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金属
温度测量

应用指南

铸件的质量、空洞的排除和其他性能会受到
铸造温度的显著影响。
出于这个原因，当液态
金属被倒入模具时，对其进行温度监测在生
产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不受高温、肮脏和烟雾弥漫的环境的影响，
也不受液态金属浇注流或液态金属熔池表面
上所形成熔渣或浮渣层的影响的情况下，提
供准确和可靠的金属测量是一项挑战。
AMETEK Land 开发了一系列专家解决方案，
可以精确、连续地测量液态金属温度，它们使
用基于高温计和热成像技术的非接触式系
统，是许多应用的理想之选。

液态金属出钢和浇注

液态金属出钢是一种用于有色金属和合金、钢、铁、铝、铜和
黄铜的应用。
为确保产品和工艺质量，需要对液态金属温度
进行精确的测量。

热电偶通常被用来进行这些测量，将它们浸入钢包内的液态
金属中。
为了得到最终的出钢温度，需要在液态金属倒入模
具时进行测量。
热电偶不能用于直接测量浇注流，但非接触
式高温计和热成像仪却可以提供浇注流的准确温度读数。
将热电偶以一定的深度浸入金属中，可在几秒钟内得出液态
金属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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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测量通常是手动进行的，需要操作员非常靠近高
温、肮脏和烟雾弥漫的环境，这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此外，热电偶的读数很可能不一致，两三次不同的热电偶测
量很可能产生两三个不同的结果，因此它的准确性是个问
题。

这种技术的另一个缺点是，每个热电偶的侵入探头至少在一
到两次测量后就需要更换一次，因此这些探头的消耗是持续
的，也是一种持续的成本。

液态金属的非接触式测量
液态金属的非接触式测量可以用手持
的便携式高温计、固定式高温计或热
成像仪进行。
这些测量是在金属表面
或金属浇注/出钢流上进行的。
然而，由于大气中存在氧气，氧化物、
硅酸盐和其他杂质会出现在液态金属
的表面上，形成一个熔渣或浮渣层。
这
影响了金属的发射率和温度，使我们
更难获得准确的读数。

此外，熔渣层越厚，表面温度就越低于
液态金属的温度。
因此，对于非接触式温度测量来说，寻
找金属表面几乎或完全不含金属氧化
物的液态金属工序是很重要的。
将液态金属倒入模具的自动或手动出
渣过程就是这样一种工序。
热成像仪
或高温计能够测量

液态出钢流的温度，液态出钢流的表
面通常有一层薄薄的氧化层，即“浇注
皮”。
这确保了被测量的温度是液态金属的
温度，在这个过程中，液态金属流入模
具形成最终产品。
它是在出钢/浇注铸
造过程中，在液态金属凝固之前，测量
液态金属温度的最前卫也是最精确的
位置。
这使得可以 24/7 全天候密切监
测金属产品的质量和冶金特性，并且
每个单独的出钢口和部件都有有据可
查的测量结果。

WWW.AMETE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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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EK LAND 测量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最广泛的液态金属温度测量解决
方案，提供便携式和固定式高温计系统和热
成像仪。

CYCLOPS C055L
这种便携式手持高温计是专门为测量 1000 至 2000
o
C（1832 至 3632 oF）的液体温度而设计的，既轻便又坚
固。
它易于使用，只需指向液体就可开始测量，包括一个
Meltmaster 模式，在几毫秒内就可完成数据的处理，提供
实时金属温度。
温度值每秒钟更新两次。
它可以单手操作，允许用户在读数时扶着安全栏杆。
基于
触发器的数据记录功能可在内部存储多达 9999 个读数，
供以后分析。
Cyclops C055L 还提供蓝牙和 USB 连接，允许将数据下
载到电脑上或实时传送到移动设备上进行分析和趋势预
测。
分析和趋势预测由 Cyclops Logger 软件完成，该软件
可用于 Windows PC 或 Android 移动设备，为应用相关的
数据存储和分析提供路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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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POUR 高温计系统
一个标准的红外高温计本身并不足以
获得液态金属流温度的精确读数。
这
还需要专业的信号处理来确保获得稳
定、准确和可靠的测量值。

这是由 Auto Pour 提供的，它是一个基
于高温计的固定式温度测量系统，专
门用于液态金属和浇注流，在改善工
艺的同时降低了运营成本。

它是如何工作的

在下一次出钢结束之前，每次出钢测
得的温度即为输出温度。

高炉出口

该系统的直接、非接触式连续测量不
会中断浇注过程，可以在浇注流流入
模具时提供最准确的出钢温度，方便
用户进行监测和记录。

模拟、数字和报警输出支持过程控制，
在金属温度超出范围时自动发出通
知，而图形和数字显示则支持温度监
测。

其专门设计的高温计提高了可变发射
率和浇注流运动时的温度读数的精
度，并可通过可调焦距和镜头瞄准轻
松进行对准。

过程

在铁水离开高炉，被转移到鱼雷车或钢包中，并被运送到炼
钢工艺之前，测量铁水是很重要的。
如上所述，这可以通过使
用高温计或热成像解决方案进行。

Auto Pour 系统可承受恶劣的铸造环
境，对熔融金属进行 24/7 全天候精确、
连续监测。

AUTO POUR 系统

可选配件

浇注信号（CMD）
浇注温度

虽然高温计有便携式和固定式设计，但特殊的热成像仪可提
供更广阔的视野。
这两种测温仪都不受现有高温、烟雾弥漫和肮脏环境的影
响，并可提供连续的 24/7 全天候温度测量。

WWW.AMETE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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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 矿渣检测系统
高质量的金属和炼钢依靠的是在从钢
包出钢到进一步加工过程中最大限度
地减少下渣量。
减少矿渣还可以减少
容器中的耐火材料的磨损，并大大减
少使用昂贵的添加剂来清除矿渣的必
要性。

传统上，操作人员戴着深色面具用肉
眼对出钢过程进行监控，以防止眼睛
受到伤害。
然而，这种方法取决于操作
员发现矿渣的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能
够快速做出反应，不同的操作员会导
致不同的结果。
即使是同一名操作员，
结果也会因疲劳和烟雾或烟尘遮挡操
作员视线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后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在出钢口周围
安装一个感应线圈。
感应场根据出钢
流的成分而变化，因此当有下渣时，线
圈信号被用来确定何时应该开始换
向。
这虽然有效，但线圈的寿命比容器
的使用寿命短得多，因此，线圈故障意
味着额外的停机时间或改回手动矿渣
检测。
现代线圈设计更加模块化，能够更容
易、更快速地被更换，但仍会在出现故
障到被更换的这段时间内产生一段停
机时间，并产生相关的设备和劳动力
成本。

矿渣检测系统（SDS-640）
AMETEK Land 的矿渣检测系统（SDS640）是一个经实践验证的解决方案，
可以准确和及时地检测下渣。
它使工
厂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下渣，并保
护操作员的安全。

它专为苛刻的工厂环境而设计，有一
个高分辨率的热成像摄像机，利用 3.9
μm 的波长，可以透过烟雾、灰尘和烟
尘检测液态金属中的矿渣。
警报触发后，必须迅速终止出钢，以防
止钢包中的矿渣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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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Pro-SDS 应用软件向操作人员实
时显示数据，使他们能够对出钢过程
做出明智的决定，该应用软件还可自
动控制出钢过程，或在一定量的矿渣
开始从钢包中流出时停止出钢。
事实证明，使用 SDS-640 可以改善操
作员的反应时间和每次出钢结束时结
果的一致性。
与传统的出钢流监测方
法相比，它通常可将矿渣深度减少达
25%。

视觉或热成像摄像机提供了一种更
可靠的矿渣检测方法。
由于它们是非
接触式的，不会磨损，因此没有耗材成
本。

光学和红外探测器产生的结果比操作
员的眼睛更可靠、更可重复，但光学探
测器仍然偶尔会被蒸汽或烟雾遮挡。
然而，先进的中波长红外光谱滤波热
成像仪具有显著的优势，使操作人员
能够透过出钢过程中存在的烟雾和灰
尘来观察容器的出钢流。
较短的波段也允许使用极其耐用的光
学元件，包括蓝宝石保护窗。

当出钢开始时，应用专用软件
IMAGEPro-SDS 会使用出钢流识别算法
对其进行记录，并生成用于质量控制
的数据日志和图形。
系统有一个出钢
流跟踪机制，可以确保在典型的恶劣
环境条件下可靠运行。
当矿渣出现并超过操作员定义的数量
时，会自动触发警报。
该系统可以确保
对钢/渣进行精确的检测，不受炉料重
量的影响，也不需要操作员的干预。

浇注流温度测量

NIR-656 或 NIR-2K 等热成像仪为测量
液态金属提供了一个高效的解决方
案。

高温计依靠对测量结果进行峰值选取
和数据处理来确定真实温度，而热成
像仪则是通过大量的像素以及额外的
数据处理时间函数和算法来测量浇注
流。
移动的浇注流可能不会一直流经被固
定式系统瞄准的同一个点，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热成像仪更有效。

NIR -656 和 NIR-2K 是高分辨率的全辐
射红外成像摄像机，设计用于连续生
成实时高清热图像，在 1 µm 波长下的
分辨率高达 300 万像素。

NIR-656 允许操作员从其 324,064 个
像素点中的任何一个点进行测量，而
NIR-2K 则可以提供 2,896,896 像素点
的图像。

通过千兆位以太网连接和自动报警输
出，它们可以 24/7 全天候高效地连续
监测出钢口的液态金属。
先进的 IMAGEPro 软件提供了全面的
过程监测、连续测量、分析和数据采集
功能。
它实现了与过程控制系统和工
厂网络的双向连接（模拟和数字）。

它们测量的温度范围为 600 至 1800
°C（1112 至 3272 °F）
，可以提供高分辨
率的图像和温度读数，不受高温、烟雾
弥漫的大气影响。

WWW.AMETE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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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液态金属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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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OPS L

便携式

NIR-656 & NIR-2K

过程成像

AUTO POUR

过程成像

CYCLOPS L

定点测温仪

SDS

A FAMILY OF HIGH PRECISION PORTABLE
NON-CONTACT PYROMETERS

i

SDS

SLAG DETECTION SYSTEM

200 to 3000 °c / 392 to 5432 °f

i

800 to 1800 oC / 1472 to 3272 oF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AUTO POUR
PYROMETER SYSTEM FOR
LIQUID METALS IN THE FOUNDRY

i

600 to 1600 oC / 1112 to 2912 oF

QUALITY CUSTOM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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