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系列是紧凑型两线制红外测温仪，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提供

高性能、低维护的非接触高温计，易于现场安装。这使得该仪

器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测量任务。仪器的外壳用不锈钢打造，具

有 IP65 的防护等级 

C系列仪器的参数设置如发射率，可以直接在设备上完成。

其他参数诸如响应时间等可以通过 USB接口连接电脑，完成

时间、峰值保持等其他参数的设置，以及进行数据记录。C

系列可以提供 TTL 输出。 

 

AST 

高精度非接触式红外高温计（两线制） 

 0℃ to 2500℃                                       • C系列 
 

  

 

 

 

 

 

 

 

 

 

 

 

 

 

 性能参数 

 

 AST-CG 系列 AST-C200 系列 AST-C22 系列 AST-C400 系列 AST-C47 系列 

测量范围（分段） 250 ~ 2500℃ 600～2500℃ 0～1000℃ 300～1400℃ 300～2500℃ 

发射率 0.1～1 可调 0.1～1 可调 0.1～1.0 可调 0.1～1.0 可调 0.1～1 可调 

光谱响应 1.6μm 1.0μm 8～14μm 3.9μm 5.14μm 

光电探测器 砷铟镓 硅 热电堆 热电堆 热电堆 

响应时间 10ms～10s 可调 10ms～10s 可调 60ms～10s 可调 60ms～10s 可调 60ms～10s 可调 

精度 测量值的±0.3% + 1℃ 测量值的±0.3% + 1℃ <200℃，测量值的±1.5% 

或 3℃  (取大值) 

≥200℃，测量值的±1% 或

4℃ (取大值) 

（要恒温 25-30 分） 

<500℃;测量值的±1.5% 

≥ 500℃; 测量值的± 1% 

（要恒温 25-30 分） 

<500℃;测量值的±1.5% 

≥ 500℃; 测量值的± 1% 

（要恒温 25-30 分） 

重复性 读数的 0.1% + 1℃ 读数的 0.1% + 1℃ 读数的 0.3% + 1℃ 读数的 0.3% + 1℃ 读数的 0.3% + 1℃ 

瞄准 激光 激光 激光 激光 激光 

主要应用 铸造、退火、轧钢、焊

接、淬火、锻造等 

烧结、铸造、退火、轧

钢、焊接、淬火、锻造

等 

塑料、木业、流体、玻

璃纸、橡胶、陶瓷、纺

织品等 

透过火焰测温 玻璃的钢化和弯曲、浮

法玻璃测温 

信号处理 峰值保持     

可选配件 安装配件、其它的电缆长度（标配 3 米） 

 

输入/输出 工作环境 物理参数 

模拟输出：4-20mA，最大负载 500Ω 

（24VDC）、200Ω（18VDC） 

数字输出：TTL 

无 冷 却：0～70℃ 

水冷保护：0～200℃ 

防护等级：IP65 

湿    度：10～95%无结露 

重    量：250 克 

电    源：24VDC±25%  尺    寸：Ø40mm*113.5mm 

功    耗：仪器最大 0.6W，激光最大 0.65W   

Accurate Sensors Technologies 
 

 

 

 



 特性 

 

 

 

 

 

 

 

 

 

 

 

 

 

 

 

 

 

 软件 Infrasoft 

 

AST “Infrasoft”软件是在标准供货范围。它可以同

时连接三个高温计并进行参数设置,，查看实时图表、

离线图形和评估测量数据。高温计和软件之间的通

信是通过连接在高温计和 PC串行端口之间的电缆

来实现。软件有记录功能、光斑大小计算器和参数

设置功能。 

通过软件可调参数： 

⚫ 发射率，响应时间 

⚫ 清除时间（峰值） 

⚫ 模拟输出 

⚫ 测量子范围 

⚫ 温度单位（℃/℉） 

⚫ 通信模式（comm.mode） 

 

 

 高温计尺寸图 

 

 

 

探头特性 

体积小巧、功能强大 

 

 两线制技术，方便电气连接 

 毫秒级响应时间 

  测量靶面小 

  仪器上可直接调整发射率 

 TTL 数字输出和 Infrasoft 软件 

 坚固的不锈钢外壳 

系统智能控制盒 PS-9500-01 

系统智能控制盒 

现场调试及接线的强大助手 



 选型 

                              A                    B              C  

AST — C   —     /  

                                   系列号               温度范围            测量距离 

 

 

电缆长度：电缆长度是指从探头自带的电缆，标准配置是 3 米长铁氟龙电缆，我们可为用户定制不同长度的电缆。 

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是指从高温计镜头到测量目标的距离，确定测量距离后，我们方便为用户定制最佳测量光斑的镜头。 

 

 

 

 

 

 

 

 

 

 

 

 

 

 

 

 

型 号 温度范围℃ 响应波长 距离系数 主要应用 

   

AST-CG-2510 250 ~ 1000℃ 1.6μm D/50 

烧结、铸造、退火、轧钢、焊接、淬火、

锻造等 

AST-CG-3013 300 ~ 1300℃ 1.6μm D/100 

AST-CG-3525 350～2500℃ 1.6μm D/200 

AST-C200-6025 600～2500℃ 1.0μm D/200 

   

AST-C22-0010 0～1000℃ 8～14μm D/50 塑料、木业、流体、玻璃纸、橡胶、陶瓷、

纺织品等 AST-C22-7510 75～1000℃ 8～14μm D/100 

   

AST-C400-3014 300～1400℃ 3.9μm D/50 透过火焰测温 

   

AST-C47--3014 300～1400℃ 5.14μm D/50 
玻璃的钢化和弯曲、浮法玻璃测温 

AST-C47--4025 400～2500℃ 5.14μm 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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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现场经验 

AST全球的服务团队致力于不同的工业领域，从很

难攻克的多波段温度测量开始，为各种现场提供高

精度、高可靠的温度测量解决方案。帮助工业现场

提高生产质量、节约控制成本。 

AST/3T 简介 

以色列 3T/AST创立于 1994年，致力于研发及销

售非接触式温度测量产品，采用全新的测量方法，

进行远距离温度测量，所达到的温度准确度远超出

现今市场上的绝大多数测温仪。 

无论发射率或是被测介质情况及波动情形如何，证

实我们的测温仪的测温误差率低 1%，如此高的测

温准确度及重复性，对诸多金属处理工业，如铝、

钢、铁、铜、镁、钛及半导体的产品工艺质量有相

当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