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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阪的板式热交换器
支持各类船舶更安全，
更可靠的航行。

实现高效率的热交换

板式热交换器

日阪自1953年开发了全日本首例板式热交换器以来，

板式热交换器的构造

在所有的产业领域确立了很高的声誉。

在不锈钢，钛等耐腐蚀性金属的薄板上，整压成型凹凸的波形

日阪的船用板式热交换器被应用于油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集装箱船和运送汽车

图案，在其周围用合成橡胶密封垫片密封，从而形成“ 传热板 ”。

专用船甚至豪华客轮等所有的船舶上。

将所需数量的上述传热板悬垂于导杆，并重叠于钢板制固定框

对主引擎所使用的润滑油进行冷却的“ 润滑油冷却器 ”
，

架与移动框架之间，以螺杆固定。高温流体与低温流体相隔一

冷却船内的主发电机的冷却装置、冷却主机和辅机的批处理“ 中央冷却器 ”等，

片交互流动于各板间形成的流路，进行热交换处理。

日阪的板式热交换器都担负着重要的作用。

■ 主要优点
● 高性能
通过整压成型的平板图案，可以提高传热性能，缩小传热面积。

活跃在世界各处的各种类型的船舶支撑着世界的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 轻巧•紧凑
由于传热板薄，器内容积小，因此结构轻巧紧凑。其设计为省空间构
造，可在安装空间内进行维修保养，并且安装工程也非常简便。
● 快速启动
由于热交换器内的流体储存量少，因此可快速启动运转或适应运转
条件的变化。
● 维护保养简便易行
只需卸除固定螺杆就能立即分解机体，传热板可通过目视方便地进
行检查，清洗也非常方便。机器的组装与分解同样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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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船舶条件的

船舶用板式热交换器
型号标记的说明

传热板型号

框架型号

传热板片数

UX- 9 9 5 -N H PM -2 33
板式热交换器的构造图
D板

A板

●系列名
LX • UX • RX • SX • FX • EX • GX • YX

B板

●传热板的大小
0（小）〜10（大）

上导杆
E架

眼板

●传热部波纹形状
1〜6…仅使用 1 种波纹形状
7〜9…组合使用 1~6 中的两种波纹形状
（通称：MIX）

导杆支架

内置过滤网

●传热板厚度
5 …0.5mm
6 …0.6mm
8 …0.8mm
0 …1.0mm
●密封垫片的安装方法
A… 嵌入式（未使用粘合剂）
B… 嵌入式（使用粘合剂固定）
无…使用粘合剂固定

衬套

●传热板片数
●其他标记
R … 蒸汽加热器
L … 设有隔离板
●基本形式
J … 用于小型•传热板片数少的机器
P… 用于上述以外的一般机器

●最高使用压力
无…适用0.5MPaG
H… 适用1.0MPaG
U… 适用1.6MPaG
S … 适用1.6MPaG以上
●接头
N … 无管嘴（接液部合成橡胶）
TN•KN…无管嘴（接液部金属）
无…有管嘴（仅有 UX-01，
UX005 型）

E板

下导杆

S架

↑中间板A板与B板是相同形状，上下颠倒的两块传热板，通过改变密封垫片

紧固螺栓·螺母

的方向而加以区别。此外，在最后一片板(E板)上装有四角未开通孔的板，从
而形成不会与E框架发生液体接触构造。

高温侧入口

低温侧出口

高温侧出口

低温侧入口

↑如上图箭头所示，高温流体与低温流体对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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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环境友好航运的MGO冷却器

适应船舶条件的

MGO COOLER

船舶用板式热交换器

船舶用板式热交换器为适应船舶的特殊

● 粘合剂式密封垫片

● 内置过滤网（备选）

■ 带压力缓冲器的MGO冷却器

条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由于传热板密封垫片是通过粘合剂固定，因

这是一种孔径2~3mm的冲孔金属型过滤网。

● 解决了板开裂导致的故障

此在分解清洗后，海水中的微粒不会进入密

将其插入板式热交换器的海水侧入口部，可

同时设置压力缓冲器解决了板开裂导致的故障而提高

● 设置稳定性

封垫片内部以及传热板的缝隙之中，因而可

去除海水中的异物，垃圾等。

了安全性。

热交换器通过基板牢牢固定在地面，通过固

以避免漏液。密封垫片装卸方便，可在船舶

● 设定最佳板厚

定眼板，可以减少机器的整体振动(参照P5

内部进行更换作业。（也适用于嵌入式）

通过脉动试验器来测定板的疲劳极限，以此为依

机体照片)。紧固螺栓·螺母设计为双螺母

据来设定板的厚度。

构造，可防止由于引擎振动而产生松动。

● 压力缓冲器的最佳设定
以本公司安装压力缓冲器后所获得的试验数据来选择
压力缓冲器而达到最佳的小型化紧凑型尺寸。

（背面）
● 可放心使用的压力缓冲构造
当板式换热器作为MGO冷却器使用时，由于引擎的脉

对应MGO
设备的燃料油系统流程示例

动可以预想到发生板的开裂。由于板的开裂就会导致

DO/MGO
SERVICE
TANK

HFO
SERVICE
TANK

SUPPLY
PUMP

两种液体的混合而发生不能航行的情况。作为其对策
是通过采用双重壁构造的方法达到避免二液混合的

MIXING
CHANBER

MIXING
CHANBER

目的。

M/E&G/E
MGO
COOLER

同时，也不会发生引擎的脉动导致的板开裂的危险。

双螺母

日阪开发了具有压力缓冲构造的MGO冷却器。这是一

■ 备选配件

种能对应板开裂的带压力缓冲构造的板式换热器MGO

为适应各种使用条件，我们还为顾客准备了

CIRCULATING
PUMP
M/E

冷却器。

以下备选配件。

G/E

FO HEATER

G/E MGO
COOLER

● 清洗装置（备选）
● 环状短管（备选）

这是一种带有滑轮的简易移动式海水用清洗

用于安装温度计，抽气器，排水器，差压计

装置，用以进行板式热交换器的内部清洗。

的短管，各种材质齐全。
● PN曲线

板开裂曲线
压力振幅 P（MPa）

眼板

未使用压力缓冲器

日阪对脉动导致的板开裂极限进行反复的实验和探索
压力振幅
界限

使用压力缓冲器

并对数据进行解析，从而能提供在板式换热器上装有
适用的缓冲器，达到强力防脉动开裂目的的MGO冷却
器。在选型时因板式换热器的型号、面积等所选的缓

反复次数 N（回）

活嘴

冲器的规格会有所不同，谨请咨询后再行选型。

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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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运维护完全清单

支持所有的维护业务
板式换热器具有高性能、结构紧凑、耐久性好及故障少的优点，

换热板轮换体制

但是由于长期使用则会使机器内部粘附水垢及发生密封垫片老化等状况，
为了能长期安全使用而必须进行适当的维护。

便捷快速的成套换热板单元

根据合同的规定，本公司采用的是预

日阪启动全方位维修支持“ 整包 ”形式，设置为以板为单位，

先将客户方的所需数量的板材完成保

直接在船上进行更换的“ 板片轮换 ”等维护业务，

养后预存，在实施维护时在船内即可
实现短时间内完成替换作业。换下的

从迅速提供零件到登船修理的全方位地支持客户方的要求，

换板时间短

板在本公司的维修中心进行清洗、更

使板式换热器能始终维持在最佳状态。

换密封垫片、检查保养，预存至下次
的维修时换上的系统。
配合热交换器的使用条件和船的运行

保

状况可节省换热板的清洗作业及更换

「维修整包服务」

从离陆到装入的全方位的服务

管

进行板维护

密封垫片的时间，实现了高效的维护，
船的停泊时间再短也可保证在短时间

「维修整包服务」就是由熟知设计专利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对机器各部分进行的维修服务。我们的维修

内的再起航。

能做到把机器交给我们，顾客可以完全放心。

清洗维护
完成的板
保管清洗完成的板，根据预
定维修日程将板送达。

维护专用的流水线，将预存的
板进行清洗 · 检查和更换密封
垫片。

现场维修服务
“洗太郎”的照片

业务接受

“维修整包服务”前

交 货

日阪为了清洗作业人手不足的客户，承接派遣能熟练地进行维

“维修整包服务”后

❶ 分解

修业务的合作者进行上门服务的业务。主要是在进行板式换热

❽ 完成检查

目视检查外观后，将接受的板式换热器
进行分解，然后进行板的清洗作业，将
机架进行维修作业等，这样就可以开始
被称为“维修整包服务”的总维修。

所有的工序完成后将压力升至规定的压
力，确认为无外泄的情况为合格。维护数
据由日阪制作所的数据库统一管理。

检 查

分 解

用

❷ 机架维修
将板单元紧紧地固定对机架维修而言是
个重要的作业。根据老化的状况对接头
进行检查及更换柱状螺栓・螺母。
“维修整包服务”前

❸ 脱脂槽・清洗槽的浸渍作业

装 配

装密封垫片

用粘结剂牢牢地粘在板上的密封垫片，
要浸入专用的密封垫片清除槽内，同时
将残留的粘合剂和密封线清除。

程师到现场进行服务，配合维修作业。另外也可提供不分解板
式热交换器的清洗即非开放式清洗的服务。

密封垫片更换期限

L.O.冷却器

3年〜7年

中央冷却器

3年〜7年

非开放式清洗的图解

柜式冷却器

3年〜7年

换热板清洁
封口板

建议密封垫片的更换5年更换1次。

“维修整包服务”后

清 洗

途

器的清洗服务和更换密封垫片、实施再组装等业务时由服务工

❼ 贯通开裂测试
紧固作业完成后保持单侧的气压，通过肥
皂水膜确认另一侧有无贯通故障。
（通过PT实施的贯通开裂测试为选择项目）

封口板
清洗罐

清洗泵

板式换热器

❹ 清洗作业

❺ 粘贴密封垫片

❻ 组装・紧固

将板浸渍在专用的清洗槽中，在短时间
内即可将牢固度粘附的脏物清除，然后
通过喷射清洗进行完美的清洗作业。

清洗完成后将新的密封垫片
粘贴到换热板上。

将从其他工序中完成了维护的换热板悬挂在机架上仔细检查板
的排列和密封线有无异常，然后用专用的紧固工具在主机上紧
固至规定的尺寸。

将板式换热器分解清洗是可以清除顽固的水垢而达到恢复性能的目的。而通过“费开放式
清洗”这种循环清洗的方式可达到不必分解板式换热器本体也可将水垢清洗和溶解并清除
而达到恢复性能的目的。可视、使客户从清除海水侧的流路所发生的顽固水垢的作业中解

二氧化硅垢的板片
专用清洗剂S

钙垢的板片
专用清洗剂C

铁垢的板片
专用清洗剂F

放出来，因此请利用“板片专用清洗剂”灵活的使用费开放式清洗方法。
※非开放式清洗的相关资料为其他的资料，如有需要请提出咨询。

喷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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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的社训在为满足顾客的需求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与各种船舶一同活跃在世界的海洋

最新的换热板技术向世界宣告
“我们是HISAKA”

信赖与实绩

日阪的板式换热器支撑着从LNG船到豪华客轮的所有船型的安全航行。只有这样被广泛的应用才能证明信赖与实绩。

日阪制作所 热交换器事业部以“创新挑战/最新的换热板技术 向

今后我们会继续为支持国际商务的展开而竭尽全力。

世界宣告我们是HISAKA”为口号，从开发到生产、销售、售后服
务的各个方面贯彻质量管理•服务体制，努力提供让世界的顾客都
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确立世界规模的网络，构筑对产品满意和信
赖的体系。

日阪制作所

鸿池事业所全景

日阪的国际化网络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中国)
烟台进和接合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葡萄牙)

HISAKA KOREA CO., LTD.

(韩国)

(沙特阿拉伯)

NAGOYA
(泰国)
GUANGZHOU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越南)

(马来西亚)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中国)
日阪(中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中国)

(马来西亚)

总公司和分公司
区域代理店
技术合作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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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为了实施国际战略的提案，与日阪日本联手构筑更为强大的亚洲的
商务网络。为顾客提供与日本国内同样的品质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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