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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仪器设备概览
优质客户解决方案



超过 70 年的
产品指南

AMETEK Land 是一家世界领先的企业，专门设计和制造用于工业红外非接触式
温度测量、燃烧效率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监测仪和分析仪。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于 1947 年在英国成立，以为苛刻的应用
开发创新的弹性测量技术而闻名。2006 年，它被 AMETEK, Inc. 公司的 Process 
& Analytical Instruments 部门收购，今天，AMETEK Land 已是包括炼钢、玻璃制
造、矿物加工、碳氢化合物加工和火力发电在内的世界各行业产品应用解决方案的
优质供应商。

我们高度精确的测量解决方案是建立在我们丰富的应用知识基础上的，可以满足
每位客户的确切工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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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查看更多信息
请访问 AMETEK Land 网站，了解：
• 我们广泛的产品系列的详情
• 特定应用的解决方案
• 行业信息
• 可下载的宣传册、手册和应用指南
• 免费软件下载
• 离您最近的 AMETEK Land 办事处

WWW.AMETEK-LAND.COM

推出最新的便携式气体
分析仪 – Lancom4

推出最新的非接触式红外高温
计– SPOT（System 5 系列），并
在 2013 年英国工程卓越奖颁奖
典礼上获得高度好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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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AMETEK,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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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扫描仪 - 
Land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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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下载宣传册、手册或应用指南，以详细了解产品是否
真的符合您的要求。

还有，如果您在美国，您可以直接从我们的美国网上商城订
购您想要的产品，并享受免费送货服务。

如果您没有找到您想要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团队
不断致力于开发新的解决方案和功能，我们在为全球众多行
业开发定制解决方案方面拥有多年的经验。

AMETEK Land 产品指南是您的参考大全，方便您了解我们
在工业红外非接触温度测量、燃烧效率和环境污染物排放方
面的所有先进解决方案。

这份易于使用的指南旨在帮助您找到适合您应用的产品，并
包含我们所有最新解决方案的详情。

一旦您确定了最适合您工艺的产品，您就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上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的网站上列有最新的规格和产品库
存情况。

欢迎
阅读我们的产品指南

全球支持
我们业内一流的售后支持服务确保您能从 AMETEK Land 的仪器和系统中获得最高性能。
世界各地的热忱服务中心和现场人员提供：
• 技术支持
• 维护
• 紧急维修
• 认证和校准
• 维修和服务合同
• 培训
请参阅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和支持的信息。

WWW.AMETEK-LAND.COM/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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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点非接触式测温仪/高温计

便携型非接触式测温仪

固定式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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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点非接触式测温
仪/高温计
我们为在线温度测量和控制提供一系列广泛的红外测温仪。我
们还可以为不同的工艺和特殊应用提供创新的、灵活的定制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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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SPOT 是一个功能齐全、高性能的高温计系列，用于固定点的非接触式红外温度
测量。它有一系列的工作波长、温度范围，适合各种工艺要求。 
行业
   发电       铝业      钢铁行业      工业加工      矿产行业

应用

温度范围
50 - 3000 °C / 122 - 5432 °F

优势
 ∙ 大量程
 ∙ 快速、准确、可重复的结果
 ∙ 方便单人操作
 ∙ 众多的型号和配件选择

   冷轧 – 冷轧减径机
   冷轧 – 森吉米尔轧机（Z 轧机）
   热轧 – 初轧/梁式轧机
   热轧 – 连铸机矫直机出口
   热轧 – 卷材箱
   热轧 – 联合轧机
   热轧 – 均衡炉
   热轧 – 中厚板轧机/可逆轧机
   热轧 – 粗轧机
   热轧 – 除鳞机
   从铁到钢 – 鼓风总管和风口
   从铁到钢 – 热风炉
   棒磨机 – 地下卷取机铺设头
   棒磨机 – 机架
   棒磨机 – Stelmor 卷取机跳动
   套管出口（玻璃纤维/岩棉）

   管道（平板）
   采空区（容器/特制品/餐具）
   熔化槽 – 内部耐火材料
   模具
   再生器
   锻造 – 跌落
   锻造 – 旋转
   热处理 – 退火
   热处理 – 激光硬化
   热处理 – 等离子渗氮
   太阳能 – 多晶硅铸锭
   太阳能 – 多晶硅反应器
   砖 – 隧道窑
   水泥 – 燃烧区
   水泥 – 熟料溜槽

SPOT AL – 铝生产和加工应用高温计

温度范围
130 - 800 °C / 266 - 1472 °F
所示 SPOT AL 带有可选执行机构

SPOT AL/LT 是一款先进的智能/多波长应用高温计， 
为铝生产和加工行业提供单传感器解决方案。
优势
 ∙ 专业铝算法
 ∙ 单传感器解决方案
 ∙ 强大的软件支持
 ∙ 还有 SPOT AL LT（低温）可供选择
 ∙ 用 SPOT 执行机构改进目标对准

行业
   铝业

应用
   铝挤压  

   铝带
   铝锻造
   其他铝工艺
   铝液（出钢）

SPOT GS – 镀锌和合金化热镀锌带材

温度范围
125 - 1000 °C / 257 - 1832 °F

先进的非接触、红外、点式高温计，设计用于在镀锌和合金化热镀锌工艺中连续、
高精度地测量涂层钢带的温度。
优势
 ∙ 三种专用的钢带预设算法
 ∙ 快速、准确、可重复的结果
 ∙ 高品质光学器件，可精确对准目标
 ∙ 适合多种钢铁应用

行业
   钢铁

应用
   CGL – 合金化热镀锌出口  
   CAL – 浸泡

产品指南

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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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指南

SYSTEM 4

温度范围
0 - 2600 °C / 50 - 4700 °F   

高精度、单点高温计有很宽的温度范围和一系列工作波长，适合各种应用， 
灵活性高。

优势
 ∙ 温度测量范围宽
 ∙ 快速、可靠和准确的结果
 ∙  可互换元件，无需重新校准即 
可在不同的应用中使用
 ∙ 广泛的型号和配件选择

行业
   玻璃
   工业加工
   钢铁

AUTO POUR（自动浇注）

温度范围
600 - 1600 °C / 1112 - 2912 °F

一种高温计系统，专门设计用于在浇注模具和铸件的工艺中测量铸造厂中液态金
属的温度。

优势
•  不会中断流程
•  持续监控
•  模拟和报警输出
•  加固型高温计外壳

行业
   钢铁

应用
   钢铁铸造厂

UNO

温度范围
50 - 2600 °C / 150 - 4700 °F

坚固的、低成本的、独立式温度传感器系列，根据原始设备制造商、工厂设计师和
工艺操作员的需求进行了优化。

优势
 ∙ 大量可选配件
 ∙ 可追溯的校准，精度极高
 ∙ 坚固、多功能的设计
 ∙ 直接集成到 4-20mA 回路中

行业
   玻璃
   烃加工（HPI）
   工业加工
   矿产

应用
   热轧 – 再热炉  
   热轧 – 钢铁铸造厂
     沥青/路石/柏油路面 –  
搅拌机和溜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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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点非接触式测温仪/高温计

RT8A

温度范围
0 - 500 °C / 0 - 1000 °F

高精度、非接触式红外应用高温计，设计用于路石和玻璃厂中多种工艺的测量以
及其他具有挑战性的低温工艺应用。

优势
 ∙ 工业标准输出，易于集成 
 ∙ 快速响应、高度精确的测量 
 ∙ 为满足行业需求而设计 
 ∙ 用于路石应用时，12 个月的保修期

行业
   玻璃
   矿产

应用
   空气冷却（平板）
     批量入 （容器/玻璃纤维/岩棉/平板/特制品/
餐具）

     沥青/路石/柏油路面 –  搅拌机和溜槽

IQ

温度范围
200 - 1750 °C / 392 - 3182 °F

一个紧凑、坚固的工业测温仪系列，旨在满足高温过程控制应用的需求。

优势
 ∙ 坚固的全金属设计
 ∙ 集成空气吹扫和水冷却
 ∙ 高度可配置，配件广泛
 ∙ 即插即用，易于安装

行业
   玻璃
   矿产

应用
   套管出口（玻璃纤维/岩棉）  
     烤箱加热和浸泡区 （建筑/汽车玻璃）
     烤箱出口（建筑/汽车玻璃）

SOLOnet

温度范围
200 - 1750 °C / 392 - 3182 °F

灵活的、支持网络浏览器的数字红外测温仪，可定制，以满足制造业和工业中的各
种过程控制应用的需求。

优势
 ∙ 可在现场更换光学元件，无需重新校准
 ∙ 标配坚固的、易维护的蓝宝石窗口
 ∙  用户可通过网络浏览器、以太网或 RS485  
进行配置
 ∙ 四种不同的测温仪类型，有多种配置选项

行业

应用
   套管出口（玻璃纤维/岩棉）
     烤箱加热和浸泡区 （建筑/汽车玻璃）
     烤箱出口 （建筑/汽车玻璃）

 （仅在美洲、中国和印度销售）

   铝
   玻璃
   工业加工

   矿产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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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指南

炉气温度 – CDA

温度范围
400 - 1800 °C / 752 - 3272 °F

先进的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设计用于测量锅炉和焚烧炉的燃烧气体温度。
优势
 ∙ 忽略寒冷的空气和 CO2 以外的气体
 ∙ 与 System 4 附件兼容
 ∙ 非接触式测量不干扰加工过程
 ∙ 也可用于炉气温度

行业
   工业加工
   发电

应用
   生物质 – 锅炉/熔炉操作  
   废物 – 锅炉/熔炉操作
   煤炭 – 锅炉/熔炉操作

SPRINT8

温度范围
0 - 982 °C / 0 - 1800 °F

紧凑、坚固的非接触式测温仪，专为低温工业过程而设计。
优势

 ∙ USB 配置接口
 ∙ 专为恶劣环境而设计
 ∙ 标准的两线制 4-20mA 回路输出
 ∙ 可选的绿色 LED 瞄准二极管

行业
   工业加工

应用
   纸张 – 超级压延
   纸张 – 扬克烘缸
   塑料 – 热成型

DTT – 拉丝塔

温度范围
800 - 2600° C / 1500 - 4700° F

一种短波长红外测温仪，提供精确和稳定的温度测量，用于控制光纤拉丝塔炉。
优势
 ∙ 精确、可靠的非接触式测量
 ∙ 2 m 光导长度
 ∙ 工业标准输出和配件
 ∙ 瞄准小目标

行业
   玻璃

应用
   拉丝塔（光纤通信）

FG – 玻璃前炉

温度范围
850 - 1600 °C / 1562 - 2912 °F

一种简单的光纤、两线制、回路供电的测温仪，有 4-20mA 输出。专门为改善玻璃行
业的过程控制而设计。
优势
 ∙ 精确测量，温度最高可达 1650 °C (3000 °F)
 ∙ 易于安装
 ∙ 性价比高，无需水冷
 ∙ 无需在线校准

行业
   玻璃

应用
   前炉
   再生器
   管道
   熔化槽 – 散装玻璃
   熔化槽 – 内部耐火材料

 （仅在美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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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T5A – 浮法生产线

温度范围
250 - 1300 °C / 482 - 2372 °F

准确和灵活的红外测温仪测量，用于测量浮法生产线上锡槽和退火窑中的玻璃表
面温度。
优势

 ∙  250 °C 至 1100 °C (482 °F 至 2012 °F)
的温度范围

 ∙ 4.8 至 5.2 µm 的光谱响应
 ∙ 50:1 的光学视场
 ∙  与 System 4 的配件和附件兼容，可以实现精
确对准

行业
   玻璃

应用
   锡槽  
   锡槽出口
   退火窑入口和出口

FTS – 熔炉

温度范围
500 - 2000 °C / 900 - 3600 °F

一种双传感器温度监测系统，旨在连续测量再热炉应用中的真实负荷温度，特别
是在具有挑战性的加热段，它可以对背景辐射进行补偿。
优势
 ∙ 测量精度高
 ∙ 真实温度的连续数字显示
 ∙ 专为再热炉设计
 ∙ 数字 RS232C 或 RS485 输出

行业

应用
   热处理 – 火焰硬化
   再热炉

SP – 喷淋室

温度范围
600 - 2600 °C / 1112 - 4712 °F

光纤红外测温系统，专门为连铸机喷淋室的恶劣环境下的温度测量而设计。
优势
 ∙ 安装简便
 ∙ 简单、快速的探头拆除，无需工具
 ∙ 喷淋室中没有电子装置
 ∙ 介质消耗量少，无需水冷却

行业

应用
     热轧 – 连铸机喷淋室

VDT – 气相沉积

温度范围
1000 - 2500 °C / 1800 - 4500 °F

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专为蒸汽/薄膜沉积过程中准确测量预制件温度而设计。
优势
 ∙ 精确、可靠、无漂移的测量
 ∙ 坚固、灵活、模块化的设计
 ∙ 可调焦，通过镜头瞄准
 ∙ 工业标准输出

行业

应用
   拉丝塔

 （光纤通信）

   钢铁
   工业加工
   发电

   钢铁

   玻璃

固定点非接触式测温仪/高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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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和线扫描仪
在先进的软件支持下，我们的成像仪和线扫描仪在性能上是行业的标杆，
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热信息，使工艺安全、高效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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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热成像仪

LWIR-640

温度范围
-20 - 1000 °C / -4 - 1832 °F

NIR-656 和 NIR-2K

温度范围
600 - 1800 °C / 1112 - 3272 °F

一个高精度热成像仪系列，在广泛的应用中提供高温和高分辨率的测量结果。

优势
 ∙ 高分辨率辐射热成像仪
 ∙ 用于恶劣条件的坚固外壳
 ∙ 诸多型号和配件选择
 ∙ 两年保修

一种长波长智能热成像仪，集成了网络服务器和板载 I/O。

优势
 ∙ 高分辨率辐射热成像仪
 ∙ 高级图像分辨率
 ∙ 创新的软件分析
 ∙ 智能功能

MWIR-BORESCOPE-640

温度范围
300 - 1800 °C / 572 - 3272 °F

一种高度精确的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摄像机，具有光谱滤波功能，可用于连续的
温度测量和熔炉剖面测量应用。

优势
 ∙ 高分辨率
 ∙ 广角视野
 ∙ 光谱滤波技术
 ∙ 测量整个炉膛剖面温度

NIR-BORESCOPE-640

温度范围
600 - 2000 °C / 1112 - 3632 °F

一款短波长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摄像机，可进行连续温度测量，适用于视场中具
有较大温差的熔炉应用。

优势
 ∙ 持续监控
 ∙ 宽测量范围
 ∙ 实时热数据
 ∙ 高级光谱滤波

行业
     烃加工
   矿产
   钢铁
   发电
   工业加工

应用 
   炼油/石化 – 燃烧加热器
   水泥 – 燃烧区
   热轧 – 再热炉
   生物质 – 锅炉/熔炉操作
   煤炭 - 锅炉/熔炉操作
   热处理 – 退火

行业
   矿产
   钢铁
   工业加工
   发电

应用 
   水泥 – 燃烧区  
   水泥 – 窑壳
   热轧 – 再热炉
   锻造 – 旋转
   煤炭 – 锅炉/熔炉操作

行业
   矿产
   工业加工
   钢铁
   发电
   玻璃
   烃加工

行业
     烃加工
   玻璃
   特种金属

应用 
   锡槽  
   钢包  
   退火窑入口和出口
   玻璃 – 熔化槽
   HPI – 关键管道
   发电 – 精炼石油焦
   发电 – 存储

应用 
   硝酸 – 氨燃烧器
   旋转器（平板）
   铜 – 精炼
   铂金 – 精炼

新
产品

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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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炉膛热成像仪

NIR-BORESCOPE-656 和 NIR-BORESCOPE-2K

温度范围
600 - 1800 °C / 1112 - 3272 °F

高分辨率短波长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
摄像机，专为一系列连续过程监控应用
而设计。

优势
 ∙ 连续熔炉监控
 ∙ 超广角视图
 ∙ 高度准确的温度读数
 ∙ 高级光谱滤波

行业

应用

NIR-BORESCOPE-2K-GLASS 熔炉（熔池）监测系统

温度范围
1000 - 1800 °C / 1832 - 3272 °F

NIR-B-2K-Glass 是一款孔探仪热成像
摄像机，专门用于在玻璃熔炉应用中进
行精确的温度测量。

优势
 ∙ 专为玻璃熔炉应用而设计
 ∙ 监控图像中任意点的温度
 ∙ 只需在耐火墙上打一个小孔
 ∙ 可选的自动缩回系统，用于提供额外的保护

行业

应用

NIR-BORESCOPE-640-EX

温度范围
600 - 1800 °C / 1112 - 3272 °F

NIR-Borescope-640-EX 是一款短波长
红外辐射孔探仪成像摄像机，适用于蒸
汽重整器和裂解炉管的连续温度测量。

优势
 ∙ 高精度，可以实现最佳过程控制
 ∙ 实时热数据
 ∙ 短波长传感器
 ∙ ATEX 认证

行业

应用

   矿产
   钢铁
   工业加工

   玻璃

   烃加工

   水泥 – 燃烧区
   水泥 – 窑壳
   热轧 – 再热炉
   锻造 – 旋转
   热处理 – 退火

   熔化槽 – 散装玻璃
   熔化槽 – 内部耐火材料

   氨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乙烯裂解炉 – 蒸汽裂解炉
   氢气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从浆液转化为合成气 – 气化炉
   甲醇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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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扫描仪和系统

HOTSPOTIR 传送带

温度范围
20 - 250 °C / 68 - 482 °F

一种极其紧凑、反应迅速的红外扫描系
统，设计用于检测传送带材料上出现的
热点。

优势
 ∙ 准确的连续温度监测
 ∙ 简单、可靠的报警处理
 ∙ 适合工业条件的紧凑型设计
 ∙ 快速扫描速度可达 100Hz

行业

应用

   烃加工
   工业加工
   发电

   钢铁
   矿产

   水泥 – 熟料冷却器
   从铁到钢 – 焦炭输送机
   从铁到钢 – DRI 运输
   生物质/煤炭 – 输送机操作
   纸张 – 超级压延
   木材 – 输送机上的木屑

LSP-HD 线扫描仪

温度范围
20 - 1700 °C / 68 - 3092 °F

一种高度均匀、紧凑和精密的高精度红
外线扫描仪，设计用于为运动过程生成
先进的热图像。

优势
 ∙ 市场领先的图像清晰度
 ∙ 方便的即插即用以太网控制
 ∙ 不需要单独的处理器
 ∙ 向后兼容

行业

应用

   烃加工
   工业加工

   钢铁

   建筑和汽车玻璃
   平板玻璃
   玻璃钢化和弯曲
   非织造布
   纸张
   塑料
   太阳能
   从铁到钢
   热轧机
   CAL – 连续退火生产线
   CGL – 连续镀锌生产线

玻璃钢化炉系统

温度范围
150 - 1100 °C / 302 - 2012 °F

在玻璃钢化厂进行高精度温度测量的集成解决方案，不受玻璃表面涂层的影响。

优势
 ∙ 完全可配置的产品质量警报
 ∙ 适用于所有涂层，包括低发射率的涂层
 ∙ 专为恶劣的工业环境而设计
 ∙ 简单、低成本的安装

行业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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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指南

火炬烟囱监测系统

温度范围
100 - 1000 °C  / 212  - 1832 °F

LWIR-640 和 IMAGEPro 提供准
确和可靠的监测，确保工厂能够在
安全、高效运行的同时满足火炬烟
囱的排放要求。

优势
 ∙ 无与伦比的温度精度
 ∙ 非常清晰地观察任意目标
 ∙ 适合安装在任何气候条件下
 ∙ 用户友好的软件控制

行业

应用

   烃加工
   钢铁

   炼油/石化 – 火炬烟囱
   从铁到钢 – 火炬烟囱

SDS – 炉渣检测系统

温度范围
800 - 1800 °C / 1472 - 327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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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
 ∙ 全自动操作
 ∙ 降低炉渣含量，改善钢材质量
 ∙ 减少下游加工和材料成本
 ∙ 借助高级软件进行准确、快速和可重复的检测

行业

应用

   钢铁

   从铁到钢 – 碱性氧气转炉
   从铁到钢 – 电弧炉 – 出钢
   从铁到钢 – SDS

16 产品指南 — 我们的仪器设备概览

特定应用的热成像系统



CYCLOPS L

温度范围
200 - 3000 °C / 392 - 5432 °F

Cyclops L 便携式高温计是一个优质、
高度精确的手持式仪器系列。它们提供
了一种“对准即测量”的简单、精确的温
度测量方法。

应用
   热轧 – 铸钢厂
   从铁到钢 – 出钢
   套管出口（玻璃纤维/岩棉）
     熔化槽 – 散装玻璃（容器/特制品/餐具）
   熔化槽 – 内部耐火材料
   氨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乙烯裂解炉 – 蒸汽裂解炉
   氢气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甲醇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炼油/石化 – 燃烧加热器
   锻造 – 跌落
   锻造 – 旋转
   热处理 – 火焰硬化 
   热处理 – 等离子渗氮
     专业涂层 –  
等离子陶瓷涂层

优势
 ∙ 操作简单，“对准即测量”
 ∙ 机载数据存储
 ∙ 蓝牙和 USB 连接
 ∙ 经过校准并可追溯至国家标准

行业
   钢铁
   玻璃
   工业加工
   烃加工

畅销
产品

便携型非接触式测温仪
我们高质量的手持式测温仪可以无与伦比的精度和可靠性测量点温。
它们采用触发式操作，易于使用，支持精确地观察目标和机载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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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源
我们的一系列黑体校准源能够在现场和实验室条件下对辐射
测温仪进行高精度校准。  
它们设计用于与我们现有的仪器、主源和参考源无缝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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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CAL

温度范围
-10 - 1600 °C / 15 - 2900 °F

一系列黑体主源和参考源，用于在现场或实验室条件下对辐射测
温仪进行高精度校准。

优势
 ∙ 六个型号，覆盖所有的 AMETEK Land 测温仪
 ∙ 便携式、可运输和台式版本
 ∙ 高精度校准符合国家标准
 ∙ 温度范围为 -10-1600 oC (15- 2900 oF)

HBTMS 校准源

温度范围
20 - 45 °C / 68 - 113 °F

人体温度测量系统 (HBTMS) 校准源，用于红外测温仪/高温计
和热成像仪，旨在提供准确、可追踪和便携的现场校准。

优势
 ∙ 高精度校准符合国家标准
 ∙ 红外测温仪/高温计和热成像仪的校准源
 ∙ 温度范围为 20-45 oC (68-113 oF)

校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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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效率监测仪
对氧气、一氧化碳和硫酸露点的密切监测有助于提高燃烧效
率，降低能耗，减少排放，防止工厂腐蚀。我们的仪器为这些应
用提供精确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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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A 系列

气体测量
测量 CO、O2、NO
计算 CO2 和 NOx

一种紧凑、可靠的多气体分析仪，用于测量燃烧天然气和生物质的过程中的烟气
排放。
优势
 ∙ 易于安装和维修
 ∙ 符合国际认证标准
 ∙ 双传感器技术，灵敏度高
 ∙ 自动校准，可以实现无人值守操作

行业
   发电
   钢铁

应用
   排放监测 – 烟囱排放
   废物 – 锅炉/熔炉操作
   废物 – 烟囱排放
   从铁到钢 – 烟囱排放

WDG 1200 和 1210（氧气）

气体测量
0 到 25% 的氧气浓度

一个高度灵活的高精度烟气氧气分析仪系列，专门为燃烧分析和控制应用而开发。

优势
 ∙ 便于维护
 ∙ 简单的用户界面
 ∙ 多用途探头和配件
 ∙ 业界信赖的氧化锆技术

行业
   钢铁
   工业加工

应用
     烟气（容器/玻璃纤维/岩棉/平板/特制品/餐具）
   化学处理 – 烟囱排放

LANCOM 200（硫酸露点）

温度测量
酸露点 SO3、H2SO4

一种使用导电电池技术的便携式监测设备，用于准确、定期测量燃烧过程中的酸
露点温度（ADT）。

优势
 ∙ 易于携带和安装
 ∙ 记录数据，以供以后分析
 ∙ 内置打印机，用于打印读数
 ∙ 采用现场可更换的电池，易于维护

行业
   发电

应用
   煤炭 – 锅炉/熔炉操作
   生物质 – 锅炉/熔炉操作
   废物 – 锅炉/熔炉操作

燃烧效率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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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MKIII (PS-1 & ASTM D6216)

测量范围
不透明度 0-10 % 至 0-100 %
光密度 0-0.1 至 0-3.0 
粉尘密度 0-15 至 0-1000 mg/m3

（5 m 路径长度时）

符合美国和欧洲标准的高规格的不透明度和粉尘监测器，用于监测燃烧过程。

认证
QAL 1/PS-1/ASTM D6216/程序 3/PS-11

优势
 ∙ 适用于环境合规性测量
 ∙  符合 ASTM D6216、US EPA PS-1、EN 
15267 和 QAL1 的要求
 ∙ 无移动部件，可靠性高
 ∙ 业界领先的精度
 ∙ 泛光 LED，具有热稳定性
 ∙ LED 光源终身保修

行业

应用
     烟气（容器/玻璃纤维/岩棉/平板/特制品/ 
餐具）

   化学处理 – 烟囱排放
   纸张 – 烟囱排放
   生物质/煤炭 – 烟囱排放
   排放监测 – 烟囱排放
   废物 – 烟囱排放
   从铁到钢 – 烟囱排放
   水泥 – 烟囱排放

   玻璃
   工业加工
   发电

   矿产
   钢铁

不透明度和粉尘监 
测器
我们的不透明度、粉尘和微粒监测器系列是目前最先进的产
品，采用专利技术，可以提供高度准确的结果。它们没有移动
部件，可靠性高，维护工作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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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PM (PM-CEMS – EN 15267)

测量范围
0-1000 mg/m3

后向散射激光 PM 分析仪，用于连续监
测排放，适用于合规或工艺监测应用。
认证
通过 TUV 认证，符合 EN 15267 标准

优势
•  大面积聚光光学器件
•  不受烟气条件影响
•  高度稳定可靠
•  宽测量范围

行业

应用
   水泥 – 烟囱排放
   生物质 – 锅炉/熔炉操作
   煤炭 – 锅炉/熔炉操作
   废物 – 锅炉/熔炉操作
   纸张 – 烟囱排放
     烟气 （容器/玻璃纤维/岩棉/平板/特制品/ 
餐具）

   从铁到钢 – 烟囱排放

4650-PM (PM-CEMS – QAL1)

测量范围
0-15 mg/m3 至 0-200 mg/m3

高灵敏度的颗粒物质前向散射激光测
量，适用于没有冷凝水的燃烧过程。

认证
PS-11 连续颗粒物测量

优势
 ∙ 高级光学元件，检测限更好
 ∙ 宽测量范围
 ∙ 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 内置数据记录

行业

应用
   化学处理  – 烟囱排放
   纸张 – 烟囱排放
   生物质/煤炭 – 烟囱排放
   排放监测 – 烟囱排放
   废物 – 烟囱排放
   从铁到钢 – 烟囱排放

4400（不透明度 - EN 15267）

测量范围
不透明度 0-10 % 至 0-100 %
光密度 0-0.1 至 0-3.0 
粉尘密度 0-20 至 0-1000 mg/m3

（5 m 路径长度时）

粉尘和不透明度监测器，用于监测不需要自动校准检查的燃烧过程。

认证
通过 TUV 认证，符合 EN 15267 标准

优势
 ∙ 泛光 LED 确保了最大的稳定性
 ∙ 稳定的高亮度 LED 光源
 ∙ 专利反射器确保了最小漂移

行业
   玻璃
   工业加工
   发电
   矿产
   钢铁 

应用
   从铁到钢 – 烟囱排放

   玻璃
   工业加工
   发电

   矿产
   钢铁

   玻璃
   工业加工
   发电

   矿产
   钢铁

不透明度和粉尘监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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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OM 4

气体测量
CO（低）、CO（高）、O2、 
NO、NO2、NOx、CO2、 
H2S、SO2、CxHy

紧凑型便携式多气体分析仪，能够测量一系列燃烧和排放过程中的多达 8 种烟气。
优势
 ∙ 同时测量多达 8 种气体
 ∙ 电池续航时间长达八小时
 ∙ 众多样品探头选择，适用于所有应用
 ∙ 快速、准确的结果

行业
   玻璃
   发电
   工业加工

应用
     烟气（容器/玻璃纤维/岩棉/平板/特制品/餐具）
     前炉（容器/玻璃纤维/岩棉/特制品/餐具）
     再生器（容器/玻璃纤维/岩棉/平板/特制品/餐
具）

   废物 – 锅炉/熔炉操作
   煤炭 – 锅炉/熔炉操作
   生物质 – 锅炉/熔炉操作
   化学处理 – 烟囱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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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气体分析仪
我们最先进的、易于使用的便携式气体分析仪可以同时测量多种
气体，是燃烧监测和环境合规应用的理想选择。

畅销
产品



MILLWATCH

测量范围
0-100 至 2000 ppm
以 50 ppm 为单位递增

一种先进的一氧化碳探测器，用于及时警告煤炭和生物质粉碎机中可能发生的自
燃。
优势
 ∙ 连续、准确的监测
 ∙ 对变化的 CO 水平作出快速响应
 ∙ 自动校准以确保系统完整性
 ∙ 氧气测量可选

行业
   发电 – 生物质

应用
   生物质/煤炭 – 制粉

SILOWATCH

测量范围
0-100 至 2000 ppm
以 50 ppm 为单位递增

一种先进的一氧化碳探测器，用于及时警告煤炭和生物质储料仓中可能发生的自
燃。
优势
 ∙ 对上升的 CO 水平作出快速响应
 ∙ 精确、持续的监测
 ∙ 氧气测量可选
 ∙ 通过自动校准确保系统完整性

行业
   发电 – 生物质

应用
   生物质/煤炭 – 储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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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
我们的高灵敏度 CO 探测器可以在加工和储存区域有燃烧危险的情况下
发出预警，用于监测整个过程，及早检测出危险情况，并提醒操作员迅速采
取行动，防止火灾的威胁。



226 产品指南 — 我们的仪器设备概览

软件
我们通过最新的软件技术全面支持我们世界领先的产品，提
供标准和特定应用的软件包，为我们服务的行业和应用提供
最佳性能和功能。



软件

SPOTVIEWER

相关产品
SPOT

一款 SPOT 红外高温计的免费 PC 实用程序，可配置、显示和记录数据。

优势
 ∙ 数据记录、趋势视图和分析
 ∙ 警报状态显示
 ∙ 高温计设置的用户管理
 ∙ Modbus TCP/IP 通信

最低平台规格
•  处理器：Intel i5 2GHz 或同等规格
•  内存：4GB
•  硬盘：250MB
•  显卡：256MB
•  显示屏：1024 x 768 像素
•  操作系统：Windows 7 SP2、Windows 8.1
、Windows 10，带有 .NET Framework：4.6.2

免费下载

AMETEK LAND 和工业 4.0

工业 4.0 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工业流程的数字
化和通过数字接口进行的相关双向数据交换，目
的是使机器、传感器和操作员之间能够进行全面
和自动化的通信。
这优化了流程，缩短了周期时间，并提高了生产
力、质量和安全。
AMETEK Land 提供具有 Modbus/TCP 和以太网
供电 (PoE ) 等工业标准接口的创新产品，可以快
速和容易地集成到新的或现有的网络中。因此，测
量系统和工艺之间可以连续交换更多的数据，而不
仅仅是纯粹的测量信号。

SPOTPRO

相关产品
SPOT

SPOTPro 是一款高级软件实用程序，它提供了单一的控制点来配置、存储和查看
多达 40 个 SPOT 红外高温计的数据。

优势
 ∙ 控制多个点式测温仪
 ∙ 数据记录、趋势视图和分析
 ∙ 警报状态显示
 ∙ 高温计设置的用户管理

最低平台规格
•  处理器：Intel i5 2GHz 或同等规格
•  内存：4GB
•  硬盘：推荐 256GB
•  显卡：256MB
•  显示屏：1024 x 768 像素
•  操作系统：Windows 7 SP2、Windows 8.1
、Windows 10，带有 .NET Framework：4.6.2
•  推荐专用网卡

免费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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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PRO

相关产品
LWIR、MWIR BORESCOPE、
NIR/NIR BORESCOPE、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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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
 ∙ 支持多达 16 个成像仪
 ∙ 广泛的功能
 ∙ 实时热分析
 ∙ 灵活的通信选项

最低平台规格
 ∙ 英特尔 i5 2.5GHz
 ∙ 8GB RAM
 ∙ 512MB 显卡
 ∙ 1GBPS 网络适配器。
 ∙ 平台：Windows 7 SP1、Windows 8.1、带有 
.Net Framework 4.6.2 的 Windows 10

IMAGEPRO AM（资产监控）

相关产品
LWIR、MWIR BORESCOPE、
NIR/NIR BORESCOPE、SDS

创新的 IMAGEPro AM（资产监控）软件用于全天候 24/7 监控关键容器。

优势
 ∙ 防止发生严重泄漏和破裂
 ∙ 延长容器和熔炉的寿命
 ∙ 对关键容器或熔炉进行全天候 24/7 监测
 ∙ 提供完全定制的系统设置

最低平台规格
 ∙ 英特尔 i5 2.5GHz
 ∙ 8GB RAM
 ∙ 512MB 显卡
 ∙ 1GBPS 网络适配器。
 ∙ 平台：Windows 7 SP1、Windows 8.1、带有 
.Net Framework 4.6.2 的 Windows 10

SOLOnet 和 IQ 配置器

相关产品
SOLONet/IQ 系列

一个免费的 Windows PC 软件工具，为 SOLONet 和 IQ 系列数字红外测温仪提
供配置和数据显示功能。

优势
 ∙ 灵活的通信选项
 ∙ 实时温度数据显示
 ∙ 可视化的警报显示
 ∙ 轻松设置发射率

最低平台规格
 ∙ 处理器：奔腾双核或同等处理器 
 ∙ 内存：1GB 
 ∙ 硬盘：100MB 
 ∙ 显卡：256MB 
 ∙ 显示屏：1024 x 768 像素 
 ∙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 32 位

产品指南

免费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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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N WINDOWS 控制和分析 (WCA)

相关产品
LSP-HD

PC 软件包为多台 LSP-HD 热成像线扫描仪提供诸多控制和分析功能。一个软
件可以同时支持多达 8 台线扫描仪。

优势
 ∙ 多扫描仪操作
 ∙ 同时进行数据流显示和处理
 ∙ 完全可扩展的输入/输出能力
 ∙ 强大的后处理能力

最低平台规格
 ∙   处理器：奔腾双核或同等处理器 
 ∙   内存：1GB 
 ∙   硬盘：100MB 
 ∙   显卡：256MB 
 ∙   显示屏：1024 x 768 像素 
 ∙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 32 位

CYCLOPS LOGGER（电脑和手机）

相关产品
Cyclops L

免费软件工具，使 Cyclops L 便携式高温计用户能够查看、分析和保存测量数
据，定义路线和数据。

优势
 ∙ 实时热分析
 ∙ 全方位的分析和控制功能
 ∙ 在发生警报时自动存储图像和视频
 ∙ 以全帧速率监视或控制多达四台成像仪

最低平台规格
 ∙ 处理器：奔腾双核或同等处理器 
 ∙ 内存：1GB 
 ∙ 硬盘：100MB 
 ∙ 显卡：256MB 
 ∙ 显示屏：1024 x 768 像素 
 ∙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 32 位
 ∙ 平台：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INSIGHT 数据采集和分析

相关产品
LANCOM 4

PC 数据采集软件，用于直接记录 Lancom 4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的烟囱排放测量
值。

优势
 ∙ 实时显示、采集和存储数据
 ∙ 简单易用、基于 Windows 的软件
 ∙ 多种信息显示格式
 ∙ 将数据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或文本文件

最低平台规格
 ∙ 处理器：450MHz 奔腾处理器
 ∙ 内存：128MB RAM
 ∙ 硬盘：40MB
 ∙ 显卡：256MB
 ∙ 显示屏：1024 x 768 像素
 ∙ 要运行 Insight，还必须安装 TCP/IP 网络
 ∙ 平台：Windows 7 和 Windows 8

免费下载

免费下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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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业应用专用
特定的工业应用需要专门设计的系统来解决关键的温度测量
问题。我们的专业解决方案可以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工艺中
提供更高的性能。



SD – 高炉圆顶

温度范围
20 - 30 °C / 68 - 86 °F

短波长红外测温仪系统，设计用于对高炉炉顶的耐火材料进行高精度和快速的非接
触温度测量。
优势
 ∙ 为熔炉应用而设计的系统
 ∙ 易于维护，大大降低了成本
 ∙ 有了切断阀，就可以无忧拆除
 ∙ 为承受高温、高压条件而开发

行业

应用
     熔化槽 – 内部耐火材料（容器/玻璃纤维/岩棉/
特制品/餐具）

   从铁到钢 – 热风炉
   从铁到钢 – 鼓风总管和风口

GOLD CUP

温度范围
30 - 81 °C / 86 - 178 °F

AMETEK Land 的独特参考高温计，专门设计用于重整炉管表面的温度测量。
优势
 ∙ 消除了其他测量方法中固有的误差
 ∙ 不管发射率如何，都能给出一个真实的值
 ∙ 便携式，由电池供电
 ∙ 提高您的热监测器的准确性

行业

应用  
   氢气 – 初级合成气重整器

JRG/A – 平板和浮法玻璃

温度范围
0 - 70 °C / 32 - 158 °F

JRG/A 是一款尺寸为 28mm x 4mm 的微型辐射测温仪，专门设计用于监测平板
和浮法玻璃应用中的温度一致性。
优势
 ∙ 专为玻璃测量而设计
 ∙ 坚固的设计适用于较高的工艺温度
 ∙ 对温度异常作出快速响应

行业
   玻璃

应用
   退火窑（平板）

UNDERSTRIP

温度范围
600 - 2600 °C / 1112 - 4712 °F

光纤温度测量系统，旨在对冷却区和水冷却应用中的金属表面进行连续、准确的监
测。
优势
 ∙ 介质消耗量少，无需水冷却
 ∙ 位于安全距离的电子设备
 ∙ 安装和拆卸都很简单，同时易于定位

行业

应用
   热轧 – 连铸机喷淋室
   热轧  –  初轧/梁式轧机
   热轧  –  中厚板轧机/可逆轧机
   热轧  –   粗轧机
   热轧  –   除鳞机

   玻璃    钢铁

   钢铁

   钢铁
   玻璃

   发电 
   矿产

Reflecting Hemisphere“Gold Cup”

Fibre Optic

HOT SURFACE

GOLD CUPTHE ULTIMATE  REFERENCE PYROMETER 
FOR REFORMER TUBESAMETEK LAND HAS BEEN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MEASURING EQUIPMENT SINCE 1947.  

WE ARE SPECIALISTS IN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COMBUSTION 

MONITORING WITH APPLICATIONS ACROSS DIVERSE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AND GLASS 

MAKING, POWER GENERATION AND CEMENT MANUFACTURE. 

As part of AMETEK Process & Analytical Instruments Division since 2006, our customers benefit from the worldwide 

AMETEK sales and service team.

Various non-contact infrared methods are used to measure reformer tube 

temperatures. However, these measurements rely on th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ube surface emissivity, and require a method of compensating for reflections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 furnace environment. Depending on how the furnace 

is fired,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ference to these measurements caused by “dirty” 

furnace atmospheres.

Q U A L I T Y  C U S T O M E R  S O L U T I O N S

MEASURING THE TEMPERATURE OF 

REFORMER TUBE SURFACES

OUR SOLUTION IS THE GOLD CUP PYROMETER

The AMETEK Land “Gold Cup Thermometer” is the only instrument that can 

provide a repeatable, reliable reference temperature. It cancels out all the inherent 

errors typically found within other infrared thermometer devices. This instrument 

consists of a gold cup hemispherical reflector. This Gold cup reflector produces a 

measurement area, which is emissivity independent when placed upon the surface, 

making it ideal for unknown emissivity tubes.

The Gold Cup has a narrow protective edge suitable for 

tube contact. This edge prevents reflected radiation from 

the hotter surroundings from entering the cavity formed 

between the tube and the gold cup (see diagram).  

 

The gold reflective hemisphere integrates the emitted and 

reflected radiation producing black body conditions. This 

enhanced energy now escapes through a small aperture 

in the back of the hemisphere where it is measured by the 

thermometer module’s InGaAs detector. 

The thermometer module then transmits the temperature portable 

signal to the display unit. The battery powered 

display unit also powers the thermometer. The range of 

the thermometer is 300 - 1300 °C (572 - 2372 oF).

HOW DOES IT WORK?
Gold Cup ProbeZT9558

©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2014

User Guide

Issue 101 August 2014
Publication Nº ZT9558-UGLanguage: English

特定行业应用专用

 （根据所需温度，可提供高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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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最高性能
AMETEK LAND 的 AMECARE 性能服务使您的设备以最佳效
率运行，以便您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获得最佳的投资回报。



最佳性能和最大回报

认证和校准

部件更换计划

服务中心

技术支持

停产/淘汰的产品

上门服务

返厂

AMECare 服务合同

培训

产品文档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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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认证的一流服务确保您从温度测量系统
中获得最佳的操作性能，提高您的测量精度，并满
足规定的国家和国际质量标准。

当被退回来的仪器不幸被发现其维修成本太高
或者应该被淘汰时，这时，部件更换计划就为 
AMETEK Land 公司的客户提供了一个具有成本
效益的维修替代方案。

我们遍布全球的服务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
务，包括维修、校准和技术咨询。遍布全球的服务
中心确保随时有人处理您的问题，并且零件配送
或退货速度也很快。

如果万一仪器出现问题，或者您只是对安装、性能
或配置等有疑问，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可以随时提
供帮助。

查看关于我们停产或淘汰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
我们为这些产品推荐的新款替代品。我们的停产
产品仍然得到我们的服务团队、内部技术支持工
程师和备件服务部的全面支持。

通过我们的在线数据库查找最新的可用产品文档，
包括宣传册、白皮书、技术图纸和证书（一些技术信
息仅对注册用户开放）。

我们的定制培训课程是为学员量身定制的，
提供基本的应用、产品和测量知识，以使您的 
AMETEK Land 仪器达到最佳性能。

如果您需要将仪器退回给我们进行保修、维修、校
准/认证或日常维护，在执行完您所要求的服务项
目后，我们会对仪器进行全面的测试，然后将其寄
回给您，并提供一份合格证书。

AMECare 服务合同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包括
年度预防性维护、延长保修期和其他好处，以确保
您的仪器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以最高性能运行。

我们的高素质技术人员可以随时上门进行约定的
维护和处理紧急故障。我们提供上门校准、服务和
调试，并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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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rocating Engine Generators are a trusted 
method of providing reliable electric power for 
small-to medium-scale operations.

Driven by the benefits of lower costs and  
risks, gas-powered reciprocating engin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in place of  
combined-cycle gas turbine power plants.

While the reciprocating engines deliver greater 
flexibility,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use of 
renewable fuels such as biogas, they still require 

precise gas monitoring to ensure emissions 
limits are met.

AMETEK Land’s solution is the FGA, an accurate 
and reliable multi-gas analyser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for a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 (CEMS) at the lowest cost 
possible. Providing reassurance to the engine 
operator, it keeps the process efficient by 
improving fuel efficiency and protects against 
potential emissions liabilities.

RECIPROCATING 
ENGINE 
GENERATORS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OLUTIONS FOR  
THE SOLAR AND SILICON INDUSTRIES

The manufacture of silicon products for the photovoltaic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requires accurate, 
reliabl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to ensure consistent quality and process efficiency. Thi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demand for these products grows. 

AMETEK Land is able to deliver a range of technologies to meet the unique demands of these 
production processes, helping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reduce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The condition of glass furnace refractories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safety and process efficiency,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ife of the tank. Deterioration of the refractories can increase fuel costs, and may 
cause glass break-outs or refractory failure.

Monitoring the exterior of the melt tank with a thermal imager can provide an indication of any hot areas 
which may indicate refractory damage. It also gives an early warning of potential glass break-outs.

Continuous thermal imaging can also be used for accurate interior monitoring, establishing temperature 
trends throughout the furnace. It also detects cooler spots which may indicate refractory damage.

Detection of damage to the tank allows early maintenance and extends the tank’s lifespan. Around 70% 
of container glass production costs come from energy, so preventing cracks and lost heat produces 
significant savings. Early detection of glass break-outs enhances plant safety.

REFRACTORY MONITORING
GLASS TANK 

The quality, exclusion of cavities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a cast part can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its temperature at the point 
of casting. For this reaso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of the liquid metal as it is poured 
into moulds,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Delivering an accurate and reliable 
measurement of the metal – unaffected by 
the hot, dirty, and smoky environment, or by 
layers of slag or dross form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liquid metal pouring stream or liquid 
metal bath surface – is challenging.

AMETEK Land produces a range of expert 
solutions to ensure precise, continuous 
liquid metal measurements, using non-
contact systems based around pyrometer 
and thermal imaging technology for the 
best fit to each application.

LIQUID ME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CRITICAL MEASUREMENTS  
IN CEMENT MANUFACTURE 

Portland cement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used to make concrete and 
mortar. There are more than 2,300 active cement plants around the world producing over 3.9 billion 
tonnes per year. They produce cement by heating crushed limestone and other ingredients in a rotary 
kiln to produce clinker which is milled to a fine powder to manufacture the finished product.

Temperature monitoring acros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s essential to support process efficiency 
and cement product quality. It can also help to prolong the life of the kiln through early detection of 
refractory issues or insufficiently quenched clinker, which could lead to production stoppages if left 
unchecked. Monitoring solutions also support safety and emissions control.

WASTE  
INCINERATION

SOLID WASTE

LIQUID WASTE

SEWAGE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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