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rmo Scientific Sentinel 全扫描金属探测器适用于要求苛
刻的包装产品和散装输送机应用

实现最高水平的食品安全和质量



期盼已久的金属探测器技术

Thermo Scientific™ Sentinel™ 全扫描

金属探测器利用创新技术克服固定式

单频或双频金属探测器的局限性，这

种金属探测器可能会漏检隐藏在产品

信号中的金属污染物。

这种全扫描技术最多可扫描五个用户

可选频率（50 kHz 至 1000 kHz）的

组合。相比于先前技术（包括 Thermo 

Scientific APEX 500 金属探测器），这

种技术使用户能够识别体积最多比之

前小 70% 的污染物，从而降低了漏检

至接近零的概率。这就好比将五个金

属探测器合为一体。

实现最高水平食品安全的完全灵

活性

无论是铁、不锈钢、黄铜还是铝，所有

金属对电磁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它们

的反应根据形状、大小、取向和位置而

变化。来自金属污染物的较小信号可能

会隐藏在湿、咸或高矿物质含量产品的

较大信号内。再加上不期望的电气干扰

和振动的影响，您有可能检测不到金属

异物。

Sentinel 探测器为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法。您不再需要

针对具体应用选择“最佳”频率，也无

需尝试运行固定双频的某种组合。相

反，您可以选择 1、2、3、4 或 5 个频

率，使用分步向导为产品进行设置，并

测试感兴趣的任何/所有类型污染物，

从而查看哪些频率效果最好。Sentinel 

Sentinel 将显示产品和各种污染物的具体情

况，消除估测工作，从而优化您的应用。

探测器可以立即显示每个频率下的情

况，例如信号电平、检测结果和相角变

化。无需估测。如果在一个频率下就能

完成所有工作，您只需调整此频率来获

得更好的结果。如果某一频率存在噪

声，或者在应用中不能提供保护，请将

其禁用。这个过程简单、快速，并且非

常灵活。您可以随时使用任何产品做任

何事情。

彩色触摸屏
高强度、耐冲洗、彩色触摸屏与简单易用

的软件相结合，减少了培训和操作时间。

触摸屏的防护罩
为防止意外损坏，提

供了可选的聚碳酸酯

上掀盖。

内置 USB 端口
使用记忆棒保存/恢复程序、移除统计信息

并更新软件。

集成电源和 I/O
与其他金属探测器不同，Sentinel 没有需要

单独接入和安装的盒子。所有电源和 I/O 功

能都是一体式的，安装更快、更灵活。 



帮助您完成工作的软件

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忙

于平衡无止境的需求。能够在数分钟而

非数小时内完成设置、调整和诊断的金

属探测器是必不可少的。Sentinel 软件

专为此目的而设计。 

对于新产品，只需一个按钮即可进行自

动设置。带有图形反馈的分步向导将在

整个过程中为您提供指导。 

多线圈设计
独特的线圈设计使金属信号得以最大

化，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小了金属探测器

的整体尺寸。每个检测通道的尺寸都经

过计算机优化设计。

经 IP69K 测试和认证
整个系统专用于高压清洁。可选的 

lexan 防护罩为触摸屏提供了额外的

保护。

遍布全球的各类输送机 
为确保系统性能和使用寿命，赛默飞世

尔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设计并建造

了输送机。

先进的 Sentinel 显示屏可显示每个频率下的

产品信号、灵敏度和相位，以帮助优化性

能或辅助故障排除。

接收

接收

传输

产品流

产品流

您是否想要快速了解生产中是否出现了会

导致错误剔除的变化？Sentinel 可提供显

示近期历史记录的剔除报告，甚至可以实

时显示实际相角与理论相角之间的偏差。

利用这些信息，可以直接转到所需的设置

屏幕，按下自动按钮，或进行调整，实现

优化状态。在月底，您可以将生产数据传

输到 USB 进行保存或分析。您甚至可以在 

Sentinel 屏幕上以 pdf 格式查看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thermofisher.com/Sentinel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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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金属检测规格（Sentinel 5000 型）

频率范围 50 至 1000 kHz，全扫描探测器最多可运行五种频率

灵敏度 能检测体积比 APEX 500 小 70% 的污染物（应用测试）

底部模式和通道安置 与 APEX 500 金属探测器相同，便于升级

检测通道尺寸* 宽度：75 至 2000 mm，高度：75 至 600 mm。200 mm 以下增量为 25 mm，200 mm 以上增量为 50 mm  

构造 不锈钢 304 拉丝和前面板，HD 选项采用不锈钢 316。任选三种检测通道衬垫样式，适用于严苛的冲洗和 
高温应用。

无金属影响区 1.5-2X 的最小检测通道尺寸，可通过选配法兰来减小

人机界面 (HMI) 7 英寸 (178 mm) 对角线式高强度彩色触摸屏

产品速度 0.5 m/min 至 150 m/min。强烈建议使用编码器输入。

输出类型
8 个继电器输出；AC 最大 250 伏、2 安培，DC 最大 50 伏、1 安培 
8 个数字源型 (PNP) 输出，24 VDC，任意两个的容量为 500 mA，其余平均为 30mA

输出分配（软件可选） 剔除 1，剔除 2，故障，警报，警告

输入类型 8 个输入；有源 24 VDC 开关，可选择为 NPN 或 PNP

输入分配（软件可选） 速度传感器，输入端光电管，剔除确认 1 和满箱，外部警报，外部重置

帮助文本语言 英语、中文、德语、俄语、法语

*并非所有组合都可行，请联系赛默飞世尔公司获取详细信息。

环境、电气和运行规范

金属探测器环境温度 -10 ℃ 至 +40 ℃（+14 °F 至 +104 °F）

检测通道中的产品温度 -10 ℃ 至 +55 ℃（+14 °F 至 +131 °F），HD 选项最大 40 ℃ (104 °F)，PVDF 选项最大 120 ℃ (248 °F)

最大冲洗温度 55 ℃ (131 °F)，HD 选项为 65 ℃，PVDF 衬垫选项不能进行冲洗（仅干燥应用）

相对湿度 20% 至 80%（无冷凝），标准单向呼吸阀

电气要求 100 伏至 240 伏 AC 单相加接地；50 Hz 至 60 Hz，0.6 至 1.2 安培

USB 端口 防水 USB 2.0

符合性测试和认证

防护等级 IP69K，HD 选项包括热冲击保护

出口和安全 cCSAus，CE

制造质量 经 ISO9001 认证

特点和优势

• 全扫描频率灵活性，可优化在任何应用中的性能

• 易于使用的触摸屏，具有设置向导，可缩短设置时间

• 阶段、剔除、质量测试和检测阈值的详细图形显示，可轻松进行

微调和故障排除

• IP69K，适用于严苛的冲洗和灰尘应用，消除维修成本

• 所有电子部件都是一体式的，安装简单灵活

• 所有平衡功能通过软件实现，因此无需在现场手动进行硬件重新

平衡

• 宽泛的环境温度范围，确保可靠性

• 包括铁、非铁和不锈钢 316 测试件，满足特定应用需求

可用选件

• 焊接场压缩法兰，减少有限空间应用中的无金属影响区

• HD 构造，能承受因清洗造成的热冲击，包括不锈钢 316 结构

• 高温 PVDF 衬垫，适用于高温产品

• 重型上掀式聚碳酸酯控制面板盖，可提供额外保护

• LED 警报/故障指示灯和喇叭

• 遥控面板安装，带有可选的倾斜功能

• 赛默飞世尔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中国设计并建造的输送机

• 用于其他金属探测器的安装和转换套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