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al

铝生产和加工应用高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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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至 800 °C / 266 至 1472 °F

优质客户解决方案

SPOTal
铝生产和加工应用高温计

自 1947 年以来，AMETEK LAND 一直致力于制造精密测量设备。

我们是非接触式温度测量和燃烧监控领域的专家，我们的产品可用于钢铁、玻璃制造、发电和水泥制造等许
多行业。
自 2006 年以来，我们一直是 AMETEK 过程和分析仪器部门的一员，我们的客户受益于 AMETEK 的全球销售和服务团队。
SPOT AL 是一种先进的非接触式红外高温计，为铝生产和加工
行业提供单传感器解决方案。

SPOT AL 是一款高度精确和稳定的数字高温计，它采用了
AMETEK Land 最先进的 SPOT 技术和独特的、先进的数据处理
算法来测量挤压（E）、淬火（Q）、带材（S）、成型/锻造（F）、高镁合
金成型/锻造（F Mg）和液态（L）应用中的铝温。

SPOT AL 有两个版本，SPOT AL 版本的测量范围为 200 °C (392
°F) 至 800 °C (1472 °F)，有六种测量模式（E、Q、S、F、F Mg 和 L）。

SPOT AL LT（低温）- 模式 E、Q 和 S 的测量范围为 150-700 °C /
302-1292 °F，F 和 F Mg 的测量范围为 130-700 °C / 266-1292 °F。
专用的预设算法为低发射率和可变发射率的铝提供最准确的
数字温度读数。这确保了优化的挤压速度和高质量的产品，并
将废品率降至最低。

定制应用测量

这些专用算法是在真实的工厂环境中进行大量的试验后开发
出来的。得益于完全可调焦的高质量光学器件和 15ms 的高
速响应，它可以对挤压型材的具体位置进行测量。
强大的软件支持

SPOTViewer 软件为小型装置提供了远程监控和算法调整等
额外的好处；对于大型装置，我们建议使用 SPOTPro 来配置、
显示和记录多达 40 个高温计和执行器的数据，并为新增加的
铝种类定制算法。

SPOT AL 可以很容易地与控制系统集成，以优化挤压机或轧机
的性能，数据也可以通过仪器后部的显示屏或通过网络服务器
立即读取。高温计内的视频摄像头、焦距和其他功能可以在本
地或远程访问和配置。
SPOT AL 将以太网、Modbus TCP、视频、模拟和报警输出结合在
一个设备中，专门设计用于测量一系列加工应用中的铝的温
度。

SPOTPro 为用户提供了连接到网络的所有 SPOT 高温计和执
行器的完整概览，允许您使用用于数据存储的自动触发器为
每个高温计单独配置数据记录。SPOTPro 还允许用户将实时
和被记录的数据与历史趋势进行比较，以诊断工艺问题。

SPOT AL 是 AMETEK LAND 的专业解决方案，用于铝生产和加工行业的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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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设计
1: 预设算法
为铝挤压、淬火、带材、成型/
锻造、高镁合金和液态铝提供
多种专门的预设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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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过镜头式 (THROUGHTHE-LENS) 一体化摄像头
在低亮度和高亮度环境中均
可轻松对准目标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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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脉冲高亮 LED 瞄准
使用容易看到的图案显示目
标大小和位置；无激光安全
要求

4: 双重处理
高速处理功能被集成到 SPOT
和 Modbus 接口中

5: 高品质光学器件
采用耐用的蓝宝石保护窗，确
保精确瞄准和高质量的测量
6: 一体式网络服务器
允许通过任何网络浏览器进
行远程调整和读数，并通过以
太网/Modbus 全面访问数据

7: 后显示屏和控制
通过简单易用的菜单式选项，
实现目标观测、温度读取和设
置；无需单独的软件
8: 电源选项
通过以太网或仪器上的 24 至
30 V DC 供电。
多种 I/O 选项
和数字/模拟接口

典型应用

挤压 - 钢坯型材、挤压、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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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带轧机 - 热轧

成型/锻造 - 预热和再热的钢坯、板坯和成型/锻造产品
铸造厂/冶炼厂 - 液态金属

铸造 - 浇注铝、液态铝加工

其他 - 感应加热/热处理、装配/收缩、涂层预热、弯曲预热

特色与优点

用 SPOT 执行机构改进目标对准
SPOT 执行机构允许在工业加工应用中通过远程控制使 SPOT 高温计
对准目标，它是使用 SPOT AL 高温计的铝应用的理想选择。
智能电动装置提供了以下功能：
•
•

在更换模具后，允许在冲压
或淬火出口位置自动或远程
手动将 SPOT AL 与挤压型材
对齐。
温度扫描功能，用于在挤压或
进一步的金属加工前测量坯
料的温度分布。

WWW.AMETEK-LAND.COM

专业铝算法 - 提供准确的低发
射率和可变发射率铝的数字温
度读数，从而优化加工速度和挤
压质量。
只需一个人即可在仪器位置完
成安装 - 本地显示和设置；控制
室无需第二人。
工业标准的 4-20 mA 线性温度
输出 -多个 I/O 选项。模拟和数
字输入和输出。

Modbus TCP - 被广泛使用和流
行的工业以太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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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的蓝宝石保护窗 - 耐刮擦、
耐溶剂，只用一块软布即可轻
松清洁
单传感器解决方案 - 非常适合
与客户的 PLC 或 DCS 系统一起
使用；无需单独的处理器。易于
在小型或大型组织中实施，而且
同一仪器可用于不同的过程。
软件 - SPOTViewer 提供了一个
SPOT 高温计的远程显示和数据
记录功能；而 SPOTPro 提供了多
个测温仪的远程显示和数据记
录功能。两者都可以提供配置、
数据记录和算法定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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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SPOT AL LT（低温）

SPOT AL
200 °C 时为 ± 5°C，300 °C 及以上时为 ±2°C 或 0.25% K
（挤压和淬火）
±5 °C 或 ±0.5 %K
（润滑的带材、成型/锻造和液态金属）

测量精度：
重复性：
分辨率：
噪音：

200 oC 时为 ±3 oC，300 oC 及以上时为 ±1 oC（挤压和淬火），
±5 oC（润滑的带材、成型/锻造和液态金属）

150 oC 时为 ±3 oC，300 oC 及以上时为 ±1 oC（挤压和淬火），
±5 oC（润滑的带材、成型/锻造）

200°C 时为 5 °C，300 °C 及以上时为 <0.5 °C

150 °C 时为 5 °C，300 °C 及以上时为 <0.5 °C

密封性：

15 ms 至 10 s 的可调节范围

2 个 0/4 - 20 mA 输出、4 - 20 mA 输入、数字 CMD 输入和 CMD 输出、以太网
（TCP-IP、Modbus TCP、DHCP、http、udp、ICMP）

接口：

峰值/谷值选取、平均器、Modemaster、CMD 输入采样或 LED 控制、CMD 输出警报、发射率输出或执行机构控制

处理功能：

通过以太网或仪器上的 24 至 30 V DC 供电

电源要求：

语言：

0.1 °C

IP65

响应时间：

软件：

150 °C 时为 ± 5°C，300 °C 及以上时为 ±2°C 或 0.25% K
（挤压和淬火）
±5 °C 或 ±0.5 %K
（润滑的带材、成型/锻造）

为特定应用选择的窄波段范围，旨在优化铝的温度测量精度

探测器类型：

显示屏：

130 -700 °C / 266 -1292 °F - F、F Mg
150-700 °C / 302-1292 °F - E、Q、S

200 -800 °C / 392-1472 °F - E、Q、S、F、F Mg、L

测量范围 - 模式：

带图像流的本地显示

 可在任何网页浏览器上实时配置和显示温度。
可免费下载的 SPOTViewer 软件，具有数据记录、实时和历史数据趋势分析
以及远程图像采集功能；SPOTPro 软件可与多个 SPOT 高温计一起使用
可选择多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巴西）、日语、中文（简体）、韩语、俄语、波兰语
60 :1 至 90%

视野：
支座：

有各种支座和配件可供选择

5 - 60 °C / 41 - 140 °F 指定范围，0-70 °C / 32 - 158 °F
在需要冷却前的工作温度范围

环境温度范围：

0 - 45 °C / 32 - 113 °F
在需要冷却前的工作温度范围

标称目标光斑直径在 300 mm 焦距处为 10 mm；
在 500 mm 焦距处为 17 mm；在 1 m 焦距处为 33 mm。
建议使用两倍的标称目标区域。

300 mm / 11.8 至无限远，本地或远程调节

对焦范围：

30 :1

带本地显示和远程图像捕获功能的集成视频系统。
专利脉冲式绿色 LED 对焦模式确认

瞄准：
输入：

4 - 20 mA 输入、24 V DC CMD 输入、以太网（TCP-IP、Modbus TCP、DHCP、http、udp、ICMP）

设置：

使用测温仪界面进行本地配置或（使用网络服务器、SPOTViewer 或 SPOTPro）进行远程配置。
发射率、模式、电流输出范围、
警报逻辑输出和阈值、网络设置、对焦和 LED、语言和用户名

输出：
质保：

2x 0/4 - 20 mA、CMD 输出继电器、以太网（TCP-IP、Modbus TCP、DHCP、http、udp、ICMP）
36 个月

*测量值在规格之内（范围为 5-95%）。

联系我们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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