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客户 解决方案

600 至 2000 °C / 1112 至 3632 °Fi

NIR-BORESCOPE  
热成像系统
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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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B  
热成像系统概观

NIR-B-656 & NIR-B-2K

NIR-B 热成像系列包括一系列短波长辐射红
外孔探仪成像摄像机，用于在熔炉应用中进行 
24/7 的连续温度测量，可延长熔炉寿命，优化
整个生产流程，降低能耗，并提高炉料温度。

图像像素： 656 x 492 (656) / 1968 x 1476 (2K)

视野（水平 x 垂直）： 95° x 71° (2K/656) / 30° x 23° (656)

测量范围：    600 至 1000  °C  / 1112 至 1832 °F  
 800 至 1400 °C  /  1472 至 2552 °F                                                                                                               
 1000 至 1800 °C / 1832 至 3272 °F

玻璃熔池型号 - NIR-B-2K-GLASS 1000 至 1800 °C / 1832 至 3272 °F 
（请参阅 NIR-B-GLASS 手册） 95° x 71°

宽动态范围成像技术，适用于需要用单个成像仪测量更宽温度
范围的熔炉应用。NIR-B-640

图像像素： 640 x 480

视野（水平 x 垂直）： 90° x 67.5° / 44° x 33°

测量范围：    600 至 2000 °C / 1112 至 3632 °F

危险区域符合 ATEX、IECE x和 CSA 标准。宽动态范围成像技术，
适用于需要用单个成像仪测量更宽温度范围的熔炉应用。NIR-B-640-EX

图像像素： 640 x 480

视野（水平 x 垂直）： 90° x 67.5° / 44° x 33°

测量范围：    600 至 1800 °C / 1112 至 3272 
°F

危险区域认证：EX NIR-B WG1：Ex nA IIC T4 Gc 环境温度 = -20 °C 至 +55 °C (ATEX 
认证：CML 15ATEX4086X / IECEx 认证：IECEx CML 15.0042X) EX NIR-B WG2：I 
级，2 区，A、B、C、D 组；T4 环境温度 = -20 °C 至 + 60 °C (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的 CSA 
认证：70080206)

典型应用
加热炉 玻璃熔池

重整管式炉 水泥窑

燃煤动力锅炉 生物质锅炉

典型应用
水泥窑 水泥旋风炉

加热炉 连续铸造（1 区）

热处理炉 退火炉

典型应用
氢重整炉 氨生产

乙烯裂解炉 甲醇生产

合成气生产

656-标准分辨率（656 x 492像素）可提供超过30万个温度
点。
2K-高分辨率（1968 x 1476像素）可提供近300万个温度点。

NIR-B 热成像系统概观

(以前 NIR-B-3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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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系统
NIR-B-656    |    NIR-B-2K    |    NIR-B-640

该系统包括孔探仪热成像摄像机、水冷/空气净化外壳、接线盒、电
源、电缆（25 或 50 米）和 IMAGEPro 软件。
NIR-B-640-EX (以前 NIR-B-3XR)

该系统*包括孔探仪热成像摄像机、水冷/空气净化外壳、现场接线盒
（ExHazloc）、控制室单元（ExHazloc、相关设备）、接线盒（ExHazloc）、
电缆（10、25 或 50 米）和 IMAGEPro 软件。 
*取决于系统配置。

电动自动缩回（AR）系统

缩回系统

NIR-B-656   |   NIR-B-2K   |   NIR-B-640   |    
NIR-B-2K-GLASS 

系统包括孔探仪热成像摄像机、水冷和空气净化式孔探
仪管和成像仪保护壳、电动自动缩回系统（24V）、控制盒
（IP65 防护等级，包括 PLC、UPS 和客户接线端子）、连接线
和 IMAGEPro 软件。如果发生电源故障，UPS 会提供电源使
孔探仪缩回。如果 UPS 中的电量下降到一定水平，则孔探
仪会自动缩回。

气动自动缩回（PAR）系统
NIR-B-2K-GLASS 

系统包括孔探仪热成像摄像机、水冷和空气净化式孔探仪
管和成像仪保护壳、气动自动缩回系统、25m 高温电缆套件
（成像仪到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和介质控制盒、本地控制
盒（安装在热成像摄像机自动缩回系统旁边）、配有 6 个球
阀的本地介质杆、一套 PTFE 软管（环境温度 200°C）（到介
质杆的保护壳）、空气过滤器套件和 IMAGEPro 软件。

自动缩回系统可在水流、气压、电源中断或孔探仪探针尖发出高温警报时保护热成像摄
像机免受过热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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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适用在印度适用
证书号 CC-2041

在英国适用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联系我们

了解我们丰富的非接触式测温产品以及
燃烧和排放相关系列产品如何为您的工

艺提供优质解决方案 
WWW.AMETEK-LAND.COM

热成像解决方案
热成像软件

IMAGEVIEWER
IMAGEViewer 是一个免费软件，可以查看、分析和存储
由 NIR 热像仪采集的热数据。

它是一个使用 Windows PC 进行热图像处理的免费、易
用的解决方案。安装后，使用菜单或安装向导即可轻松
连接摄像机。清晰直观的界面使用户可以快速查看和分
析不同视图中的成像数据。 

IMAGEVIEWER 适用于单个热像仪 

IMAGEPRO
创新的 IMAGEPro 软件是一款高级图像处理软件，可用
于控制、监控、分析和捕获成像仪数据。

IMAGEPro 是一个 Windows PC 软件系统，可配置成像
仪，显示属性和高级温度分析选项，并支持多个同步的
成像仪。用户可体验 30 天免费试用版进行各种测试。

IMAGEPro 能够监测和控制多达 16 个成像仪，可对热像
仪数据进行实时分析。IMAGEPro 使用户能够全面控制
热成像测量，增强了应用测量功能。

IMAGEPRO 适用于多达 16 个热像仪*
 *取决于网络容量和 PC 硬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