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锅炉

应用说明书

工业锅炉用于产生蒸汽，而蒸汽可使电动涡轮机
转动起来，以在工业过程中发电或供热。

在所有情况下，监测和诊断锅炉内的燃烧工况，以
改进运行和安全性都至关重要。
关键测量可促进燃烧过程优化，最大限度减少排
放。
监测锅炉还可以提供有关耐火材料或水冷壁
状况的重要信息。

AMETEK Land 的产品支持燃烧效率和排放控制，
有助于降低流程和维护成本，避免违规罚款。
我们
的锅炉监测解决方案使用不敏感且可以穿透发光
火焰的中波长成像，可以在早期阶段识别维护问
题。

介绍

工业锅炉应用广泛，包括用于生产工
艺蒸汽、发电和废热发电。
工业锅炉可以承受非常高的温度并消
耗大量能量。
需要对许多参数进行准确地实时监
测，以维持锅炉的安全有效运行。
这些
参数包括管壁或耐火材料温度、熔炉
出口气体温度、锅炉效率、结渣率以及
烟气中氧气 (O2)、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
(Nox) 的浓度。

生物质锅炉内的往复式炉排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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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系统可以安装在熔炉出口到
烟囱出口之间，用于测量各种排放。
热成像仪可以提供锅炉内状况的重要
信息。
这可以测量管道温度并检测炉
渣堆积，从而使操作员能够优化燃烧
条件和吹灰操作。
采用广角镜头的高分辨率红外管道镜
可使操作员仅用很小的穿透力就能看
到锅炉壁的大部分区域，并将灵敏成
像仪安装在锅炉外部。
即使在这种恶
劣的环境中，重型水冷和空气吹扫镜
头也能实现全天候连续运行。

使用特定波长的非接触式高温计可以
测量熔炉出口处的气体温度，同时不
受熔炉外部冷气体的影响。

锅炉类型

粉煤燃料锅炉

火管锅炉

在火管锅炉中，燃料在熔炉内燃烧，热
气体通过被水包围的管道，在热传递
的作用下最终产生蒸汽。
火管锅炉可
靠坚固，但通常需要高水平的维护才
能确保安全，高效运行。
火管锅炉设计
简单，但仅限于小规模的中压应用。

燃料类型

煤 — 是工业锅炉的传统燃料，但其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比其他燃料类型更
大。
在工业应用中，煤通常被粉碎成细
粉，以确保比实心煤砖更容易和更有
效地燃烧。

将煤磨成细粉可以促进燃烧并提高
燃烧效率。
在这种类型的锅炉中，燃
料在通过热空气流运送到燃烧器中
之前先进行粉状处理。
在此过程中产
生蒸汽，从而驱动大型涡轮机发电。
尽管煤仍然是最常见的燃料，但该过
程也使用生物质燃料和其他燃料。
燃
料中的残余矿物质以灰分形式存在，
必须对其进行正确处理以确保锅炉
高效运行。
粗灰颗粒落到锅炉底部，
此处的清理相对容易一些。
更细的颗
粒变成飞灰，随烟气一起被带出锅
炉。
必须使用专用的除尘设备（通常
是布袋除尘器或静电除尘器）来清除
这些灰分。

生物质 — 燃烧后可产生电能的可再生
燃料能源，例如，可以燃烧木屑、甘蔗
渣和猪粪燃料。
与化石燃料相比，它们
具有更好的环境性能，但更容易自燃，
因此需要仔细监测。

炉排锅炉
这种类型的锅炉使用固体燃料。
主要燃
烧废弃物和生物质，也可用于较小的煤
炉。
一般情况下，移动的炉排被一层燃
料覆盖，当炉排进入锅炉的高温部分时
即被点燃。
可以通过调整炉排速度来控
制热量输出。
倾斜的炉排以类似方式
运行，但受重力影响，燃料在固定炉排
上移动。

气体和石油 — 天然气可用于为锅炉
提供燃料，汽油和其他石油基液体。
这
些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煤少，但仍
然需要进行排放监测，以满足环境法
规要求。

WWW . AMETEK - LAND . COM

03

评估锅炉运行

固体燃料锅炉容易结渣，并且燃料中的灰分会堆积在
热传递表面。
由于燃料残留物的性质，生物质锅炉特别
容易结渣。
许多锅炉使用吹灰系统来清除任何沉积物，并确保持
续高效运行。
使用红外线管道镜监测锅炉内部有助于
指导吹灰频率，并有助于确定清除沉积物的操作成功
与否。

燃料流量也会影响加热效率。
燃烧取决于氧气与燃料
之间的反应，因此如果两者不一致，将会对燃烧质量产
生不利影响。
为确保燃烧效率，必须达到最佳的氧气燃料比。
显而易
见，如果燃料流量出现波动，则很难通过调整氧气水平
来保持这种优化。
因此，需要提供实时监测方案来使燃
料流量保持适当的平衡。
通过热成像，可以评估锅炉管状况、测量管道温度并检
测炉渣堆积情况。
这使得锅炉操作员能够达到理想的
燃烧条件并优化吹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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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锅炉状况
热成像可以提供锅炉内部的清晰、实
时图像，即便在会使可视化熔炉摄像
系统变模糊的浓烟和热熔炉气氛中也
仍可以。
这需要高级光谱滤波以及较
高的热和空间分辨率，以确保在有火
焰和烟雾的情况下进行准确测量。
AMETEK Land 针对该应用的解决方案
是 MWIR-B-640，这是一款采用管道镜
设计的中波长红外热成像仪，其设计
基于 20 多年的技术经验。
MWIR-B-640 可以采集和存储高精度的
全辐射温度测量数据，并分析锅炉整
个生命周期的趋势。

该成像仪利用先进的 IMAGEPro 热成
像处理软件显示长期数据趋势并进行
分析，以便及早发现泄漏和温度变化，
实现有效的工艺优化。
操作员可以清楚地看到关键的锅炉区
域、超过 300,000 个准确点温度，温测
范围为 500-1800 °C (932-3272 °F)。
IMAGEPro 软件还促进了先进的数字通
信，可轻松监测锅炉以识别冷热区域，
并实时显示任何不均匀的加热。

MWIR-B-640 的高分辨率图像连同其宽
视野 (90°) 实现了同时对多个区域进行
成像和测量，并从控制室的安全位置
观察实时图像数据。
MWIR-B-640 只需在炉壁上开一个小
口，就能准确测量整个炉壁温度，而不
会影响炉内气氛和能源消耗。
MWIR-B-640 是延长熔炉和锅炉寿命、
优化产量、降低能耗、提高炉料温度的
无价工具。

MWIR-BORESCOPE-640

过程成像

距离
90° x 67.5°

1m

5m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2.0 m

1.3 m

3.1 mm

10.0 m

6.6 m

10 m
IFOV

宽度

15.6 mm 20.0 m

高度

15 m
IFOV

宽度

13.3 m 31.3 mm 30.0 m

高度

20 m
IFOV

宽度

高度

20.0 m 46.9 mm 40.0 m

26.7 m 62.5 mm

MWIR-B-640 的光学数据显示了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瞬时视野 (IFOV)。

MWIR-B-640 特点

MWIR-B-640 优点

高级光谱滤波

在多尘/烟雾/火焰明亮/炎热条件下视野清晰

空间分辨率高

解决锅炉内部的细节问题

温度测量精度高
实时热数据

高级图像处理软件

允许实时优化锅炉控制

在不降低锅炉寿命的情况下提高能效
从安全的操作员位置持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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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控制和
测量
与任何燃烧系统一样，锅炉会排
放有毒污染物，需要对其进行控
制和监测，以确保符合环境指令
要求并保护公众健康。

连续排放监测器为优化过程和证
明符合相关排放规则提供了必要
反馈。
在欧盟，根据 EN 15267，合
规监测器必须符合 QAL1 标准，这
在许多其他国家已成为实质性要
求。
在美国，分析仪必须符合美国
环保署规定的性能规格。
需要提供高度精确且可靠的非接
触式浊度和灰尘监测器，以确保
排放合规。
颗粒物 (PM) 的低水平测量通常
使用激光散射，这可以达到比浊
度监测器更低的检测极限。

AMETEK LAND 排放
4500 MkIII

燃烧和排放监测

4500 MkIII 是一款符合美国和欧洲
燃烧过程监测标准的高规格浊度
和粉尘监测器，是目前最准确、最
可靠的连续浊度监测器。
该监测器采用高度同质的 LED 光
源，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光学失调
的敏感性，确保充分满足合规性
限制，从而避免监管机构罚款的
风险，并通过提高运营效率降低
成本。
无与伦比的一流浊度监测

通过 MCERTS 与 UBA 获得 EN
15267 和 QAL1 批准

符合 ASTM D6216 和 US EPA PS-1
要求
直观的内置显示屏，操作简单

多棱镜反向反射器可减少热漂移
无持续运动的部件

设计简单，可确保无故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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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0-PM

燃烧和排放监测

4650-PM 提供颗粒物的高灵敏度，
前向散射激光测量数据，可在无水
滴烟气的烟囱和管道中进行稳定、
准确的低量程测量。
4650-PM 由叠装式探头和独立控
制单元组成，能够实现更严密的排
放控制，且具有比类似颗粒物监控
系统更低的检测极限。
极低的检测极限

对粒度变化的灵敏度降低

通过 MCERTS 获得 EN 15267 和
QAL1 批准
符合美国环保署的 PS-11 规定

大面积聚光光学器件，达到最高灵
敏度
测量路径内无运动部件
全面控制选项

监测解决方案
4400

燃烧和排放监测

4400 是一款强大、精确的浊度监测
器，结合了三项专利技术的独特功
能，可为浊度或灰尘测量提供高性
能和可靠操作。

该监测器符合 EN 15267 第 3 部分
的要求，易于使用且无活动部件，
从而确保在不需要自动校准检查，
但要求排放监测，以达到高标准的
燃烧应用中实现多年无故障运行。
长寿命 LED 光源
无活动部件

获得专利的全玻璃多棱镜反向反
射器
工作温度范围宽

通过 TUVdotCOM 获得 EN 15267
批准

燃烧和
排放监测

Lancom 4

燃烧和排放监测

Lancom 4 是一款便携式多气体分
析仪，能够在一系列燃烧和排放过
程中测量多达八种烟气。
这款气体
分析仪可测量燃烧效率，且可同时
测量 O2 和 CO。
可以将这些与真实的氮氧化物测
量（包括 NO 和 NO2）和 SO2监测相
结合，以用于测量减排情况和碳
氢化合物含量，以此促进达到安全
标准。
监测多达 17 种燃烧参数

一台可满足所有测量需求的仪器
便于携带和操作

高质量彩色显示屏和 USB 支持

可以配置，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4750-PM

燃烧和排放监测

4750-PM 采用反向散射激光技术，
可准确、可靠地测量烟囱和管道中
的颗粒物。
可用于测量所有不存在
冷凝水的燃烧过程。
该设备采用适用于各种应用的坚
固耐用设计，具有高度稳定的光学
系统，检测极限低，且可用作连续
排放监测器，以用于合规监测或过
程监测。
低成本

大面积聚光光学器件
可靠稳定

非侵入式传感器
大测量范围

通过 TUVdotCOM 获得 EN 15267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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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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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PM

4500 MKIII

燃烧和排放监测

燃烧和排放监测

燃烧和排放监测

i

MWIR-BORESCOPE-640

燃烧和排放监测

4400

4650-PM

COMPLIANCE OPACITY
AND DUST MONITORING

燃烧和排放监测

4750-PM

LANCOM 4

4500MkIII

4400

PM-CEMS



PM-CEMS DUST MONITOR

PORTABLE FLUE GAS MONITORING

TUVdotCOM APPROVED TO EN 15267

QAL 1 • PS-1 • ASTM D6216 • PROCEDURE 3 • PS-11

i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PS-11 Continuous Particulate Matter Measurement

i

THERMAL IMAGING SOLUTIONS

TUVdotCOM APPROVED TO EN 15267

Opacity • Optical Density • Dust Concentration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MWIRBORESCOPE-640

4750-PM

LANCOM4

OPACITY AND DUST MONITORING

PM-CPMS

过程成像

i

CO low • CO high • O2 • NO • NO2 • NOx • CO2 • H2S • SO2 • CxHy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i

Continuous Particulate Matter Measurement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i

300-1800 °C / 572-3272 °F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下载宣传册：WWW . AMETEK - LAND . COM
联系我们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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