工件在超声清洗槽进行超声洗，可将工件表面及缝隙中的脏物

震落。 

2.4 蒸汽浴洗槽：工件在此槽进行洁净的溶剂蒸汽浴洗，同时可在冷冻区进

行快速的冷却干燥。 

2.5 蒸馏回收槽：把流回蒸馏回收槽的脏清洗液经加热蒸馏成清洁的溶液，

再经分水器将其中的水份分离后，回收补充给清洗槽，提高溶液的利用

率及清洁度。 

2.6 自动温控加热系统：自动控制各清洗槽中的清洗液温度到设定的温度及

加热与否。 

2.7 冷冻系统：在清洗槽及蒸馏回收槽的上部形成冷冻区，以减少清洗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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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损耗。溶剂蒸汽有此区域转化成液相溶剂进行回收。另外，清洗的

工件在此区域能够迅速冷却干燥。 

2.8 循环过滤系统：由水隔、循环泵、过滤器、管路、球阀等组成，循环超

声 1 槽的清洗液，可提高清洗液的利用率和清洗效果。 

2.9 水份分离器：将回收到的溶液中的水份分离掉，使清洁的溶液补充到清

洗槽内。 

2.10 电器控制面板：控制整机的电器部分，集中控制清洗机的各项功能，保

证整机功能的实现。 

2.11 机架及整机外罩：由底盘、地脚、滚轮、部件支架、门板、密封罩等组

成。机架为部件的安装基础。 

三、 清洗工艺流程及超声波清洗的基本原理 

1.0 清洗工艺流程：本机有两种清洗工艺，供用户选择： 

1.1 超声清洗→蒸汽除脂→冷区干燥 

1.2 蒸汽除脂→超声清洗→蒸汽清洗→冷区干燥 

2.0 超声波清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2.1 超声波清洗原理：利用高于 28KHZ 的超音频电能，通过换能器转换成

高频机械振荡而传入到清洗液中，超声疏密相间地向前辐射，使液体流

动，并产生数以万计的微小气泡，这些气泡是在超声波纵向传播的负压

区形成及生长，而在正压区迅速闭合（熄灭）。这种微小气泡的形成、

生长、迅速闭合称为空化现象。在空化现象中气泡闭合时形成超过 1000

个大气压的瞬时高压，连续不断产生的瞬时高压就象一连串小爆炸不断

地轰击物体表面，使物体及缝隙中的污垢迅速剥落。这种空化侵蚀作用

就是超声波清洗的基本原理。 

2.2 水份分离原理：利用不相溶的两种液体分层的原理（水的比重小于有机

溶液的比重），将收集进入水份分离器的水和有机溶液（如三氯乙烷）

分离开。注意：从分水器溢水管流出的是从溶液中分离出的水，并非本

机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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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洗液冷却循环原理：本机使用的清洗液均为沸点较低的有机溶剂，如

三氯乙烷，其沸点为 74℃。清洗液加热后极易挥发，故在各槽的上部

设置有冷凝排管，当冷源（冷气机）提供的冷气经过冷排时，在各槽的

上部形成冷冻区，清洗剂蒸汽及空气中的水蒸汽在冷冻同时被冷凝，经

集液槽流入水份分离器，分离出纯净的清洗剂直接补充进入清洗槽，完

成清洗液的再生循环，减少清洗剂的消耗。 

2.4 自动补液系统：当蒸汽浴洗槽的液面消耗低于 150mm 时，分水器贮存

的纯净清洗通过浮筒式液面控制和电磁阀对该槽自动补液；当蒸馏回收

槽的液面低于 150mm 或高于 350mm 时，浮筒式液面控制触动微动开

关，发讯号并切断该槽的加热电源。 

四、 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规格 

项目 

HBO—3030RT 

（L×W×H） 

超声槽尺寸 580×320×620 

蒸汽槽尺寸 580×320×700 

蒸馏回收槽尺寸 580×320×800 

冷气区尺寸 1285×420×560 

外形尺寸 2370×680×1673 

超声功率 1500W 

加

热

功

率 

超声槽 4KW 

蒸汽槽 4KW 

蒸馏槽 4KW 

冷 气 机 5HP 

外接电源 220/380V 3P4W 

五、 使用说明 

1.0 熟悉本机资料 

1.1 整机结构图，见附图一。 

1.2 电气控制面板图，见附图二。 

1.3 电气原理图图<1><2>，见附图。 

2.0 开机前的准备 

2.1 检查机器是否安装妥善，将所有的支撑脚旋下，将机器调至水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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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所有的电源开关及电器开关置于“关”的位置，检查电源是否合乎要

求，机壳接地是否可靠； 

2.3 检查供水与排水管路连接是否正确，将分水器的溢水管引离清洗机，将

所有的排液阀关闭； 

2.4 根据清洗工艺要求，将各槽注入清洗液； 

2.5 蒸汽浴洗槽：液面要低于洗篮托架 

2.6 超声清洗槽：注入清洗液至溢水口边 

2.7 蒸馏回收槽：注入清洗液，液面与槽底相距 200mm~300mm 之间。 

分水器：注入 60mm深清洗液。 

2.8 根据清洗工艺要求，将各槽温度控制调节器调节到所需温度，各槽温度

参考如下： 

2.9 蒸汽浴洗槽：80℃~85℃，略高于沸点。 

2.10 超声清洗槽：＜75℃。（氟里昂为低于 45℃） 

2.11 蒸馏回收槽：80℃~85℃，略高于沸点。 

2.12 检查蒸汽浴洗槽及蒸馏回收槽的浮标筒内浮泡是否有控制功能。 

六、 操作说明 

1.0 按电源开钮，检查三相电源指示灯是否全亮，否则应排除缺相； 

2.0 开启冷气开关，各槽上部的冷凝排管开始结霜（一般十五分钟后，可视

为正常工作状态）； 

3.0 将各槽的加热开关置于“开”的位置，并调至设定温度检查相应的指示

灯是否全亮； 

4.0 当各槽达到设定的温度后，相应指示灯熄灭，打开超声波开关，相应指

示灯亮，超声槽超声波开始工作； 

5.0 清洗过程中根据清洗要求，如需喷淋时，先用手拿住喷淋管对准工件，

然后用脚踏下脚踏开关； 

6.0 打开过滤开关，清洗液循环泵开始工作； 

7.0 清洗机停止工作前，先关掉超声及所有的加热开关，待清洗液温度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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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常温后，再关掉冷源，最后关掉总电源并盖好缸盖。 

七、 使用注意事项 

1.0 清洗槽内无清洗液时，绝对不能启动超声，否则会导致损坏换能器的严

重后果； 

2.0 槽内无清洗液或清洗液未达到要求时，绝对禁止加热，否则会损坏发热

板及发热线； 

3.0 不得将物体直接放入清洗槽，如有异物落入槽底应及时取出，否则会损

坏超声换能器； 

4.0 不可将液体溅湿换能器或超声波发生器； 

5.0 切不可使用可燃性溶剂作清洗液； 

6.0 紧急停机时应按电源关钮，正常情况下断开机器总电源前应将控制箱上

的开关全部断开； 

7.0 旧液换新时，排液应在发热板、发热线开关、超声波开关置于关的位置

及在常温下进行； 

8.0 从水份分离器溢水管流出的液体是水，并非机器泄露，请用户自行解决

水的引走问题； 

9.0 各清洗槽内沉积物过多时应及时放液冲洗清除。蒸馏回收槽极易沉积脏

物，应经常定期打开掏渣口清除脏物，否则会使“溶液酸化”，腐蚀设备，

注意：振板表面堆积有脏物应及时清除，否则会加大超声震板的负荷，影

响换能器的寿命； 

10.0 环境湿度过大时应经常将换能器上附着的潮气、水珠吹干； 

11.0 在清洗槽注满清洗液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推动或搬移机体； 

12.0 避免强力撞击超声清洗槽槽底。 

八、 运输与安装 

1.0 搬运方法 

搬运时应平起平放，倾斜不得超过 30 度，不能碰撞机器； 

2.0 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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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应安装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其环境温度、湿度不应过高，机身脚轮应

平稳放置，距墙应有 200~300mm 距离，以便通风散热良好； 

3.0 电源 

电源电压及最大允许电流应符合本说明书的要求； 

4.0 保证接地 

机壳可靠与地线连接。 

九、 简单故障与排除 

1.0 主机电源开关不能启动：检查主令继电器是否损坏；检查蒸馏回收槽、

蒸汽浴洗槽浮筒及开关是否失效；超声波发生器有否损坏；检查主空气开

关是否跳闸； 

2.0 某槽加热失效：检查该槽发热板（线）是否烧毁，相应继电器是否损坏；

检查该路的空气开关是否跳闸； 

3.0 无超声波：检查超声波发生器元件是否损坏；换能器有否短路； 

4.0 超声波减弱：振板表面堆积有脏物；换能器如受潮湿、导电粉尘沾染及

强击，产生漏电、短路、击穿、袭纹甚至脱落，引起超声波强度减弱。 

5.0 清洗液蒸汽溢出缸面：检查冷冻机工作是否正常，冷凝排管是否畅通和

冷冻机致冷量是否足够； 

6.0 换能器或超声波发生器损坏，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通知本公司派员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