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成像已经过证明，是在故障可能发
生之前，监控机器健康状态以及检测
潜在故障点的一种有效方式。可利用
热成像对机电设备的关键运行状态健
康状况以及磨损特性进行评估，同
时，纵向温度数据对预测性维护计划
非常有帮助。

热成像可能是当前可用的最简单的一
种非接触式温度测量方法。对机器部
件的“热点”进行监控，例如：电机、
轴承、换热器、冷却风扇、排气口、
管道等，可以对日后可能出现的故障
点向您发出警告。此外，对电气部件
热扫描，例如：电缆、电线、端子以
及控制面板，能够快速地暴露诸如以
下问题：负载不平衡、电流过载、电
线松动、端子腐蚀或热管理问题。 

热成像使这些不可见的问题可见，因
此，可在发生灾难性故障之前采取校

正性措施。这就是为什么采用热像仪
用于关键设备监控会成为防止意外、
非计划停工的极为有效的一道防线。

MOVITHERM机器状态监控(MCM) 
解决方案
MoviTHERM是一家经授权的美国菲力
尔公司经销商、集成商、解决方案提
供商以及产品开发公司。该公司提供
热成像摄像机和热成像解决方案，用
于远程监控、自动化成像和无损检
测。MoviTHERM服务的其中一些行业包
括航空航天、通用制造业、钢铁业、
食品业、农业、油气、汽车制造业、
学术界以及造纸和塑料。

为了满足故障检测和预测性维护对
MCM使用不断增长的需求，MoviTHERM
已开发了一种一站式集成MCM系统
解决方案。该集成系统的设计满足工
业MCM装置的具体需求。结合先进

在当今现代化产业快节奏中，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意外停产和代价过高的停工

期所带来的损失。机器状态监控(MCM)就是为了避免上述情问题的发生。基于

其多年来在热成像领域的应用经验，热成像专家MoviTHERM(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尔湾)设计了一套配有FLIR热像仪的专用MCM解决方案。

MoviTHERM采用FLIR热像仪 
用于机器状态监控
MoviTHERM智能I/O解决方案MIO系列 

采用FLIR的AX8、A310或FC系列红外热像仪 FLIR AX8将红外热像仪和可见光相机集成入一种结构小
巧、经济实惠的架构中，为关键机电设备提供连续的温度
监控和报警。

热成像有助于在早期检测到问题 — 提早控制问题发
展为代价高昂、潜在关键的设备故障。

的热成像系统以及经验证的现货部
件，MoviTHERM机器状态监控(MCM)系
统可以可靠地在早期检测到问题 — 提
早控制问题发展为代价高昂、潜在关
键的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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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THERM MIO — 智能I/O
MoviTHERM的MCM系统建在MoviTHERM 
MIO智能I/O模块周围。该模块处理来自
热像仪的温度数据，并实时更新模拟
(4-20mA)和数字(继电器)输出。MIO采用
先进的嵌入式结构，可以驱动音响报
警、警示灯、自动拨号器、SMS信息发
生器、数据记录器或任何其他标准功
能工业装置 — 这些均无需使用专业的
PC或PLC。内置基于浏览器的配置工具
简化了系统设置和调试，因此，您可
在数分钟内配置和部署MCM系统，而
无需数小时的时间。

更多有关热像仪或此应用的信息，请访问： 

www.flir.com/automation
显示的图像不代表显示摄像机的实际分辨率。

图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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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自动化摄像机
MoviTHERM机器状态监控解决方案与多
个FLIR热像仪兼容。

FLIR AX8 
FLIR AX8是带成像功能的热传感器。 
AX8将红外热像仪和可见光相机集成入
一种结构小巧、经济实惠的架构中，
为关键机电设备提供连续的温度监控
和报警。AX8帮助用户防止意外停机、
服务中断以及设备故障。AX8的尺寸仅
为54 x 25 x 95 mm，使其容易安装在空
间有限的区域内，可用于为关键机电
设备提供无间断状态监控。

FLIR FC-R系列
FC-R系列具备单板、非接触式温度测
量功能，能够对变电站、废物处理以
及贵重设备进行火灾检测、安全性以
及热监控。FC-R系列同时具有最新的
细节成像和车载视频分析技术。FC-R
系列通过电子邮件、网页和移动应用
程序、优势的图像储存、数字输出或
VMS事件通知，提供可靠的检测和灵
活的报警选项。

FLIR A310
固定安装式热像仪，如FLIR A310，几乎
可以安装在任意地方，以对关键设备
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进行监控。该热
像仪可帮助保护生产装置和测量温度
差值，对给定情况的危险程度进行评
估。这就使得用户能够在问题转变为
代价较高故障之前查看到问题，防止
停工并提高工人的安全性。

FLIR NVR – 查看不可见问题的窗口
FLIR网络视频录像机(NVR)显示从视频显
示屏上FLIR热像仪反馈的现场视频。此
外，NVR的配置可以显示屏幕上警告
以及报警指示。在启用视频归档功能
后，用户可保存数月的车载视频，用
于记录审查和发布分析。在添加至NVR
的网络连接后，可使用FLIR云技术在世
界任何地方对监控系统进行评估。报
警和现场视图，甚至可利用运行免费
FLIR云应用程序的PC、Mac、Android或
Apple iOS装置，远程查阅。

无限制接口潜能
MoviTHERM的机器状态监控解决方
案与警示灯、音响报警、自动拨号
器、PLC控制器 — 任何您可想到的电
气或控制装置类型连接。该解决方案
采用整洁、组织良好的封装，具备智
能传感器功能、内置操作员界面/视频
墙以及数据归档功能。

MoviTHERM机器状态监控(MCM)系统可以可靠地在早期检测出问题 advanced thermography solutions

MoviTHERM Solution

Machine Condition Monitoring (MCM)
At the pace of modern business today, no one can afford unplanned outages and costly downtime. Machine 
Conditioning Monitoring (MCM) is all about averting problems before they happen.

Thermal imaging has proven to be an effective way to 
monitor machine health and detect potential failure 
points before a failure can occur. Critical in-service 
health and wear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quipment can be assessed using 
thermal imaging, and longitudinal temperature data 
provide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predictive mainte-
nance programs.

Thermal imaging is perhaps the easiest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 available. Monitor-
ing mechanical components such as motors, bear-

ings, heat exchangers, cooling fans, exhaust vents, 
pipes and so on for “hot spots” can alert you to possi-
ble future fail points. In addition, thermal scans of 
electrical components, such as cables, wiring, termi-
nals, and control panels can quickly reveal problems 
such as load imbalance, current overload, loose wires, 
corroded terminals, or heat management issues. Ther-
mal imaging makes these otherwise invisible prob-
lems visible, so corrective action can be taken prior to 
catastrophic failure. Deploying IR cameras to monitor 
your critical equipment can be a very effective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unexpected and unplanned down-
time.

The MoviTHERM MCM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growing utilization of MCM for fault 
detection and predictive maintenance, MoviTHERM 
has developed a turn-key, integrated MCM System 
solution. This integrated system has been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specific needs of industrial MCM installa-
tion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advanced thermal imag-
ing and proven, off-the-shelf components, the Mov-
iTHERM MCM System provides all the tools you need 
to detect problems early -- before they turn into costly 
and potentially critical equipment fail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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