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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是热成像系统设计和制

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产品

涉及商业，工业，政府等各

种领域。

FLIR的热成像系统使用了最先

进的热成像技术，能够探测红

外辐射(或热量)。基于检测到

的温差，热像仪能生成有关该

目标热轮廓的可视图像。通过

先进的算法还能从图像上读取

准确的温值。我们自主设计和

制造产品内部的所有关键技术

组件，包括探测器，电子元件

和镜头等。

为科研团队提供灵活的解决方

案和专家支持

FLIR Systems全身心致力于为要

求严格的科研领域提供专业服

务。我们拥有一支专业的科研

团队，负责设计和研发当今市

场上最先进的热像仪。这些热

像仪系统都是使用我们位于瑞

典泰比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尼斯

维尔最先进的设施设计和研发

得出的。

FLIR: 世界热像仪领域的领导者
 

FLIR Systems瑞典公司

产品开发

印刷电路板

FLIR聘请研发应用专家作为直

属员工。这些专家被委派至全

球各地，其最终目的就是为我

们科研领域的客户提供当地的

专家支持服务。

科研用红外热像仪

FLIR Systems热像仪是各种注重

灵活性和高性能科研用途的

理想选择。在研发应用中，

准确性、可靠性、灵敏度和高

性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

何FLIR热像仪被广泛应用在全

世界各个领域的缘由，其中包

括：工业研发、学术研究、无

损实验、材料分析、安防和航

天科技。

摩托车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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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研发
热像仪能帮助开发人员分析、观测和量化研发项目的散热和热属性。此举有利于开发项目的热效率

得到持续、稳定的控制，缩短设计周期，避免代价高昂的产品召回。

电气检测

印刷电路板设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降低产品的性能或成本的

前提下进行散热管理。由于电子组件的尺寸越来越小，要准确了

解其热信息异常困难。但是，借助热成像技术，工程师能轻松地

将他们制造设备的热图可视化和量化。如果在复杂印刷电路板的

设计阶段就投入使用红外热像仪，便能有效避免后续故障和昂贵

的召回。

汽车行业

为了生产出更高效、更安全和更高性能的汽车，汽车产业在研发

环节投入的资金相当高，往往是其它产业无法企及的。汽车产业

的其中一项成功要诀就是将可靠的新产品以更快的速度投入市

场。热成像能帮助汽车工程师们改善安全气囊系统的设计，验证

供暖和制冷系统的效率，量化热冲击对轮胎磨损的影响，检测连

接处和焊接处的性能质量等……

工业试验室试验台

将新产品更快投入市场。这是许多行业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产

品设计流程中，越早使用红外热成像技术进行热模型验证和故障

分析，或仅仅是用于更好的布置热电偶，就越能从中获益。借助

红外技术，公司可以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增加公

司盈利。

制药产业

借助红外技术进行新药品研发。科学家们通过观测化学反应的温

度变化，研究滴定盘中发生的变化。

印刷电路板

汽车铸件

玻璃灯泡调光器

微量滴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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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热成像技术在大学教室和实验室中越来越受欢迎。在教学环境中，导师们使用热成像技术帮学生

认识热传递和热力学理论，加深他们对重要概念的理解。

生命科学

热成像是一种精确、可计量、非接触式的诊断技术，可用于观测

和量化表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其应用包括：血管评估，组织状况

监测，肌肉拉伤分析和出血点检测等。

快速移动事件

高速红外成像拥有微秒级的曝光时间，可以定格动态场景的视觉

运动，捕捉每秒10,000帧以上的帧频。研究应用领域包括：射击，

超音速射弹，爆炸，燃烧过程，激光等许多领域。

红外显微成像

热像仪同显微镜相结合就变成了一台热成像显微镜，能够对小到3
微米的目标进行精确测温。研究人员使用热成像显微镜能以非接

触的方式描绘组件和半导体衬底的热性能。

宽温度范围现象

对JET聚变等离子反应器进行测温时，需要一台具有滚动积分时

间，超帧频和实时温度范围扩展功能的热像仪。

眼睛分析

安全气囊开始展开

集成电路评估

JET聚变等离子反应器

©
 C

EA
/IR

FM
 –

 J
ET

/E
FD

A 
– 

20
08

5



无损检测(NDT)/材料检测
NDT是一种广泛用于材料、组件和系统属性评估且不对检测对象构成损害的方法。带有锁相功能的FLIR热像仪能够完

成各种先进的检测，比如NDT、应力测绘，还能用于发现低至1 mK的细小温差。 

汽车部件应力测绘

复合材料缺陷检测

锁相太阳能电池诊断

感应式裂纹检测

应力分析

应力测试和疲劳测试是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中常用的测试方法，

但对于复杂结构却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即便是几何结构复杂的

组件，热应力测绘也能同时提供数千个应力测量结果。与应变仪

相比，这种技术能为研究者们提供更快速、更完整的信息。

复合材料

无损热检测能够通过目标激发，观察目标表面的热差异来检测内

部缺陷。对于检测复合材料的孔洞、层离、藏水非常有价值。

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可能存在电气分流问题。当太阳能电池通电时，这些

分流就可以使用锁相热成像轻松检测出来。锁相光致发光测试可

以使用近红外热像仪实现。

裂纹检测

通过将捕捉的热图像与振动频率或进入某一部件的超声能量同

步，就能实现对关键部件的裂纹进行锁相热成像检测。表面裂纹

出的摩擦会产生热量，这样细小的裂纹和断裂无需使用染料或渗

透液就能看得见。这种形式的NDT无需紫外线照射就能实现对大

型部件或复杂固件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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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航空
大多数人都将用于安防领域的热像仪同“发现敌人”联系到一起。但如今，热像仪还可用于武器、弹药、导弹和飞行

器的研发中。热像仪所提供的信息便于研究人员使用热光谱描绘目标物体，从而用于目标识别，防御措施部署和多

光谱伪装研究。

喷气式飞机

直升飞机的热特性

屋顶的秘密监控设备

卡车上的短波红外线激光标识

跟踪

热像仪系统通过提高低光照或雾霾条件下的可视度，弥补了视频

追踪系统的不足，使跟踪系统能够发现目标，并持续更新目标的

方位、范围和高度。

红外特性

红外特性指的是目标的波长作用反应出来的表观红外亮度，它会

在各种不同的距离和大气环境中让传感器获得物体的外观。红外

特性对于车辆、传感器和伪装系统的设计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技术监视和对抗措施

红外成像技术可用于识别秘密监控设备的热特性。即便是隐藏在

目标内部的设备也能在其释放红外能量的一瞬间被检测出来。

激光指示

激光指示器会发射出一束激光能量，用于标记特定的地点或目

标，通常用于精确制导武器。近红外(NIR)热像仪能够检测到这些

正常情况下无法看见的激光束，用于标识研究和目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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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求严苛的研发领域提供全面的产品系列

FLIR Systems的足迹遍布热

像仪应用的各个市场领域。无

论是非接触式测温领域，如：

状态监控，消防自动化，还

是夜视领域，如：安保、海

事，FLIR Systems都有完整的

产品系列面向市场供应，满足

客户的各种需求。

在科研领域也一样。我们的一

些研发客户逐渐开始意识到热

成像技术的强大功能。对于这

些客户，我们有超低价位的入

门级系列产品，能够为他们日

常的研发工作提供帮助。其他

的客户早已了解了热成像技术

的强大之处，而且要求获得技

术最先进的热像仪，以满足最

为苛刻的应用需求。 

在FLIR，我们深知客户的需求各

有不同。这就是我们为科研领域

提供完整的产品系列的缘由。

回忆一下自身的应用需求，再看

看我们的产品系列，找到能为您

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的FLIR红外热

像仪。FLIR的产品专家和我们专

业的渠道伙伴网络时刻准备为您

提供最优异的解决方案。

详细产品信息可参考我们的网

站或产品手册。

FLIR台架试验热套装为基本的台架试验热
检测和分析提供全套的热像仪，光学镜头

和软件套装。

FLIR A655sc：固定安装热像仪

FLIR A6700sc 中波红外热像仪：
高性能，低价位

FLIR GF335便携式中波红外热像仪 FLIR X8400sc 系列：高速中波红外百万像素
科研用红外热像仪

FLIR T650sc：便携式红外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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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解决方案

在FLIR，我们的工作不单是生产质量最佳的热像仪系统。我们还致力于提供最专业的热像仪-软件组

合方案，让我们的客户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

FLIR ResearchIR
ResearchIR 是一款面向FLIR科研

用热像仪开发的分析软件套

装，其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具有热像仪控制、高速数据存

储、图像分析和数据共享功

能。

主要特点：

• 热视频和快照分析

• 多种测量分析工具

• 图形和图表

• 定制化工作区

• 图像处理滤波器

• 临时绘图

• 数据共享和分析

软件开发套装(SDK)
所有的FLIR研发热像仪产品
均配有灵活且功能完善的
SDK软件套装。SDK软件套装
支持用户通过自行编程进行
热像仪控制和数据采集。

具体特点包括：

• 通过MAYLAN直接进行热像仪

控制和数据采集

• 热图像分析和增强功能，包

括：过滤、分割、形态分析、

数据分析、传感器融合、几何

相机校准等

• 目标检测和跟踪

•  PC部署和嵌入式执行解决方案

使用FLIR ResearchIR进行详细分析 

第三方软件兼容
FLIR红外热像仪能与标准的
研发软件程序无缝兼容，如
MATLAB。它拥有信号和图
像处理软件，并具有语言
和编程环境，可完成算法开
发，图像分析和可视化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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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解决方案

数据系统解决方案

在如今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固

定设备的采购需求每年都会发

生变化，甚至不同的项目也会

不尽相同。今天至关重要的因

素明天就会成为多余。因此， 

您所投资的设备必须足够灵

活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应用

需求。 

没有其他的红外热像仪制造商

能比FLIR Systems提供更加多样

化的辅助服务。

光学镜头 – 无论是可以解析3
微米的显微镜光学镜头，还是

1米长的望远镜，FLIR都能提供

满足您应用需求的最佳光学镜

头。

支座&支架 – FLIR提供多种热像

仪安装系统可供选择，包括三

脚架和显微镜支架。

滤光片 – FLIR提供标准的光谱

和中性密度滤光片。还能根据

需求提供定制滤光片。 

校准 – FLIR拥有最先进的校准

实验室，能提供NIST可追踪校

准服务。不同的镜头和滤光片

组合拥有不同的校准服务可供

选择。

FLIR提供多种数据录制解决方

案，用于优化高速数字数据录

制、高级分析功能，并对FLIR
的高性能科研和各档次的热像

仪进行充分控制。为了满足各

种严苛要求而设计，每个系统

都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组装、

测试，并提供FLIR标准的一年

质保服务。

便携式高速数据记录器

(PHSDR) – 以全帧频记录图

像，并可同时实现实时图像显

示，分析和热像仪控制。可拆

卸的非易失存储器可存储长达

3小时的数据，保持零丢帧。

高速数据记录器模块 (HSDR)

便携式数据记录器 (PDR) – 是
需要进行便携式和远程操作的

理想选择。PDR提供高速的千

兆以太网连接，能在客户定制

的笔记本上运行，并为实现快

速数据传输进行了优化。

电缆和连接器 – 光纤转接器、

光纤电缆、延长电源线、热

像仪PC连接卡，这些还仅仅是

FLIR为满足您的需求所提供可

选服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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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红外教学&培训

FLIR从传感器组件开始设计和

制造自主品牌的热像仪，这样

便于更快地解决问题，更高效

的服务于FLIR热像仪系统的各

个方面。

FLIR Systems提供不同类型的服

务合同。质保期过后，一旦您

的热像仪出问题，您也无需承

担任何难以预料的费用。在必

要时，有的服务合同甚至还保

证为您更换热像仪。

我们的使命是增加客户对红外技术、热像仪产品和相关应用的认

识与了解，最终帮助客户和合作伙伴获得成功。FLIR推出一系列

教学研讨班、教学课程和服务，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帮助研究

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科学家们将热成像技术快速应用于现

实生活中。

在FLIR公司，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不仅是卖出一台热像仪这么简单。热像仪出售后，FLIR将会为您

提供周到的售后服务，满足您的实际需求。

FLIR可在各大生产基地，各地区或是当地为您提供教育和培训课

程。FLIR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提供支持

服务：

• 在线培训课程

• 红外热成像在研发领域的应用

• 高级辐射测量学

• 热成像研发应用在线研讨会

• 红外技术&应用研讨班

• 客户现场咨询服务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敬请登录www.flir.com/I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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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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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仅供说明之用。 
[创建日期：2014年8月]

www.flir.com
NASDAQ: FLIR

PORTLAND
Corporate Headquarters
FLIR Systems, Inc
27700 SW Parkway Ave.
Wilsonville, OR 97070
USA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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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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