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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铁行业设备智能检测技术，横河电机(Yokogawa)是根据

设备的结构类型和运行特点在机组相应位置安装检测装置,在不拆

卸或基本不拆卸设备的情况下,掌控设备运行现状,控制和防止故障

发生,降低维修费用和提高设备的有效利用率,最终实现设备运行健

康状态的实时掌控。下面介绍2个在钢铁行业的检测方案。

一、使用TDLS200测量转炉烟气回收中的氧气浓度
传统的顺磁氧分析仪，通过采样系统测量回收烟气的氧气

浓度。因而会存在采样系统维护成本、运行成本、测量延时等问

题。现在，TDLS200激光分析仪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些问题。 

1.应用简介

氧气浓度测量是为了安全的回收含高浓度CO的转炉烟气。

传统的顺磁氧分析仪，通过采样系统测量回收烟气的氧气浓度。

因而会存在采样系统维护成本、运行成本、测量延时等问题。现

在，TDLS200激光分析仪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些问题。

2.预期效益

无需采样，节约了采样系统维护和运行的成本

高速响应，可以将测量结果用于氧气浓度控制，改善了烟气

回收率，通过再利用回收气体节约了燃料成本

连续高精度氧气浓度监视

3.工艺概述

转炉煤气回收系统(OG)用于安全回收转炉产生的含高浓度

CO的烟气。由于回收气体会作为燃料再利用，如果响应时间较

慢就会导致能源浪费。因而，需要快速可靠的测量氧气浓度。

TDLS200安装视图(安装示例A)

光发射器安装视图

光程长度: 2.4米

温度标定: 55℃

4.解决方案详情

使用TDLS200关键优势在于可以在IDF后直接测量氧气浓

度，而无需传统顺磁氧分析仪所需的采样系统。在转炉工艺中使

用TDLS，不仅响应速度快，测量精度高，还保证了回收气体的

高纯度，提高了回收效率。

5.现场数据

6.测量系统

TDLS(氧气分析仪)

TDLS200-G-X1-2-N/PS/W□□□

说明: □中填入0-9之间的任意数字，表示光发射器到光接

收器的电缆长度(单位: 米)。

连接法兰

P/N K9745CA(ANSI Class 150 2-inch，316SS)

插入管(客户定制)

7.说明

电源: 100~240V AC，50/60Hz

吹扫气体: N2

流速: 5~50L/min

粉尘浓度(标准):15g/Nm³以下

使用插入管(客户定制)

二、氧化锆氧分析仪检测烧结炉的空气检漏
氧分析仪常用于检测空气泄漏。由于ZR22/ZR402直插式氧

化锆氧分析仪在响应速度、稳定性和可维护性方面的出色表现，

它已经在生产中得到广泛使用。

产品: 氧化锆氧分析仪

1.应用简介

检测烧结炉的空气泄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

烧结炉流程图

对烧结炉进行定期的设备维护，是防止空气泄漏的最有效的

方法。需要考虑降低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减少空气泄漏引起的能

量损失。进行空气检漏后，可以及时维修设备，或者采取其他有

效的维护措施。

氧分析仪常用于检测空气泄漏。由于ZR22/ZR402直插式氧

化锆氧分析仪在响应速度、稳定性和可维护性方面的出色表现，

它已经在生产中得到广泛使用。即使在恶劣的工况下，如

高粉尘、高湿度以及约-5kPa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仍可以

保证DL型烧结炉中的ZR22/ZR402氧分析仪正常工作。

2.预期效益

节约能源并提高烧结炉的效率，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确保稳定的空气检漏

降低运行成本

3.流程概述

在烧结炉中将矿粉与辅料(如焦炭粉)混合，烧结后得到

块铁氧化球团，作为高炉的原料。现代大型高炉，其操作需

要成熟的经验、高效的运行，关键是必需严格控制烧结炉出

矿的质量(铁氧化球团矿大小)。该过程中，空气泄漏检测极

其重要，不仅仅因为能节约能源，更关键地是确保烧结炉在

最佳的工况运行，进而生产高质量的烧结矿球团。

4.解决方案

现场数据

工艺条件

测量点:风箱

温度: ≤200℃

压力: −5 kPa～0 kPa

成分: CO2: 约10%；CO: 约2%；

O2: 8%～16%；N2: 约76%，

SO2: 约600 ppm

湿度: 4%～17%(含有水滴)

粉尘: 1g/Nm3～5g/Nm3(烧结粉矿/块铁矿球团: 直径约

30mm)

流量: 约2m/s～5 m/s

5.测量系统

测量点:风箱

检测器:ZR22G-100-C-K-P-□-□-E-A/C/CV

探头保护器:ZO21R-L-100-J*B

转换器:ZR402G-□-J-E-A/□

自动校准装置:ZR40H-□-□-A   零点气瓶/调压阀

气瓶压力调节阀:  P/N G7013XF(入口W22, 出口Rc1/4)或

P/N G7014XF(入口W22, 出口1/4NPT)

标准气瓶及附件： P/N E7044KF

注意: 标准气瓶须在当地购买。

6.公共条件

电源:额定电压: 100～240V AC

工作电压范围: 85～264V AC

额定频率: 50/60Hz

工作频率范围: 45～66Hz

功耗:约100VA(最大为300VA)

仪表气

(参考气):压力: 300～700kPa

消耗: 约1l/min

7.注意事项

由于样气中含有大量烧结矿粉，

因此要用探头保护器保护检测器。

如果样气中含有CO，需要对其

进行运算补偿，请与YOKOGAWA

联系。

安装检测器防止探头指向与气体流动方向相对。推荐安装方法

是检测器与气流垂直，探头保护器凹口朝向气流方向。视需要，也

可以将它安装在与垂直方向成0°～90°的任意方向。

无论是在制造业、农业、物流业、能源业、汽车业还是无人

机行业，机械自动化都有望显著提高资源效率、设备精度和安全

性。为实现这些效益，关键是找出合适的检测技术以增强对设备状

况相关情境的了解，使得设备的地点或位置成为有价值的输入。对

此，通过指出精确地点或维持精准定位，精密惯性传感器有望发挥

巨大作用。在某些应用中，运动是一个重要因素，若将其位置信

息和传感器情境信息相关联，将产生意义重大的价值。很多情况

下，尤其是在复杂或恶劣环境下工作时，确定位置有着关键性作

用。运动物联网(IoMT)在实现效率大幅提升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

多挑战，高性能惯性传感器将对其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感器推动机器自动化
机械设备已从执行简单的被动测量发展到包含嵌入式控制功

能，现在正进军完全自主式运作，这其中传感器发挥着重要的推

动作用。无论是支持离线分析的简单测量，还是过程控制，很多

此类传感器在孤立环境下都能充分有效地工作。获取实时信息的

需求，加上日益丰富的检测类型和高效处理，使传感器融合——

通过它能够最有效地确定与多种应用和环境状态相关的情境——

取得重要进步。此外，在涉及多平台交互和需要获取历史系统状

态的复杂系统中，连接技术的进步为智能程度日益提高的传感器

系统提供支持，如表1所示。

表1.传感器集成和连接水平

这些已面世的智能型传感器系统正在一些所谓的成熟行业掀

起革命，把农业变成智能农业，把基础设施变成智能基础设施，

把城市变成智能城市。由于传感器被部署在这些环境中以收集相

关的情境信息，数据库管理和通信方面出现了新的挑战，不仅要

求传感器之间的融合，而且要求实现跨平台、跨时间的复杂融合

（例如：对跨时间的基础设施状况、前一年的农作物产量、交通

状况及模式进行基于云计算的分析），如图1所示。

图1.面向地点感知型工业智能检测的集成

在机动性很重要的情况下，需要确定情境传感器数据的地

理位置。事实上，物联网很少被视为静态。工厂、田野和医院中

的可移动设备能发挥更大的用处，而地理位置不动的设备的光学

传感器也可能需要局部移动，比如转向和对位。运动物联网（表

2）能融合情境数据和位置数据，极大地提高数据分析的价值和

效益。举个例子，当分析农作物增产的机会时，试着想象比较以

下两种情形：一是对每颗所种种子的温度、湿度、精确位置都了

如指掌，二是仅知道种子随机播撒的农地的温度和土壤条件；显

然第一种情形更有利于做出准确分析。

表2.精确定位与情境交融，实现运动物联网

 

智能机器中的惯性传感器
在大多数智能机器中，惯性传感器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

设备稳定和瞄准，二是导航和制导，如图2所示（另一个重要作

用是振动分析和条件监控，对此将单独说明）。GPS由于无处不

在，可能被视为大多数系统的首选导航辅助手段，但在某些情况

下，依赖GPS会带来一些严重问题，因为它可能会被阻挡。在

GPS被阻挡期间切换到惯性检测是可行的，但要求惯性传感器质

量足够好，并能在此期间提供足够高的精度。对于稳定或伺服环

路，反馈机制可能要依赖惯性传感器，以使天线、吊车平台、施

工刀片、农具或无人飞行器上的相机维持一个可靠的指向角。在

所有这些例子中，惯性传感器的作用已不仅仅是提供有用的功能

（如手机中的手势控制等），而是发展到要在异乎寻常的困难环

境中提供关键精度或安全机制（参见表3）。

图2.在其他传统传感器有

局限性的应用中，惯性

测量单元起到关键的稳

定和定位作用

表3.困难环境下的工业应用对惯性传感器提出极具挑战性的要求

 

传感器的质量非常重要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是，可以利用传感器融合算法，通

过编程使技术水平很差的传感器获得良好的性能。传感器融合的

确可用于某些校正，例如：利用温度传感器校正其他传感器的温

漂，或利用加速度计(g)传感器校正陀螺仪的重力效应。但即使

是在这些情况下，也只能依据环境来校准给定传感器，而无法提

高它在校准点之间维持性能的固有能力；也就是说，只能插值而

无法维持校准精度。质量较差的传感器通常会迅速漂移，如果不

进行广泛和成本高昂的校准，精度会立即下降。

尽管如此，为使器件发挥最高性能，即使高质量传感器通常

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校准。为了以最具性价比的方式进行校准，必

须了解传感器的复杂细节和运动力学的深厚知识（参见图3），更

不用说需要比较独特的测试设备。因此，校准和补偿步骤越来越

多地被看成是传感器制造商必须提供的嵌入式功能。

将基本检测输出转换为有用的应用级智能的第二个重要步骤

是状态驱动的传感器切换。这就意味着要对应用动力学以及传感

器性能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从而最有效地在任一给定时间点确定

可以利用和依赖的传感器。

图3.从惯性传感器提取有价值的应用级信息需要复杂校准和高级处理

图4中的概念示例说明了传感器融合在工业应用中的作用。

这是一种精密从动工业应用，通过精心选择传感器来满足预期需

求，在GPS有很大可能被阻挡，或在有复杂磁场和其他环境干

扰的情况下保持运作。为此必须高度依赖无基础设施的惯性传感

器，并选择其他传感辅助手段来应对特定环境挑战，帮助校正长

期惯性漂移。虽然较好的做法是对传感器选择进行规划以实现所

有条件下的精确跟踪，但这种做法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此，

场景规划中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已有算法来执行重要的传感

器校准，以及管理应用状态驱动的复杂传感器切换。

归根结底，最终应用将决定

所需的精度水平，而所选的传感

器质量将决定其能否实现。

图4.传感器融合算法依赖精密传感

器，需正确选择以支持特定应用环境

表4.具有复杂、关键任务要求的工业应用依赖高精度传感器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creaform手

持式三维扫描仪目前已广泛用于机械零部件、汽车整车及零部

件、航空航天和船舶、地铁动车轨道交通、家居家装、VR展

示、配合3D打印等等领域，在压铸机部件的三维检测方面也有

很多经验。接下来以机械工业的零部件为例，了解三维扫描仪是

如何进行三维质量检测的。

三维扫描技术现已经

广泛用于工业检测、逆向

制造、产品造型等各个行

业领域，由于手持式三维

扫描仪操作简单，精度很

高，速度快，大大降低了

检测过程中的人力成本，

不仅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

率，更是提高了产品的质

量，在品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对于工业机械组成的每一

个部件，关乎整个工业机械的

正常及安全的运行，所以工业

机械零部件的三维检测需要非

常严谨，检测精度极高，每个部件经过严格的品控才是一台安全

合格的起重机。与当前行业内的三坐标和拍照式扫描仪对比，手

持式三维扫描仪的便携、方便的操作和对环境要求低等特点，非

常适用于零部件的检测，可以轻松解决零部件的品控难题。

 

客户需求
由于工业机械零部件的细微偏差会直接影响后续工件装配的

进行，而各个组成部件的特殊性与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客户一直

以来没有快捷有效的检测手段来检测加工中产生的偏差，严重影

响生产工作的效率。

在了解手持式三维扫描仪之后，客户对新的检测设备提出以

下要求：

对于黑色与亮色工件尽

量不要喷粉；

能准确的获取曲面及复

杂面的数据。

 

解决方案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为客户提供了手持式三维扫描仪

handyscan700,对工业机械部件进行三维扫描检测。

检测要求
要准确表达规定截面的偏差；

对某些孔位进行同轴度，面轮廓度，全3D公差尺寸比较；

三维扫描测量流程
1 . 快 速 贴 上 定 位 标 记

点 ， 叫 几 个 人 过 来 贴 点 就

行，无需专门的工程师，无

需做喷粉处理；

2.使用手持式三维扫描

仪handyscan700对工业

机械零件进行扫描，快速准

确地获取机械零件的三维数

据，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专门培养了一篇高端技术人才，

可以使得扫描的速度更快，数据更完整。

3.通过获取的工业机械零部件数据，并把此数据与原数据在

自带软件VXelements中进行拟合，然后在软件中标出某个部位

的偏差情况，并用图文表格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在来可以直观

的看出该部件能否达到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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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

横河电机 (Yokogawa) 在钢铁行业测量、控制解决案例

高性能惯性检测解决方案助力自主式机器应用

工业机械零件三维扫描抄数全尺寸检测应用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