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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Equitherm是一家专业从事马术热
成像技术应用的公司。该公司训练
与发展部门主管Sandie Chambers
表示：“红外热像仪是一种十分绝
妙的工具，它能够发现未表现出明
显迹象的伤痛。事实上，配备红外
热像仪后，有时在体征和症状变得
十分明显前的2-3周就会发现这些伤
痛。”

“发现红外热像仪如获珍宝”
Sandie对人类和马术运动科学均有
研究，而且一直是Equitherm公司
发展的得力干将，她将毕生的事业
都倾注于马术运动中，自己也是一

位资深的马术运动员，在接触热成
像技术后，她立即意识到了其对马
术运动的重要性。“当我发现红外
热像仪能高效辨认马匹的外伤和情
绪压力时，简直如获珍宝。”

热成像技术帮助奥林匹克马术运动员及其战
马斩获奖牌
FLIR红外热像仪发现马匹早期临床问题，防止严重受
伤事故。
在赛马、骑马越障、花式骑术和马球等马术运动中，马匹至少应被视为如
同骑手般重要的运动员。也许还远不止如此，因为马匹是剧烈体力活动的
主要承担者。与运动员一样，它们也会受伤，但是FLIR红外热像仪有助于
保持马匹健康，并随时让它展现能力的巅峰状态。

马术热成像技术是一种非侵入性诊
断工具，该技术主要使用热成像设
备和计算机软件对马匹的热学和神
经系统状态的细微差异进行检测。
外热像仪作为此类应用理想之选的
唯一原因。与取景器相关的相机可
以任意扭转，这十分有利于拍摄马
匹背部的图像。然而FLIR B335红外
热像仪的主要优点是：结构紧凑，
质地轻盈，这一特性对与马匹相关
的 应 用 至 关 重 要 。 毕 竟 它 们 是 动
物，其行为有时难于预测。表演马
匹比一般马匹更难预料，为了实现
高水平发挥，马匹必须拥有坚强的
性格和刚烈的本性，否则将难以斩

通过检测马匹的热学和神经状况的细微差
别，FLIR B335红外热像仪有助于您快速、高
效辨别受伤动物的外伤。

Sandie Chambers给她的爱马Zidane展示
FLIR B335红外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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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骄人的战绩。但这也就意味着马
匹随时可能会向您迈前一步，如果
此种情况发生，您也不希望大而笨
重的热像仪影响您的躲闪速度。配
备FLIR B335红外热像仪后，我对此
安枕无忧，得益于红外热像仪体积
小、重量轻的特性，我可以随时躲
开逼近的马匹。”

Sandie对此款红外热像仪的软件也

情有独钟。“借助FLIR报告软件，
能够十分容易地将图像从热像仪导
出至计算机，用作进一步分析。这
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一应用
中，为了能够让热图像分毫毕现，
需要借助计算机滤除所有不相关的
信息。”

发生异常情况时，骑手会有所觉察
Rhett Bird是Equitherm公司的重
要客户，他是国际马术大赛盛装舞
步比赛的骑手兼驯师。Rhett Bird
聘请Equitherm为他的战马做常规
检查，他对红外热像仪的各种功能
十分满意。“我们每天都会进行骑
马训练，有时候在骑行的途中会感
觉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当我们将其
带至兽医站时，由于无法察觉任何
症状，时常会无功而返。当然，马
匹不能诉说自己受伤的实情，并告
知受伤的具体部位，而红外热像仪
提供了洞悉马匹身体实际状况的另
一种途径。例如：我们有几匹马表
现欠佳。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跛行
的症状，但是我们能察觉出其身体
可能存在异常情况。经红外热像仪
鉴定出肌肉的异常热图像后，表明
有可能是肌肉损伤。我们因此能够
调整训练计划，尽量不触及存有疑
问的肌肉，以免酿成真正的受伤事
故。”

然而，红外热像仪不仅是预防受伤
的一种有效工具，还能对马匹的康
复情况进行有力监测。“当马匹受
伤后，您很难知道在不伤害它们的
前提下能对其进行多大强度的训
练。所以，当马匹受伤后，在它们

重归训练前，我们会使用红外热像
仪对受伤的马匹进行全身检测，以
确认所有的症状全然消失。我们需

要确保能做到了这点，有效地避免
了莫衷一够安全增加其训练强度。

这极有利于确保您不会对马匹过度
过快地施压，问题也绝不会重复出
现。红外热像仪是的猜测。”

热成像技术登上奥运舞台
Sandie不仅只为Rhett提供服务。
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应多支奥
运团队邀请，Sandie为其提供监
控支持。“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机
遇，充分展示了热成像技术在马术
运动中的各种应用。我们使用FLIR
红外热像仪对马匹进行监控，以确
保它们身体状态良好，而且随时准
备展现其能力的巅峰状态。这些团
队对FLIR热像仪生成的优质图像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我 迫 切 希 望 能
继续支援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
会。”

您可以扭转B335红外热像仪，从困难角度拍
摄图像

贴近马匹操作红外热像仪时，您能快速躲开至关重要。结构紧凑、质地轻盈的FLIR B335红外
热像仪能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

Sandie向Rhett展示其中一匹马的热图像。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Sandie确保了参赛
马匹未伤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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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ie解释道：“不仅仅是角逐
奥运奖牌的参赛选手可以从热成像
技术中获益，所有的马匹都能从中
受益，包括专业表演，以及用于娱
乐的马匹。”Rhett表示赞同：“
热成像技术在表演马匹中应用更为
频繁，一般而言，它们价格更高，
由于它们运动的强度高，遭受扭伤
或受伤的风险也就更高，但不幸的
是，所有的马匹都会自己酿成受伤
事 故 。 无 论 是 在 运 动 场 上 ， 还 是

在马棚中，它们总会陷入各种麻
烦。”

“道德义务”
马匹容易受伤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并
不适于我们人类要求它们执行的活
动。Sandie补充道：“马是典型的
逃跑性生物，意味着他们在面临威
胁时，会快速逃逸，而不是蹦跳或
背负着人们到处腾跃。它们的身体
天生并非用于此目的，因而十分容
易受伤。这给予了我们人类适当照
顾它们的道德义务。热成像技术为
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Sandie继续说道：“作为逃跑性
生物，它们总会隐藏自己的虚弱，
如果在野外表现出虚弱，这无疑将
成为捕食者的锁定对象。马匹十分
善于隐藏自己的跛行状态。显然它
们无法告诉我们自己有何不适。但
是，红外热像仪为它们诉说了自己
身体的真实状态。”

预防优于治疗
Sandie表示：“马术热成像技术是
名副其实的生命拯救者，在一次例
行检查中，我们发现一只即将于2天
之后参与骑马越障竞技表演的马匹
出现异常情况。这匹马未表现出任

何明显的受伤迹象，例如它没有跛
行，但是热图像明显表示左前腿有
不适。我们立即召集兽医做了一次
超声波扫描检查，最终证实了我的
初步观察结果，的确存在严重的异
常情况：这匹马在斑点位置出现了
部分肌腱破裂，斑点位置有热异常
现象。”

Sandie认为，如果此类受伤未被
发现，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要

Sandie表示：“使用马术热成像技术，你可
以观察马匹热图像中的对称性。”

这是受伤马腿的特写图像。图像中有明显的
热点，表示肌腱有受伤。

在一次例行热图像检查中，Sandie发现了某
马匹有严重受伤。热图像显示，左腿与右前
腿存在明显差异。

兽医的后续诊断包括：在热点位置进行超
声波扫描。最终超声波扫描显示肌腱已经破
裂。



应用案例

如需了解有关红外热像仪或此应用的更多
信息，请联系：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热像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www.flir.com

图片仅供说明之用，显示图像可能不代表该热
像仪的实际分辨率

是我们没有在马的热图像中发现异
常现象，那么肌腱可能已经完全破
裂了，将为动物带来许多痛苦和情
绪压力，最终断送这匹马越障表演
的职业生涯。对主人而言，这意味
着需要为兽医护理和后续康复治疗
支付昂贵的费用。还有可能让马匹
的价值大打折扣，最终导致投资受
损。”
“众所周知的是，对于某些表演马
匹，尤其是那些已和骑手一同荣获
享有盛誉奖项的马匹，标价可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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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英镑。本案例表明热成像
技术是保护此类投资的一种有效工 
具。”现在，Sandie使用红外热像
仪监控马匹的康复过程。当它可以
参加竞技时，我们能一目了然。

热图像中的对称性
然而，在这一应用中使用热成像技
术，与其它应用存在明显不同。在
分析马匹的热图像时，您无需查看
确切的温度数据，这与楼宇或电路
分析大致相同，您所需要观察的是

马匹的热图像是否对称。我在观看
热数据时，总会不断地对比左右两
侧的数据，如果出现
受伤，那么非对称的异常现象会在
图像中显示出来。只有当发现此类
异常现象后，我才会去查看确切的
温度数据，这些数据将是兽医基于
我初步检查结果之上，进行后续治
疗的关键信息。

以Sandie的观点，红外热像仪是兽
医检查的一种独特工具。“不仅因
为它是一种非侵入性装置；意味着
无需接触马匹就可完成检查工作，
它同样也是检查马匹下肢肌腱、韧
带、关节以及上肢软组织区域和上
身肌肉发达区域的最实用方法。更
传统的诊断工具，如X射线、CT扫
描和超声波检查很难查出后膝关 
节 病 ， 相 当 于 人 体 膝 关 节 的 腿 关
节，但是这类关节可通过红外热像
仪进行很好的监测，红外热像仪在
其它区域的应用包括脚、背部和牙
齿。”

“不只是瞄拍”
热成像技术是一套非侵入性方法，
这一事实的另一结果是：您无需持
兽医执照便可使用红外热像仪。但
是，无需执照并不意味着您只需购
买一台红外热像仪就可从事马匹的
检查工作，Sandie解释道，由于现
代红外热像仪操作十分简便，很多
人便误认为使用兽医用红外热像仪
只是简单的点击操作而已。

兽医用热成像技术远非局
限于对马匹进行检查；它
适用于所有的生物，包括
马、猫、企鹅、狗、甚至
还有人类，热成像技术提
供在动物体征和症状变得
明显前就能识别受伤或疾
病的新方法

不同于其他诊断工具，红外热像仪检查无需接触动物，包括身体接触或某些放射性接触。它
是诊断伤痛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