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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北欧化工位于瑞典斯泰农松德的高
压低密度聚乙烯（LDPE）工厂就是
此类工厂之一，该工厂为电缆和电
线行业生产LDPE产品，年生产能力
为35万吨。北欧化工的裂化器设施
提供主要原料乙烯，后者在高压聚
合过程中转化为聚乙烯。

乙烯是一种高度易燃的碳氢化合
物。为了进一步提供工厂内部的安
全性，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北欧化
工购买了FLIR Systems的一台光学
气体红外热像仪。借助这一气体泄
漏检测工具，北欧化工确保了任何

气体泄漏都逃不过程序操作员的双
眼。 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是一种
快速的非接触式测量仪器，能够将
气体泄漏实时可视化。其他许多测
量仪器只提供一个数字，而光学气
体红外热像仪能提供可视信息，使
泄漏检测过程更为直观。光学气体
红外热像仪还可用于难以进入的位
置，因为它们能从远距离检测到微
小的泄漏。LDPE生产主管Jan Åke 
Schiller表示：“我们开始测试这项
相对新颖的技术时，起初我非常怀
疑。但是看到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
运行后，我很快意识到它们在这间

FLIR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助力改善
北欧化工斯泰农松德工厂的环境和
安全性
许多石化工厂都要处理不可见的气态碳氢化合物。这些气体大部分都会带
来一些安全问题。它们可能有毒，或者如果长期接触会造成健康问题。其
他气体则高度易燃、易爆，并且多数气体如果大量排放到大气中，会对环
境造成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石化工厂中泄漏检测非常重要的原因。

泄漏气体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视频片段中显示
为烟雾状蒸气。

LDPE生产主管Jan Ake Schiller起初持怀疑态
度，但如今对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的潜力深信不
疑。

FLIR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能够对气体泄漏
实时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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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工厂，以及在石油化工厂拥
有巨大的泄漏检测潜力。”

而使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我们
只需在工作指令上添加一个视频文
件，维修人员会自行查看泄漏位
置。这让我们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做
出泄漏检测报告，腾出更多的时间
在工厂里泄漏检测，或者执行其他
任务。”

更高的检查频率

Schiller表示，由于现在用上了FLIR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消耗
的检查时间大为减少，泄漏检测频
率却大大提高。“过去我们只拥有
嗅探器时，我们也要做其他的年度
检查。为了覆盖工厂全长100多公
里的全部管道，一支使用嗅探器的
团队需要花费整整一周时间才能完
成整个工厂的检查。而使用这部光
学气体红外热像仪，一个人一天就
可以完成了。现在我们有了光学气
体红外热像仪，整个工厂每年检查
两次，并且工厂每次开机时都进行
快速检查。所以说检查频率大大提
高了。”

光学气体成像的优点

购买FLIR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
仪之前，Schiller和他的同事使用所
谓的“嗅探器”，这种设备用于测
量某个位置某种气体的浓度，并生
成一个百万分率（ppm）的浓度
读数。Schiller表示：“光学气体红
外热像仪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提供

了以可视化的方式检测气体的可能
性。嗅探器只能给你一个数字，而
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能让你检测热
像仪视场范围内任何位置的气体泄
漏。这大大提高了检查速度。如今
我们有了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工
厂每次开机时都进行快速扫描。每
次进行快速扫描，我们能在30分钟
内完成整个工厂将近80%区域的检
查。而使用嗅探器要想达到同样的
结果，则需一支10人的团队整整工
作两天。”

Schiller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

会停止使用嗅探器。“我们将嗅探
器配合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使用。
我们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检测泄
漏，然后用嗅探器为泄漏定量。” 
FLIR GF306的灵敏度令Schiller感到
惊讶。“我在嗅探器读数低于100 
ppm的环境检测到泄漏，尤其是在
高热灵敏度模式下操作时，这个热
像仪的灵敏度令人吃惊。它还可以
从70米的距离检测更微小的泄漏。
这使得操作员可以从安全距离实施
检查。” 

高热灵敏度模式
高热灵敏度模式（HSM）是所有GF
系列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的附加特
殊功能。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热
像仪热敏度的图像相减视频处理技
术。HSM功能能够减少单个像素信
号在视频流画面中所占的百分比，
从而提高帧之间的差异，使泄漏气
体在生成的图像上显得更加清晰。
所有待修复的泄漏都会被告知维修
人员。Schiller表示，在这个环节，
使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比嗅探器

嗅探器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才能检测气体泄漏。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可以检测热像仪视场范围内任何位
置的所有气体泄漏。

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检测到的微小泄漏用嗅探器进行定量。途中的泄漏气体浓度低于限值，不会得到高
优先级的处理。

聚乙烯用于生产从导线绝缘塑料到汽车仪表盘塑
料的各种塑料。

在控制室里，所有流经工厂的气体都受到严密监
控。



也有优势。“使用嗅探器，你必须
用语言描述确切的泄漏位置，这有
时候会有困难。

红外吸收
FLIR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
仪 配 备 制 冷 式 量 子 阱 红 外 探 测
器 （ Q W I P ） ， 该 探 测 器 可 在
25mK（0.025℃）热灵敏度时生
成分辨率为320 x 240像素的热图
像。FLIR GF系列光学气体红外热
像仪的气体可视化功能是以红外吸
收为基础。气体会吸收特定波长的
电磁辐射。FLIR GF系列光学气体红
外热像仪配备波段滤片、焦平面阵
列和光学系统。这些元件都特别调
校到适合这一波长范围。气体吸收
红外辐射并有效阻挡来自泄漏气体
背后物体的辐射，因此泄漏气体在
热图像上会显示为一道黑色或白色
烟柱，这取决于用户选择“白热”
或“黑热”设置。

录制视频片段

除了实时可视化以外，FLIR GF306
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还能够录制可
见光视频和热成像视频片段。

 Schiller解释道：“这一点非常重
要，因为移动中的烟柱状气体在视
频上比在静态图像中要清晰得多。
对于泄漏报告，我们通常在可视
化视频模式下开启视频记录，以便
向维修人员展示泄漏位置。然后我
们转换到气体检测模式，以便展示
泄漏，接着切换回到可视化视频模
式，验证泄漏位置。这个方法对我
们来说很管用。”

Schiller补充表示：“这间工厂相
对较新，是在几年前开业，用来代
替旧的聚乙烯工厂。这间新聚乙烯
工厂曾经碰到一些发展初期的问
题，但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的帮
助下，我们已经能够使它变成世界
上气密性最好的工厂之一。举个例
子，这间新工厂生产的聚乙烯比旧
工厂多一倍，但泄漏导致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散逸数量却比旧工厂少
10倍。在我看来，FLIR GF306光学
气体红外热像仪帮助实现了这一极
低的泄漏率。”

这种工具使用频率与北欧化工斯泰
农松德工厂使用的FLIR GF306光学
气体红外热像仪一样频繁，因此需
要轻便、紧凑，设计要符合人体工
学，以防止背部和胳膊扭伤。所有
FLIR GF系列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的
设计都符合人体工学。FLIR GF306
光 学 气 体 红 外 热 像 仪 配 备 转 动 手
柄、直接接触式按键、可翻转的取
景器和LCD屏幕，其设计从用户的
角度出发，具备先进的人体工程学
特性，以提高员工安全性。重2.4千
克的FLIR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
仪也显得轻盈、紧凑。

在意想不到的位置检测泄漏

据Schiller所述，使用光学气体红
外热像仪的优势之一是，在意想不
到的位置进行泄漏检测会变得更容
易。“泄漏真的会发生在最奇怪的

FLIR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能够从远距离检测到更微小的泄漏，例如图中采用HSM模式检测到的
泄漏。

HSM图像能比常规图像更清晰地显示泄漏。

GF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设计紧凑、相对轻便
和符合人体工学，以防止背部和手臂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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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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有一次，有一根支撑管焊接
到管道系统的弯道处，但是焊接工
人用力过度，导致管道系统的气体
泄漏到支撑管里。用光学气体红外
热像仪很容易就可以定位支撑管泄
漏的气体，因为气体在热图像上非
常显眼。但如果使用嗅探器，可能
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找出泄漏点，前
提是我们真的会去检测，因为谁会
去检测支撑管的泄漏呢？”

“出人意料的泄漏位置的另一个例
子是，我曾发现隔热材料有气体泄
漏。由于连接件的一端发生泄漏，
绝缘材料内部也有气体泄漏，从连
接件的另一端漏出来。这只是一系
列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检测到的
泄漏之一，如果用嗅探器检测，这
是完全不可能的。

嗅探器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才能检
测泄漏，因此检查员只会把嗅探器
放到可能发生泄漏的位置。如果使
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你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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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热像仪视场范围内任何位置的所
有泄漏。你可以用它来轻松快速地
检测到泄漏，并且它让你的检查更
为彻底。”

物有所值

Schiller继续表示：“有些公司可能
因为价格问题，不愿意购买一台光
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这可以理解，
毕竟嗅探器要便宜得多。但是采购
成本具有欺骗性。首先，采用嗅探
器进行检查非常费时费力，而工时
并不便宜，至少在欧洲不便宜。

其次，使用探嗅器，意想不到的位
置的泄漏难以发现，容易遗漏，
因此使用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能
帮助确保员工和周边地区居民的
安 全 。 我 认 为 安 全 是 绝 对 值 得
投资的。 使 用 光 学 气 体 红 外
热像仪还提高了工厂员工的安全
感。他们知道我使用FLIR GF306

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任何气体泄
漏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会觉得有安
全感。”Schil ler继续表示：“最
后一个要点是，光学气体红外热像
仪能帮助减少泄漏到大气中的气体
数量。因为这些气体是我们的基本
材料，发生泄漏就是一种浪费。我
宁愿把它变成塑料。因此气体泄漏
实际上等于挥霍资金。通过减少泄
漏，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会把采购
成本赚回来。总而言之，我绝对会
说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是物有所值
的。”

泄漏可能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位置，例如在这根支
撑管内。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由于连接内出现泄漏，
气体从隔热材料处逸出。

图中阀门正在泄漏乙烯，在黑热图像上显示为一片白烟。

图中的HSM视频片段清晰显示一处气体泄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