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etek land 热成像系列的一部分i

IMAGEpro
高级热成像监控和分析软件

包括可选的   
IMAGEpro-glass 扩展功能

优质客户 解决方案



IMAGEpro

应用视图示例

加热炉监测和燃烧器控制 出钢过程的温度测量和过程控制 锻造过程中的温度监测和过程控制

.

IMAGEpro
高级热成像监控和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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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和水泥制造等许多行业。  
2006 年，我们加入了 AMETEK Process & Analytical Division 大家庭，从那时起，来自全球各地的
客户一直受益于我们的服务。

创新的 IMAGEPro 是一款先进的图像处理软
件，可用于过程控制、监测、分析和捕捉温度测
量数据。  
IMAGEPro 是一个 Windows PC 软件系统，提供完
整的成像仪设置、增强的热过程视图和高级温度
分析选项。
IMAGEPro 能够监测和控制多达 16 台 AMETEK 
Land 的热成像仪，提供实时分析，清楚地显示关键
过程参数，可以实现精确的热成像和更好的控制。

IMAGEpro

下载 IMAGE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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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应用视图示例

撇渣/除渣的过程自动化 连铸冷却区控制 大温度值显示或便于远距离观察

.

IMAGEPro Online

I/O 模块

Modbus

TCP

OPC UA

I M A G E P r o  概述

多个接口选项

玻璃熔池分析与
控制

批次监测

火焰检测

IMAGEpro 软件
可选的扩展功能



实时数据存储

预录制 

连续和触发的背景记录

数据存档

保存热图像视频（erfx）

保存热图像视频（AVI、MP4）

图像输出（Bmp、Jpg、Png）

图像数据导出（imgx、csv）

erfx 编辑器（切割工具）

I/O、接口和通信

I/O 模块

Modbus 协议

OPC UA 协议（需要单独的许可证）

TCP 协议

在线服务器（IMAGEPro Online）

基本功能

多达 16 台在线/实时摄像机（实时摄像机图像）

播放和存储图像序列（图像播放器）

多语言界面（10 种语言）

遥控摄像机（对焦、速度、均匀度校正）

用密码控制用户访问和配置文件 (3)

软件帮助

可调视图和布局模板

可选择调色板 (6)

1024 个高分辨率图案

用鼠标切开图案（图案 6）

更改温度显示调色板（范围/级别）

镜像/旋转/扭曲热图像

实时图像缩放

16:9 图像视图

图像编辑功能（插值、旋转、反转）

通过数字滤波提高图像质量

帧校正

保存/加载 ROI 配置

保存/加载完整的系统配置

显示测量日期、参数表

热点和冷点检测

视图和显示

实时摄像机图像显示

图像播放器显示

简单值（数字温度显示）

实时网格（表格）

剖面线显示

带报警指示的仪表图

ROI 趋势图/温度时间图

趋势图和分析表 CSV 导出

直方图（统计函数）

I/O 模块（状态显示）

视频流 (RTMP)

事件查看器

感兴趣区域 (ROI) 和过程控制

测量区域 - 每台摄像机都有 100 个感兴趣区域，您
可以用点、矩形、椭圆、多边形、圆、自由绘制线条和
直剖面线来绘制这些区域

ROI 空间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RoC 变化率算法

ROI 汇总分析表

最小值和最大值十字线显示

ROI 阈值 ％

ROI 命名

ROI 上/下限

ROI 发射率设置
- 根据参考 ROI
- 根据 I/O 输入（外部）
- 根据输入/输出参考温度计算得出（外部）

ROI 报警图标

ROI 自定义颜色

ROI 分组和控制

温度曲线图

剖面线支持在同一图形上绘制多个图，最多支持 
5 个标记

剖面线 CSV 导出

自定义值和数学公式

数据标签

数据常量（数字/字符串/引导）

表达式计算（+；-；*；/）

ROI 值的时间函数：

求平均值（针对 ROI 值/标签）

峰值采样器（针对 ROI 值/标签）

峰值停留时间（针对 ROI 值/标签）

比较级别（高于、低于、介于值之间）

发射率和背景补偿

校正发射率（全局、层流、选择性）

校正 ROI 中的发射率、透射率和环境温度

背景补偿（全图）

背景补偿（按 ROI）

使用参考 ROI 来校正 ROI 测量

使用来自 I/O 输入的外部温度

辐射测量计算

外部传感器和发射率输入

外部温度传感器输入/输出

外部发射率传感器输入/输出

触发、报警和 I/O

触发式报警

警报存储、记录和导出

ROI 警报

ROI 触发

实时图像和数值显示时的 ROI 报警红绿灯颜色

调色板设置的数字控制

ROI 配置的数字控制

通过 I/O 或 Modbus 的外部输入

警报存储、记录和导出

存储、录制和导出

后台录制

软件功能

IMAGEpro
高级热成像监控和分析软件

示例：工艺炉监控和热点及早检测

示例：连续生产线上的钢坯测量

示例：加热炉监测和控制



IMAGEPRO-GLASS
创新的 IMAGEpro-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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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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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成像仪。用户可体验 30 天免费试用版进行各种
测试。

IMAGEPro-glass 可以监控多达 16 台热像仪*

广泛的功能 - 广泛的控制和分析功
能，可实现出色的过程控制，有多个
可自由定义的 ROI（感兴趣区域）。 

灵活的通信  - 使用简单的跨平台 
Modbus TCP 协议、模拟信号或 I/O 
模块的警报输出进行信息交换。

实时结果 & 分析 - 强大的图像处理
功能可以对多达 16 个成像仪的热信
息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

灵活的界面布局 - 允许用户在多台
显示器上进行复杂的窗口配置和布
置，界面布局将被存储并在重启时自
动打开。 

可调窗口 - 可以根据需要固定、调整
窗口大小或将其设置为浮动窗口。

工具 & 显示 - 可以根据需要显示和
隐藏，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屏幕空间。

用户级别 - 确保只有具有密码访问
权限的用户才能更改系统配置。 

IMAGEpro-glass 的主要优势

IMAGEPro-GLAss 能够监测和控制多达 16 台成像仪，可对热像仪数据进行实时分析。IMAGEPro-GLAss 使用户能够完
全控制他们的热成像测量，增强了应用的测量功能。

IMAGEpro-glass
高级热成像监控和分析软件

IMAGEpro-glass 是一款先进的应用软件，专门用于玻璃熔池温度测量、批次监测和火焰分析。  它作为一
个可选套件被集成在强大的 IMAGEPro 软件中，可供客户单独购买。

高级批次控制 - 24/7 全天候在
线监测和控制批次的分配和
流量。 

火焰分析 - 监测和分
析炉膛的火焰、分布
以及存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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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联系我们

我们提供百分百的质量保障承诺。访问 ametek-land.com/quality，查看我们所有的认证

IMAGEpro-glass
高级热成像监控和分析软件

批次覆盖范围的变化对炉温有直接影响。当批次移
动到熔炉前部时，温度明显下降，在 IMAGEPro-Glass 
软件内，可以利用 ROI 为熔炉 DCS 设置报警，并通过
调整批次炉料的方向和长度来更好地控制批次覆盖
范围。

主要的批次监测功能包括：
•	 查看熔炉的 2D 俯视图
•	 在炉喉前面设置一个 ROI
•	 在炉喉附近的覆盖熔化网格中配置一个批次 ROI
•	 手动调整批次长度

这个关键的 ROI 通过监控炉喉附近的批次覆盖范围，
即使在拉制速率较大的情况下，也可以帮助避免大量
（低于 15%）
批次炉料进入这个区域，并防止玻璃缺陷的产生。

批次覆盖范围和顶部
温度监测

容器端 50 吨/日烧制玻璃炉的 NIR-B-2K 图像。黑白图像
与用于显示热点位置（温度线上的绿色十字）的剖面线
相结合，黑白图像对比度更好，可以从中看到耐火材料
的磨损、损坏和空气进入（冷区）情况

两个屏幕显示了玻璃覆盖范围 + 批次分析结果，以及用
于批次定位的两侧反拍照片。使用橙色调色板来显示批
次覆盖范围，泡沫显示为灰色。在炉喉附近，我们的批次
低于 15%，这很好。

下方屏幕；IMAGEPro 使用橙色调色板来显示火焰冲击。
注意热传递为橙色。我们可以看到火焰冲击、火焰的长
度和速度以及火焰的峰值。  IMAGEPro 能够根据触发阈
值来监控火焰。

同样的照片，增加了等温线 1600 °C 至 1500 °C – 20 °C，
玻璃表面的泡沫显示为红色。蓝色应该是玻璃。我们可
以看到两个目标壁（区域）之间的温度差异（对于 RHS，
在 1300 °C 时，仅为 100 °C 左右），这表明再生器可能已
经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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