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炬烟囱 
监控

热成像用于有效监控火炬烟囱的
优势

火炬烟囱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尤其是化工、石油和钢铁行业，
以通过燃烧安全地处理多余气体。

这些多余气体可能是不需要的废气，或者是为了防止工厂设备
意外超压而释放的易燃气体。

简单地将这些未经处理的碳氢化合物排放到空气中会造成环境
危害。燃烧这些气体产生的危害较小 — 例如，如果燃烧甲烷以
产生二氧化碳和蒸汽，其危害要比释放甲烷小得多。

环境法规要求密切监控火炬烟囱，以防止污染物（尤其是未燃烧
的碳氢化合物）进入到大气中。

应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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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环保署法规，火炬
烟囱的持续运行是一项关键

要求。

根据实际和监管要求，需要监控火炬烟囱是否存在火焰，并确保
进行了适当燃烧。此外，监控指示灯以确保其持续运行也很重要。
如果火炬烟囱因任何原因停止燃烧，必须尽早通知工厂操作员以
便他们能够重新点燃火焰并防止工厂停运。

为什么监控火炬烟囱很
重要？

安全性
逃逸到大气中的污染物可能对工厂人员的健康产生危害，且可能损坏
机器。未燃烧的污染物也可能会积聚，并引发爆炸。

法规
火炬系统是防止污染物排放的最后一道防线。例如，甲烷作为一种温室
气体，其破坏性远远大于甲烷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为了防止有害排
放物释放到大气中，环境监管机构要求始终监控烟囱的火焰或指示灯。

指示灯
指示灯是为了在多余气体离开烟囱时点燃它们，这会形成火炬。指示
灯必须“始终亮起”，以确保即使火炬熄灭也能点燃气体。监控指示灯
是火炬烟囱控制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但可能具有挑战性。当引燃的
火焰直径为 30cm (11.8in) 且火焰趋向于变小时，必须在距离火焰至少 
300m (984ft) 的范围内进行远程监控。

应用说明书



火炬烟囱监控的热图像：

• 读数不受紫外线反射影响
• 能够显示不可见的火焰
• 不需要耗材且维护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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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点火，可采用四种主要方法来监控指示灯或火
炬烟囱。这些方法是：

监控方法

热电偶
热电偶通常用于有效监控指示灯，且安装在火焰处。但是，由于热电偶多在高温、腐蚀性条件下
使用，容易发生故障。不仅仅频繁发生故障，而且由于安装位置条件恶劣，损坏的热电偶很难更
换。更换通常只能在工厂停运期间完成。此外，由于工程师必须到烟囱顶部的指示灯位置来更换
热电偶，还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

紫外线传感器
紫外线传感器通过其发射的紫外线能量来检测火焰，通常用于监控熔炉内的火焰。紫外线传感
器对火炬烟囱不太有效，且需要安装在靠近烟囱的位置，否则它们可能会检测到来自其他来源
的紫外线能量，如反射阳光。气体组合、低流量或烟雾的变化都会导致不可靠的结果和误报警。

CCTV
可通过闭路电视 (CCTV) 摄像机远程监控火炬烟囱。该系统的主要缺点是需要操作员始终手动
监控火焰。此外，火焰可能燃烧得很干净（取决于含气量），因此肉眼不可见。这使得难以确定火
焰是否已经熄灭，并提供及时响应。

优点

• 热电偶 • 紫外线传感器 CCTV 

• 红外热成像仪

具有危险区域认证和防风雨外壳
的火炬烟囱监控成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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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使得火炬烟囱监控并
不那么简单。

火炬烟囱监控问题

成像仪视野 (FOV)

状况
火炬烟囱所在位置非常热，并且通常具有腐蚀性。这使得很难进行近距离接触测量。这也
使得测量设备的维护和更换非常危险。

火焰可见度
有时，火炬烟囱烧尽的气体会在不产生任何颜色的情况下燃烧。这样就会产生通过视觉方
法无法检测到的透明火焰，并且错误地将其视为火炬烟囱火焰已经熄灭的指示。

天气
监控器通常重点监控火炬烟囱的狭窄、明显区域。如果风力将火焰推离该区域，则会产生
一个错误读数。

由于火炬烟囱火焰暴露于环境中，因此会受到天气的
影响。这意味着可能被风吹离其位置，因此非接触式
测量设备可能就看不到。

火炬烟囱监控成像仪的宽视野对此问题提供了解决
方案。该成像仪可定制 6° 的水平视野 (HFOV)，以在火
炬烟囱周围达到良好的覆盖，并安全地监控火炬和引
燃火焰的存在。此外，先进的 IMAGEPro 热成像软件可
使操作员设置定制的感兴趣区域 (ROI) 和报警阀值水
平，以全天候监控火炬和引燃火焰的状态。这意味着
即便受天气影响火焰位置发生变化，也能继续监控火
焰，为每个区域提供高低温报警。

*  中心 IFOV

距离 100 m 150 m

HFOV x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6° x 4° 10.48 m 6.98 m 27.3 mm 15.7 m 10.5 m 40.9 mm

200 m 250 m 300 m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21.0 m 14.0 m 54.5 mm 26.2 m 17.5 m 68.2 mm 31.4 m 21.0 m 81.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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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 (IR) 热成像提供了监控火炬烟囱的最准
确和最可靠方法。

IR 摄像机如 AMETEK Land 的火炬烟囱监控成
像仪可以从任何距离生成任何目标的高分辨
率热图像。这实现了以安全的距离监控火焰，
从而确保摄像机不会因烟囱条件而受到损
坏。这也使得维护更加安全和容易。

IR 摄像机不仅能生成视觉图像，还能检测火
焰发出的红外辐射。这意味着，无论火焰是有
色的还是无色的，无论天气如何，摄像机均能
拍摄到火焰。

ARC 提供的检测范围较广，从 100 oC 到 1000 
oC（212 oF 到 1832 oF），因此即便气体成分发
生变化并且影响火焰的温度，ARC 仍然能够
继续提供准确测量。 

检测范围足够大，以确保忽略背景热。
还可以在 -20 oC 到 60 oC（-4 oF 到 140 oF）的
环境温度下运行，这使其几乎适合安装在任
何位置。
指示灯发出的红外辐射比紫外线多，因此 IR 
摄像机也非常适合该应用，特别是考虑到它
们能够提供持续的远程监控和快速响应警
报。

由于废气成分会在不同的温度下燃烧，因此
确保火炬烟囱不会降至有效温度以下对于保
证气体的完全燃烧至关重要。

例如，在火炬烟囱条件下，甲苯通常在约 554 
oC (1029 oF) 的温度下燃烧，而苯通常在温度
达到约 565 oC (1049 oF) 时才会燃烧。  如果火
炬烟囱火焰温度降至 560 oC (1040 oF)，甲苯会
被燃烧，但苯不会。

更复杂的是，这些温度并不准确，而是会受到
其他条件，如压力和燃烧气体混合物的影响。
因此，保持高火焰温度极其重要。

但是，大多数火炬烟囱系统依靠注入蒸汽（
即，将空气引入到火焰中）来提高火焰温度。
监控火焰的温度上限可确保火焰不会“过热”
，从而控制效率。这降低了蒸汽生产的燃料成
本，并大量节省成本。

热成像

温度测量的重要性

火炬？什么
火炬？

现在 
看到 
了吧！

火炬烟囱监控成像仪

过程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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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Pro 是我们的新型、高级图像处理软件
实用程序，主要用于控制、监测、分析和采集
热成像摄像机数据。
IMAGEPro 是一款基于 Windows PC 的软件系
统，可配置成像仪，显示属性和高级温度分
析选项。

IMAGEPro 能够同时支持多达 16 个红外热成
像仪，具有实时分析等出色的功能，使用户能
够全面控制热成像测量。
每台摄像机都可使用点、矩形、椭圆形、自由
绘制形状或剖面线提供多达 100 个感兴趣区
域。可生成剖面线、直方图、趋势图和仪表图
以供分析之用。

灵活的通信支持使用简单的跨平台 Modbus 
TCP 协议、模拟信号或通过 I/O 模块的警报输
出来交换信息，而密码保护可确保仅拥有适
当访问权限的用户才能更改系统配置。
可使用 30 天免费试用版进行各种测试。

IMAGEPRO

IMAGEPro 软件支持在一个集成的火炬烟囱
监控系统中安装多台热成像仪。

系统图

IMAGEPro

FCB

FCB

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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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摄像机视图（全火炬火焰）单摄像机视图（全火炬火焰）

IMAGEPro‐FSM|多摄像机分析/监控

单摄像机视图（引燃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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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的特点和优势
    

高分辨率辐射热图像

可变镜头选项

环境温度范围宽

可配置的感兴趣区域

在任何天气状况下均可监控

无与伦比的温度精度

以任意距离观察任意目标，清晰度极高

适合于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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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IR 摄像机进行热成像是监控火炬烟
囱处火焰的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和最安
全的方法。这些好处也同样适用于指示灯
的监控。 

通过以安全距离观察火焰，能够避免因火
炬烟囱处的危险条件对摄像机造成可能的
损坏。如果需要维护，工程师也能更容易更
安全地到达安装位置。

热成像技术实现了远程自动观察，并具有
警报设置，以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发出警
告。ARC 摄像机以卓越的精度和宽广的视
野监控火焰温度，即使火焰完全清晰也能
观察到。 
由于 ARC 摄像机能够选择四个感兴趣区
域，这确保了即便因风力条件导致火焰位
置发生变化，仍能继续测量。

通过提供准确可靠的监控，ARC 有助于确
保工厂在安全高效的运行中满足火炬烟囱
的排放要求。

结论

AMETEK LAND 软件支持热数据的详细可视化，并能够在温度严重降低（或严重升
高）时设置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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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EK LAND 用于烟囱的排放和浊度监测器

行业领先的浊度监
测器，适用于 PS-1 和 
ASTM D6216 合规测
量。安装在烟囱上，或
通往烟囱的管道上。

紧凑、高效和轻质颗粒
监测器，用于测量工业
过程和不合规应用中
的粉尘排放。 

一种便携式烟气分析仪，配备
多达九个用于排放测量和燃烧
优化的传感器，主要用于烟囱
排放监测。

针对非合规应用的准
确、稳定浊度监测器。
用于测量烟囱气体排
放物中的粉尘浓度。

用于连续测量烟囱和管
道中小粒径颗粒物的浓
度。可以用作 PM-CEMS 
或 PM-CPMS。

一款简单、坚固且可靠
的分析仪，用于准确测
量烟气中的一氧化碳、
一氧化氮和氧气。

用于燃烧优化的原位氧探
头，具有集成的控制和显
示电子元件。安装在烟囱
上或颗粒控制设备下游。

燃烧和 
排放监测

燃烧和 
排放监测

燃烧和 
排放监测

燃烧和 
排放监测

燃烧和 
排放监测

燃烧和 
排放监测

4500 MkIII

型号 4200+

Lancom 4 

型号 4200+

型号 4650+

FGA

WDG 1200/1210

燃烧和 
排放监测

1200

1210



在 6° (HFOV) 视角下生成分辨率为 384 x 288 的热视图
OPTIONAL ATEX AND CLASS/DIVISION ENCLOSURES 适用于危险区域范围内的应用
IP65/NEMA 4 X SEALING 在任何环境下均可保持性能
REMOTE MOTORISED FOCUS 安装更快捷，操作安全便捷
标准工业以太网直接连接一系列 I/O 模块，实现简单而独立的操作
监控软件 IMAGEPro 高级热处理软件用于监控、分析和捕获数据，具有多个接口选项和报警输出

下载宣传册：WWW.AMETEK-LAND.COM

AMETEK LAND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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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to 1000 °C / 32 to 1832 °Fi

 
ARC IMAGER
RADIOMETRIC THERMAL  
PROCESS IMAGING 

a part of the ametek land thermal imaging familyi

IMAGEviewer 
& IMAGEpro 
ADVANCED MONITORING AND 
ANALYSING THERMAL IMAGING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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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和设计

典型应用

ARC 安装配件

• 自动化
• 工艺控制
• 机器视觉
• 火炬烟囱监控
• 煤堆热点检测

• 医疗
• 应急容器耐火材料
• 石化
• 食品
• 矿产

危险区域 (EX) 附件和安装座 空气吹扫附件 防风化屏蔽罩

火炬烟囱监控成像仪 (ARC)
辐射热过程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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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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