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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的世界领先企业
FLIR	Systems是红外热像仪设计制造及销售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其红外热
像仪广泛应用于个人、商业及政府的各个领域。

新兴市场及服务组织
过去几年中，各市场对热成像系统的需求大幅增加。为满足这一需求，FLIR	
Systems公司大幅扩大旗下各分公司的服务覆盖率。我们现有员工逾3000
人。这些红外技术专家共同协作，实现了超过15亿美元的年收入，并使
FLIR	Systems公司成为全球商用热像仪的最大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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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FLIR目前拥有5家制造厂：3家位于美国（分别位于波特兰、波士顿和加利
福尼亚州圣巴巴拉）、1家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家位于爱沙尼亚。

FLIR瑞典 FLIR美国波士顿 FLIR美国圣巴巴拉

所有市场及所有应用领域
FLIR	Systems完全致力于红外热像仪的开发和生产，所出品的红外热像仪产
品数量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一家制造商。

FLIR	Systems活跃在所有使用红外热像仪的市场领域，包括：预防性维护、
建筑诊断、研发、自动化，以及海事安全、安防或军事等夜视应用。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产品在这些市场发挥巨的大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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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可记录电磁光谱的红外光部分所产生的辐射能，并将其转化为
肉眼可见的图像。

什么是红外？
我们的肉眼只能检测到可见光中的电磁辐射，除此之外，所有其它形式的
电磁辐射都是肉眼不可见的，比如红外辐射。

1800年，英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第一次发现红外辐射的存在。为了解不同颜色的光所产生的热
量有何不同，他将太阳光用三棱镜分解成一个彩虹样的光谱，然后测量了
每种颜色的温度。他发现，从光谱的紫罗兰色部分到红色部分，温度呈现
逐渐升高的趋势。

在注意到这一现象之后，赫歇尔决定再次在没有可见太阳光线的区域测量
光谱中红色光之外的部分的温度。令他惊讶的是，这一区域的温度最高。	

红外热像仪及其工作原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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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辐射介于电磁光谱的可见光辐射和微波辐射之间。红外辐射源主要为
热量或热辐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或0开尔文）的任何物
体均会发出红外辐射。即使我们认为非常冷的物体（例如冰块）也存在红
外辐射。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红外辐射，这包括我们从太阳光、火或散热器等处感觉
到的热量。尽管肉眼看不到，但皮肤中的神经却可以感受到热量。物体越
热，其红外辐射量越大。

红外热像仪
某个物体发出的红外能量（A）通过光学镜头（B）聚焦在红外探测器
（C）上。探测器向传感器电子元件（D）发送信息，进行图像处理。电子
元件将探测器发来的数据转译成可在取景器或标准视频监视器或LCD显示
屏上查看的图像（E）。

红外热成像是一种可将红外图像转换为热辐射图像的技术，该技术可从图像中读取
温度值。因此，热辐射图像中的各个像素实际上都是一个温度测量点。红外热像仪
内置了复杂的算法来完成温度测量工作，这使得红外热像仪成为消防应用领域的最
佳工具。	

A
B

D

E

C

伽马射线 X光 紫外 红外光

微波

无线电

UHF VHF

可见光 红外光

2 5 8 12微米0.8

MWIRSWIR LW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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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场上依然存有“外来”技术，但红外热像仪却是消防员最为熟知的
工具。多数消防员都深知红外热像仪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拯救他人的
生命，还能够保护消防员自身的生命安危。

然而，所有的红外热像仪都不尽相同,每种型号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
在购买前应全面了解各种产品，毕竟它在营救生命的行动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

专为要求苛刻的消防应用而研发
所有的FLIR	 K系列产品专为满足要求苛刻的消防应用而开发。在产品的开发
和设计过程中，FLIR与全球多支消防队零距离合作，共同探讨和解决他们
的特殊需求。索消防员的具体需求，以设计出满足其最大需求的红外热像
仪。

FLIR	K系列产品专为要求苛刻的消防应用而开发。

FLIR K系列：
价格极其实惠的优质红外热像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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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消防员往往需要背负大量重型设备四处跑
动。FLIR	 K系列重量仅为1,037克（含电池），
因此极为轻盈。

您的第六感
FLIR	K系列

大型显示屏：
4英寸液晶显示屏(LCD)，无论是手持热像仪的
消防队员，还是其身后的消防队员都容易看清
恶劣条件下的热图像。

操作简单：
K系列热像仪设计有3个较大接触面积的按钮，
操作简单、直接，即便戴着手套也不受影响。

FLIR	K系列产品是与世界各国消防部门共同合作开发的成
果，因此该系列产品具有适合消防应用的多种实用特

性

10



您的第六感
多图像模式：
K系列红外热像仪具备5种颜色模式，适用于各种消防任务。只需手指轻触
按钮，即可从一种颜色模式转变为另一种颜色模式。

与热成像基本模式一样，但是为灰度图像用于初期灭火和救生

热成像基本模式 黑白消防模式

用于搜寻热点。对于温度高于用户设定值的
目标，会清晰地显示在热图像中。

热检测模式

适用于温度较低的环境，例如：户外搜索与救
援行动。

适用于背景温度较高的环境。例如，建筑火
灾。已经有许多明火和背景温度较高的环境。

火灾模式 搜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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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学：
K系列热像仪的把手采用“手枪式手柄”设计，方便抓握，操作简单，对于
习惯使用左手或右手的消防员而言均十分方便。

自定义设置：
用户可对K系列热像仪进行简单的自定义设置，以此来满足他们常见
的任务需求。甚至还可以在K系列热像仪随机的FLIR	Tools软件中创
建专属的启动画面。

FLIR	K系列产品的把手采用“手枪式手柄”设计，配有易触及的按钮。

在FLIR	Tools软件中创建专属的启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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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视频存储功能（仅限FLIR K55）
在消防训练期间，将视频剪辑存储至内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本产品还能存储实时的消防干预任务。存储功能有助于对视
频剪辑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评估，为日后的消防的演练提供高价值的
培训资料。FLIR	K55能存储200个文件（图像或视频剪辑），视频总
存储时间多达600分钟，每段视频剪辑最长可达5分钟。

灵活场景增强 (FSX)（仅限FLIR K55）
通过热像仪内置的数字图像处理功能对热图像的细节信息予以增
强，得到一幅能显示更多细节的超清热图像。FSX帮助消防员在浓烟
滚滚的建筑中更容易地找到安全通道，即便在消防员经常遇到的极
端温度环境下，也可以看清这些细节信息。

<未采用FSX功能
拍摄的热图像

采用FSX功能>
拍摄的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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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配件包：
选购FLIR	 K系列红外热像仪时，您将获得完整的配件包：两块电池、电池充
电器、硬质便携箱、可伸缩式挂绳、颈带、USB线缆、FLIR	 Tools软件和三
脚架适配器，而您唯一需要购买的配件是车载充电器。

K系列红外热像仪电池：
FLIR	K系列热像仪选用优质的锂离子电池

您也许会认为K系列产品只配有一类锂离子电池，实际上，电池中包含了许
多不同类型的材料，每类材料都会影响电池的性能。

K系列产品的锂离子电池由全球领先的电池生产商采用最新NMC技术（锂
镍锰钴氧化物—LiNiMnCoO2）生产，其严把质量控制关，比其它常见锂
离子电池具有更高的容量。

所有电池均按照UL1642标准进行广泛测试（包括高性能检测），电池的安
全性得到了有效验证，因此在最关键的时刻，用户可放心使用此电池为热
像仪供电。

易于升级：
用户可通过网络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自行完成K系列热像仪的升级操作，
避免了将其寄回厂家进行升级的繁琐步骤。

FULL PRODUCT 
WARRANTY*

DETECTOR
WARRANTY*

FULL PRODUCT 
WARRANTY

DETECTOR
WARRANTY

* After product registration on www.fl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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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RODUCT 
WARRANTY*

DETECTOR
WARRANTY*

FULL PRODUCT 
WARRANTY

DETECTOR
WARRANTY

* After product registration on www.flir.com

支持:
如果您在使用FLIR	 K系列红外热像仪的过程中碰到了任何问题，敬请联系我
们专业的客服部门或覆盖全球的本地服务中心，从中获得您所需要的支持
服务。

质保：
每台K系列红外热像仪均享受2年整机保修服务，但这只是最基本的：对于
热像仪的核心组件红外探测器，我们提供为期10年的保修服务。

唯有FLIR能提供长达10年的质保服务，因为所有的探测器均由我们自主设
计和生产，因此，我们对重要组件的质量能进行全面的把控。

整机保修* 探测器保修*

*可在www.flir.com进行产品注册后享有

车载充电器：
充电器作为配件选购，可非常轻松地安装在消
防车内，同时对热像仪和备用电池进行充电，
因此，您会发现所选购的K系列产品总能以充
足电量投入使用之中。

远不止是一台红外热像仪
当您选购FLIR红外热像仪后，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套硬件设备，同时获得
的还有来自全球最大商用红外热像仪厂家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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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K系列的价格如何？价格为何如此之低？4 问题很简单。FLIR	Systems每年所生产的热像仪数量比其它多家厂商的联合
总产量还要高。

FLIR	Systems活跃在所有使用红外热像仪的市场领域，包括：预防性维护、
建筑诊断、研发、自动化，以及海事安全、安防或军事等夜视应用。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产品在这些市场发挥巨的大作用和价值。

FLIR红外热像仪巨大的产量和销量降低了我们生产每台热像仪所需花费的成
本，我们将所节省的成本回馈给了广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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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K系列是专为消防员开发，还是仅仅只经过微
小改动的工业检测热像仪？5
FLIR	K系列产品专为全球消防员开发，是与他们精心合作的成果。

FLIR	 Systems的K系列产品采用全新设计。我们并非是在现有的热像仪基础
上进行改装。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清楚消防员有特定的需
求，而且消防用热像仪的使用环境完全不同于电气检
测用热像仪。

消防用热像仪需具备耐高温、防水、质量轻盈等
特性，即使带着手套也十分方便操控。

结合我们50多年的雄厚经验，并与全球范围的消
防人员紧密合作，我们生产K系列红外热像仪将赋
予您上述所有实用性能。

便于操作
配有三个较大按钮，可操控所有功
能。非常适合带手套的消防员操
作。

电源按钮

模式选择

变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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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K系列防护等级为IP67，其含义是什么？
	
IP等级代码是一个两位数标识符，用于规范防止固体和液体侵入机械和电气
外壳的防护等级。IP编号由两个数字组成，第一个数字是对固体的防护等
级，第二个数字是对液体的防护等级。编号越大，防护性能越高。

由于FLIR	 K系列产品的防护等级为IP67，因而本系列产品不会被运行所处的
恶劣环境所损坏。

抗坠落测试：
当需要“深入火海”执行搜救任务
时，为了防止摔坏热像仪，K系列产
品采用坚固耐用的2m抗摔落设计（
符合IEC60068-2-31要求），即便坠
落在混凝土地面亦如此。

IP 67.
防尘：
	完全防止灰尘侵入

浸水保护：
将红外热像仪浸入1m深的水中
时，具有短期防水效果。

耐火焰测试：
在	 FLIR	 K系列产品开发期间，我们曾
将其置于焰心部位进行试验。结果证
明，这是一款可在-20	 °C至+85°C
之间运行的热像仪。FLIR	 K系列产品
在高达+260℃的温度下可运行长达5
分钟。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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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K系列红外热像仪是与消防员精心合作，专为要求最严苛的消防任务所
开发的产品。K系列产品性能优异，坚固耐用，便于随身携带，能高效应用
于消防救援任务之中。

得益于FLIR在红外热像仪领域的领导地位和50多年的雄厚经验，我们能以
最实惠的价格出售K系列红外热像仪，从而让更多的消防人员配备此工具，
使这一用于营救生命的技术得到广泛普及。

结论6

配备FLIR	K系列产品后，您可以清晰看透烟雾

FLIR	K系列产品是消防员的必备工具。可选配的车载充电器确保其随时可用。

借助FLIR	K系列产品，您可以在营救他人的同时保
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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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的消防应用7
许多消防员都了解红外热像仪。他们知道像FLIR	 K系列这类红外热像仪应用
十分广泛。当他们必须冲入火海时，此类产品有助于保护自己的安全，并
营救他人的生命。下文介绍了一些受益于红外热像仪强大功能的应用。

穿透烟雾
红外热像仪能够透过烟雾看清事物，为消防员提供更高的环境感知力，他
们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现在处于建筑的何处位置，而且还能了解队友们的位
置。此外，还可以帮助他们发现困在火海中的受害者。

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红外热像仪是一款非常重要的工具。不仅可以通过热
像仪看清当前的火情，从软管中喷射出来的低温冷水也能够清晰地显示在
热图像中，因此消防员可以确保将水尽可能高效地喷射至熊熊燃烧的火焰
上。

测量温度
K系列红外热像仪能在较远的距离对温度进行测量，
帮助消防员避免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滚然。所谓滚
然，是指在密闭区域内，聚集在天花板处大量未燃烧
的过热气体在被点燃时出现的现象。

在尝试对烟雾进行冷却的同时，通过红外热像仪对天
花板处的温度进行监控，由此可得知温度是否达到或
超过即将发生滚然现象的阈值，从而采取及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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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任务
消防员的任务不只是灭火。他们有时需要寻找失踪或受伤的人员。红外热
像仪在漆黑环境中看清事物的能力使之成为搜救任务中的一项宝贵工具。

林野火灾
红外热像仪能够清楚显示“地下火”仍在蔓延的热点。通过进一步灭火和
冷却防止自燃。

详细检查
在详细检查期间，对燃烧后的高温区域进行详细检查，确认是否存在可能
会复燃的热点。这类“热点”将清楚显示于热图像上，以便将其进一步冷
却/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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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an	Terryn队长表示：
“无需进入具体区域，热像仪就能看清危险形势。”

FLIR帮助比华伦的消防部门轻松定位热点和失

踪目标

对于消防员来说，合适的消防器材至关重要，这不仅攸关他们的生命，也
关系到他人的生命营救。为了保证消防队员的安全，提供更好的消防服
务，比利时比华伦的消防部门最近购置了一台FLIR	K50红外热像仪。

您可以使用FLIR	K50观察到容器内因发生各种化学
反应引起的温度变化，这对于比华伦消防部门来说
非常实用，因为在华斯兰德港是化工企业密集区。

FLIR	K系列红外热像仪搜救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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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像为卡尔姆特豪特消防局的山火扑救和其
他救援活动提供帮助
卡尔姆特豪特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北部20公里。虽然只是个约2万人口的小
镇，但当地的消防员们可是装备精良。除了执行常规的消防任务外，他们
还要负责保护自然保护区“卡尔姆特豪特荒原”免受火灾侵害。热像仪自
很久以前就是他们必备的装备。

vanRiel中尉总结道：“对于每一个消防员来说，热像仪都是具有多用途
的实用工具。在主消防车上装上FLIR	K50红外热像仪，在辅助消防车上装
上FireFLIR红外热像仪，我们就配置齐全了。这些热像仪能够保护我们消

防员的生命，同时也帮助我们挽救他们的生命。

卡尔姆特蒙特消防局40名志愿消防员中的其中
一名队员正在使用FLIR	K50红外热像仪。

Ronny	van	Riel中尉，卡尔姆特豪特消防队指
挥官

FLIR	K50	和FireFLIR红外热像仪。虽然FLIR	K50
凭借其小巧的机身成为首选工具，但10年来
FireFLIR依然在役。尤其在卡尔姆特蒙特荒原
2011年的大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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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Jason	Ellison表示：“热像仪使我们在肉眼无法辨别的情况下看清周围
事物。着火的时候浓烟滚滚，漆黑一片，我们又不了解建筑物的布局。这
时热像仪能为我们指路，从而能快速开展行动，找到着火点和受困群众。

基本上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有效的路线图。”

热成像技术：使用简单，不可或缺
克拉克马斯消防1区为美国俄勒冈州的5个城市提供消防、救援和紧急医疗
服务。该局共有17个消防站，战略部署在整个克拉克马斯郡，有超过200名
队员和100名志愿者，是全美第二大消防分区，服务17.9万多人口，覆盖近
200平方公里的区域。

同美国的其他消防局一样，克拉克马斯消防局十多年来一直依赖红外热像
仪(TICs)帮助挽救财产和生命安全。

队长JasonEllison表示：“热像仪使我们在肉眼无法辨别的情况下看清周围事物。”

FLIR	K-系列能够穿透浓烟，帮助消防员在烟雾弥漫的建筑中找到出口和受困群众，有效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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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红外热像仪帮助米尔多夫县的消防队提供
一流的消防服务
昔日的消防用红外热像仪（TIC）笨重而昂贵，这对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众
多小型志愿消防站而言，往往是无力购买的。然而，像FLIR	K50这样轻巧的
热像仪价格实惠、性能出众，非常富于吸引力，堪称众多小型消防站的理
想选择。

地区消防检查员Harald	
Lechertshuber先生表

示：“FLIR	K系列红外热像仪套
装非常切合我们的实际需求，
我们对此毫不置疑。即便是在
250°C以上的高温条件下，
此款热像仪仍能完美工作。目
前，本县已投入使用12台FLIR
红外热像仪。一旦需要执行消
防干预任务，我们会率先派遣
距事发现场最近，而且配备有
FLIR红外热像仪的队伍。这样一
来，我们便能确保市民获得最

佳的消防服务。”

该热像仪拥有各种不同的成像模式，有助于加
速战略决策和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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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红外热像仪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同时，该技术的新应用也在不断地
被挖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熟悉该设备的强大功能。

红外热像仪：
包罗万象的应用8

电气/机械
在工业环境中，红外热像仪常用于发现容易导致
电气和机械设备故障的热点。通过及早发现异常
状况，可以避免意外停机，避免由此产生的巨额
损失。

安防
红外热像仪和卓越的热分析技术可为基础设施提
供自动化的周界入侵检测服务，如：港口、机
场、核设施、仓库、豪华住宅、小型企业，以
及其它任何需要自动化入侵检测和危险评估的地
方。

原始设备生产商部件
FLIR面向全球各类生产商提供用作OEM部件的红
外热像仪机芯和电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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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诊断
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员可利用红外热像仪查找隔热
损失和其它与建筑物相关的问题。发现隔热损失
并及时修复，节省大笔能源开支。

科学/研发
红外热像仪在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领域同样发
挥着重要作用。针对这些严格的应用要求，FLIR	
Systems推出了性能极高的红外热像仪产品。

海事
FLIR海事热像仪赋予了海员们在漆黑的环境中看
清事物的能力，无论条件如何，无论驶来船只的
大小或类型如何，均能胸有成竹地安全导航。

边防安全
边防安全专家的任务是防止走私人员、恐怖分子
和其它入侵者踏入自己的国土。借助红外热像
仪，他们可以在漆黑环境中看到20公里以外的入
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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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驾驶员的视觉感知力
在漆黑环境中，与汽车前大灯相比，FLIR热
像仪可看清4倍远的距离，能有效杜绝迎面
驶来汽车的前大灯引起的刺眼效果，当有行
人、自行车和动物靠近车道时，会自动向驾
驶员发出报警通知。

自动化/工艺控制/生产安全
红外热像仪可对生产工艺实施连续监控，确
保产品质量，对潜在的火灾危险发出报警通
知。

执法
利用热像仪，警察可以暗中监视他人。他们
可以在漆黑环境中轻松发现嫌疑人，同时又
不暴露自己所在的方位。

气体成像
专业的红外热像仪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检测到
各种不同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
其它温室气体，能够及时发现和终止气体泄
漏，从而避免危害环境或招致罚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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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视觉系统
热爱远足、露营、狩猎和户外运动的人们可
以借助FLIR的手持式红外热像仪看清漆黑环
境中的事物，在夜晚观测动物，在跟踪观察
中确保自身安全，提高夜间丰富多彩的生活
体验。

消防
借助热像仪，消防人员能够看清烟雾弥漫的
环境，从中找到火灾的受害者，同时还可确
认火苗是否已完全扑灭。热像仪能够帮助消
防员高效执行救生行动。

军事
FLIR的传感器套装经过实战检验，其性能和
可靠性能够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我们基于
商用开发，满足军用需求的系统能够高效提
供完成任务所需的情报和观察功能。

测试&测量产品
FLIR基于50年来在热像仪领域的领导地位，
以及恪守创新、优质和值得信赖的承诺，推
出了系列齐全的测试与测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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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确的红外热像仪制造商

在过去几年，红外热像仪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和好评，越来越多的制造
商开始投入热像仪的生产。不管您的应用领域是什么，在投资购买红外热
像仪时都需要考虑几个必要因素。

为您的应用选择正确的热像仪
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功能的热像仪，因此，请选择拥有齐全产品系列的生
产商，以确保您所选购热像仪的特性和性能够完美切合实际应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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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许多应用往往需要软件包的支持，方
便用户查看、处理、分析图像中的温
度数据，并就发现结果生成可靠的报
告。确保热像仪生产商同时也能提供
您所需要的软件。

 

培训
现今的红外热像仪一般通过简单的瞄
拍操作就能获得最基本的功能。但是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这一资源，培训往
往会大有裨益。信誉较好的热像仪
生产商一般都能随时提供这些培训资
源。

服务
一经购买和使用，红外热像仪便成
为您的重要设备。因此，应确保制
造商能够在设备发生问题时在最短
的时间内提供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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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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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致电某位红外热像仪专家，请联系

有关FLIR各分公司的详细列表，敬请访问FLIR.COM。

Corporate Headquarters
FLIR Systems, Inc.
27700 SW Parkway Ave.
Wilsonville, OR 97070
USA
Tel. :+1 866.477.3687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www.flir.com

本文所述设备如用于出口，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授权。有悖于美国法律的行为一律禁止。技术参数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如
需了解最新技术参数，敬请访问我们的官网：www.flir.com。©2015	 FLIR	 Systems,	 Inc.	所有其他的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FLIR	
Systems公司的商标。图片仅供说明之用。[2015年1月修订]

如需了解FLIR红外热像仪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flir.com.
NASDAQ:FLIR

www.fli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