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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重要物品监控

许多类型的材料即使没有外部刺激也
会放热。它们的内部温度可以升高到
自燃点。随之产生的火焰和炽热可以
引燃其他货柜内的材料，最后仓库结
构、电气布线和设备都会被毁坏。

虽然储存放热设备的仓库相比其他仓
库更容易着火，但是不管仓库储存何
种货物，它都可能发生火灾。

闭路电视（CCTV）摄像机

我们要保护仓库和其他设施免受火
灾。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方法，可
以安装CCTV摄像机来监测烟雾或火
焰。但不足的地方在于，当出现烟雾
和火焰的时候，火灾已经一触即发。

而且CCTV摄	 像机只能在光线充足
的情况下才能输出高品质图像，所以
不适用于未设窗户的仓库，更不适合
夜间使用。若要使用，则意味着仓库
里必须安装照明设备，但不仅安装费
用高昂，通电费用和灯炮的定期更换
亦非常昂贵。

CCTV摄像机的另一缺点在于，只有
在图像对比度适当的情况下才能够看
到烟雾或火焰。灰色背景里的小量灰
色烟雾并不能立刻被发现。

烟雾探测器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烟雾探测器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降
低仓库货物风险的另一选择。但所有
的火灾并非都一样，所有烟雾探测器

红外热像仪应用于仓库资产保护

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仓库都储存有高价值的货物，保护这些货物不遭窃
成了重中之重。但盗窃并不是唯一危险，另一更大的危险是火灾，它可在极
短的时间内摧毁整个仓库。火灾中被摧毁的货物价值损失可能巨大，若是有
人因火灾而丧生，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数据显示，尽管仓库装有火灾报警和
消防系统，但因火灾而造成的资产损失却比过去多得多。

FLIR	A310是一款价格实惠的非接触式精确型温度成像和测
量工具，有助于避免仓库起火。

FLIR	A310红外热像仪的测量温度结合了此前设定的参数。
如果测量的温度超过了该参数，就会发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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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类火灾的检测效果也不一样。

烟雾探测器主要有两种类型——电离
探测器和光电探测器——探测器所含
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运转良好，有些情
况下较差。电离探测器对产生高温火
焰的火灾反应速度更快，而光电探测
器对慢速燃烧和阴燃火灾反应更快。
根据发生的火灾类型不同，烟雾探测
器的反应效果或许不如预期。

烟雾探测器由于受到蒸汽和灰尘的影
响也会产生很多误报警。将烟雾探测

器安装在炉灶、烤箱或者其他会产生
热量和烟雾

的装置旁边更容易产生误报警。不巧
的是，这些区域正是最需要仔细监测
火灾危险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可以
选用因温度变化剧烈而发出报警的热
量探测器来检测火灾危险。

但是，烟雾探测器的主要缺点还是在
于，火灾发生之后探测器才有反应。

红外热像仪

FLIR红外热像仪的改良之处在于能够
提供热区预警响应功能。这对所有类
型的仓库都很重要，尤其是储存着易
自燃或高度易燃货物的仓库。

FLIR红外热像仪可在远程视频或计算
机远程监控器上清晰地反映热区的实
时情况，让观察者知道热区的具体温
度和位置。此外，该“智能热像仪”
可通过设定程序确定产生报警信号的
温度，检测多个目标地区，发出不同
报警。报警输出可以直接传到报警装
置、信号器、报警器、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PLC）、或基于计算机的监控
系统。报警发出时，工作人员可以通
过目视监控器核实问题及发出报警的
确切地点。

FLIR红外热像仪在早期便可确定即将
发生的火灾，能够避免价值数十万欧
元的货物损失或结构损伤。	 热 成
像为何如此有效任何物体都会发出

热辐射，可在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光
谱下得以看见。红外热像仪将该辐射
转换成测定有温标的热图像。此类非
接触性温度数据可显示在监控器上，
也可发送到电子存储设备内，以供分
析。

安装在仓库资产保护系统内的FLIR红
外热像仪可输出清晰热图像，图像上
各种细节纤毫毕现。此外，图像上还
显示通过非接触模式采集到的温度数
据。

监控“熄灯”仓库

与用于检测烟雾的可见光摄像机不
同，红外热像仪无需依靠光线来产生
图像。因此，它们可实现24/7全天
候监控“熄灯”仓库。除此之外，红
外热像仪还有另一优点：它们还能穿
透烟雾。这意味着假使发生火灾，红
外热像仪可指引消防人员到达火灾源
头，查看烟雾弥漫的房间内是否还有
人。

不过，红外热像仪在烟雾或火焰产生
之前便能早早“看到”热区，所以它
们成为仓库资产保护的理想工具。

多种报警功能

红外热像仪可以直接向音响和可视报
警装置输送信号，但也能够与PLC或
者计算机控制器结合，形成具有先进
功能的监控系统。依托FLIR的红外热
像仪固件或者基于计算机的软件，这
些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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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储存区的热图像显示两个点的温度读数（-3.1ºC	和	-8.4ºC）处于安全范围，
另一个点的温度读数异常高（37.1ºC）。

该区域随后的一张图像显示异常读数继续升高，导致报警发出。

FLIR	A310红外热像仪并不局限于仓库应用，也用于户外
应用，比如这座煤堆。热图像清楚地确定该煤堆即将发生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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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内显示有高温、低温和平均
温度

•	 温度设定点报警
•	 多个目标区和多种报警
•	 设有延迟程序，可忽略由区域内

的铲车引起的升温
•	 温度趋势分析，在达到设定温度

之前反映问题
•	 以太网连接至中央控制器
•	 多台热像仪连接至中央监控器
•	 通过以太网、邮件或者FTP发送报

警信息和报警图像

热成像与灭火系统相结合

检测可导致火灾的热区与防止它发展
成火灾是两码事。因此很多用户以及
保险公司提出需要创建一个新系统，
不仅可以检测到热区，还可以立即降
温，防止火灾发生。

技术 优点 缺点
CCTV摄像机 CCTV摄像机价格相对便宜 此解决方案需要照明设备，

因此从长远考虑相对昂贵
可监控大面积区域 需要依靠光线产生图像

因安装照明设备带来的高昂
维护费用和电费
不能穿透烟雾
火灾发生后才有反应
需要环境对比才能看到烟雾

烟雾探测器 价格相对便宜 火灾发生后才有反应
生成许多误报警
高昂的维护费用

红外热像仪 不需要光线 在购买初期，红外热像仪比
CCTV摄像机更贵。可穿透烟雾

火灾发生之前就报警。
可监测大面积区域
输出对比度良好的图像。
几乎没有误报警
可引导灭火系统，最大限度
降低损失。
免维护

典型系统配置

该示意图描述了使用FLIR	A310红外热像仪的一个典型的系统配置。虽然凭借模拟视频和数字I/O输出，它可以作为独
立的智能传感器来运行，但许多仓库应用也使用其数字数据流，经过以太网线路发送到PLC或计算机控制器。	
以上述方式使用时，温度数据是PLC或计算机控制器（大型设施监控系统的一部分）的主输入之一。A310以太网通
信结合其报警设定点功能便可向任何一台装有监测软件的计算机输送红外热像仪模拟视频信号的压缩数据。借助FLIR
软件，计算机可同时显示9张热图像，也可以根据需求和其他红外热像仪的热图像相互切换。

除了查看温度记录视频图像，温度数据可以储存起来，用于分析温度趋势。A310红外热像仪的传输控制协议(TCP)/
互联网协议(IP)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辅助多地点监测。一旦达到报警温度阀值，它们会自动通过电邮（简单邮件传输
协议(SMTP)）或文件传输协议(FTP)将温度数据和图像发送到计算机。在指定地点的安全工作人员可以打开有密码保
护的浏览器，进入红外热像仪的网络服务器后使用基本控制功能，也可以查看被监测区域的视频直播。

1.	 计算机
2.	 带RJ45连接器的CAT-6以太网

电缆
3.	 带光纤端口的工业以太网交换器
4.	 光纤光缆
5.	 无线接入点
6.	 带RJ45连接器的CAT-6以太网电

缆。使用PoE（以太网供电）为
红外热像仪供电

7.	 工业以太网交换器
8.	 FLIR	A310红外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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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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情况下，红外热像仪可连接到防
火监控器。红外热像仪会引导防火监
控器到达热区所在的确切位置并冷却
它。这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货物会被
水损坏。这与会造成大量存货损失的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相反。

案例1：游泳池净化

我们来看一家公司，它有一间生产游
泳池净化材料次氯酸钙的大工厂。该
无水放热材料储存于公司仓库的大型
货柜中。

该公司最开始是在挑选出来的货柜里
面插入热电偶，以监测它们的温度。
热电偶输出连接到监控系统，如果温
度过高，就会触发报警。11个仓库分
布在一块大区域里，大量的货柜同时
受到监控，造成热电偶布线过多。为
保证此举控制在可管理范围之内，公
司采用了抽样方法，只在三分之一的
货柜里安装热电偶。但是，这也令仓
库面临很大程度的风险。

为了降低这一风险，公司开始安装
FLIR	 A310红外热像仪并将其作为固
定位置的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负
责监测红外热像仪容易覆盖的视场
角（FOV）内的所有货柜群。每台
红外热像仪的单一以太网连接通过无
线网络将温度数据传输到PLC监测系
统。FLIR红外热像仪设有报警时间延
迟程序，可忽略铲车进入仓库时引起
的暂时升温。这种解决方案具有成本
效益，可覆盖100%的产品，也消除
了大量热电偶布线造成的混乱。

案例2：化学废物处理

另一案例是储存着桶装化学废物的仓
库。虽然桶是密封的，但也不能百分
百防潮。因此可能产生泄漏，桶里的
货物也可能会被空气和湿气污染，还
会引起化学反应导致升温。最终将面
临发生火灾，甚至是爆炸的风险。虽
然在光线充	

足的情况下可见光摄像机可检测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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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烟雾，但对于采取预防措施而言
就未免太迟了。

与案例1一样，此仓库的操作员采用
独立红外热像仪来检测视场角内的升
温，防止火灾发生，并将报警发送至
中央监控站。在检测温度没有降至低
于设定温度之前，红外热像仪的延迟
功能可使报警一直持续，最后由操作
员终止。

热图像在控制房的监控器上得到显
示，指引工作人员正确找到热区所在
地点。

防患于未然
FLIR红外热像仪是用于仓库资产保护
的理想工具。与CCTV监控器和烟雾
探测器等其他方法不同，热成像技术
具备自动温度报警功能，可防患于未
然，在火灾发生之前予以及时制止，
避免昂贵的储货损失。它也提供直
观、易于理解的可见光图像，帮助工
作人员和消防人员立即评估情况、认
识问题。

红外热像仪无需维护，也无需借助

任何昂贵、耗电的照明设备便可有
效运行。CCTV摄像机和烟雾探测器
普遍存在误报警问题，与其相比，红
外热像仪产生的误报警也少得多。此
外，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还有一
个优点：它能应用于安防，必要时在
全黑的环境下侦测入侵者。

在购买初期，比起CCTV摄像机和烟
雾探测器，红外热像仪可能稍显昂
贵，但由于红外热像仪无需借助任何
光线便可运行，所以其维护成本和能
源成本非常低。该解决方案也是能切
实防止火灾，保护您的资产安全，使
您免受昂贵的存货损失的唯一系统，
所以红外热像仪成为当今市场最佳的
仓库资产保护解决方案。

火灾发展阶段

根据之前设定的报警温度，红外热像仪可检测处于初期或阴燃阶段的火灾。烟雾探测器依靠烟雾量来检测蔓延的火灾，所
以它只能在阴燃阶段后期或者火焰阶段初期才能检测到火灾。CCTV摄像机依赖于色彩对比度，所以根据照明条件不同，
它只能在火焰或火灾阶段才能检测到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