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烧动力学监控

帮助您的设备实现

高效和稳定运转

www.kistler.comwww.kistler.com

热声学应用

高温环境下的燃烧动力学测量



www.kistler.com2

燃气轮机燃烧器

700°C高温环境下
可靠的燃气轮机监测

当今的燃气轮机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技术需求，不仅需要

燃料高效率和对不同燃料的适应性，甚至还需要满足不断

严格的排放法规，优化部分载荷工况特性。这使得燃烧过

程必须在小范围内精确监测和控制。

燃烧器中的压力脉动是监测的重要对象，不稳定燃烧产生

的过高压力脉动可能会导致设备的损坏。为了避免不稳定

燃烧，保证安全运行，必须利用现代工业测量技术对压力

脉动进行连续监测。

奇石乐公司为燃气轮机燃烧器设计了专用的高温压力传感

器。由于其优异的高温性能，这种传感器可以在超高温下

长期工作，在测量过程中无需使用“长引管”降温，因而

系统方案更简化，测量更加精确。与地绝缘的差分设计，

对电磁干扰不敏感，工作寿命长，以及在严苛现场使用的

认证保证了这一测量系统可在许多应用场合的广泛使用。

使用奇石乐压力脉动监测可获益

•	 提高燃烧效率

•	 减少排放

•	 提高设备运行灵活性

•	 减少运维成本

•	 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	 预防故障停机

•	 适合严苛环境下使用

•	 可用于设备改造

压力脉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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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品系列 – 
应用广泛

应用 目标 获益

涡轮机械

–		测量涡轮机械（压缩机，螺旋桨，

汽轮机等）的动态压力，用于研发

和连续监测之目的

–		在最佳位置测量

–	优化性能

–	提高效率

–	减少排放

–	保护设备

涡轮发动机的研发

– 飞机，直升机，火箭发动机的研发

工作中测量动态压力

– 脉冲爆震发动机的连续监测

–	提高动力和效率

–	减少排放

–	提高设备性能和可靠性

管道系统的振动测量

– 高温介质管道系统的压力脉动探查

– 确定系统激励机理

– 研发和连续监测

–	无需冷却适配器

–	保护设备

–	避免疲劳应力，提高设备寿命

热声学测量

– 利用声学方法测量二维温度场

– 测量电厂锅炉，鼓风炉以及其他大

型工业炉的温度分布

–	帮助工厂提高效率

–	满足排放法规

–	高精度，无热辐射误差

–	超过1000°C的高温测量

除燃气轮机监测应用外，奇石乐高温压力传感器还适合其他许多应用，如在各

种极端高温环境下的压力脉动测量。我们的传感器不仅适合研发应用，也适合

昂贵设备的长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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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组件

组件 特点 优势

高温压力传感器

–	多种传感器外形可选

–	硬电缆（1，2，5米）

–	多种接头	
–	防爆认证（Ex-nA，Ex-iA)

–	连续工作温度：–55 - 650 °C；短时工

作温度：700°C
–	固装绝缘硬电缆

–	差分信号输出，2线制系统

–	外壳隔离	

–	加速度补偿

–	固有频率高

双芯软电缆

– 电缆长度（5，10和20米）

– 多种电缆接头（LEMO，Fischer，
   7/16"-27，散线）

–	工作温度：–55 - 200	°C
–	两芯，双绞线

–	低噪声设计，独立屏蔽

–	钢丝网外层

–	自锁接头

差分放大器

–	铸铝外壳

–	塑料外壳 (DIN导轨安装型)

–	防爆认证 (Ex-nA，Ex-iA)

–	灵敏度范围宽：0.25 - 20 000 mV/pC	

–	多种信号输出可选	

–	电压，单端或差分	

–	电流，3线或2线
–	可编程高低通滤波

典型测量链

高温压力传感器，差分电荷放大器和高温电缆是组成热声学应用测量链的主要

组件。多种组件版本确保无缝兼容。此外，具有防爆认证的组件专用于需要防

爆的应用 (安装在危险区域) 。

p
Q

Sensor Type 6021A... , 
6023A... , 6025A...

Softline Cable
Type 1652A...

Differrential Charge
Amplifier Type 5181A...

Control Cable
3rd Party

DAQ System
3rd Party

6021A/6023A/
6025A型传感器

1652A型软电缆 5181A型
差分电荷放大器

第三方控制电缆 第三方数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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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获益

特点 获益

适用于超高温环境的独特晶体

–	特有的PiezoStar®敏感元件 高温下的优异性能：

–	工作温度可达700 °C
–	优异的长期稳定性

–	灵敏度高	

–	无热电效应	

–	无膨化效应 (popcorn effect)

长期可靠性试验

–	特定条件下的高加速寿命试验

–	经过多年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测试

–	可靠性	

–	可重复性	

–	使用寿命长

满足您需求的模块化设计

Sensor
Typ 6021A

Sensor
Typ 6023A

Sensor
Typ 6025A

Übergangs-Box
Typ _ _ _ _

Softline-Kabel
Typ 1652A

Softline-Kabel
Typ 1652A

Softline-Kabel
Typ 1652A

Diff. Ladungsverstärker, Typ 5183A

Diff. Ladungsverstärker, Typ 5183A

Diff. Ladungs-
verstärker,
Typ 5183A

–	模块化设计 –	高度灵活

–	灵活的传感器和测量链配置

–	组件个数少

对电磁干扰不敏感

Sensor +

Sensor –

GND

–	2线设计，内部与地绝缘 –	真正的差分测量链

–	对电磁干扰不敏感		

–	有效隔离地回路

防爆保护

–	所有的组件均可选防爆版

  (Ex-nA和Ex-ia)
–	组件无缝兼容

–	严苛环境下的高效应用

PiezoStar®单晶敏感元件是超高温压力传感器优异特性的基础，这些高温压力

传感器全部经过700°C的产品检测。与压电陶瓷敏感元件不同，Piezostar这种

单晶材料没有热电效应和无膨化效应 (popcorn effect)。差分测量系统确保即使

在严苛条件下，仍可获得准确的高质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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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奇石乐测量技术涵盖了包含热声学在内的广泛应用，如需获取更多关于声发

射、预知性维护和其他应用的相关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kistler.com。

PiezoStar®是奇石乐集团的注册商标。

更多热声学应用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我们的技术手册，可在www.kistler.

com/thermoacoustics中获取。在该网

页上您还可以找到典型应用的测量系

统配置，包括要求防爆的严苛环境下

的产品，以及最新版的产品技术资料

和用户手册。

在燃气轮机领域，奇石乐也为以下应

用提供声发射（AE）传感器

（ATEX）解决方案：

•	燃烧振动诊断

•	燃气轮机发动机叶片疲劳损伤诊断

•	通用状态监测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

kistler.com/acoustic-emssions。

在我们的网站上，您可以看到丰富的

奇石乐解决方案和技术，不仅是热声

学应用，还有很多其他应用。欢迎访

问我们的网站，查看更多关于其他特

定测量技术和系统的专业样本。

www.kistler.com

DRAFT

www.kistler.com

热声学技术手册

燃气轮机燃烧动力学的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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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Center

Tech Center

Production Center

奇石乐集团是世界著名的压电测量仪器厂家。奇石乐公司主要从事开发生产测量压力、

力、应变和加速度的传感器，产品广泛地应用于物理过程分析和工业过程控制，以及优化

产品质量。

奇石乐为发动机研发、发动机监测、塑料过程、金属加工、组装工程和生物力学应用领域

提供全套传感器，电子仪器和系统。

奇石乐为国际化企业，在全球设立了31个销售中心和生产中心以及3个技术中心，并在其

他30多个国家设有代理商。因而用户能在本地联络和获取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应用支持。

奇石乐集团在全球拥有1500多名员工。

关于我们

销售中心

技术中心

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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