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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客户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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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应用广泛，涵盖钢
铁、玻璃制造、发电和水泥制造等许多行业。 

我们自 2006 年成立了 AMETEK 处理和分析仪器部，并组建了全球 AMETEK 销
售和服务团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炉渣检测系统

AMETEK Land 的炉渣检测系统（SDS）可提高产量，改
善钢材质量并减少昂贵的下游加工成本。钢包耐火材料
的低磨损还带来了其他好处。

在出钢结束时，渣和钢的含量相差很大。警报触发后，
必须迅速终止出钢，以防止钢包中的炉渣过多。SDS 使
用高分辨率的热成像摄像机来检测钢和炉渣之间的过
渡。专用热成像摄像机采用特殊设计，可以在恶劣的条
件下工作，并利用特定的波长来减少由烟雾和烟尘引起
的“模糊”。数据被实时呈现给操作员，使他们能够根据
出钢过程和清晰的报警通知做出明智的决策。

适用于包括不锈钢在内的二次炼钢炉（例如 
EAF、BOF）的操作员。适用于铜、铂金的其他型号可应
要求提供。如果需要，系统还可用于指示安全高度，提供
广阔的视野。

提高产品质量
经证明，使用 SDS 可以在每次出钢结束时改善操作员
的响应时间和一致性。与传统的流监测方法相比，它可
将炉渣深度减少多达 25％。

降低下游加工成本
额外的下游加工时间和材料成本加重了运营工厂的负
担。通过控制炉渣残留，可以减少或消除这种昂贵的下
游加工成本，从而提高工厂的产量和经营利润。

自动操作
出钢开始时，应用专用软件会使用流识别算法对其进行
记录，生成用于质量控制的数据日志和图表。有一个流
跟踪装置，用于确保在典型工作条件下可靠运行。当炉
渣出现并且超过操作员定义的数量时，警报将自动被触
发。系统旨在确保准确地检测钢/炉渣，而不受装载重量
的影响，并且无需操作员的干预。

主要特点和优势

 • 提高产量 
 • 降低炉渣含量，提高钢材质量 
 • 降低转炉/电炉容器的维护费用
 • 降低能源成本 
 • 自动识别和跟踪液体流   
  准确识别液体流，减少  
  背景干扰 
 • 发送给操作员的清晰报警通知

 • 系统产生的报警会在炉渣残留之前 
  直接停止出钢过程
 • 全自动操作
 • 不受装入量影响的精确检测 
 • 独立于操作员的可靠警报
 • 通过使用开放数据接口改善  
  连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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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检测系统是 AMETEK LAND 用于监测和减少钢铁生
产设施中的炉渣残留的理想解决方案。事实证明，它可以
减少炉渣残留，节省成本并提高作业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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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检测系统

强大的检测系统可防止炉渣残留
这个功能全面的系统为钢铁厂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提供
了用于开发和改进钢水从一个工序转移到另一个工序的
工具。 

SDS 为钢铁厂提供了多种在线控制的互连方法，更重要
的是，它能自动记录三种形式的出钢数据，以便后期分析
和未来的工艺改进。
除此之外，图像处理系统已被预先安装和配置好，可开箱
即用，只需要极少设置。当系统硬件被安装到钢铁厂后，
系统一开机，钢铁厂就可以立即开始减少炉渣残留问
题。目前没有其他热渣检测系统能提供这些功能。

观察关键的出钢信息
显示屏预装在强大的图像处理系统上，可以让用户观察
到关键的出钢信息，如实时热图像、钢和渣的百分比、时
间与百分比图、报警级别和报警状态。 

像出钢编号、传感器温度、通信状态、出钢持续时间、钢/
渣比例和记录状态这样的次要信息位于不太显眼的地
方，不会在出钢过程中分散用户的注意力。系统也有用
于监控和采集的外部输入端。

查看整个工厂的出钢信息
通过使用远程查看器选项（至少需要 IMAGEPro-SDS 1.1）、
多位用户可以在工厂网络的任何地方远程实时查看出
钢概况。
在出钢结束后，视频、文本数据和图表按出钢编号保存，
以便日后分析，并可在用户定义的天数后自动删除。
钢铁厂和炉渣检测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包括：数字和模拟
输出、以太网。这些都由开放数据接口（Modbus TCP 和 
I/O 选项）控制。

规格和设计

自动液体流跟踪
SDS 的另一个新功能是自动液体流跟踪。专用的炉渣检
测图像处理软件可以选择跟踪液体流的宽度和位置，而
不受传感器位置的限制。
当从锐角观察液体流时，它的位置将在出钢的不同阶段
发生变化，软件可准确地跟踪浇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
何移动，只从被标识为液体流的区域进行测量。这减少
了视场中背景热源造成的任何误差。

方便的光纤连接
通过开放数据接口将图像处理系统连接到工厂网络，可
以将实时数据传输到炉渣检测系统和从炉渣检测系统传
出，从而改善钢水转移过程。

传输到 SDS 的数据包括出钢编号、报警级别和钢铁厂指定
的五个独特变量，如料号、炉号、钢种和出钢温度等。使用
时，这些数据都记录在保存的文本数据文件中。

系统输出的数据传输速度可达每秒 50 帧。这些信息包括
钢渣百分比、报警状态、传感器温度和通信状态。

SDS 电源装置（PSU）配有光纤 1GB 以太网连接（光纤按
需提供），便于安装和集成到现有工厂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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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测和清晰视图

远程查看器
远程连接允许在工厂网络的任何地方实时查看出
钢信息。

语言
软件支持本地语言。

SDS
摄像机装置 ODI

打开数据接口
（工厂连接）

FCB
现场接线盒

IMAGEPro-SDS
工作站



如何防止炉渣残留

IMAGEPro - SDS 应用软件

以下一连串的画面清楚地说明了 SDS 是如何跟踪炉渣的形成，最
后激活警报，停止出钢过程并防止炉渣残留的。

警报仍然显示为绿色。实际钢含量为 88.6%，渣含量为 11.4%（总钢含
量为 99.5%，总渣含量为 0.5%）

钢/渣/报警级别
钢、渣报警百分比、钢/渣报警状态可通过开放数据接口
获得。数值也可以从钢铁厂传输到 SDS。

自动液体流跟踪
自动识别并跟踪热场景内的液体流位置，以减少背景干
扰的影响。

显示图形
条形图和曲线图显示了钢渣百分比与时间的关系。钢/
渣的实际和总百分比用条形图和数字显示。该屏幕还
显示报警状态，并以颜色变化指示报警。这些信息以及
热视频和所有文本数据在出钢开始时就会自动记录下
来。
 

SDS
炉渣检测系统

炉渣检测系统



IMAGEPro - SDS 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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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警报显示为红色。钢含量已降至 17.7%（渣含量为 82.3%）。警报 
（渣设定为 35%）被触发，然后出钢过程被停止。

警报被触发后，SDS 继续监测，显示渣含量上升到最高 95%。

距离 4m 5m 7.5m 10m 15m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宽度 高度 IFOV

12° x 9° 0.84m 0.63m 1.3mm 1.05m 0.78m 1.6mm 1.57m 1.18m 2.4mm 2.1m 1.57m 3.2mm 3.15m 2.36m 4.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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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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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M0464 Slag Detection System Rev 6 CN  版权所有 © 2008-21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如因产品持续开发而导致所含信息发生必要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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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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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摄像机装置
测量范围： 800 到 1800°C / 1472 到 3272°F

图像分辨率： 640 x 480 像素

光谱响应： 3.9 µm（中心）

帧速率： 50 帧/秒

探测器： 微测辐射热计焦平面阵列

光学装置： 标配 - 12°（水平）x 9°（垂直）

对焦范围： 4 m / 13.1 英尺至无穷大

保护窗口： 蓝宝石（作为备件提供）

精度： 测量值的 ±2％ 

温度分辨率： 0.5 °C / 0.9 oF（800 °C / 1472 oF 黑体温度）

外壳： 带隔热罩的水冷和空气净化外壳

观测管： 其设计大大降低了液态钢/金属直接撞击视野的风险
 （附带蓝宝石保护窗口）

尺寸： 560 x 215 x 235 mm / 22 x 8.5 x 9.3 英寸

重量： 10 kg / 22.05 lbs.

防护等级： IP65

SDS 摄像机供应源
接口： 摄像机装置和图像处理系统之间的本地连接接口

服务：  水、仪表空气、电源输入，位于外壳后部

电源装置（PSU）
组件：  电源、以太网通信（交换机）

PSU - 防护等级： NEMA 4 类

尺寸：  380 x 380 x 211 mm / 15 x 15 x 8.3 英寸

重量：  15kg / 33.07 lbs.

接口： 可选的光纤数据接口

图像处理单元
炉渣/钢检测： 当在规定的窗口内检测到预设百分比的炉渣或钢/金属时，将发出警报

用户显示： 首页信息显示和位置标识符。  外部数据通过接口输入显示。

自动功能：   自动出钢检测、流跟踪、钢/渣比、热视频和视频文件录制、包括出钢编号在内的所有数据的日志文件、钢/渣百分比的清晰显示（条
形、数字和图表）、警报颜色等

软件： IMAGEPro-SDS - 高级图像处理和应用软件

接口： 开放数据接口，Modbus TCP，Moxa I/O 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