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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向低碳经济迈进，准确和
可靠的测量将比以往更加重要。用
于红外非接触温度测量、燃烧效率
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监测器和分
析仪是三大脱碳支柱（能源效率、
清洁燃料和碳捕获）的关键。 
70 多年来，AMETEK Land 一直为
能源密集型重工业提供解决方案，
帮助他们提高热效率，提高产品质
量，控制排放。
我们的专家建议和创新技术将有
助于提高工艺效率和提高产品质
量，我们可以提供值得信赖的、经
过验证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这些新
的应用挑战以及那些即将到来的
挑战。

热成像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它在工
业中被广泛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测
量，现在它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熔
炉监测和优化的解决方案，支持提
高工艺效率。
随着脱碳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们
在工业应用和测量方法方面的丰
富经验使我们能够找到新的解决
方案，帮助客户在竞争日益激烈、
监管严格的环境中提高可靠性和
生产力。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将介绍 
AMETEK Land 的解决方案是如何
克服电力部门和其他重工业（如金
属、玻璃、碳氢化合物加工和水泥）
所遇到的减排挑战的。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对燃料脱碳和
捕获二氧化碳等应用，我们的产品
支持这些行业成功从化石燃料过
渡到生物能源、氢气和电力。

能源效率 替代燃料 碳捕获
访问：WWW.AMETEK-LAND.COM/INDUSTRIAL-DECARBONISATION

CO2
在脱碳道路上进入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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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趋势将改变工业运营商的工作方式，迫使最终用户、技术许可方和仪器制造商不断寻求提高和彻底优化工艺效率的方法。 
对于许多重工业过程，提高能源效率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提高能效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使用，最大限度地
提高燃烧效率，实现最佳质量，减少排放，并捕获废热源进行再利用。

有时，只需改变我们的工作习惯，例如，
关闭设备而不是让其处于待机状态，长
期下来就可以大大减少能源的使用量。
然而，由于工艺介质、周围环境或这两
者的原因，许多工业过程具有极强的侵
蚀性，这可能使其他节能措施（如优化
燃烧或热处理）难以实施。

这些措施需要精确的测量，特别是在燃
烧优化中，改变燃料来源或质量会影响
反应和可用的能量。  
 

此外，对高规格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意
味着生产商要不停地追求高质量。不合
格的产品可能会被拒绝、报废或需要返
工，所有这些都会使排放量翻倍。

挑战 AMETEK Land 的高清热成像技术，与
便携式和固定式排放监测设备一起工
作，有助于优化燃烧，它们带来的好处
包括减少燃料消耗以及氮氧化物等物
质的排放符合监管要求。
在燃烧受控的情况下，可以对工艺参
数进行设置，以实现最大的产品产量
和质量。

一步到位的方法对质量至关重要，并
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凭借能够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测量的仪
器，AMETEK Land 可以提供完整的测量
解决方案：从单个测量点到约 300 万
像素的高清辐射热成像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提供关于关键工艺
参数的重要信息，优化热处理，确保最
大效率，并提高钢铁、铝、玻璃、水泥、
电力和 HPI 等不同行业的可持续性。

解决方案

钢铁

水泥 电力 HPI

铝 玻璃

能源效率提高

工业脱碳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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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解决方案
固定点非接触式高温计 便携型非接触式测温仪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热测量 燃烧效率监测仪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

应用
SPOT FG GOLD CUP CYCLOPS L MWIR-B-640 NIR-B-2K NIR-B-640 (EX) LWIR-640 SDS-640 LSP-HD 炉内热测量 FGA LANCOM 4

金属加热炉 
 产品温度测量

 燃烧和排放监测

金属 EAF/BOF 出钢 
 炉渣检测，以减少夹杂物和后期的相关废品

金属热轧机和 CAL/CGL 退火炉 
 贯穿卷材的边缘到边缘的温度分布，以确保均匀的机械性能

玻璃熔炉 – 蓄热式和回热式
 产品/耐火材料温度测量

 电力 – 产品/耐火材料温度测量

 混合动力（氢气/生物燃料） – 燃烧优化

乙烯裂解炉/蒸汽甲烷转化炉 
 管壁/金属温度测量

火焰加热器 
 燃烧优化

火力发电锅炉/燃烧式加热器 
 碳氢化合物和生物质燃料燃烧应用的燃烧优化

 酸露点测量，使运营商能够在最低安全工作温度下运营，以防止酸腐蚀

 传统和生物质燃烧应用的炉渣监测和锅炉优化

 烟气测量（CO、O2、NOx），以优化燃料/空气比例而不产生过度污染

水泥和矿物热处理 
 燃烧优化 – 天然气/碳化燃料

 提高产品质量

 资产完整性监测

Reflecting Hemisphere“Gold Cup”

Fibre Optic

HOT SURFACE

GOLD CUPTHE ULTIMATE  REFERENCE PYROMETER 
FOR REFORMER TUBESAMETEK LAND HAS BEEN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MEASURING EQUIPMENT SINCE 1947.  

WE ARE SPECIALISTS IN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COMBUSTION 

MONITORING WITH APPLICATIONS ACROSS DIVERSE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AND GLASS 

MAKING, POWER GENERATION AND CEMENT MANUFACTURE. 

As part of AMETEK Process & Analytical Instruments Division since 2006, our customers benefit from the worldwide 

AMETEK sales and service team.

Various non-contact infrared methods are used to measure reformer tube 

temperatures. However, these measurements rely on th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ube surface emissivity, and require a method of compensating for reflections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 furnace environment. Depending on how the furnace 

is fired,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ference to these measurements caused by “dirty” 

furnace atmospheres.

Q U A L I T Y  C U S T O M E R  S O L U T I O N S

MEASURING THE TEMPERATURE OF 

REFORMER TUBE SURFACES

OUR SOLUTION IS THE GOLD CUP PYROMETER

The AMETEK Land “Gold Cup Thermometer” is the only instrument that can 

provide a repeatable, reliable reference temperature. It cancels out all the inherent 

errors typically found within other infrared thermometer devices. This instrument 

consists of a gold cup hemispherical reflector. This Gold cup reflector produces a 

measurement area, which is emissivity independent when placed upon the surface, 

making it ideal for unknown emissivity tubes.

The Gold Cup has a narrow protective edge suitable for 

tube contact. This edge prevents reflected radiation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s from entering the cavity formed 

between the tube and the gold cup (see diagram).  

 

The gold reflective hemisphere integrates the emitted and 

reflected radiation producing black body conditions. This 

enhanced energy now escapes through a small aperture 

in the back of the hemisphere where it is measured by the 

thermometer module’s InGaAs detector. 

The thermometer module then transmits the temperature portable 

signal to the display unit. The battery powered 

display unit also powers the thermometer. The range of 

the thermometer is 300 - 1300 °C (572 - 2372 oF).

HOW DOES IT WORK?
Gold Cup ProbeZT9558

©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2014

User Guide

Issue 101 August 2014
Publication Nº ZT9558-UGLanguage: English

能源效率提高

工业脱碳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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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或柴油等有统一规格的碳氢燃
料比垃圾衍生燃料（RDF）和生物质等
多变的替代能源更易于管理。随着这

些资源供应链的成熟，这些资源的规
格一致性可能会得到改善；然而，优化
这些燃料的燃烧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

重大的考验，因为他们同时还要兼顾
质量、效率和排放目标。

热成像技术是监测和优化生物质和废
物源燃烧产生的富碳火焰的理想选
择。中红外成像能够透过燃烧的气体

进行观察，为优化燃烧、监测结渣和沉
积、发现耐火材料的早期损坏迹象提
供丰富的数据来源，从而能够实现主

动维修以保持最大的运行时间。

挑战 解决方案

推荐的解决方案
固定点非接触式高温计 便携型非接触式测温仪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一氧化碳探测器

应用
SPOT GOLD CUP CYCLOPS L MWIR-B-640 NIR-B-2K NIR-B-640 (EX) HOTSPOTIR  SILOWATCH MILLWATCH

燃烧式加热器（氢气）： 
 管壁温度测量

生物质锅炉： 
 燃烧优化

生物质供应链保护：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生物质的自燃预警

生物质和废物燃烧： 
 燃烧优化

铝： 
 反射炉

能源供应脱碳

工业脱碳手册

Reflecting Hemisphere“Gold Cup”

Fibre Optic

HOT SURFACE

GOLD CUPTHE ULTIMATE  REFERENCE PYROMETER 
FOR REFORMER TUBESAMETEK LAND HAS BEEN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MEASURING EQUIPMENT SINCE 1947.  

WE ARE SPECIALISTS IN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COMBUSTION 

MONITORING WITH APPLICATIONS ACROSS DIVERSE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AND GLASS 

MAKING, POWER GENERATION AND CEMENT MANUFACTURE. 

As part of AMETEK Process & Analytical Instruments Division since 2006, our customers benefit from the worldwide 

AMETEK sales and service team.

Various non-contact infrared methods are used to measure reformer tube 

temperatures. However, these measurements rely on th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ube surface emissivity, and require a method of compensating for reflections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 furnace environment. Depending on how the furnace 

is fired,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ference to these measurements caused by “dirty” 

furnace atmospheres.

Q U A L I T Y  C U S T O M E R  S O L U T I O N S

MEASURING THE TEMPERATURE OF 

REFORMER TUBE SURFACES

OUR SOLUTION IS THE GOLD CUP PYROMETER

The AMETEK Land “Gold Cup Thermometer” is the only instrument that can 

provide a repeatable, reliable reference temperature. It cancels out all the inherent 

errors typically found within other infrared thermometer devices. This instrument 

consists of a gold cup hemispherical reflector. This Gold cup reflector produces a 

measurement area, which is emissivity independent when placed upon the surface, 

making it ideal for unknown emissivity tubes.

The Gold Cup has a narrow protective edge suitable for 

tube contact. This edge prevents reflected radiation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s from entering the cavity formed 

between the tube and the gold cup (see diagram).  

 

The gold reflective hemisphere integrates the emitted and 

reflected radiation producing black body conditions. This 

enhanced energy now escapes through a small aperture 

in the back of the hemisphere where it is measured by the 

thermometer module’s InGaAs detector. 

The thermometer module then transmits the temperature portable 

signal to the display unit. The battery powered 

display unit also powers the thermometer. The range of 

the thermometer is 300 - 1300 °C (572 - 2372 oF).

HOW DOES IT WORK?
Gold Cup ProbeZT9558

©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2014

User Guide

Issue 101 August 2014
Publication Nº ZT9558-UGLanguage: English

通过用生物燃料和废物衍生燃料取代化石燃料，或通过电力，可以减少甚至消除 CO2 排放。这种趋势在一些市场上已经
很常见，随着人们对净零碳目标的追求，这种趋势还可能会得到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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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二氧化碳是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中
的一个常见过程，其技术已经相当成
熟。然而，它依赖于一个高度耗能的胺
封存过程，其原料是高纯度的 CO2。其
他重工业过程在捕获二氧化碳时面临
着成本压力，或由于 CO2 流的污染和
较低的浓度而面临着技术挑战。
随着 CO2 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新的测
量点将出现，AMETEK Land 届时可以上
门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以确保测量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挑战
热成像技术可以监测吸收塔和容器的外壳，并通过热点发出工艺操作不正确的预警。这有助于确保资产的完整性和
正常运行。

解决方案
推荐的解决方案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应用
LWIR-640

胺封存塔/容器监测
 热点监测

CO2

二氧化碳捕获

工业脱碳手册

二氧化碳（CO2）可以作为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排放物被捕获，也可以从产生 CO2 的过程（水泥生产）中被捕获。在许
多情况下，这可以通过调整现有技术（如胺封存）来进行，而一系列新的工艺和技术也正在开发中。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成功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碳捕获所需的额外能源和成本，以及在捕获过程中使用具有可持
续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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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一种简单的光纤、两线、回路供电的温度
计，具有 4-20mA 输出，专门设计用于改善
玻璃行业的过程控制。 
FG 可以提供准确、高分辨率和可靠的温度
测量，其灵活的设计使其非常适合在整个
玻璃生产过程中进行定点测量。

SPOT
功能齐全的高性能高温计系列，用于固定点的
非接触式红外温度测量，有一系列的工作波长、
温度范围，适合各种工艺要求。
SPOT 高温计的设计适合单人安装，可以提供
精确的测量，以优化应用流程并确保产品有高
质量。

Reflecting Hemisphere“Gold Cup”

Fibre Optic

HOT SURFACE

GOLD CUPTHE ULTIMATE  REFERENCE PYROMETER 
FOR REFORMER TUBESAMETEK LAND HAS BEEN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MEASURING EQUIPMENT SINCE 1947.  

WE ARE SPECIALISTS IN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COMBUSTION 

MONITORING WITH APPLICATIONS ACROSS DIVERSE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AND GLASS 

MAKING, POWER GENERATION AND CEMENT MANUFACTURE. 

As part of AMETEK Process & Analytical Instruments Division since 2006, our customers benefit from the worldwide 

AMETEK sales and service team.

Various non-contact infrared methods are used to measure reformer tube 

temperatures. However, these measurements rely on th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ube surface emissivity, and require a method of compensating for reflections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 furnace environment. Depending on how the furnace 

is fired,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ference to these measurements caused by “dirty” 

furnace atmospheres.

Q U A L I T Y  C U S T O M E R  S O L U T I O N S

MEASURING THE TEMPERATURE OF 

REFORMER TUBE SURFACES

OUR SOLUTION IS THE GOLD CUP PYROMETER

The AMETEK Land “Gold Cup Thermometer” is the only instrument that can 

provide a repeatable, reliable reference temperature. It cancels out all the inherent 

errors typically found within other infrared thermometer devices. This instrument 

consists of a gold cup hemispherical reflector. This Gold cup reflector produces a 

measurement area, which is emissivity independent when placed upon the surface, 

making it ideal for unknown emissivity tubes.

The Gold Cup has a narrow protective edge suitable for 

tube contact. This edge prevents reflected radiation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s from entering the cavity formed 

between the tube and the gold cup (see diagram).  

 

The gold reflective hemisphere integrates the emitted and 

reflected radiation producing black body conditions. This 

enhanced energy now escapes through a small aperture 

in the back of the hemisphere where it is measured by the 

thermometer module’s InGaAs detector. 

The thermometer module then transmits the temperature portable 

signal to the display unit. The battery powered 

display unit also powers the thermometer. The range of 

the thermometer is 300 - 1300 °C (572 - 2372 oF).

HOW DOES IT WORK?
Gold Cup ProbeZT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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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CUP
一种独特的参考高温计，专门设计用于重整炉
管表面的温度测量。
Gold Cup 是唯一能够为重整炉管提供可重复
的、可靠的温度的仪器，它消除了影响其他红外
设备的固有误差。这使得它成为检查和校正其
他测量设备的理想工具。

SILOWATCH
先进的一氧化碳探测器，专门开发用于及时
检测和警告煤炭和生物质贮仓中可能发生
的自燃。
Silowatch 的工作原理是从筒仓顶空提取样
气并持续监测一氧化碳水平，对突然出现的
一氧化碳积聚作出快速响应，使操作人员能
够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MILLWATCH
一种先进的一氧化碳探测器，用于及时警
告煤炭和生物质粉碎机中可能发生的自
燃。
Millwatch 持续地从磨机出口处提取样气，
监测一氧化碳水平，并对突然出现的一氧
化碳积聚作出快速响应，使操作人员能够
在危险状况出现之前采取预防措施。

FGA 系列
一种紧凑、可靠的多气体分析仪，用于测量燃
烧天然气和生物质的过程中的烟气排放。
FGA 系列可以对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一氧化
氮和氧气进行准确、可靠的测量，是一种综合
解决方案，适用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
应用。

LANCOM 4
一种紧凑的便携式多气体分析仪，能
够在燃烧和排放过程中同时测量多种
烟气。 
Lancom 4 的设置和操作都很简单，通过
先进的实时处理技术，能够对所有主要
的烟气排放物进行高度精确的定点和半
连续的气体测试。

关键产品解决方案
固定点非接触式高温计 固定点非接触式高温计

固定点非接触式高温计

NIR-B-2K
一种高分辨率、短波长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摄
像机，专为一系列连续过程监控应用而设计。
NIR-B 2K 可以高达 300 万像素的出色分辨率生
成连续、实时、高清的热图像，使炉温得到优化，
节省能源、提高效率和减少排放。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MWIR-B-640
一种高度精确的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摄像
机，具有光谱滤波功能，可用于连续的温度
测量和熔炉剖面测量应用。
MWIR-B-640 由于可以穿透烟雾和炉气提
供清晰的视野，因此可以采集、存储高精度
的全辐射温度测量图像数据，并分析温度
在熔炉/锅炉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趋势。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NIR-B-640 (EX)
一种短波长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摄像机，
专为蒸汽重整炉和裂解炉管的连续温度测
量以及炉膛的优化和监测而开发。
NIR-B-640-EX 利用成熟的热成像仪技术，
能够准确和连续地测量重整炉的温度，提
高数据的准确性。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SDS-640
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用于准确和及
时地检测炼钢过程中的夹渣，使工厂能够
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夹渣并提高操作人员
的安全。
SDS-640 使用高分辨率的热成像技术来检
测钢和渣之间的过渡，从而提高产量，提高
钢质量并减少昂贵的下游加工成本。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LSP HD
以太网控制的紧凑型红外线扫描器，设计
用于在移动过程中生成先进的热成像。
LSP-HD 即使在每秒高达 150 次扫描的扫
描速度下，也能提供业界领先的 1000 个
数据点的扫描性能，为过程成像树立了新
的基准。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CYCLOPS L
高质量、精确的手持式高温计，采用坚固而
轻巧的设计，通过方便的“对准即测量”测
温方法提供温度读数。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Cyclops L 适合单手使
用，使用触发控制进行数据记录，可以在内
部存储多达 9999 个读数，以供以后分析。

便携式非接触测温仪

HOTSPOTIR
高度紧凑、反应迅速的红外扫描系统，设
计用于检测传送带材料上出现的热点。
HotSpotIR 专为工业环境设计，可以高达 
100Hz 的速度监测多达 1000 个温度点，
保护传送带不受直径小至 25 mm（1 英
寸）的热颗粒的影响。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燃烧效率监测仪

一氧化碳探测器 一氧化碳探测器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

炉内热测量
一项独特的服务，可以提供关于工业炉和锅炉内热过程的重要信息，通
过精确的实时测量来提高效率、生产力和延长资产寿命。
这项测量服务将近红外孔探仪成像技术与便携式多气体分析技术相结
合，有助于提高应用生产力，增加效率，并保护耐火材料不受损害。

热测量

工业脱碳手册

LWIR-640
一种长波长热成像仪，可以在恶劣的工业
和环境条件下提供连续和可靠的温度测
量。
凭借智能工业 4.0 功能、数字接口和双向通
信，LWIR-640 特别适用于需要完全自动操
作摄像机的现场应用。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我们的全球服务中心提供售后服务，确保您的系统达到最佳性能。这包括技术支
持、认证、校准、调试、维修、保养、预防性维护和培训。我们的高素质技术人员/工
程师还可以到您的现场进行约定的维护，并维修紧急故障。

工业脱碳之路

访问：WWW.AMETEK-LAND.COM/INDUSTRIAL-DECARBO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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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碳道路上进入下一个阶段

如果您想改进您现有的流程，或者想知道您的设施是否有优化的潜力，请与我们的专家联系。与 AMETEK Land 合作，您将从能
源密集型行业的最佳实践和经验中获益，从而成功应对您的脱碳挑战。

在美国适用在印度适用
证书号 CC-2041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联系我们

在英国适用
证书号 129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