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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阪的板式热交换器
让人们享受舒适的生活。
换热器是一种将冷的物质用热的物质加热，将热的物质用冷的物质降温的进行热交换的装置。
这里所谓的物质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气体或者液体的物质。气体是指空气或蒸汽，液体则是指水、
盐水之类的物质。使热能在流体与流体之间进行转换的装置被称为热交换器。空调・卫生设备上所使用
的热交换器按照其用途可分为很多的种类。代表性的有翅片・管式、多管式（管壳式冷凝器・管式等），
以及板式热交换器。HISAKA的板式热交换器的基本功能是在开始热交换后可调整其温度，同时还有
其他的附加功能，这些特点都获得市场高度的好评。

高性能・节省空间的板式热交换器。在板式热交换器 的各个部分都能看到日阪的自主知识产权。
板式热交换器的基本结构
传热板是将不锈钢（SUS304、SUS316）、钛合金等板
厚0.5〜1.0mm的耐腐蚀性薄板冷冲压成型后，嵌入密封
用垫片。将热交换所需数量的传热板悬垂于导杆，通过2
片厚钢板制成的传热板将它紧固。由于采用了在S架（固

定架）的高温侧流体的入口・出口及低温侧的入口・出口
上设置4个管嘴（连接口）的路径设计 1，即可直接与法兰
结合，形成了在维修时就不须拆卸配管的一种简约的
构造。

板式热交换器(PHE)的结构
将1片传热板作上下翻转即可当作
A传热板与B传热板使用。
D板

A板

B板
上导杆
E架

1 ：当有复数个路径时在E-架上时也可设置管嘴。

板式热交换器的名称与说明

导杆支架

S架

E架

一种固定架。用于支撑加压到传热板的内部
压力和导杆的荷重。标准材质Q235B。

一种移动架。与S架一起抵御传热板所承受的
内部压力。可沿着上部导杆移动。标准材质
Q235B。

管 嘴

上部导杆

配管的连接口。在其周围配置有适用于JIS法
兰标准的双头螺栓（埋入式螺栓）。S架被
作为法兰。接液部设有金属套筒（与传热板
相同材质）和橡胶套筒（与导杆相同材质的
合成橡胶）以确保其耐蚀性。

紧固螺栓・螺母

铭 牌

用于紧固S架与E架，压缩垫片进行流体的密
封。标准材质Q235B／Q235B。

悬垂于传热板与E架上，同时作为定位的导轨。
标准材质Q235B+SUS304。

铭牌上除了刻有最高使用温度、最高使用压力、
试验压力、内容积、适用规格等之外，还刻有
维修时需要的形式、紧固尺寸、制造序号、制
造年月等。

E板

下导杆

S架

导杆支架

紧固螺栓&螺母

可作为支架上・下导杆的位于后端的第三只
脚 2。标准材质Q235B。

传热板
传热板。详细说明见P.6。

板式热交换器(PHE)的特征

底 板

下部导杆

通过地脚螺栓将地板与基础固定。采用方便
安装作业的缺口长孔。标准材质Q235B。

在传热板与E架的下端进行定位的导轨。标准
材质Q235B。

高性能

Photo ：型号SX - 415 - NHP - 100
涂装色 ：用户标准色（RAL6004）
选装件（紧固螺栓外罩）：装有

2 ：NJ架换为带架撑的架子。

通过冷冲压加工使得传热阻力小的薄金属板具有高传热系
数，因此其导热性能高于多管式热交换器3〜 5倍，且导热面
积更小。

E架

运行反应迅速
S架

如果不移取连接配管，
则无法分解该装置。
S架

单通道设计

多通道设计

多管式

轻便・小型

由于构造上是完全对流的热交换，因此达到了高性能，高温
侧与低温侧的温差非常之小，哪怕只有1℃也可进行高效经
济的运行，热回收率超90%，为节能做出贡献。

E架

与多管式热交换器相比只需要1/4的安装面积

由于导热面积小、厚度薄，形成一种只要将传热板悬垂于架
上再用螺栓紧固即可的简约构造，且由于内容积小，因此运
行质量轻、安装面积也小真正达到了小型・轻量的要求，这
样的热交换器的安装工程简单，经济性好。

热回收效率高

1路径设计的优势
在进行路径设计时可将配管连接口
全部设置在固定架侧，这样不仅可便
于配管施工还可增加布局的自由度。
流体的流路折返较多时的路径设计
其连接配管分布在S架（固定架）侧
与E架（可动架）侧的两侧，因此即使
进行分解清洗等需要较强的技能的
作业，只需卸下配管就可进行维护，
达到方便简易的目的。「SX系列」即
使NTU为3〜10的温度条件下也只需
要1路径就可达到最佳设计的目的。

衬套

传热面积小因而传热板间的内容积也小，同时热交换器内的
流体持有量少，因此运行反应迅速，即使运行条件发生变更
也能迅速对应。另外热交换器内使用的冷媒量少，对环境保
护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维护方便
这是一种只要卸下传热板上的螺栓等即可进行分解的板式
热交换器，能达到清洗容易及目视检查方便的目的。不会发
生像多管式热交换器那样的存在于死角上的污垢无法清洗
干净的情况。

板式热交换器(PHE)的优势
[ 流体分离 ] 不让蒸汽与水、水或盐水等不同的两种流
体混合。

[ 压力调整 ] 将高层与低层系统、开放与密闭系统等运
行压力不同的系统分开，分别作为不同的
系统。可防止落水及保护热源机器。具有
除背压、压力截断的能力。

[ 防 污 损 ] 热源机器的冷却水兼用开放型冷却塔水
或河流 水，因此能防止 热源机器内部的
污损。

[ 防 腐 蚀 ] 达到了板式热交换器在二次侧的防腐蚀
的目的。（在利用海水、温泉水时，为了防
止机器和配管的腐蚀而必须采用高级的
材质。）

产生高导热率、丰富多彩的冲压模式
板式换热器的名称与说明

孔 口

吊 架

传热板与NTU

悬垂在导杆上的部分。其下部也将下部导杆
夹住而实现准确定位。

在传热板的四角开设的流体通道孔，因传热
板的叠层而形成圆柱状的通道。
它的作用是边引导从入口接口流入的流体并
进行分配，然后再从各传热板将流体引导到
出口。

双重密封
这里是高温侧与低温侧的二种流体最接近的
部分。配有各自独立的垫片密封线，在这个密
封垫之间保持大气压。即使垫片老化发生漏
泄时这二种液体也不会混合，而是渗出外部
达到可早期发现的目的的一种安全的结构。

导热部
统称导热面。通过冷冲压加工形成独特的波
纹状。这个波纹的形状中隐含了板式热交换
器之所以等达到高性能的5个秘密。
形成流体流动的间隙。
使之发生剧烈的湍流，获得高热传导系数。
通过剧烈的湍流来降低传热板表面所生成
污垢的粘附系数(起到自我清洗的作用)。
可在有限的纵横尺寸中获得较大的导热
面积。
在传热板之间设置接触点，使得薄板也能
实现高耐压。

板式热交换器的传热板的特性是传热板的传热性能及其
由于传热性能导致的压力损失（流路中流体的阻力）。表
述该传热板特性的方法之一是NTU（Number of Transfer
Unit : 热移动单位数）。NTU可作如下的表述。

U : 热交换器中的总传热系数
A : 传热面积
G : 被加热或冷却的液体的流量
Cp : 被加热或冷却的液体的比热
Δt : 单边流体的温度变化

三角堰
采用了将从孔口流入的流体尽快地在传热板
上均等地扩散，并将其阻力降到最小，再将
收集到的流体送出孔口的形状。

即，对于1℃的温差而言能使温度具有多少上升或下降
的能力，换言之即是该传热板使温度升降的能力。通
常在相同热量的运行条件下，由于NTU高的温度条件
下，尽管流体的温差小而温度变化大，因此运行流量
变少了。NTU低时则相反。从这里可看出NTU高的传
热板即使每个流路的流量变少，但是湍流度变高，因
此采用冲压槽浅且细，加之是钝角的波纹。这个方法
适用于二种流体的温差小的热回收的装置。相反，
NTU低，传热板的每个流路的流量大的波纹，这种情
况下的要求传热板的槽深且粗，而且是锐角的波纹。
这种形式的传热板适用于高温侧与低温侧的温差大的
加热器或者冷却器。

Δtlm : 高温侧与低温侧的平均温差

垫 片
将高品质的合成橡胶加工成与传热板相符的
形状。既能作为流体的密封，还可通过左右
不同的形状起到使得高温侧流体与低温侧流
体在同一片传热板中交互流动的作用。

型号符号的说明

垫片槽
Photo : RX-10型板片

装有垫片的成型槽。反面与垫片接触形成密
封线。

人字纹与MIX(混合)

为使日阪的板式热交换器的传热板的种类、板厚、片数或架的型号等
简单易懂，因此使用以下的型号符号。

传热板型号

架型号

传热板片数

最近为了得到高传热效率而采用人字纹的传热板。所

高湍流防止污垢的粘附。人字纹在槽的深度、纹距、

谓人字纹其特征就是如鲱鱼骨形状的波纹。这种人字

间隙、角度等方面的形式多样，只要将相同型号的热

纹的传热板是将其上下对向交互组合因此有较多的

交换器采用2种不同角度的传热板组合就可获得不同

接触点而达到耐压性高的目的。由于复杂的流路而产

条件的最佳的传热特性。可将此种方法称之为MIX

生了高湍流，在获得优良的传热性能的同时还可通过

（混合）组合。

传热板片数

系列名称

其他的符号
R…蒸汽加热器
L …有隔板

传热板大小

0（小） 1 3（大）

基本型号

J…小型・小片数用
P…上述型号外的一般用
M…船舶用

导热部波纹形状
1
7

6…仅使用一种
9…将1 6的2种组合使用
（统称：MIX）

适用压力

无・E･･･低压用 H･･･中压用
U･･･高压用 S･･･超高压用

传热板板厚

垫片的安装方法
A …窄缝型（不需粘结剂固定）
B …窄缝型（用粘结剂固定）
无…用粘结剂型

根据不同的板片型号，适用压力也各
不一样。关于适用压力的具体信息，
请和我司联系。

接头

N･･･无接头（接液部合成橡胶）
TN・KN･･･无接头（接液部金属）
无･･･带接头（仅限UX-01、UX-005型）

RX、UX系列

LX系列

SX系列

钝角波纹

MIX

锐角波纹

成形深度

深

浅

NTU

高

低

纵深

大

小

压力损失

大

小

板间距

大

小

NTU

低

高

用途 • 应用例

最适用于DHC的高NTU传热板
高NTU的板式热交换器「SX系列」
通常的板式热交换器的NTU多数只能达到2，日阪为了对
应每个工艺条件而开发了各种NTU值的传热板。日阪所
开发的「SX系列」就是适用于NTU值特别高的DHC（区
域换热）的最佳机种。日阪的「SX系列」为了达到高NTU
值的目标，采用了不同于通常的传热板的形式，即适用于
高NTU应用的传热板。
「SX系列」应用于密闭式循环水系统时，如图1所示的即
使是在高NTU（大温差条件下运行）的温度条件下运行
时，在微小的温差条件下也可发挥其超群的热回收能力。

图1 密闭循环水系统

如图2所示，「SX系列」可提供比图1的NTU更高的运行
条件而充分地体现了「SX系列」的优势。如果将图1的温
度条件看作为500冷吨，循环量为300m3/h的条件下则可
得到5℃的温度变化。
如图2所示的要将温度变化为10℃时，只需要其循环量的
一半即150m 3/h即可达到将NTU从5提高到10，而负荷量
保持不变的目的。这是一种通过改变循环量就能够大幅
度地降低设备成本和运行成本的热交换器。

图2

NTU 值为5 时

密闭循环水系统

冷热源

温度差1℃

温度变化10℃

温度差1℃

5
1

温度变化
温度差

5

如下表所示的减小配管尺寸不仅可降低管道的成本，
还可以减少保温材料的使用量，以此达到降低泵的所
需动力是一大特点。另外，通过降低循环量能够期待
降低用户方面的风扇的动力和减小风管的尺寸。能在
NTU为3〜10的温度条件下实现最佳设计的「SX系列」
通过改变循环量降低设备成本与运行成本的例
降低项目

冷冻机

风冷热泵
水蓄热槽

冰蓄热槽

可设计为热源温度加1℃时的2次水提取温度（温差1℃）。
为了机器内部的防止冻结而完全平行流设计。
可设计为夜间蓄热白天放热的蓄放热兼用的装置。
空调机

温度变化10℃

可作为高压断路器使用
「SX系列」

该情况，NTU（传热单元数）按如下方式计算。
NTU

温度变化
温度差

10
10
1

可同时达到优良的热回收率与小型化的目的。不仅是
DHC的区域供热，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等正在得到应
用。由于它具有高热回收率和耐压性能的特点，对降
低DHC区域供热厂的初始运行成本方面做出贡献。

根据本公司计算得出的值

优势

循环量
配管尺寸

口径小，减少保温材料

泵动力（扬程20m）

降低泵的电力消耗

泵动力（扬程30m）
「SX系列」的尺寸
SX-10

SX-80S

SX-80M

50A

350A

350A

350A

1,550

2,950

3,550

4,200

全宽 mm

360

1,250

1,300

1,300

全长 mm

1,526

4,610

5,870

5,870

号

配管接口口径
全高 mm

空调机

温度差1℃

该情况，NTU（传热单元数）按如下方式计算。

型

可设计为热源温度加1℃时的2次水提取温度（温差1℃）。
封闭式2次循环水则可防止落水和减少输送动力。
可设计为夜间蓄热白天放热的蓄放热兼用的装置。
还可设计为夏天冷水用则冬天温水用的冷温水兼用装置。

亮 点
(Fan-Coil Unit)

温度变化5℃

NTU

亮 点

由于在冷热源循环侧使用了防冻液（乙二醇），因此可作为
蓄热、放热、白天用于运行的换热器。

(Fan-Coil Unit)

温度差1℃

冷却塔

冰蓄热系统

板式
热交换器

温度变化5℃

冷却塔

利用深夜电力将蓄热槽内满载的冷水或温水的热能轻松
完整地传递到2次侧。

NTU 值为10 时

板式
热交换器

冷热源

水蓄热系统

SX-80L

用于DHC的板式热交换器必须具有优良的耐久性・耐压性。
「SX系列」的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因为其NTU高，并且它所具
有的高耐压力（Max. 4.45MPaG）也受到了充分的关注。
例如：高层建筑的楼层越高空调等装置所需的循环水的压力
就越高，这样，热源侧就需要很大的负荷，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使用了板式热交换器就可以截断热源装置的压力而减少故
障的发生。

风冷
热泵冷水机

用途・应用例
日阪板式热交换器以其高性能，省空间，低成本的特色及各种特性广泛地
应用于空调 • 卫生设备等各领域。

地热利用系统

可将地热有效地应用于供热水 • 采暖 • 浴池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亮 点

冷气设备

稳定可靠并迅速地将冷冻机 热泵
等冷热源设备的热量传递到空调
机的循环水中。
●

亮 点

暖气设备

稳定可靠并迅速地将蒸汽锅炉 温
水锅炉等温热源设备的热量传递
到空调机的循环水中。

亮 点

一种具备放热（吸热）损耗极少的构造的装置。
可设计为夏天为冷气系统而冬天为暖气系统的冷暖气兼用的设备。

板式换热器的材质采用钛合金，因此具有超群的耐腐蚀性。
利用自清洗作用可降低水垢附着现象。
简洁的构造，维护简便。

●

地热

热损耗低于多管式的构造。
温控反应灵敏。
适用于第一种压力容器构造标准。

空调机

利用地热的暖气

利用地热供热水

地热

地暖
空调机

空调机

冷冻机

融雪 • 化雪系统

供 水

蒸汽锅炉

温 泉

供给热水

利用温泉水或井水的热量用于道路融雪（道路加热）的
防冻液（乙二醇）的加温及铁道线路的融雪化浇水的加
温。多间隙板还可将融雪槽的水进行循环加热。

储热水罐

以较少水量应对温控，可正确且快速加热水温并能
达到温控的灵敏反应。获得食品行业的高度评价。

可进行冷泉加温或从热水槽排热回收等，可对各种利用方法进行探讨。

锅炉

冷泉加温

储泉罐
热水池

回收排出的水热
供水预热

温水锅炉

亮 点
亮 点
板式换热器的材质为钛合金具备超群的耐腐蚀性。
可设计为热源温度减1℃的2次侧水的提取温度（温差1℃）。
多间隙板GX-20的最大间隙为20mm。
也可使用含泥浆的水。

排热口的热损耗低于多管式的构造。
对于双流体采用分别配置独立垫圈的双重密封构造。
板式换热器的材质推荐采用SUS316。

排出热水

冷 泉

给水

热水罐

蒸汽锅炉

自由冷却

道路加热

热电联产系统

为了降低冷冻机的运行成本，可利用冬季冷却塔的低温
水。高效的板式换热器如下图所示，夏季可防止冷冻机内
的无损，冬季将冷冻机停用而达到节能的效果。另外，还
可将海水作为冷却源。

温泉水
井水
锅炉
供 水

通过板式换热器将发电所产生的排热进行热回收，回收
热可利用于热水供给、采暖、冷却（冷冻机）等。

消音器

浴池 • 温水泳池

水族馆 • 养鱼设施

可应用于学校、地区交流设施、体育俱乐部、公共浴池、休
闲设施的温水泳池的水温加热。以灵敏的温控反应与耐
腐蚀性的优势提供了舒适的使用环境。

夏 季

广泛应用于可提供大海探秘的水族馆、养殖鲜鱼的养鱼
场、研究海洋生物生态的水产试验场等水槽的温控管理。

冷却对象物

采用仅让所需流量通过热交换器的分流设计的
紧凑型装置。
可根据在规定时间内加温至设定温度的循环加热计算
进行配置的设计。
板式换热器的材质推荐采用SUS316。
板式换热器的材质为钛合金，可适用于海水泳池。
温水泳池

用于热水供应

排气
换热器

冷冻机

电力

亮 点

亮 点

冷却塔

板式换热器的材质采用钛合金、具有超群的耐腐蚀性。
温控方面具有反应灵敏的优势。
还可设计为冷却兼用的装置。

冬 季

冷风装置

煤气

温水锅炉

用于暖气机

储热水罐

冬季停用冷冻机
发电机

水槽

排气

发电机用
发动机

空调机

排热用

温水锅炉
冷却机

致力于营造舒适的城市环境-HISAKA板式热交换器
地球温暖化日益严重，营造节能型城市环境刻不容缓。HISAKA正在以「板式热交换器」的关键技术支持全球的环境
保护，对DHC为首的热电联产、热泵等向办公楼、宾馆、住宅、医院、休闲设施等生活相关的部门提供最佳的产品以营
造最舒适的空间。为了这个目的，研究开发部门正在日夜钻研努力地开发追求高效节能的产品，不停地改善生产和供给
体制，致力于可持续的环境改善。

机场

空调
会议及活动设施

东京天空树

供热水
办公楼

区域供热工厂
商用楼宇

温热源

冷藏设备

冷热源

浴场
水族馆
温水泳池

溜冰场

融雪・化雪

型号选择

通过FAX进行咨询

选择型号可通过以下的3种方法：1.板式热交换器的设计网页「HISAKA Web-Simulator」、
2.「简易型号选择法」、3.「填入所需项目后通过传真进行咨询」。

进行型号选择时要根据表1的项目进行选择。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下表中的内容后发送传真，传真号如下：

上海 : 传真 021-5211-0720

广州 : 传真 020-3847-7539

目前可在网络上模拟板式热交换器。

本公司在收到传真后，业务担当会给予回复。除了以下的项目外，如果能告知传热板的材质或垫片的材质等情况，我们
会从公司丰富的机种中为您选择最佳的热交换器，并给出报价。

目前，因特网上出现了世界第一个有关板式热交换器模拟的站点。通过访问下述URL并根据结构在画面中输入您的设
计要求，您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板式热交换器。另外，您可以下载带有安装作业示意图的技术规格。网络模拟器最大
的好处是可根据您的安排，24小时随时随地获得最适当的板式热交换器模拟。

表.1 设计规格（型号选择必填项目）

1. 交 换 热 量
高温侧

热交换器事业本部的首页

「规格书」的画面

低温侧

2. 流 体 名 称
3. 入 口 温 度
4. 出 口 温 度
5. 流

点击此处的
PHE设计软件。

显示外形尺寸图与计
算结果的规格书。如
果需要规格书可打印
或下载。

6. 压 力 损 失
7. 最高使用压力
8. 特别记载事项

型号的简易选择方法（适用于欲了解安装尺寸的客户）

填写表格时的注意事项

可用以下的方法进行型号选择，可求得大概的安装尺寸。
设计条件

高温侧 : 入口T1℃→出口T2℃
低温侧 : 出口t2℃←入口t1℃

流量Wℓ ／min
流量ωℓ ／min

用水时

比重＝ 1
比热＝ 4.186KJ／kg℃

2)写明流体名称 : ①使用蒸汽时：写明压力。
②使用乙二醇时 : 写明种类（二乙醇、丙二醇等）与浓度（%）。
3)高温侧、低温侧的终端温度差ΔT1、ΔT2要为1℃以上。
另外，参考一下的内容进行条件设定。

2）求取 对数平均温 差
终端温差ΔT 1＝T 1−t2
终端温差ΔT2＝T2−t1
ΔT 1−ΔT2
对数平均温差ΔTm＝
当ΔT 1＝ΔT2时、ΔTm＝ΔT 1＝ΔT2
ℓn(ΔT 1／ΔT2)
3）求取传 热面 积
U : 总传热系数（W／m2・℃）
Q
只需概略的值时可使用以下的值。
传热面积A(m2)＝
×1000
ΔTm×U
水与水进行热交换时
: 3,500 W／m2・℃
水与乙二醇 进行热交换时 : 3,000 W／m2・℃
4）选 择系统
水蒸汽与水进行热交换时
: 1,700 W／m2・℃
热移动单位系数NTU＝（T 1−T2）／ΔTm 和（t2−t1）／ΔTm

6）从「尺寸／重 量表」中读 取安装的长・宽・高
读取所选型号的「安装宽度・高度」。
另外，从3）所求取的传热面积中读取「安装长度」。
在中间值的情况下可通过比例分配计算来求取。

1)请将高温侧与低温侧的交换热量取相同的值。

③使用特殊液体时 : 写明比重、比热（kJ／kg℃）、热传导度（W／m℃）、入口温度下的粘度（mPa・s）、入口温度下的粘度（mPa・s）。

1）求取交换热量
交换热量Q(kW) ＝比重×比热×（T1−T2）×W÷60
＝比重×比热×（t2−t 1）×ω÷60

5）根据流 量 选 择 型号
参考P.16〜17「规格书一览表」中「主要规格」的「最大处理流量」，
从4）的已选的系列中选择适用的型号（传热板的大小）。

量

乙二醇相当于30%的重量

NTU＜1时
1≦NTU＜2.5时
2.5≦NTU时

（注）上述的方法只是一种概略的方法，需要正确的尺寸时可通过公司营业窗口进行咨询。
（注）通过规格有时会发生不能计算的情况。可通过公司营业窗口进行咨询。

: LX系列
: UX系列・RX系列
: SX系列

・终端温差越小，所需的传热面积越大，机器尺寸也大。

(好的例) 高温侧 : 入口13℃
低温侧 : 出口12℃
ΔT1＝1℃以上

・终端温差越大，所需的传热面积越小，机器尺寸也小。

4)可以指定压力损失（上限值）。
参考以下的条件进行设定。

・压力损失越小，传热面积就越大机器尺寸也大。
・压力损失越大，传热面积就越小机器尺寸也小。
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则将上限选定为0.1MPa即可。
5)如果对设计上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请在特别记载事项中写明。

(差的例) 高温侧 : 入口13℃
低温侧 : 出口12℃
高温侧 : 入口13℃
低温侧 : 出口12℃

出口8℃
入口7℃
ΔT2＝1℃以上
出口 入口8℃
ΔT2＝1℃･･･热不能进行移动。
入口 8℃
出口 7℃
ΔT2＝-1℃･･･温度发生交错。

关于维修的注意事项
板式热交换器的内部粘附了污垢就不能维持热交换器的性能。另外，垫片是易损件。
应用于特别重要的设施或系统的热交换器，推荐按照预防维护计划进行维护保养。
详细情况请与公司营业窗口详谈。
对于已经发生误使用的产品，在进行商谈时要确认铭牌上所刻的「型号」「制造序号」之后再进行联系。

型号・规格一览表
SX 11
SX 12

50

2

115

1,550

360

526〜1,826

NJ型

NP型

安装长度L

安装长度L

安装高度H

SX 10

安装宽度W

NETWORK

日本总工厂

−日阪技术走向世界−
“成为立足于世界的日阪”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日阪自从1953年开始开发板式热交换器，并逐渐进行技术改良已有超过50年的历史。
现在，日阪向世界超过70个国家进行产品的出口，并在7个国家建立了我们的贩卖和制造据点。
并且，日阪还在不断地扩大全球服务体系，为回馈用户对HISAKA产品的信赖而不懈努力。

海外据点
(葡萄牙)

日阪韩国株式会社(韩国)
总公司和分公司
区域代理店
技术合作

烟台进和接合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烟台)
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进和路1号
邮编：264000
电话：0535-643-3939
传真：0535-643-3926

(沙特阿拉伯)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中国，上海)

GUANGZHOU

上海市南京西路699号东方有线大厦1603室
邮编：200041
电话：021-5211-0701
传真：021-5211-0720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中国，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4号富力天河大厦1208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10-5515
传真：020-3847-7539

(泰国)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常熟)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JOHOR BRANCH (马来西亚)
RAYONG BRANCH (泰国)
NO.222/36,Eastiny Park 5 Village,
Moo 10,T.Bangsarey A.Sattahip,
Chonburi Province,20250,Thailand
Tel:+66-3-811-0795
Fax:+66-3-811-0796

30-2,JalanMolek 1/10,Taman
Molek, 81100,Johor Bahru,
Johor,Malaysia
Tel:+60-1-2227-4882

(越南)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香园路1号
邮编：215542
电话：0512-5213-3000
传真：0512-5213-3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