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激光、X射线及同位素技术

EMG iTiM
精准把控板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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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ng your  
performance

高精度、全自动在线厚度测量系统，是

基于广泛应用积累的高水平专业技术知

识的结晶。只有准确理解具体的应用情

况和精度要求，才能针对不同的应用量

身定制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举个例子，激光测量系统虽然使用方

便，成本相对较低，但在绝对测量精度

方面始终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而这便是EMG综合性解决方案制定能力

得以大放异彩的地方，这些方案是EMG

数十年经验积累的结果，通过产品极其

广泛的应用领域就能印证：除热轧、冷

轧、各种工艺生产线以及金属箔相关应

用，EMG还专门面向钢铁和铝业服务中

心以及汽车行业提供成熟可靠的质量保

证解决方案。

随着EMG iTiM - intelligent Thickness 
Measurement的缩写）高精度厚度测量

系列产品被纳入EMG质量保证解决方案

这个大家族，标志着EMG在为客户提供

完整解决方案的道路上又更进一步。

EMG通过将丰富的系统和解决方案与客户

产线进行优化集成，使各方力量汇集到

一处：EMG凭借覆盖全球的销售和服务

网络、卓越的设计技术、深刻的工艺理

解、广泛的产品组合以及经过行业验证

的成熟解决方案，确保广大客户能够享

受到最优效益和最佳成果。

EMG iTiM – 高精度厚度测量解决方案

EMG – 当出色技术能力“碰”上丰富应用知识

单一来源，切实保证系统可靠性和完整性

选择EMG iTiM，精准把控板材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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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一来源保证产品一致性

应用领域

以成熟技术为依托

全新解决方案， 
开启现代化改造新局面  

为了充分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EMG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和

生产场景，推出三种不同的厚度测量技术：

 » 激光技术

 » X射线技术

 » 同位素技术

上述解决方案还能与其他测厚、测宽、测长、测速以及测温解

决方案相结合。

用最合适的系统，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EMG通过不同的产品

系列和机械设计方案，帮助您完美实现相应的技术目标，达到

理想的生产要求。用户将EMG解决方案无缝集成到生产线，即

可对现有系统进行有效的现代化改造。得益于设计的高度灵活

性，EMG的系统在安装时几乎适用于所有条件和要求。

帮助用户减少人力物力财力，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如我

们通常会对现有的同位素源进行重复使用，比如我们专门研

制的即插即用型装置只需短短几小时即可安装完毕。不仅如

此，EMG的软件解决方案也可集成到现有系统中，这有助于最

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汽车行业 
 » 来料厚度检测

 » 准确测量剪切机和激光切割机的板带

厚度

 » 提供板坯相关厚度数据

 » 减少后续生产流程中的不合格品

 » 与EMG其他质量保证系统相结合，例如

粗糙度测量系统、宽度测量系统……

钢铁及铝服务中心 
 » 来料厚度检测

 » 准确测量横剪和纵剪刨分机组的板带

厚度

 » 为终端客户或下游工艺提供相关板带厚

度数据

 » 提升材料产量

 » 可同时显示多项数据 

（比如厚度和宽度）

 » 提供与钢卷和钢板相关的厚度数据

轧制和涂层工艺
 » 高精度板带厚度测量

 » 为先进工艺控制提供数据源

 » 提升产量

 » 减少产品降级

 » 可结合多种测量系统并支持数据可视化

展示

 » 前馈控制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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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技术的厚度测量系统EMG iTiM 
Laser适用于多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与所有其他解决方案一样，我们在开发该

系统时也重点关注非接触式厚度测量以及

为实现工艺流程数字化而进行的必要生产

数据采集。测量时，两个激光距离传感器

被安装在板带相对的两侧。

其中一个传感器安装在被测材料上方，另

一个则安装在被测材料的下方。然后通过

两个测量头之间的距离以及每个传感器测

量与被测材料之间的距离的差来计算板带

的厚度。

例如，测量系统上还专门集成了一个校准

样本，用于补偿温度对传感器几何形状的

影响。

EMG iTiM激光测厚系统维护率低，安装方

便，可作为测量金属带材、薄板、箔等板带

产品厚度的即插即用型解决方案，测量过

程中无需接触板带且无需借助合金材料。

此外，EMG iTiM激光测厚系统还可用于对

基于各种材料成分的结构化材料进行可靠

的厚度测量。

助力全自动化流程控制的非接触式厚度测量系统

EMG iTiM laser 激光测厚系统  
激光测厚系统的技术原理

技术参数* 
EMG iTiM laser

厚度测量范围:	 200	μm	-	150	mm
线性度:	 ± 2.2	μm
重复精度:	 ± 0.25	μm
系统性能: ± 5	μm	 
  （具体取决于厚度范围）

测量分辨率:	 ± 1	μm

* 符合IEC 61336相关标准

X射线透射测量法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是 

这三种 技术中最好的。使用这种方法进行

测量时，需要将X射线源和探测器放置在被

测材料相对的两侧。X射线未被吸收的部分

是精确测量材料厚度的基础信息。测量过

程中，通过软件计算补偿材料本身相关的

影响因素。基于X射线的测量系统测量精度

高，测量值输出快，积分时间短，因此整个

厚度测量过程既经济又高效。不仅如此，该

系统还为轧制应用速度自动控制提供所需

的参考变量。

在热轧和冷轧应用中，即使条件再恶劣，

也能确保对整个系统的有效保护，这便是

EMG开发iTiM这套X射线测量系统的目的

所在。即便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该系统也

能表现出出色的耐受力和抗干扰性。

测量数值快速输出，集成速度快，测量精度高

EMG iTiM xray X射线测厚系统
X射线测厚系统的技术原理  

为准确记录材料品质奠定基础
由于X射线发生器的应用范围很广，因此

EMG iTiM Xray可用于测量的材料厚度范

围和种类范围都很广泛。至于测量结果：即

使是用来测量极薄（不超过50	mm）的铝

箔和温度高达1200°C的热轧钢板，都能给

出高度精准的测量结果。在对轧钢机架进 

 

行控制时，我们会将激光光学测速仪集成

到测量框架中，从而对包括测速装置敏感

元器件在内的整个测量系统施加保护。

在汽车行业或钢铁和铝服务中心，EMG 
iTiM Xray还为记录质量保证应用中的材 

 

料品质奠定了理想基础。得益于系统高度

的灵活性，用户还能对与质量保证相关的

所有测量任务进行单独调整。

该系统还能与EMG其他质量保证系统相

结合，例如粗糙度测量系统、宽度测量系

统……

技术参数* 
EMG iTiM xray

厚度测量范围:	 5	μm	-	50	mm
测量精度: ± 0.1	%	/	± 1	μm
统计噪声: ± 0.1	%
取样时间:	 0.2	-	8	ms
重复精度: ± 0.05	%
误差: ± 0.1	%

*  符合IEC 61336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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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透射法是EMG厚度测量系列解决

方案采用的第三种方法。EMG将同位素源

和探测器布置在被测材料相对的两侧。同

位素发射恒定的伽马或β射线，然后通过

内置的准直器对该等射线的辐射范围加以

限定。未被被测材料吸收或散射出的射线

则通过入射窗进入探测器。电离室中的气

体经过电离产生电子，这些电子在高压作用

下消散，并作为测量信号被加以处理。

对测量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后，即可结合碳

酸钾曲线计算出正确的测量值。在此过程

中，合金补偿所需的值也被考虑在内。

使用EMG iTiM Iso进行测量的整个过程

稳定且维护方便，因此适用于测量精度最

高且需要保证生产连续性的所有应用场

景。 而且几十年来，这些系统早已被成功

用于测量产线进料区域的材料超厚情况。

通过多重安全措施确保辐射安全

EMG iTiM iso 同位素测厚系统
同位素测厚系统的技术原理

技术参数*  
EMG iTiM iso

厚度测量范围:	 200	μm	-	7	mm
测量精度: ± 0.1	%	/	± 1	μm
统计噪声: ± 0.14	%	/	100	ms
采样时间:	 0.2	-	8	ms
重复精度: ± 0.1%
误差: ± 0.05	%

* * 符合IEC 61336相关标准

EMG 出色的软件集成灵活性:
 » EMG iTiM厚度测量仪可连接客户数据库服务器

 » 测量结果可直接存储到质量数据库或材料流数据库

 » 通过以太网TCP/IP协议通信

 » 配有SQL数据库系统接口

 » 通过RFC（远程函数调用）连接SAP
 » 可配置其他接口（也可根据要求提供全套接口）

灵活的EMG软件方案

软件集成   
独家供应商，独家联系人

让产品始终保持先进性
作为全线产品供应商，EMG为客户提

供包括厚度测量技术在内的所有质量保

证系统。非接触式厚度测量技术的硬件

组件与相应的软件解决方案完美互补，

赋予系统和流程以独有的技术前瞻性。

考虑到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特

色，EMG也会专门开发满足用户个性化

需求的软件解决方案。

EMG还能为您定制流程数据裤和产品数

据库的接口方案，从而确保生产流程的

流畅性，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 perfecting 
your performance!

精确测量涂层厚度
同位素厚度测量系统也可用于涂装线，

用于控制干性涂层的品质。EMG同位素

测厚解决方案以β反散射原理为基础，结

合专用于测量基材、底漆和面漆的级联

传感器，可准确测量干性涂层的厚度，

从而明显改善涂装工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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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ng your  
performance

作为具有几十年技术沉淀的全线产品供

应商，EMG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

案，帮助其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厚度测量就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凭借

这一优势，EMG成功帮助广大客户在最

大程度上获得效率提升，在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EMG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板带产品生产

制造的整个流程链条，包括轧制和涂装

线，以及在汽车行业和钢铁铝材服务中

心，使EMG广大客户的增值流程得到显

著优化。

EMG凭借多年的深耕厚植，树立起可持

续的行业发展标准。这不仅体现在EMG

所采用的各项技术上，更被模块化且高

度灵活的软件策略赋予面向未来的前瞻

性。

用我们的产品，优化您的效益

EMG 全方位质量保证解决方案

EMG 厚度测量系统聚焦六大方向

高精度
基于激光、X射线和同位素三种技术的厚度测

量系统，测量精度都能达到±0.1%

高效率
采样时间最短只需0.2毫秒

维护率低
采用成熟可靠的传感器技术

技术领先，数字驱动
软硬件组件均采用模块化设计， 

同时搭配可变参数接口设计

应用多样性
热轧：中心测量及横向轮廓测量，适用于厚板

或带材初轧或精轧机组环节

冷轧：用作连轧机及可逆式冷轧机组各类控制

过程的调节变量，还可用于酸洗、检查、分条

及平剪切机组以及连续热镀锌和退火机组。

钢铁及铝服务中心：来料厚度检测以及精确测

量板带厚度，也适用于横剪和纵剪刨分机组、

汽车行业：来料厚度检测以及精确测量板带厚

度，也适用于剪切机和激光切割系统；可与

EMG其他质量保证系统相结合

技术
最新的行业标准及系统接口

可靠
检测器和电子元件均配有数字总线接口

责任
技术支持和备件服务覆盖全球

灵活
适合新旧厂房设施的高适配组件

可持续
长期稳定的数据存储和质量协议

用户友好
基于WINDOWS	10的主机及客户端可视

化系统

EMG 质量保证解决方案，为您创造卓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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