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 IN

玻璃回火

应用说明书

钢化玻璃，有时也称回火玻璃或安全玻璃，是指经过热处理，然后在空气淬火区以受控方式快速冷却的
玻璃。
该工艺使得玻璃比普通平板玻璃更有弹性。
生产无视觉变形的钢化玻璃时，需要保证每块玻璃片的整个表面均达到均匀温度。
这就需要在玻璃的
整个宽度内进行精确的温度监控。

钢化玻璃用途
汽车
窗户

家用电器
如烤箱门

建筑物用建筑玻璃

和冰箱架

玻璃门和
淋浴门

玻璃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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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和平板电脑屏幕

为什么对玻璃进行回火处理？

平面玻璃

平面玻璃易碎且会碎成碎片，可能造成
严重伤害。
钢化玻璃不易碎，即便破碎，也会形成
小而无害的骰子状碎片。
这使得钢化玻
璃非常适合于涉及人身安全的应用。
但是，如果不对回火过程进行适当监测
和控制，回火中涉及的热处理可能会引
发视觉变形。

变形

一般情况下，客户拒绝变形的玻璃，这
会给供应商带来更换成本并影响其提
供优质产品的声誉。
变形在作为钢化玻璃最大市场之一的
建筑玻璃中尤为突出。
确保玻璃不会出现视觉变形的唯一方
法是保证每块玻璃的整个表面均达到
相同的均匀温度。

钢化
应用说明书

过度延长加热时间可能会降低破
损，但对玻璃质量具有负面影响。

无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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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火工艺

回火前，必须将玻璃切割成所需的尺
寸，因为热处理后的蚀刻或磨边等操
作会导致强度降低或产品失效。
检查玻璃是否有瑕疵，然后用砂纸等
研磨剂去除锐边，最后清洗玻璃。

接下来，在回火炉中将玻璃加热至 600
o
C 以上（行业标准温度为 620 oC）。
然
后，通过空气喷嘴喷出的气流对其进
行快速的高压冷却。

这个过程称为淬火，只持续几秒钟，冷
却玻璃外表面的速度要比中心快得
多。
当中心冷却时，移开外表面的空气
喷嘴。
因此可使中心保持张力，而外表面进
入压缩状态，从而为钢化玻璃提供了
强度。

同的均匀应力，从而确保观察时无变
形。

每块玻璃进入淬火时的热图像可用于
调整加热剖面，从而保持均匀的玻璃
温度。

理想情况下，每块玻璃都应具有最小
的温度变化。
这可使整块玻璃产生相

低辐射热图像

这些热图像显示了使用 AMETEK Land 测
量系统的低辐射（低 E）玻璃片，其温标
设定为 620 oC，
±5 oC。
该范围内的测量值以绿色显示。
较热区域为黄色或红色，较冷区域则为
蓝色。

低辐射

玻璃片从左向右移动。
大多数玻璃的温
度接近 620 oC，呈绿色，但前缘为黄色，
接近 640 oC。
靠近尾部的中间有一个较
冷区域，约为 610 oC。
这种温度变化足以
引起钢化玻璃制造商的重视。

低辐射玻璃的热图像

均匀温度剖面图

在这组图像中，已经实现了更均匀的温
度剖面，如黄色部分所示，约高出 15oC。
这也需要引起制造商的重视。
每批玻璃片生成的热图像能够有效提
供熔炉的温度剖面图。
不同批次之间的
温度走向可以揭示熔炉的一侧是否比
另一侧温度更低。
改变玻璃片的分布通常是调整熔炉温
度剖面的最简单方法 — 将较大的玻璃
片置于熔炉较热侧，以带走该区域的热
量，从而使温度变得均匀。

低辐射玻璃的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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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可通过批次定时和其他热控制
方法进行调整，以在要求的温度范围

内可靠地生产出具有均匀热剖面的玻
璃片。

通过测量低辐射玻璃的真实温度，可以
在知情的情况下控制熔炉的热剖面，从
而确保始终如一地生产高质量，无变形
的玻璃。

精确的表面测量
扫描仪

扫描仪

熔炉出口

空气淬火

地板

熔炉出口与空气淬火入口之间的间隙
可能非常狭窄，通常小至 10 cm，在该
点使用线扫描仪是最合适的。
进入回火炉的玻璃片通常具有各种不
同的尺寸，并且是随机放置的。
线扫描
仪如 AMETEK Land LSP-HD 50 可以轻
松监控穿过狭窄间隙的玻璃，并以每
秒 150 次的扫描速率持续扫描所有玻
璃片。
单点测温仪不适合这种测量，因为它
们可能会漏掉玻璃片并且不能监控整
个玻璃宽度内的均匀温度。

红外测量技术

低辐射玻璃发射的能量并不多，而且
有上百种不同等级的玻璃，发射率值
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对

所有类型的玻璃使用同一个补偿值。

使用具有高度稳定电子元件和足够增
益的成像系统来补偿低辐射玻璃，对
于对每批玻璃进行精确的补偿温度测
量至关重要。

LSP-HD 50

在工艺底面可以安装两台或三台温
度偏差传感器（通常是 AMETEK Land
SOLOnet SN5）
，以为玻璃上的任何表
面涂层进行补偿测量。
近年来，低辐射玻璃越来越多地用于
窗户。
低辐射玻璃可防止大部分太阳
不可见辐射进入建筑物。
还可以保留
建筑物内部的现有热量，从而降低最
终用户的能源成本。

SOLOnet

LSP-HD 50 安装在熔炉出口与淬火前之间的间隙上方
WWW . AMETEK - LAND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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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辐射玻璃面临的挑战

映射低辐射玻璃可能是一大挑战。
红
外测温仪是一种非接触式仪器，可以
感应发射出的辐射，并将接收到的信
号转换成精确的温度测量值。
低辐射
指可供红外仪器测量的发射辐射非常
少。
当发射率低时，反射率高，因此背景辐
射源很容易将无关信号添加到测量
中。
对发射率的错误估算，可能会导致
温度读数出现非常大的误差，因此需
要进行主动的发射率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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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在同一熔炉中生产低辐射
玻璃与无涂层玻璃，因此任何温度测
量系统都需要应对发射率的巨大变
化。

AMETEK Land 的解决方案对每批玻璃
和特定批次玻璃的发射率值进行了补
偿。
首先，从熔炉控制装置中获取一个
触点闭合信号，发出信号，以指示离开
熔炉的批次开始点和批次结束点。

应用说明书

LSP-HD 50 在高达 60oC 的
环境温度下冷却后仍能够精
确运行。

然后，应用底面温度校正（由一台、两
台或三台底面传感器测量）。
只需保证
一台传感器看到能够正常处理的玻璃
片。
操作员通常使用条纹标记喂料辊，以
确保玻璃片至少经过一台传感器。

这种“真实温度”系统对 LSP-HD 50 用
户来说是一大优势，使制造商能够生
产质量更好、视觉失真更少的钢化玻
璃，减少废料，增加利润，并提高声誉。

LSP-HD 50 线扫描仪
紧凑型红外线扫描仪 — LSP-HD 50 能
够提供高度精确的温度测量，即便熔
炉与空气淬火之间的间隙很窄。

该线扫描仪能够以每秒 150 次扫描的
速度扫描 1000 个数据点，可检测到最
小的温度变化，属即插即用型，且与
LANDSCAN WCA 软件兼容以用于高级
分析。

LSP-HD 50 在高达 60oC 的环境条件下
无需冷却即可精确运行，且将在超出
70 oC 的温度后继续运行。
安装座/冷却
总成可用。

玻璃浮法生产线

高度稳定的电子元件为 LSP-HD 50 提
供足够增益，以补偿低于 0.3 的极低发
射率。

观察低辐射玻璃时，需在 LSP-HD 50 附
件的下表面上安装一个创新反射板。
这会使熔炉出口处的大部分热上升气
流偏转，同时可防止 LSP-HD 50 看到自
身的反射，从而确保精确测量。

成型和弯曲工艺

除玻璃回火外，LSP-HD 50 是测
量浮法玻璃生产线、成型和弯曲
工艺、玻璃涂层和太阳能电池板
制造的理想选择。

太阳能电池板

LSP-HD 50 的特点和优势

特点

优势

高分辨率光学系统

全宽测量有助于识别和分析问题

专为在恶劣工业环境中运行而设计

产品质量数据的精确热记录

行业领先的 150 Hz 扫描速度

通过单根以太网电缆即插即用安装
一系列数据输出格式

过程建模可改进工艺控制
实时热显示

轻松连接到工艺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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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EK LAND 的玻璃回火解决
方案：
LSP-HD 50

SOLOnet SN5

以太网控制的紧凑型红外线扫描
仪，设计用于在移动过程中生成先
进的热图像。

高精度、高性价比的单点红外高温
计，可轻松定制，以满足精确测量和
控制要求。

FLT5A

灵活、精确的红外高温计专为玻璃
浮法生产线应用领域的表面温度
测量而设计。

固定点
高温计

线扫描

固定点
高温计

LSP-HD
AMETEK Land 的 AMECare Performance Services（性能服务）可确保您在设备
使用寿命期间获得最佳性能和最大投资回报。
我们将通过以下方式兑现这一承诺：
• 积极维护您的设备以最大限度提
高可用性。
• 优化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独特应
用需求。
• 通过产品和应用专家的支持来提
高用户技能。

联系我们

A FAMILY OF HIGH SPEED,
HIGH RESOLUTION NON-CONTACT
INFRARED LINESCANNERS
i

20 to 1700 °C / 68 to 3092 °F

AMETEK Land 的全球服务网络可提
供无与伦比的售后服务，确保您从
AMETEK Land 产品中获得最佳性能和
价值。
我们的服务中心团队和现场工
程师都经过专业培训，可提供最高标
准的调试、维护和售后支持。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现在下载 LSP - HD 手册：WWW . AMETEK - LAND . COM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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