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装固体的物位和体积测量

实现精确的固体物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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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您具备以下能力...

粉末和固体物料的测量并非易事。

即便只是物位测量，也一“数”难求。但要获得

确切的数值，体积测量在所难免。您要测量的物

料表面凹凸不平，存在不规则堆积物，并且常常

会碰到大量灰尘干扰测量。

作出明智的库存控制决策 

提高安全性并更好地控制流程

减少费时费力的维护

精确测量物位、体积和质量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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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操作效率，避免发生溢出并优化交付计划，准确的物料测量和库存

控制至关重要。 

Rosemount® 5708 系列三维成像物位仪，让您轻松获得生产跟踪、过程控

制、库存管理和使用预测的精确测量值。不论散装固体或粉末物料属于哪

种类型或具有哪些产品特征，也不管存储料仓、储箱或货柜有多大，或者

存储环境有多严峻，罗斯蒙特 5708 都能够提供精确的测量值。

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 

融合了精确测量固体和 

粉末物料的先进技术

+  提供高度精确的物位和体积测量值

+  提高生产跟踪能力

+  通过材料表面三维成像，让您洞悉料仓内部情况

作出明智的库存控制和使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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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 

采用多点测量技术

+  通过可视化检测及时发现潜在故障

+  避免成本高昂的损坏并保障操作人员安全

+  防止料仓库存检查时顶层出现不规则堆积现象

料仓易受物料塌陷的影响。一旦发生物料塌陷，可能会严重损坏料

仓。这通常是由于物料堆积，或进料和出料不均匀，导致仓壁负载

不均。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您需要可以信赖的系统。通过 Rosemount 

3DMultiVision™ 软件所具备的三维可视化功能，您可以更好地掌握

料仓内部的物料分布情况，防止容器遭受结构性损坏。

使用 3DMultiVision 软件，可以实现存储物料的远程监测，减少恶劣

环境下的作业需求并降低成本，从而完全摆脱手动测量，操作人员

也无需再攀爬料仓进行检查。

提高安全性并管理工厂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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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蒙特 5708 系列产品维护需求极低。它既无会

粘着尘垢的活动部件，也无需重新标定，并且拥有

自清洁能力，能够避免天线物料累积，即便是在尘

土飞扬的恶劣环境中也能发挥可靠的性能。

三维可视化功能可以帮助您更好地掌握料仓内部的

物料分布情况，作出适当的维护计划，并防止发生

成本高昂的损坏和生产中断情况。

减少费时费力的维护

设备外包裹着一层粉尘堆

积物。

设备内部一尘不染，可操作

性未受影响。

+  帮助作出维护计划

+  消除手动测量需求

+  无需进行特殊标定

+  无活动部件，零粘着风险

+  持续自清洁能力减少维护次数

仓壁内物料分布不均或出现堆积， 

可能压迫并损坏料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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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

物位仪 3DVision 
软件截屏

精确测量固体物位

物料表面不平整，环境恶劣、尘土飞扬，这些对罗斯蒙特 5708 系列非

接触式的三维成像物位仪而言都不是问题。它能够准确提供存储物料体

积，以及最小、最大和平均物位的测量值。通过能够穿透尘埃的低频声

波，该物位仪可以生成存储物料表面的映射图，从而提供固体物位的精

确测量值。

该产品提供以下三种模型，可根据您的应用进行选择：

罗斯蒙特 5708L 系列：平均物位

罗斯蒙特 5708L 的物位测量功能经过优化，其扫描波束较窄，能够将

信号集中于较小面积，从而实现基础水平的测量。

罗斯蒙特 5708V 系列：体积

提供高度精确的物位和体积读数。适用于大部分容器，并可使用各种波

束角进行操作。

罗斯蒙特 5708S 系列：体积和可视化

拥有同 5708V 一样的功能，但增加了能够实现存储物三维可视化的软

件。这一功能在映射堆积过程和形成的其他不规则变化时非常有用。对

于超大型的料仓，可能需要多台物位仪来覆盖整个面积。信号会在系统

软件中合并起来，形成对整体贮料的单一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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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能与工厂已有的企业资源规划 (ERP) 

系统进行无缝沟通，实现先前无法获取的应用测量，从而加强您对

库存和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为提高整体效率和盈利能力创造最有

力的条件。

为您的应用选择最适合的型号 

非接触式连续物位测量

不受粉尘影响

基本适用于所有固体物料，包括低介电常数的物料

无机械载荷

免维护

持续自清洁

测量范围大

准确的物位测量

准确的体积测量

测量体积，以及最小和最大的物位

窄料仓测量准确一致

宽料仓测量精确可靠

适用于敞口储箱、仓库、煤仓和敞口区域

表面三维可视化

计算机屏幕显示料仓/容器壁上的物料堆积

功能 5708L 5708V 5708S
 系列 系列 系列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l	 l

¡	 l	 l

l	 l	 l

¡	 l	 l

¡	 l	 l

¡	 ¡	 l

¡	 ¡	 l

l  有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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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测量超宽的料仓、圆顶仓、大型敞口储箱、散料储藏室、

物料堆和仓库时，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系统便是 

您的最佳解决方案。 

罗斯蒙特 5708 能够对大范围内的任何物料进行可视化测量。

某些应用可能需要 2 台或以上的物位仪。物位仪所获得的测量

值将被合并到整个表面的单一三维视图中。

应用范围包括

+ 发电厂的煤仓

+ 存储粗糖和肥料的大型圆顶仓

+ 存储谷物类的大型料仓

+  水泥制造厂的大型熟料库或其它大型料仓

+ 大型的物料堆、仓库和敞口储箱

通过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系统 

进行实时库存控制

大型存储设备的库存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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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系统的运行 

如同一台设备

+  所有物位仪进行同步传输，互不干扰

+  覆盖全部物位仪的所有映射点

+  生成整个材料表面的单一完整的融合视图

通过多物位仪软件 
创建的图像。

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 

系统生成的物料 

表面三维图像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实现 
准确、可靠、安全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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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个场所和偏远地区的料仓进行检测十分困

难，但您需要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罗斯蒙特 

3DMultiVision 软件能够提供现状与历史数据的 

精密分析，帮助您改善工作流程，同时降低运营

成本。

凭借该软件能够了解：

+  体积

+  物位/距离的最小值/最大值

+  质量（给定密度）

罗斯蒙特 5708 三维成像物位仪通过标准的 RS-485 

通讯方式连接到一台用作服务器的指定计算机。 

授权用户可以从本地计算机对服务器存储的实时 

和历史数据进行受控访问。

轻松监测多个料仓

软件显示测量数据 

及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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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蒙特 3DMultiVision 软件提高效率和 

安全性

3DMultiVision 可实现存储物料体积的远程 

监测，既降低了成本，又减少了作业人员 

暴露于恶劣环境的风险。

精确的实时库存管理

+  整合了实时的、精确的料仓物料和库存 

物位读数

+  为库存、供应链和财务应用提供信息

+  及时接收整个存储和生产场所的运行效率 

报告

+  增强库存跟踪技术和过程

通过罗斯蒙特 3D MultiVision  
软件，用户可以收集到不同 

场地任意规模容器和容器组的 

实时库存数据



12

Emerson 徽标是 Emerson Electric Co. 的商标和服务标识。Rosemount 和 Rosemount 标识均为 Rosemount Inc. 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标识归其各自所有者所有。
©2014 Rosemount Inc. 保留所有权利。

艾默生过程管理
罗斯蒙特有限公司
美国明尼苏达州查哈森市
市场大道 8200 号，55317
电话（美国）：1-800-999-9307
电话（国际）：(952) 906 8888
传真：(952) 906 8889
www.rosemount.com

艾默生过程管理
瑞士巴尔市
Blegistrasse 路 23 号
1046 邮政信箱
邮编 CH 6341
电话：+41 (0) 41 768 6111
传真：+41 (0) 41 768 6300

艾默生过程管理 
亚太私营有限公司
新加坡班丹湾 1 号
128461
电话：+65 6777 8211
传真：+65 6777 0947

艾默生 FZE
阿联酋迪拜市
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17033 邮政信箱
电话：+971 4 883 5235
传真：+971 4 883 5312

艾默生过程管理 
拉美地区
美国佛罗里达州 
森赖斯市
Concord Terrace 路 1300 号，400 
房间，33323
电话：+1 954 846 5030

非接触式雷达   •   导波雷达   •   振动音叉开关   •   浮子开关   •   超声波   •   声波   •   差压液位

如需了解业内领先的无线液位产品，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semount.com/Level

00803-0106-6165 Rev AB 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