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化/过程控制/生产安全
在线式红外热像仪

探索丰富多样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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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Systems有限公司：红外热像仪的世界领先企业
FLIR Systems有限公司是红外热像仪设计制造及销售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
其红外热像仪广泛应用于商业及政府的各个领域。

新兴市场及服务组织
过去几年中，各市场对热成像系统的需求大幅增加。为满足这一需求，FLIR 
Systems公司大幅扩大旗下的组织服务覆盖率。我们现有员工逾4000人。
这些红外技术专家共同协作，实现了超过10亿美元的年收入，并使FLIR 
Systems公司成为全球商用热像仪的最大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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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FLIR Systems有限公司目前拥有6家制造厂。3家位于美国(分别位于波特兰、
波士顿和加利福尼亚洲圣巴巴拉)、1家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家位于爱沙
尼亚、1家位于法国巴黎近郊。

FLIR ATS法国FLIR瑞典

FLIR美国波士顿 FLIR 美国圣巴巴拉

所有市场及所有应用领域
FLIR Systems完全致力于红外热像仪的开发和生产，所出品的红外热像仪产
品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一家制造商。

FLIR Systems活跃在所有使用红外热像仪的市场领域，包括电气/机械、建
筑、自动化/过程控制、海事和安防等。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产品在这
些市场发挥着巨大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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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可记录电磁光谱的红外光部分所产生的辐射能，并将其转化为
肉眼可见的图像。

什么是红外？
我们的肉眼只能检测到可见光中的电磁辐射，除此之外，所有其它形式的
电磁辐射都是肉眼不可见的，比如红外辐射。

1800年，英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第
一次发现红外辐射的存在。为了解不同颜色的光所产生的热量有何不同，
他将太阳光用三棱镜分解成一个彩虹样的光谱，然后测量了每种颜色的温
度。他发现，从光谱的紫罗兰色部分到红色部分，温度呈现逐渐升高的趋
势。

在注意到这一现象之后，赫歇尔决定再在没有可见太阳光线的区域测量光
谱中红色光之外的部分的温度。令他惊讶的是，这一区域的温度最高。

红外热像仪及其
工作原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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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辐射介于电磁光谱的可见光辐射和微波辐射之间。红外辐射源主要为
热量或热辐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或0开尔文)的任何物体均
会发出红外辐射。即使我们认为非常冷的物体(例如冰块)也存在红外辐射。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红外辐射，这包括我们从太阳光、火或散热器等处感觉
到的热量。尽管肉眼看不到，但皮肤中的神经却可以感受到热量。物体越
热，其红外辐射量越大。

红外热像仪
某个物体发出的红外能量(A)通过光学镜头(B)聚焦在红外探测器(C)上。探测
器向传感器电子元件(D)发送信息，进行图像处理。电子元件将探测器发来
的数据转译成可在取景器或标准视频监视器或LCD显示屏上查看的图像(E)。 

红外热成像是一种可将红外图像转换为热辐射图像的技术，该技术可从图
像中读取温度值。因此，热辐射图像中的各个像素实际上都是一个温度测
量点。红外热像仪内置了复杂的算法来完成温度测量工作，这使得红外热
像仪成为自动化 / 过程控制应用的最佳工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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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伽马射线 X光 紫外光

可见光

红外光

微波

无线电

UHF VHF

可见光 红外光

2 5 8 12微米

SW 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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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程师和技术员们需要以较低成本生产出质量稳定且高产率的产品。FLIR红外热
像仪正是红外机器视觉、闭环过程控制和质量保证成像的最有效工具，能帮助您验证
产品质量、提高产品产量、增加产品优势，最终带来丰厚的利润。

FLIR红外热像仪：
•  发现热点
•  触发警报
•  非接触式工具，使用轻便、快捷
•  可在系统运行期间执行检查
•  识别并定位问题
•  测量温度
•  存储信息
•  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金

FLIR SYSTEMS提供一系列红外热像仪产品，为您的自动化/过程控制/生产安全应用
提供最合适的红外热像仪。

为何要采用热成像技术？3

汽车挡风玻璃除霜 煤堆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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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见证品质

FLIR Systems在各种市场领域均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
在使用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

他们均发现了红外热像仪的出色功能和强大优势。他们认识到红外热像仪
能够帮助他们省时省钱。

许多用户选择了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他们一致认为，FLIR Systems生
产的热像仪产品在技术上最为先进，也最方便用户使用。

接下来的内容是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用户对我们的产品做出的简短评价
和认可。这些用户的使用体验是对红外热成像技术和FLIR Systems公司的最
佳宣传。

我们自己的宣传远远不够，请您倾听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用户的心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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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an Türkmen 解释道：“该系统通过了多次测试，运行良好。当我们
的工作人员爬进行李传送系统，模拟小孩爬上传送带的情况时，每次

传送带都会停止运行。”

热报警系统确保伊斯坦布尔Sabiha Gökçen 
机场儿童安全

机场登机手续办理区看似很安全，但却比大家想象的要危险得多。每年，
全世界都会发生几例儿童因家长疏于看管，通过橡胶挡板被卷入行李传送
带系统的意外事故。

如果关注区域(ROI)的温度达到阈值，就会触发警
报。

即使达到阈值温度，行李箱也未触发警报。因为达
到该阈值温度的关注区域所占的百分比微乎其微。

如果有人进入传送带区域，温度报警会自动响起，
并立即关闭传送带系统。

FLIR IR软件的截图显示，4台FLIR红外热像仪的监控
范围覆盖了8条传输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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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火力发电厂使用红外热像仪预防火灾

为防止输煤系统发生自燃，韩国唐津火力发电厂(DCFPC)的所有者韩国东西
电力公司(EWP)安装了基于红外热像仪的火灾报警系统。

沥青煤着火时不仅会为发电厂工作人员带来危险，还可能破坏部分运
输系统，甚至会导致发电彻底中断。唐津火电厂经理Kim Young Min表
示：“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为此，我们安装了大量的FLIR红外

热像仪。”

从7台FLIR红外热像仪中获取的画面和热图像被发送
至PLC和控制室。

当温度报警被触发时，PLC立即停止了传送带的运行
并激活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热成像火灾预警系统在预防煤炭火灾方面效果显
著。

FLIR红外热像仪，安装在传送带上方的防水外壳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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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ATEC公司主管P. Bourrier表示：“在购买之初，热像仪可能比闭
路电视摄像机(CCTV)和烟雾探测器要稍贵，但它无需任何光线就能工
作，维修费和电费也较低。热像仪预警系统也是有助于实际预防火灾

的唯一系统，也因此成为当今市场上最佳的火灾预警系统。”

红外热像仪报警系统为Transpole公司安全保
驾护航

天然气储存十分危险，若发生火灾，极有可能造成燃气爆炸事故，后果不
堪设想，但使用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预警系统则可解决上述问题。

FLIR红外热像仪安装在坚固的防水外壳内，持续监
测整个建筑。

公交车总站的入口处及主办公室内的两个触屏上显示了FLIR红外热像仪产生的现场热视频。

触控屏界面显示了热像仪的平面布置图及现场热视
频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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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提高胶合板行业的生产率与 
安全性 

制造胶合板和薄板片时，在将原木运输到工厂进行去皮和进一步处理之
前，应将其软化，这一点至关重要。若未经充分软化，原木可能在去皮工
艺中开裂，导致生产率降低、材料浪费严重。 
 

红外热像仪可检测热能，同样也可以穿透雾霭、蒸汽、烟尘以及其它
阻碍物等。通过使用红外热像仪，北美数家重要胶合板生产商已经安
装了相关的系统，从而使得起重机和负责出料的驾驶室操作员能够看

透蒸汽，保持最佳工作效率。

装配线的可见光图像和热图像：红外热像仪协助操作人员透过蒸汽看清物体，安全完成任务。

可见光图像和热图像：虽然蒸汽阻碍了视线，但原木水槽依旧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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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rotec公司的生产总监
Roberto Ricca对FLIR红外热像仪
的质量非常满意：“热像仪所
提供的热数据正是我们这类应

用所需要的。”

FLIR红外热像仪保障菲亚特汽车的稳定质量

现代汽车面板采用表层金属和底层结构性粘胶层结合而成。粘合剂要正常
工作，其温度一定要恰到精准。为确保在整个过程中提供自动反馈，菲亚
特汽车(FIAT)开始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

此热图像中的每个绿色区域代表1个测温点，在本例中共19处。用户可根据需要定义多个测温点。

此热图像显示了工作中的感应加热情况。金属件在
数秒内从室温加热至180˚C 

Inprotec公司的技术人员将热像仪嵌入具有保护作
用的硬外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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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实现对电阻器100%的 
完美质量控制

对于希望为客户提供完美产品的公司来说，降低电子元件故障率至关重
要。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办法是逐一检查元件，确保100%的质量控制。

Isabellenhütte生产经理Eichman先生表示：“事实证明热成像技术是
确保我们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的法宝。

sabellenhütte-Heusler生产的无瑕疵电阻器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能够检测到电阻器最细微
的缺陷。

受红外热像仪控制的缺陷电阻器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助力实现全自动质量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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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位奶农每年会因乳腺炎而损失20,000至60,000欧元，对此我很
震惊。这可不是笔小数。因此我们开始为这个难题寻找解决方案： 

一套基于热成像技术的自动早期检测系统。”

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在奶牛场进行自动化 
健康检查 

现代奶牛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奶牛乳腺炎疾病。乳腺炎是指奶牛乳房中持
续出现的一种炎症。这种乳腺传染病存在致命风险，是奶牛最常患的一种
疾病。红外热像仪能在早期阶段检测出该疾病。

自动分析软件使用先进的算法在奶牛乳房热图像中
检测正在恶化的乳腺炎。

2台FLIR红外热像仪从奶牛两侧记录其乳房图像。

为保护FLIR A310红外热像仪不受奶牛场中不利条件
的影响，将其安装在配备自动窗户清洁系统的防水
外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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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台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在酒桶离开灌装设备传送带前， 
对每个酒桶进行温度测量。如果红外热像仪识别出具有温差的酒
桶，便会发出警报，而传送带则会自动停止传送，然后人工取走出

现异常的酒桶。

红外热像仪可以分辨Erdinger Weissbräu的酒
桶内是啤酒还是碱液 

艾丁格啤酒以其严格的质量方针而名闻遐迩。其生产工艺，自原料选择和
敲定，再到灌装和熟化，都受到严格监控。在这一过程中，红外热像仪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装满碱液的酒桶温度高于装满啤酒的酒桶温度，通过温度测量可以十分容易辨别错误灌装的酒桶。

红外热像仪(图中左上)对每个通过的酒桶进行检测。 装满啤酒的酒桶的红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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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是首屈一指的质量保证(QA)工具。控制熟肉食产品的质量
和安全是热成像技术卓越价值的真实体现。安装一台固定式红外热像

仪可记录鸡柳从连续式传送带烤箱中出炉时的温度。

红外热像仪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

在食品产业中，对贯穿生产、运输、储存和销售过程中的易腐食品进行精
心的温度控制至关重要。食品加工商需要用到一些能自动化运行关键操作
的工具，在高效降低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人为错误的概率。

使用红外测温法与红外热图来锁定未烤熟的鸡柳，停止流水线从而取走未烤熟的产品。

通过测量温度检测汉堡熟度的热图像。 热图像显示自动灌装的包装瓶，可移除灌装过量或
灌装不足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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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红外热像仪确保Ford Genk生产出 
性能卓越的汽车

比利时Ford Genk工厂安装有三台FLIR红外热像仪，用来测试汽车前窗加热
丝、后窗加热丝和空调出风口的温度。

Ford Genk质量控制部负责人Arthur Knuysen解释道：“Ford Genk在安
装这些自动化系统之前，由人工完成检查工作。自动测试系统更迅
速，更可靠。FLIR红外热像仪堪称理想的测试工具，因为红外热像仪

检测精确、可靠，而且免维护。”

用于检查空调系统的热像仪。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将红外热像仪的测量数据与
预定义参数值进行比较。

Ford Genk装有三台红外热像仪，用于测试汽车前窗加热系统、后窗加热系统和空调系统。标红处即红外热
像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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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的原因是该公司在多种连续热检测/监测
应用中拥有着丰富经验。

红外热像仪控制煤场火灾隐患

以煤堆形式储煤的大型煤场潜藏着自燃的风险。俗语有云：防患于未然。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有助于确保Nástup采矿公司的生产安全，该公司位
于捷克共和国Tusimice。

Nástup采矿公司安装在桅杆顶端的FLIR Systems红
外热像仪。

煤堆叠加位置显示有1个热点，为潜在自燃点。

由安装在桅杆顶端的FLIR红外热像仪拍摄的红外图像，图中所示是被装载区隔开的两个煤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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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料槽防火和火灾探测用红外热像仪

废弃物经过存储后会成为潜在的易燃物：自燃、由压力引起的热堆积、处
理物之间的自发化学反应、甲烷聚集都是潜在的火灾隐患。红外热像仪有
助于预防各种火险。

热图像所示为废弃物中的热点，表示存在自燃
风险。

废料槽表面分成若干区域。红外热像仪依次检查
各个区域。

废料槽控制室。如果红外热像仪检测出热点，便
会发出报警信息。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堪称
固体废料槽中防火和火灾探

测的首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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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larm销售经理Mikke Ståhl解释道：“整合入一个警报系统中的四台
FLIR红外热像仪可持续监控变电站的重要组件。若被监控设备的某一

部位的温度高于预警温度之上，便会触发警报。”

红外热像仪用于变电站监测 

由于医院以及其它应急服务机构电力依赖程度较高，长时间停电可能会付
出生命的代价。这便是为何挪威政府和众多能源公司开始采用红外热像仪
监控变电所的原因。

在问题演化为代价高昂的故障前，控制室操作人员可通过温度警报系统告知Lyse Energy维护人员。

使用四台红外热像仪监控变电站内的重要组件。若红外热像仪视场角内任意点的温度高于预先确定的预警
温度，则会触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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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scanners联合创始人兼总
经理Saarenketo解释道：“使
用FLIR红外热像仪可侦测道路
表面肉眼无法看到的渗水情

况。”

FLIR红外热像仪用于确定芬兰路况 

芬兰的道路网络由78,141公里的公路、铺面路和碎石路组成。在芬兰，道
路监测与养护极具挑战性，因为芬兰冬天的气温可降至-40 ˚C，而且昼短夜
长，某些区域阳光根本无法照亮。

检测桥梁用的特殊设备包含一部90°广角镜头的红
外热像仪。

路面质量佳的道路(左图)生成外观一致的热图像，而右侧的热图像表示道路出现裂缝和沥青中存在渗水现象。

晚春时节拍摄的热图像对道路养护小组尤为宝贵，因为这些热图像显示了道路结构内部融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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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用于变电站监测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FLIR红外热像仪与自动化软件均可随时检测出远程监控
站中潜在的设备故障与安全隐患。由此带来的净效应即：可靠性提升，成
本下降。

一家大型供电公司发现变电站变
压器上的连杆衬套红热，维修
仅花费了12,000欧元。而该公司
在设立热成像项目之前，类似问
题曾导致故障发生，花费却超过

2,250,000欧元。

高压电气设备在发生故障前通常会升温。使用红外
热像仪可连续监测高压设备，可避免代价昂贵的故
障发生。

变电站监控系统示意图

远程
用户

计算机运行
(多镜头取景器)软件

远程现场1

远程现场2
内部办公室

用户

运行MCV的计算机
(多镜头取景器)软件

防火墙

128kbs
或更大

公共或
私人互联网

总部因特网

常见配置，1个现场,多个远程地点

总部

OCC
现场热像仪控制器

OCC
现场热像仪控制器

SMS
ScadaCam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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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外壳和以太网接口的A310 红外热像仪

可选通信适配器
(无线或有线)

玻璃纤维或CAT-6
铜线电缆

以太网端口

数据
存储

服务器用户

工厂网络

用户

红外热像仪用于石化/油田火焰监测 

许多行业使用火炬塔燃烧多余的废气副产品。红外热像仪能够进行全天候
自动化远程监控，是一款理想的监测工具。 

如果火炬没有燃烧，有害气体会进入大气层，热像
仪会发出报警。

尽管肉眼无法看到，但红外热像仪可监测到火炬是
否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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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厂钢包耐火材料监测

炼钢厂钢包的使用寿命有限。随着耐火衬里磨损或因震动产生裂纹，钢包
的外部材料可能会暴露于过热环境下。如果发现不及时，可导致钢包瓦解
或熔融金属分解，威胁员工的生命安危，破坏生产设备。

红外热像仪可检测钢包上的热点，较之于可见光视觉检测工作，能更早发出故障报警，在故障发生前停止
钢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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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应用于仓库资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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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示意图

该区域随后的一张图像显示异常读数继续升高，最
后触发报警。

37.1

76.2 ºC

28.9-8.4
-3.1

53.8

81.1 ºC

31.2

危险废弃物储存区的热图像显示两个安全点的温
度读数(-3.1˚C 和 -8.4˚C)，另一个点的温度读数为
37.1˚C，出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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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红外热像仪的强大优势，热像仪的产

品销量逐渐上升，价格也随之下降。这意味着红外热像仪正在进入

越来越多的市场领域。FLIR Systems针对每个应用领域都提供了符合

用户所需的适用产品。

红外热像仪：
包罗万象的应用

电气/机械

在工业环境中，红外热像仪通常用于寻找容

易导致电气和机械设备故障的热点。通过及

早发现异常状况，可以避免生产中断，并节

省资金。

安防 
我们的安防客户通过使用红外热像仪获得极

大收益，因为热像仪可帮助他们保护港口、

机场、核设施、仓库、房产等免遭入侵者

攻击。

机芯和部件 
FLIR Systems还生产和销售范围广泛的热像

仪机芯，其它制造商也可将其集成到自身

的产品当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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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发 
红外热像仪在应用研发和基础研发领域同样

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加速设计流程，加

快产品的上市速度。针对这些严格的应用要

求，FLIR Systems推出了性能极高的红外热

像仪产品。

建筑物诊断

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员可利用红外热像仪查找

隔热损失和其它与建筑物相关的问题。发现

隔热损失并及时修复，节省大笔能源开支。

边防安全

边防专家的任务是防止走私者和其它入侵者

进入自己国家的边界。借助红外热像仪，

他们可以在漆黑环境中看到20公里以外的入

侵者。

海事 
在快艇和商务船上，FLIR红外热像仪广泛应

用于夜间导航、保障船上安全、落水人员搜

救和防海盗等领域。

29



交通 
FLIR红外热像仪可安装在汽车中，提高司机

的视线清晰度。与汽车头灯相比，热像仪

可帮助司机看到4倍远的距离。此外，热像

仪还广泛安装在一些特殊车辆中，比如消防

车、采矿车和军用车。

执法

利用热像仪，警察可以暗中监视他人。他们

可以在漆黑环境中轻松发现嫌疑人，同时又

不暴露自己所在的方位。

自动化 / 过程控制/生产安全

红外热像仪还能用于连续监控生产工艺，避

免发生火灾。

气体成像 
利用红外热像仪还可以有效检测气体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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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视觉系统 
在红外热像仪的帮助下，户外运动爱好者在

夜间可以清楚看到周围景物。

Extech 
在Extech品牌下，FLIR SYSTEMS推出了种类

齐全的测试和测量设备。

消防 
使用热像仪，消防员能够透过烟雾看清四周

环境，因此他们能在遍布浓烟的房间内找到

火灾幸存者，同时也能查看火苗是否已被完

全扑灭。热像仪帮助他们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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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确的红外热像仪制造商

由于在过去几年，红外热像仪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和好评，越来越多的
制造商开始投入热像仪的生产。

不管您的应用领域是什么，在投资购买红外热像仪时都需要考虑几个必要
因素。

为您的应用选择正确的热像仪
您应当选择能够提供多种产品系列的红外热像仪制造商。不同的应用需要
不同种类的热像仪，而第一次使用该产品的用户与已体验过热像仪优势功
能的用户也有完全不同的需求。不同热像仪的图像质量也有所不同。值得
信赖的制造商会提供切合您应用需求的一款红外热像仪。

选择一款能与您的需求同步扩展的产品
在您开始发现红外热像仪的优点之后，您的需求也必将发生变化。因此，
您选择的制造商应当能够收回您的第一款热像仪，为您换上更先进的型
号。此外，请务必保证配件齐全。镜头选择至关重要。有的应用需要广角
镜头，而其他应用可能使用长焦镜头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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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至关重要
对于几乎所有的应用产品而言，配有
正确的软件十分关键。这些软件将协
助您分析和报告您所发现的结果。确
保硬件生产商也能同时为您提供正确
的软件。

培训
尽管我们的红外热像仪使用起来就像
摄像机一样简单，但红外热像仪还涉
及其它许多方面的知识。可靠的红外
热像仪制造商将能够为您提供入门级
或知识面广泛的培训，帮助您充分发
挥热像仪的作用和价值。

服务
一经购买和使用，红外热像仪便成
为您的重要设备。因此，应确保制
造商能够在设备发生问题时在最短
的时间内提供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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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应用体验

在前面的部分，您已经阅读了我们的部分用户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的过程和
体验。 

我们始终欢迎用户提供新的应用案例和客户好评。如果您拥有出色的应用
案例，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很高兴在下一期应用手册中刊登您的应用案
例。

请填写以下表格，扫描之后将其发送至info@flir.cn或传真到+21 5466 0289

公司 ：

姓名 ：

地址 ：

邮编 ：

城市 ：

国家 ：

电话 ：

应用 ：

简短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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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致电某位红外热像仪专家，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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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li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