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ist‘s Guaranteed Quality

风凯所制造的每个产品都经过了专业测
试，并通过了以下质量权威部门的认可获
得了相关的资质证明：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ABS)
·Bureau Veritas(BV)
·Det Norske Veritas(DNV)
·Germanischer Lloyd(GL)
·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LRS)
·Schweizerischer Verein Fur technische
Inspktionen(SVTI)
·Technischer Uberwachuangsverein(TUV)

风凯通过了DIN EN ISO 9001:2008和以下
合格制造商资格的认证：

·EU 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
97/23/EC(PED),Module H/H1
·HP0 in connection wit DIN EN 729-2
·ASME U-Stamp
·GOST R(incl.RTN&hygiene certificate)
·China Certificate

同时，风凯的产品也符合了客户的测试和检测标准。

风凯换热器制造（常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
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瑞路9号
邮编：213164
电话：+86 519 88671600
传真：+86 519 88672081
www.funke.cn
www.funke.de

板式换热器
Series FP,FPG,FPWG,FPDW

换热器专家，为您打造完美产品……
可拆式板式换热器FP系列
FUNKE，源自德国萨克森州的汉诺威，1974 年创始人 Karl-Heinz FUNKE 先生创办了风凯公司。风凯有着全球化发展的战略

……………………………………………０3

Funke独特的“off-set”板型，为您量身定做合适的板式换热器。适用于常规介质

及发展业绩，已在中国、美国、俄罗斯、阿联酋、韩国等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分公司。
风凯换热器制造（常州）有限公司，是 FUNKE 集团总部在华投资的子公司。我们的产品已覆盖工业及商业领域，通过整合风
凯公司多年积累的工程应用经验及中国客户的具体需求，风凯常州的核心竞争力是为中高端客户定制安全可靠性能优越且经济合
理的换热器解决方案。同时我们通过及时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为客户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并创造更多的价值。

半焊式换热器FPG系列

…………………………………………………０4

焊接板片组流道适用于特殊介质。比如：冷却系统中的氨水。传统密封流道用于普
通介质。

宽间隙板式换热器FPWG系列

………………………………………０5

适用于高黏度流体及悬浮物含量高的流体。由于具有大的波纹深度，其流道直径可
达传统板片的3倍，为介质中的悬浮物等提供了通畅的通道。

安全型板式换热器FPDW系列
ＦＵＮＫＥ板式换热器的技术优势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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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介质混合后发生有害反应的情况。两张波纹金属板在接口处通过激光焊接。

·经济性：低投资、低运行费用、低维修费用。

·传热系数高：总传热系数约为管壳式换热器的3-5倍。

·非对称流道设计满足降低成本的要求。

·温差达＜/=1K时，仍可运行

·占地面积小

·高度湍流达到自洁效果

·增加或减少板片即可满足工艺过程改变的要求

·介质混合可能性小，高效安全

·易于维护和清洗

·结构紧凑，介质耗量小，运行重量轻

双板之上穿孔会使介质漏到板间，从而从板间流到外面，完全避免了介质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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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式板式换热器FP系列

半焊式板式换热器FPG系列
当处理对密封垫片有侵蚀型的流体（如氨、溶剂）

板式换热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板式换热器由一组金属波纹板片组成，

时，普通板式换热器的使用就受到了限制。为了满足您

板上有孔，供换热的介质通过。金属板片安装

的需求，FUNKE 公司开发了 FPG 系列半焊板式换热器。

在一个框架内，并通过夹紧螺柱夹紧。

半焊板式换热器主要适用于氨制冷系统的冷凝器、蒸发

相邻板片安装时 180°颠倒，形成流

器；以及溶剂的加热和冷却等。

道。板片上装有密封垫片，将流体通道完全密
封，并引导流体流到各自的流道，防止不同介
质混合。

结构与原理

板片组由导杆定位，通过固定板和压力

半焊板式换热器流道由焊接流道和常规流道交替组成，焊接流道和常规流道是通过以下方式形成的：两张波纹板片

板压紧，并通过夹紧螺柱夹紧。为达到更好的

互相颠倒 180°，将其密封周边采用焊接方法组成“ 板片对（welded cassette）”，形成焊接流道；每一对板片之间采用

换热效果，冷热介质在换热器内部通常被设
计成逆流。根据要求，可设计为单通或多通。

垫片密封，形成可拆卸的常规流道。对密封垫片有腐蚀性的介质流过焊接流道，常规介质流经常规流道，完成换热过程。

通常介质接口都被布置在固定板侧，但如果
设计为多通，接口也可能布置在压力板侧。
( 参见示意图如下 )

板片材料
FPG 系列板片通常按 1.4404/316L 供货。根据工况要求，也提供钛板换热器。更多材料按需提供

密封材料
根据工况要求，FUNKE 提供组合材料密封圈。即：在与腐蚀介质接触的进口部位采用非常规材料（如：Chloropene）
，与常规介质接触的主体部位采用常规材料（如：NBR,EPDM 等）。

技术参数
接口布置方式

最大设计压力：30bar
最大设计温度：180℃
最小设计温度：-35℃

尺寸表
型号

单通

两通

三通

3

A
mm

B
mm

C
mm

D
mm

E
mm

L2
mm

接口尺寸

最大装机
面积㎡

FPG

16

0.16

933

310

694

126

128

250-1000

DN50/2″

30

FPG
FPG

31
62

0.30
0.60

1332
1835

480
620

894
1306

225
290

204
225

500-3000
500-4000

DN 100
DN 150

200
450

70

0.70

1740

760

1130

395

285

500-4000

DN 200

560

FPG
FPG

2

单板面积
㎡

系列—半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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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间隙式板式换热器FPWG系列
当处理含纤维或者粗大颗粒的液体、高粘度液体时

安全型板式换热器FPDW系列
当板式换热器的冷热介质发生混合会产生有害反

，普通板式换热器的流道是无法满足流体的流动要求的。

应时，我们就需要使用双壁安全型板式换热器。FPDW 系

如果选择管式换热器，在产品性能、结构以及维保等方面

列双壁安全型板式换热器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行业、电力

，您不免又有所犹豫。所以为了满足您的需求，FUNKE 公

行业、医药行业、化工行业等。

司开发了 FPWG 系列宽间隙板式换热器。宽间隙板式换
热器可用在造纸、纺织、制糖、食品等行业中处理含纤维
或粗大颗粒的液体或高粘度液体。

结构与原理
双壁安全型板式换热器工作原理与普通板式换热器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板片的设计，双壁安全型板式换热器以两
张焊接在一起的板片代替单张板片，板片一旦有裂纹或穿孔时，流体将由两板片之间流到外部，很容易被发现并采取措施，
从而可避免因两种换热介质相互混合，而导致污染或者产生有害反应。

结构与原理
宽间隙板式换热器的板片具有大的波纹深度，流道

板片材料
FPDW 系列板片通常按 1.4404/316L 供货。根据工况要求，更多材料按需提供。

直径达到传统板片的 3 倍，板片之间接触点较少，故流
道通畅，流体可在流道内“ 自由 ”流动。相对于管式换
热器，由于波纹可导致高度湍流，所以传热效率高，且紧
凑并节省空间。

密封材料
同普通板式换热器，FUNKE 提供 NBR、EPDM、VITON 等不同材质密封圈。更多材料按需提供。

技术参数
最大设计压力：25bar
最大设计温度：200℃
最小设计温度：-20℃

尺寸表
型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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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压 最大整 单板面 A
B
C
D
E
力等级 机板片 积㎡ mm mm mm mm mm

L2
mm

PP
mm

接口 最大装机
尺寸 面积㎡

FPDW 05

16

150

0.04

470

185

381

70

45

250-1000 pcs.×2.9

1°

6

FPDW 16

25

200

0.16

933

310

694

126

128 250-1000 pcs.×3.1

2°

30

FPDW 19

16

500

0.19

1080

440

650

202

200 500-2500 pcs.×3.1

DN90

100

FPDW 31

16

500

0.30

1332

480

894

225

204 500-3000 pcs.×3.3

DN100

200

FPDW 50

16

500

0.50

1826

480

1388

225

204 500-3000 pcs.×3.3

DN100

250

FPDW 80

16

700

0.80

2200

620

1671

290

225 500-4000 pcs.×3.7

DN150

560

FPDW 100

16

700

1.00

2100

760

1490

396

285 500-4000 pcs.×3.3

DN200

700

6

FUNKE换热器产品性能测试中心
FUNKE 水水流通测试单元（Water/Water）
在不同的压力、温度、流量状况下，可精确的测出传热系数、压降与流速的测试曲线。为换热器换热性能提
供了有力保障。
FUNKE 板式换热器产品性能测试中心的运用，将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的修正，有力的保障了 FUNKE 产品性
能的优越并推动了 FUNKE 的新品开发。

FUNKE-PHE

测试中心可以精确的测出每种产品传热系数 K 与流速 V 的关系曲线，同时测出压力降△P 与流速 V 的关

连接到测试装置

系曲线，从而建立起努赛尔准数 Nu 与雷诺数 Re 之间的准则方程式。

FUNKE 油水流通测试单元（Water/Oil）

Oil Circulation Unit

FUNKE 换热器产品性能测试中心由于采用了柔性接口连接方式，不仅可以对不同介质和各种工况测试，
同时也可以对各种产品进行测试。运用这些测试数据，FUNKE 全球的应用工程师不断的为客户分析工艺，提出
Water Circulation Unit

最优最经济的方案。
Cold Water Circulation Unit

FUNKE-PHE

Air-Oil-cooler unit

连接到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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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备与生产工艺

全自动的板片生产线，可用于复杂模
具，压制和冲孔一次成型，能避免成型过程
中对板片的损害。覆膜剪切、覆膜压制、渗
透检测，保证了各板片质量达到一致及稳
定性。
前后压板都是采用数控切割，一次成
型，保证了板片在安装中受力的均匀，降低
甚至避免了发生泄漏现象。

CNC加工中心/生产板式换热器框架

15000吨全自动板片生产线/生产大型板片，可用于复杂模具

自动化的流水线喷漆设备，表面微锻
处理，清除加工中产生的热应力，增强表面
强度，提供涂膜附着力。自动烤漆处理，提

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流体动力学（CFD），通过

供设备使用寿命。

模拟流量及流体的流通方向来评估相应板型的换
热能力，并不断完善，从而提供给客户非常优化的
组合。同时采用标准化的零配件，全球的供应商系
统，来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经济的换热方案。
FUNKE 全球板片加工中心为特定的行业提供
专用的板型，FUNKE 板型不仅关注压力损失，而且
侧重于强化液体的传热 ,FUNKE 板片提供了几乎
100% 的热交换性能。

6000吨板片压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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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E板片及密封垫片
不同厂商的换热器产品从外观来看，都没有很大的

· 合理的热力性能设计保证高效的换热效率

区别。但在换热效果上起决定作用的板片组却是千差万

·“Off-set”板型可提供对称或非对称流道（见图中所示序号 1）

别。板片组的性能从根本上决定了换热器产品的性能以

· 独特的分流区优化介质的流动状态（见图中所示序号 2）

及结构，并决定了产品的经济性。

·“ 搭扣式 ”密封垫片提高垫片定位的准确性，并加强了板片组的抗压

例如：不同波纹倾角的换热板片具有不同的换热

力冲击性能（见图中所示序号 3）

效果（参见右图）
钝角波纹板片（长换热

锐角波纹板片（短换热

板）具有较高的换热性能，同

板）适合压力损失要求较高

时也具有较大的压力损失。

的场合。

· 带有泄露槽的双重密封结构充分防止了不同介质的互混可能性（见
图中所示序号 4）
· 独特的板片成型加强了板片组的强度，并提高了密封垫片的承压能
力（见图中所示序号 5）

FUNKE“Off-set”板片不仅具有不同的波纹倾角，能
实现热混合设计；并且能组合成非对称流道，使冷热介
质的流道截面积不同，以达到换热效果和压力损失的最
佳匹配。小流道截面积接近于大流道截面积的 1/3（参见
右图及下侧的流道示意图）。

板片材料
FUNKE 换 热 板 片 通 常 按 ANSI316 供 货。相 比

密封垫片
所有的密封垫片在进出口处都有双重密封功能，

ANSI304 不锈钢，ANSI316 不锈钢具有更好的耐腐蚀

能有效的防止介质混合。根据板片型号，FUNKE 可提

能力和抗氯离子能力。

供粘贴式或搭扣式垫片。

FUNKE 板片材料：

FUNKE 密封垫片材料：

·1.4301/304（低腐蚀介质，节约成本）

·NBR（丁晴橡胶）：通常用于含油性介质或水，但不

热工况，“Off-set”板型所组成的板式换热器换热面积显小于传统的对称流道板式换热器（大约节省 20%-25% 的换

·1.4539/904L ( 含酸量或氯离子含量中等的介质，由

可用于蒸汽。例如：油 / 水换热器

热面积），当然，产品投资费用也明显降低。

于含镍量高，耐应力腐蚀，较高的性价比 )

·EPDM（乙丙橡胶）：广泛用于不含油或脂的介质，

·1.4529/254SMO（抗 酸 性 和 抗 氯 离 子 能 力 高 于

也可用于水或蒸汽场合。

1.4401/316）

·Viton（氟橡胶）：耐高温，用于要求较高的化学有机

· 哈氏合金（抗酸性和抗氯离子能力高，可用于各种

溶液，比如：高温的硫酸或植物油。

FUNKE 独特的“Off-set”板型能为您提供更加经济合理的板式换热器产品。例如：我们通过比较，在油 - 水换

为使您的产品更加经济合理 FUNKE 不断改进热工计算软件，软件将根据产品的使用工况，选择合适的对称的
或非对称的流道组合方式，以达到产品性价比最高的目的。

强酸性介质）
· 钛钯合金（高抗腐蚀性能板片材料，可用于高温、高
氯离子的工况）
· 钛（titan）
（适用于高氯子含量工况，尤其是海水冷
却器）

接口
FUNKE 板式换热器提供多种接口方式，满足不同应用领
域（工业、采暖、制药、化工、食品等）的要求。
FUNKE 亦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及我方认可的方案，提供特
殊形式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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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特殊设计

FUNKE 可为您的换热器产品提供以下附件：

不锈钢或不锈钢包覆框架

保护罩（比如：镀层的保温壳）

带切换阀及温控装置的双联板式换热器

进口过滤器

FUNKE完善的服务
合理的设计和高品质的产品大大降低了
FUNKE 板式换热器的维修保养工作量。
根据使用情况的不同，密封垫片会有一个

特制的涂漆层（如：防盐雾 / 防恶劣环境）
喷溅保护装置 / 集液盘

疲劳的过程，这是正常的现象。
如果没有必要更

静电接地

换垫片，可以通过多次夹紧板片组的方法，使板

消洗系统

式换热器达到应有的换热效果及密封性。
但不可

服务

小于最小的 "PP" 距离。

清洗：

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一定的使用时间后更
换密封垫片，以使达到更佳的换热效果和密封
性。
一般的维护保养工作可由经过培训的人员
进行。如有必要，可与当地的 FUNKE 公司技术
或服务部门联系，我们将给予您建议和支持。

冲洗 / 现场机械清洗 / 化学方法清洗（浸泡池）
FUNKE 公司可按要求提供清洗工具（包括清洗用化学物质）
供应带密封垫片的新板片（板片经过微裂纹检验）
供应备件
整台设备大检
持续性能改进
根据要求增加或减少板片 / 调整板片结构

板式换热器设计所需参数
7选5

设计参数

为了能为您提供更加合适的换热器，请您
尽量提供详细的设计参数。如果您提供的数据
不够充分或详细（比如：最大压力损失，泵的
扬程，冷却水的进水温度或者可利用的流量
等），我们就无法为您选择最好性价比的产品。
如右图所示，请提供冷热侧介质进出口温
度，流量以及换热量七项数据中的五项（各侧
介质至少两项），并请提供允许的压力损失。涉
及到特殊介质，请给予介质的物理特性（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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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

电力

民用

新加坡 Lofta 大厦

化工

巴斯夫化工

Aishebher 核电站
新疆克拉玛依电站

钢铁轧制行业油冷却系统

马达试验台用中央冷却器

冶金

唐山钢铁
宝钢

食品

山东莲花
天目湖啤酒

造纸

Voith paper
晨鸣纸业

高压设备用板式换热器 / 油田勘探领域

HVAC 行业系统分离器用板式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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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

江东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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