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是在熔化槽使用寿命即将结束时，玻璃熔炉耐火材料的状况对工厂安全性和工艺效率至关重要。耐
火材料劣化会增加燃料成本，并可能导致玻璃破裂或耐火材料失效。

用热像仪监测熔化槽外部，可以跟踪任何可能表明耐火材料损坏的热区。它还能对潜在的玻璃破裂发出
预警。

连续热成像还可用于精确的内部监控，确定整个熔炉的温度趋势。它还可以检测到可能表明耐火材料已
损坏的较冷点。

检测熔化槽的损坏情况，可提前维护并延长熔化槽的使用寿命。大约 70％ 的瓶罐玻璃生产成本是能源
成本，因此，防止裂纹和热量散失可节省大量成本。尽早发现玻璃破裂，可提高工厂安全性。

耐火材料监测
玻璃槽 
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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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耐火材料

玻璃制造高度依赖于熔化槽的性能，特别
是耐火材料内衬。 
工艺条件导致耐热的耐火材料最终会老
化和失效。这种老化会大大增加燃料成
本，还可能造成玻璃破裂，影响工厂安全。
检测熔化槽损坏是确保及时维护以延长
熔化槽寿命的关键。它还能最大限度地降
低玻璃破裂的风险，防止熔融的玻璃从熔
化槽底部泄漏。由于涉及的温度较高，这
对工厂人员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

玻璃槽结构

几乎所有的玻璃生产过程都是从原材料在熔炉或熔化槽内
熔化开始的。 
玻璃熔化需要消耗很高的能量，并在连续运行的熔化槽内
进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 24 小时以上，原料在一个 2 英尺

（0.6 米）到 3 英尺（1 米）深的熔炉中在大约 1600 oC（2900 
oF）的温度下熔化。

使熔炉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在这个温度，需要大量的能
量，但加热该批原料所使用的能量中约有 30% 通过熔炉结
构流失。这意味着足够的保温至关重要。

热区顶
部内衬

热区底
部内衬

安全内衬

燃烧炉体

保温内衬 入口底部内衬

前壁工
作内衬

侧壁工
作内衬

入口顶部内衬



外部耐火材料监测
大多数玻璃厂使用便携式热像仪来监
测熔化槽外部。这可以检测到任何热
区，发现导致热量散失的耐火材料损
坏或侵蚀。
槽底的监测尤其重要，因为玻璃破裂
会造成巨大损失。
传统上，便携式系统被用来减少用于
监测熔化槽的摄像机数量。便携式设

备还避免了固定系统在监测耐火材料
的隐蔽区域时面临的问题。
然而，使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有几个缺
点。它们要求操作员对整个熔化槽的
外表面进行充分、有效的测量。此外，
它们也无法对熔化槽进行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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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熔炉外部

玻璃泄漏检测
就监测效率而言，定期的便携式测量
通常足以确保耐火材料的状态。  
然而，即使刚刚进行了检查，也可能
在下一刻发生破裂。
当玻璃破裂发生时，必须立即检测
出破裂，因为如果在最初的 20 分钟
内没有发现并阻止泄漏（使用水和
压缩空气），然后就根本不可能再阻
止泄漏。

除了对人员的风险外，这还会造成
相当大的成本损失，因为这批玻璃
被损失，熔化所使用的能源被浪费，
熔化槽需要修理或更换，并且还需
要清理工厂。最糟糕的是，在情况得
到控制之前，还必须停止生产。

因此，理想的安全监测解决方案是
从底部持续监测槽底，以便在为时
已晚之前迅速发现玻璃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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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像

增强电极

AMETEK Land 为这一应用提供的解决
方案是LWIR-640 监测系统，该系统结
合了尖端的高分辨率辐射摄像机技
术与先进的数据处理和强大的软件支
持。它可提供超高精度的详细热图像。
便携式测量只能记录特定点的温度，
因此需要依靠操作人员对熔化槽外部
进行充分的测量。LWIR-640 热像仪提
供的热成像，允许在任何位置连续观
察整个目标。 

摄像机生成的热数据是实时显示的，
这样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发现异常热
点，提醒工厂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
除了提供安全监测以便做出快速响应
外，LWIR-640 解决方案还提供必要的
热数据，以便及早发现耐火材料内衬
的损坏或磨损。这样就可以在最少的
中断时间内进行补救性维护。

LWIR-640 系统通过提高安全监测的
可靠性，降低了保险费用，增加了投资
回报。 

您可以通过使用电极来提升熔化槽的
能量输入。这些增强电极通常垂直放
置，穿过熔化槽的底部。它们利用电流
来加热接触点的熔融玻璃，提高熔化
速度和效率。

由于电极会穿过耐火材料衬里，因此
电增强系统不可避免地将薄弱点引入
到了熔化槽的结构中。

LWIR-640 摄像机也可用于监测电极及
其周围耐火材料的状况。  
电极周围的热点可能表明熔化槽已损
坏，并可能导致玻璃破裂。它们也可能
表明电极冷却系统出现故障。

监测槽底温度



    

高分辨率 640x480 图像

可用镜头范围

环境温度范围宽

可配置的感兴趣区域

IMAGEPro 高级热成像软件

无与伦比的温度精度

观察任意距离的任意目标，清晰度极高

可安装在任何气候条件下

一系列设置，可始终将目标保持在视野内

用户友好的软件控制

特点 优势

LWIR-640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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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EK Land 的 LWIR-640 成像仪是
一款坚固耐用的多功能红外热像仪，可
在重工业应用中提供无与伦比的温度
精度。
它提供了多种镜头选项，可在一定距离
范围内提供出色的视野覆盖范围，从而
提供出色的图像清晰度。
LWIR-640 可根据精确的应用要求进行
定制，提供所需的高精度热图像，以提
供可靠的过程控制、产品质量验证或安
全监控。
数据处理在 LWIR-640 成像仪内进行，
无需单独的信号处理器。用户友好的 
IMAGEPro 软件可实现热数据的实时可
视化，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I/O 处理是
可用选项

LWIR-640

玻璃泄漏检测LWIR-640机壳

推荐 产品： 

LWIR-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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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耐火材料
监测

热成像可用于监控熔化槽内部的
状况，保持高质量的玻璃生产，延
长熔炉的使用寿命。 

内部温度测量监测的传统方法是
使用 AMETEK Land 的 Cyclops L 
便携式高温计。
Cyclops L 高温计的主要优势在
于，它可以提供来自罐周围不同位
置的熔融玻璃的准确温度读数
AMETEK Land 公司的 NIR-B-2K-
Glass 红外孔探仪成像摄像机可以
产生高清晰度的热图像，能够从
图像中的任何一点进行精确的温
度测量。
与视觉成像和点温测量相比，这提
供了几个优点。 

例如，固定安装的热像仪可以主动
记录所有必要和有用的数据，允许
查看视频中的任何一帧图象。然
后，可以在工艺中的同一时间点对
所有出口进行测量，从而可以更精
确地调整换向。
成像仪还可以迅速检测到高温造
成的任何结构性损坏。如果耐火材
料出现裂缝，它可能表现为空气被
吸入的较冷区域。
NIR-B-2K-Glass 对于这种监测应用
非常有效，因为它可以准确地描绘
出整个熔炉的温度，并且只需在炉
壁上开一个小孔。
同时，它还能提供高质量的炉内可
视图像，随时显示熔化槽内的情
况，有助于优化火焰传播。

连续监测和记录批次覆盖范围与感兴趣区域，输出高低报警

增强的热图像和等温线突出的低温区域

连续性的实时热图象

连续性的实时热图象

CYCLOPS L

推荐产品：
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便携式、手持式、非接触式点式高温计，可轻松准确地进行点测温度
读数



    

温度测量精度高

短波长传感器

专用软件

实时热数据和高清晰度的视觉图像

连续 24/7 监测

最佳过程控制

对发射率变化不敏感

可配置感兴趣区域和长期数据趋势分析

实时批次控制和能效提升

准确、可靠的数据，无盲区

特点 优势

NIR-B-2K-GLASS 的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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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B-2K-Glass 专为玻璃熔化槽而开
发，它通过高分辨率的 3 百万像素图
像连续测量温度。这种实时监测可确
保产品的高质量，有助于检测熔炉结
构损坏，并提高熔化槽效率。
该摄像机采用成熟的短波长近红外
热成像技术以及专用的 IMAGEPro-
Glass 软件。
它可提供准确的数据分析，拥有自动
报警和控制功能，可实现 24/7 全天
候监控。
它采用广角镜头，具有 90o 视场，只需
在炉壁上开一个小直径的孔，可最大
限度地减少工艺中断，同时提供关键
炉区的概况。
连续测量可确保实时批量监测，优化
火焰并提供可靠的数据，从而提高能
源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制成率和
延长耐火材料寿命。此外，NIR-B-2K-
Glass 可以配备一个自动缩回系统。
该系统旨在保护成像仪在水流、气压
或电源中断的情况下，或在孔探仪尖
端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免受热损坏。

批次覆盖范围的变化对炉温有直接
影响。当批次移动到熔炉前部时，温
度明显下降，在 IMAGEPro-Glass 软件
内，可以利用 ROI 为熔炉 DCS 设置报
警，并通过调整批次炉料的方向和长
度来更好地控制批次覆盖范围。 
这个关键的 ROI 通过监控炉喉附近
的批次覆盖范围，即使在拉制速率较

大的情况下，也可以帮助避免大量 
（低于 15%）批次炉料进入这个区

域，并防止玻璃缺陷的产生。 

NIR-BORESCOPE-2K-GLASS

推荐产品： 

设计用于生成高清晰度（1968 X 1472 像素）的热图象

批次覆盖范围和顶部温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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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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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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TEK LAND 公司为玻璃熔化槽耐火材料监测提
供的解决方案

LWIR-640

坚固、紧凑的辐射热过程成像仪在广泛
的应用中提供无与伦比的温度精度

NIR-BORESCOPE-2K-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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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o 1000 °C / -4 to 1832 °Fi

 
LWIR-640
THERMAL IMAG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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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to 1800 °C / 1832 to 3272 °Fi

NIR-BORESCOPE- 
2K-GLASS
THERMAL IMAGING SOLUTION 
FOR GLASS FURNACE APPLICATIONS

孔探仪热成像摄像机，专门用于在玻璃熔
炉应用中进行精确的温度测量。

过程成像过程成像

CYCLOPS L 

Cyclops L 手持式温度计提供点温度测
量，具有无与伦比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便携式

200 to 3000 °c / 392 to  5432 °fi

CYCLOPS L
A FAMILY OF HIGH PRECISION PORTABLE  
NON-CONTACT PYRO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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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