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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红外培训中心(ITC)，这里汇集了红外科学及其应用
领域的前沿资源。
ITC现广泛分布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以22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授课。课程内容灵活多样，涵
盖简要介绍课程至专业认证课程等。我们的讲师团队是红外成像领域中最博学的专业人员。

ITC因其产品及其服务符合行业、国家，甚至国际标准而深感自豪。敬请访问www.infraredtrai-
ning.com，加入我们的社区、会议或参与我们的课程。

3



红外
培训
中心

4



目标
本课程旨在帮助您获得1类认证热像师的资质。您将了解有关红外成像的基础知识，在不同用途、
不同条件下使用红外热像仪的方法，如何准确判断现场的测量状况，以及如何识别潜在故障点的
技巧。您将能遵循书面指南开始红外检测工作，制作相关的报告。

说明
简要了解热成像的基本原理后，您即可进入实训阶段。红外成像的理论部分主要讲述现场使用红
外热像仪，以及辨别和解读热图像的基础知识。课程的重点部分将放在红外测量技巧，以及发射
率和反射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上。我们会安排您对实际设备进行测量，您将了解到如何、何时使
用定性和定量测量的热成像技术。课程结束时，将简要介绍检测程序与报告原则。现在，您即可
准备着手创建一份简短的案例研究，在课堂上予以分享。培训完毕后，我们进行一次考试，包括
单项选择题和热图分析题。

课程包含各种练习，讲师对热图、草图和简要图表进行分析，以描述性的方式对理论部分进行
阐述。

课程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哪些？
本课程主要面向拥有一定的热像仪操作经验，以及知识有限，希望以此为契机获得一级认证热像
师资质，逐步迈入专业热像师殿堂的初学者。

前提条件：
参加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课程前，您必须：
• 熟悉红外热像仪的基本操作
• 拥有相关标准所建议的热成像经验

培训认证
通过考试，并满足相关要求的学员将获得符合认证要求的证书。

咨询离您最近的ITC培训中心，或访问ITC网站，了解具体的课程表。

成为一级认证热像师，
获得竞争性优势

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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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本课程旨在帮助您获得2类认证热像师的资质。您将了解红外热成像领域的资深见解，拓展并深化
您对红外物理、热科学和红外测量设备，以及相关应用的理解。作为一名二级认证热像师，您在
设备选型、技术、限制条件、数据分析、纠正措施和报告领域，将能为1类认证热像师提供一定的
指导。

说明
简要了解认证等级和程序，以及相关标准后，您可进行一次初步测试。课程学习期间，在现有的
热科学和热传输理论基础上，您将获得高阶的红外理论和设备知识。课程结束时，会进行一次单
项选择题考试。

本课程包含高级实训，以及有关专业经验和现场案例的探讨。热学和红外科学理论使用公式、图
表和图形进行授课。课程注重循序渐进，但有时也会引入一些突击教学机制。

课程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哪些？
本课程主要面向已持有ITC一级认证热像师证书，希望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热成像知识，并渴望获得
ITC二级认证热像师资质的人员。

前提条件：
参加ITC二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前，您必须：
•  持有有效的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证书
•  拥有相关标准所建议的热成像经验
• 准备一份案例研究，在ITC二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上进行分享，并按照资质认证要求在课程  
  临近结束时提交。

培训认证
通过考试，并满足相关要求的学员将获得符合认证要求的证书。

咨询离您最近的ITC培训中心，或访问ITC网站，了解具体的课程表。

 
成为二级认证热像师，
增加红外领域的知识 

ITC二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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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这些跨学科课程将热成像、背景科学和相关应用紧密联系起来。您将学到重要的科学概念，如：
物理、热科学和化学等领域。通过将这些概念与相关的应用知识相结合，您能基于现有的法律、
标准和法规对您的应用领域展开合格的检测。

说明
应用模块的结构和课程安排可能不尽相同，但所有模块均包含以下学习单元：
•  现有标准和法规的介绍和综述
•  必要背景科学的概念和细节知识
•  特定应用的细节知识，包括：理论背景、常见现象和实用信息
•  获得实验实际操作的应用/使用知识
•  合格地检查设备的一些提示

•  考试

课程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哪些？
这些课程主要面向至少已持有ITC一级证书，并希望深化特定应用领域知识的热像师。

其中一些课程，如：易挥发气体检测课程，可能会面向一些少有红外热成像经验，但在各自领域
属于专家，而且需要了解如何使用红外热像仪，将其作为一种辅助测量工具的人士。

前提条件与建议
参加专业课程前，您需要：
•  持有有效的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证书或
•  拥有等同的相关红外培训和经验。

建议您对本课程所解决的特定应用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培训认证
学员将获得一份相关的培训证明。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员将获得一份继续教育证书。

咨询离您最近的ITC培训中心或访问ITC专业课程官网，了解更多您感兴趣的应用领域。

参加专业课程前可先完成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的学习，或与ITC二级红
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组合学习，成为拥有专业应用知识的认证热像师

专业课程

9



目标
这些课程为您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基础知识，涉及热成像理论和应用、操作和软件使用等。

说明
简要了解热成像技术的历史后，您将会学到热成像、发射率和反射表象温度的基础知识。在实训
阶段，您将有机会在不同测量情形下实地操作红外热像仪。在对电气和工业检测进行简要综述
后，您将会学习如何分析和报告检测结果。这些课程包括发射率和反射表象温度的实地训练与实
验操作。

课程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哪些？
此类课程主要面向在热成像领域，希望熟悉热像仪和学习红外成像基本知识及其应用的初学者。

前提条件与建议
参加课程前，建议大致了解相关的基本技术。

培训认证
学员将获得一份相关的培训证明。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员将获得一份继续教育证书。

咨询离您最近的ITC培训中心，或访问ITC网站，了解具体的课程表。

 
了解在专业应用领域使用热像仪的必备知识

入门课程
与热像仪操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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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现场培训可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根据学员的等级要求对工作场所进行测量和检查，会安排学
员学习与热成像、检查、测量和制作报告所对应的课程。讲师会就如何获得最佳的热成像效果给
出实用的建议。

说明
现场培训课程非常灵活，可以是为期1天的热成像技术简介，也可以是量身定制的应用课程，还可
以是十分全面的认证课程。

课程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哪些？
希望在现场给予指导培训的公司员工或公司内希望降低差旅费用的某个部门。

前提条件与建议
参阅适用于相应ITC课程的前提条件与建议。

培训认证
根据特定的课程说明，参加现场培训的学员有资格获得对应的培训证书。

联系离您最近的ITC培训中心，获得定制培训课程。

 
在您的工作场所获得所需的红外培训，了解如何使用最佳的热成像技术完成检查和测
量应用。

现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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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使用红外热像仪的个人而言，原因可能不尽相同。然而，我们确信培训是奠定您在红外热像
技术领域美好职业前景的最明智选择。
•  培训有助您快速走上工作岗位 — 熟悉自己的设备、测量参数和各种潜在的应用。
•  培训有助您快速准确地处理工作事务 — 获得避免出错和导致错误结果的必备知识。
•  培训有助您快速结交行业精英 — 结识同行，了解更多ITC社区需要提供的知识。
•  培训有助您快速成为专业人士 — 我们的讲师为您讲授数十载所积累的现场经验与知识。

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们能在一起共同探索热视觉中的精彩世界。

联系离您最近的ITC培训中心，参与培训课程。

为何需要参加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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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一周的3级热像师认证培训中，对您所
教授的精彩课程致以衷心的感谢，参加这样的
课程的确乐趣无穷。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
光，不得不说我从中收获了很多。这段经历将
永远伴随我们，让我们成为高效而且成功的红
外项目经理。
(Alfred Ombima，肯尼亚 Elex Engineering Services Ltd)

“讲师太赞了；他的课堂简洁明了，而且会想
方设法激发所有学员的兴趣！在这堂信息量丰
富、思路清晰、结构合理的课程中受益匪浅。”
(印度兰石化行业现场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学员)

 “我对课程结构非常满意；内容充实有趣，信息
量巨大。”
(建筑专家，曾参加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认证培训)

 “课程的时长和内容正合我意。”
(德国宝马公司参加为期2天现场培训的学员)

“在我们公司，红外应用仅限于催化裂化装置反
应器和再生器。虽然5年前我们就购买了红外热
像仪，但3年前才开始真正使用。这主要是因为
缺少红外应用知识所造成的。然而，经过ITC培
训之后，我们能更高效地使用红外热像仪了。
借助红外热像仪，我们甚至能够预先检测到催
化裂化装置中的问题。”
(印度兰石化行业现场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学员)

 
学员心声

 
我从未经历过如此精妙的课程，是
我有史以来参加的最佳培训！
Dr Layer，建筑专家，曾在德国参加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认
证培训

课程丰富多彩，非常享受 
Wayne Whyte，曾在新西兰参加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认证培训

 
精彩绝伦，是我所接受的最好的认
证培训之一!!
Pascal Delhaze是庄信万丰公司的预防性维护协调员，
曾在比利时参加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认证培训

“课程对我而言非常实用，一切都是那么精彩绝
伦。”
(韩国IT咨询公司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学员)

“妙趣横生而且信息量丰富的课程，值得推
荐。”
(南非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学员)

 “非常实用的培训。讲师在自己所在的领域拥有
雄厚的经验。”
(马来西亚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学员)

 “课程对我而言非常适用，通过考试后，我会
继续参加ITC二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的课
程。”
(坦桑尼亚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证学员)

为何巴西CEMIG发电输电公司的安装与工程部
以及SA选择ITC进行培训?
 “在 CEMIG，红外热成像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
术，其能在早期阶段检测到投资和设备中的故
障问题，为公司创造财政收益。作为降低成本
的一种方法，我们需要掌握有效的热成像检测
方法。”
(A. Gomes, 巴西CEMIG公司ITC一级红外热像技术培训认
证学员)

13



红外培训中心(ITC)汇集了红外科学及其应用领域的前沿资源。  

红外
培训
中心

ITC在全球50多个国家举办有培训课程，能以20多种不同的语言对我们的实验操作和实训进行授
课。我们的全球培训和检测机构网络包括独资子公司和获得许可的广泛合作伙伴网络。

课程
ITC提供认证课程、高级应用课程以及网络在线课程；参加者有机会接触所在领域的专家，享受定
制解决方案和现场服务。

讲师
ITC讲师是在相关行业拥有资深经验的培训人员和热像师，拥有ASNT、EPRI、EN、BINDT和ISO
资质，他们丰富的知识将奠定客户业务成功的基石。

认证
ITC认证课程为学员安排符合国家和/或国际标准的考试。证书是一份书面证明，表示学员已成功
完成符合各项要求的条件和程序。

标准
ITC产品和服务均符合ISO 17024和18436标准。* 在北美所开设的课程满足或超过了《ASNT SNT-
TC-1A指令》的要求，而且获得了国际电子检验协会(NETA)认证。我们对红外探测器专业用户的
培训和认证管理质量系统已通过ISO9001认证。

ITC员工积极参与我们业务和市场行业内的各种工作组和专家讨论会，了解各种推荐规范、参考规
范、标准和指令，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ITC项目中牢牢掌握学员培训的重点知识。

社区
ITC交流社区网址：http://www.infraredtraining.com. 学员和用户可在ITC论坛中交换意见，解决
问题和探讨解决方案，了解ITC的月度最新资讯以及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最新应用。如需FLIR产品支
持，敬请访问http://support.flir.com。

会议
InfraMation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红外应用技术会议。更多信息，敬请访问http://www.
inframation.org.

联系方式
中国红外培训中心(I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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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c@flir.cn。北美运营中心：info_us@infraredtraining.com。欧洲、中东和非洲、亚太和拉美地区的
问题咨询，敬请查看我们的在线全球培训目录，咨询当地FLIR业务代表或发送邮件至itc@flir.se了
解详情。

红外培训中心(ITC)欢迎有志之士与我们一同探索热视
觉中的精彩世界。
__

* 欧洲、中东、非洲、亚太和拉美地区。

14





红外
培训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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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外培训中心(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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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flir.cn

扫一扫，关注“菲力尔”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