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立式连续退
火生产线的红外
过程成像系统

连续退火生产线用于通过热处理改变钢的晶粒结构，改变包括硬度和强度在内的性能。

该工艺涉及几个阶段，重点是控制加热和冷却，以生产出具有所需质量的钢。每个区域的精确温度监测
和控制对于工艺和质量控制至关重要。

为了确保准确的、边缘到边缘的温度监测，我们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来克服表面反射和带钢发射率带
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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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大批量带钢退火生产线使用立式连续退火生
产线（CAL）炉，这种炉子被设计用于在一系列受控温
度段中加热和冷却钢带。 
这些区段会对带钢进行加热和清洗，然后进行退火、
热处理和调质，以得到适合最终用途的晶粒结构和
性能。 
许多 CAL 炉位于热浸金属镀层生产线之前，在这种情
况下，带钢在离开 CAL 炉进入锌锅之前要进行冷却。 
传统上，单点辐射测温仪（高温计）被用来测量整个炉
内不同位置的带钢温度，以进行验证和闭环控制。 
随着产品公差的不断收紧和越来越先进的钢材的出
现，简单地测量工艺过程中的中心线温度会给带钢边
缘到边缘的整体温度均匀性留下太多的未知数。使用
过程热成像系统，特别是热线扫描器，正迅速成为一
种成熟的综合温度测量方法。 

立式 CAL 炉

图 �

图 1：与线扫描器相比，高温计所测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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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扁平的带状金属，边缘到边缘的温度差异会造成严重的质量问题，因此，多个高温计被用来扩大覆盖范围。一旦使用多
个传感器，测量成本就会增加，而且仍然存在没有被测量到的空隙。
此外，每个单点高温计都经过单独的校准，例如，它们的精度规格是 ±0.3%，那么，一个在规格范围内的单点高温计测得的值
可能偏高 0.29%，而另一个同样在规格范围内的单点高温计测得的值则可能偏低 0.29%。在这个例子中，两个传感器之间几
乎有 0.6% 的差异，而它们都通过了制造商的 ±0.3% 精度测试。
非接触式辐射测温仪或扫描器无法区分从表面发出的辐射和从表面反射出来的源自背景的辐射。

温度测量的挑战

例如，如果带钢发射率为 0.30，这就意味着发射的能量为 30%，反射的部分为 70%。放射率 =1.0 减去反射率（E=1-R）。因
此，如果背景比带钢更热，那么测温仪所测量的 70% 将是来自高温背景的反射能量，由此产生的温度读数将偏高。
幸运的是，CAL 和 CGL 炉的设计使得高温计能够相对容易地进行测量，并且不受背景反射和不确定的带钢发射率的影响。

准确的非接触式温度测量的两个挑战是：

21 不同的表面光洁度和合金类
型会引起不同的发射率

在加热段存在较高
的背景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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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日本 Nippon Kokan 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无论钢
材的发射率值如何，带钢离开过渡辊时形成的空腔具有非常
高和稳定的发射率。

因为空腔的发射率几乎为 1.0，并且 E=1-R，这意味着该技术
也适用于背景温度明显高于带钢温度的加热段。这种空腔被
广泛称为楔形（见图 2）。在它内部产生的多重镜面反射整合
在一起，产生了一个黑体环境。 

1986 年，AMETEK Land 红外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进一步研究
中发现，典型的楔形发射率为 0.995。楔形发射率在高温计
的波长范围内也相当稳定。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带钢在脱离

图 3：一个测量带钢的线扫描器

图 �.

扫描器

蓝宝石光学元件

1000 个样本

80 度扫描

带钢

图 2：一个瞄准高发射率楔形空腔的高温计

辊子
在较低的瞄准角下，空腔

的发射率会大大增强

空腔会产生多重内部反射

高温计

图 � - 一个瞄准高发射率楔形空腔的高温计。

楔形空腔的测量
前应与辊子接触其 25% 或更多的周长。这次测量的结果是
用 AMETEK Land Gold Cup 高温计验证的。

单点高温计在观察和测量楔形空腔内的点温度时效果很好。 

现在，线扫描器将这种技术的性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线扫描器的目标是扫描楔形的整个长度，它将产生一个
非常准确的从边缘到边缘的带钢温度曲线。 

线扫描器特别适合在具有线性运动的过程中测量整个宽度
上的温度。这些装置由一个反应速度极快的辐射传感器组
成，它可以观察到倾斜镜的末端（见图 3）。

使用 AMETEK LAND 带钢卷取软件和 WCA 软件从卷取楔形获得的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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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镜子被连接到一个高速旋转的电机上。  
通过这种方式，高温计沿着一条路径扫描，这使它能够“看
到”并测量这条扫描线上的物体。扫描器的视线通过一个
用于密封仪器外壳的耐用蓝宝石窗口进行扫描。 
在几分之一秒内，线扫描器可以通过 80 或 90 度的扫描角
度测量温度曲线，并在该扫描期间采集 1000 个离散的温
度点。这就像有 1000 个辐射单点高温计被放置在整个过
程中，而它们有完全相同的校准精度。由于线扫描器的单
个传感器进行所有这些温度测量，因此它不会像单点高温
计那样存在不同的精度误差。因此，如果扫描器显示钢带
的一个边缘比另一个边缘热三度，实际情况就真的是这
样。 
钢带上的热分布不均匀会导致平整度问题，而在温度平衡
和均匀的情况下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直燃式炉段的燃烧器矩阵在带钢的宽度方向上加热带钢。
如果使用单点中心线高温计，则要对宽带钢上的加热均匀
性进行假设。
加热炉的加热区有多个辐射管加热器或感应加热器，如果

与带钢的行程一致，那么它们可以根据需要以不同的速度
加热带钢边缘和中心。 
扫描器可以检测到任何带钢宽度上的温度差异，并将这些
测量结果反馈给加热炉控制系统，以调节加热器。 
线扫描器非常适合楔形测量，因为它们有平面状的视野和
可调焦的光学器件，这使它们能够深入到楔形空腔中进行
观察。例如，在 5 米远的地方，扫描器的目标点直径很小，
只有 1 cm。 
在冷却段，带钢宽度上的气体喷嘴控制着带钢的温度曲
线。扫描器可以沿着带钢监测温度值的轨迹。每个扫描器
的测量轨迹与一个冷却喷嘴的影响范围相匹配。每条轨迹
的温度输出随后会被反馈给炉子控制系统。在这个过程
中，有几个地方使用了线扫描器。 
线扫描器通常安装在冷却段的出口处，它们在那里验证带
钢冷却的均匀性，并确认出口的整体温度设定值是否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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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先进高强度钢（AHSS）的发展，以
及它们在汽车领域的迅速应用，对加
工这些钢的 CAL 炉的温度测量方法有
越来越高的要求。 
AHSS 钢种与标准钢不同，因为它们的
化学成分复杂，并且需要精确的热处
理阶段才能产生其特有的晶粒结构。

边缘到边缘的均匀温度分布对于达到
理想的机械性能至关重要。 
许多 AHSS 钢在 CAL 炉中进行退火处
理，然后再进行电镀锌处理。 
电镀锌可以提供更薄的涂层，进一步
提高 AHSS 产品的轻质特性。 

在 CGL 炉上，线扫描器被用在过时效
段，以确保带钢在接近锌锅时在横向
上的温度分布是均匀的（见图 4）。

在 CGL 的情况下，镀层前均匀的横
向温度分布将使熔融的锌有效地附
着在带钢上，并在整个宽度上具有均
匀的厚度。这些短波长扫描器还可以
使用低成本的石英瞄准窗。 
高速、扫描单点传感器和精密的窄光
学器件，使线扫描器能够在立式退火
生产线内产生高分辨率的过程热图
像，方便实时监测和控制，而不受带
钢发射率和背景反射的影响。

图 � - CGL 的过时效段。一个扫描器正在测量最后一个楔形的温度曲线。

石英窗

过时效段

锌锅

扫描器

图 4：CGL 的过时效段。一个扫描器正在测量最后一个楔形的温度曲线

测量高强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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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先进的、非接触式红外单点高温计，专门设计用于在镀
锌反应期间连续、高度精确地测量镀层钢带的温度。
SPOT GS 结合了 AMETEK Land 的尖端 SPOT 技术和特有的
软件算法，可以提供精确的测量，密切监测反应区，实现自
动化加热炉管理和更严格的产品控制。

SPOT GS 高温计 

    

独立式单传感器解决方案

特有的合金化热镀锌和电镀锌算法

安装简单，即插即用

集成网络服务器和视频摄像头，允许全面的远程控制

Modbus/TCP 接口符合工业 4.0 要求

先进的镜面光学器件

杰出的精度和可靠性

特点

    

高分辨率光学系统

150 Hz 的扫描速度，所有扫描频率下都会采集 1000 个样本

易于安装，只需使用一根以太网电缆

一系列数据输出格式

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先进的 WCA 扫描软件结合使用

特点

    

高度精确的温度读数

不需要单独的处理器

数字温度读数，方便实时过程控制

适合工业 4.0 集成

防刮伤的蓝宝石保护窗

工作温度高达 70 °C（158 °F），无需额外的冷却

更快、更准确的测量

即使在非常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也能进行高度可靠的温度测量

优势

    

实时温度显示，结果准确

行业领先的扫描速度

极高的同质温度曲线和热图像，即使是最小的温差也能被检测出来

安装费用大大降低

WCA 可以处理多达 8 台扫描器

优势

LSP-HD 系列是一种结构紧凑、高度精确的红外线扫描器，旨
在以无与伦比的扫描速度为运动过程提供高清热图像。
它基于一种检测器技术，可以提供行业领先的成像清晰度，
检测出最微小的温度差异，从而支持改善过程控制和产品质
量，提供完全同质的温度曲线和热图像。 
所有的 LSP-HD 扫描器都具有坚固的蓝宝石保护窗，可以抵
御划痕、酸和溶剂，并且还有一个坚固的扫描器组件，其只有
一个移动部件。一系列配件使该扫描器系列可以在非常恶劣
的工业环境中使用。
即插即用的工业以太网连接可以实时提供被处理的数据，使
组件组装问题能够被快速识别和分析。
该扫描器可以独立工作，也可以与扩展的 WCA（Windows 控
制和分析）扫描器软件结合使用，以进行详细的监测分析和
数据采集。
它有多种型号可供选择，每种型号都针对不同的工业应用
进行了优化，可测量的温度范围为 20 到 1500 °C（68 到 2732 
°F）。

LSP-HD 线扫描器

定点测温仪

线扫描
SPOT GS 高温计 

LS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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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GS LSP-HD
一种先进的、非接触式红外单点高温计，专
门设计用于在镀锌反应期间连续、高度精确
地测量镀层钢带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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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测温仪

AMETEK LAND 用于立式连续退火生产线的解决
方案

我们的内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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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可以到您的现场进行约定的维护，并维修紧急故障。

线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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