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研发领域红外热像仪
探索丰富多样的科学/研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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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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安防、海事、自
动化、工艺控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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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ma
Rays

X-Rays Ultra-
Violet

Visible

Infrared

Microwaves

Radio

UHF VHF

Visible Infrared

2 5 8 12 micrometers

SW 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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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光学镜头聚焦在红外探测器上。探测器向传
感器电子元件发送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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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D

E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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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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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成为科学/研发应用的最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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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科学/研发应用的红外热像仪是一种功能强大且能够进行无损检查工作的工具。使
用红外热像仪可以使您及早发现问题，在问题升级及导致高昂维修成本之前，加以记
录并及时改正。

FLIR红外热像仪：

• 使用起来和摄相机或数码相机一样简单
• 为您提供所拍摄情景(对象)的完整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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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

FLIR SYSTEMS提供一系列红外热像仪产品，为您的科学研发项目提供最合适的红外热像
仪。

为何要采用热成像技术？3

产业研发 科技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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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使用红外热像仪？
为何要选择FLIR红外热像仪？还有其它技术协助您以非接触式测量温度。例如，红外
测温仪。

红外测温仪与红外热像仪的对比
红外测温仪对单点温度测量非常有用，但若是扫描大的区域或部件，则非常容易漏掉
关键问题。FLIR红外热像仪可扫描整个区域和产品。从不漏过任何潜在问题区域，无
论这个区域有多小)。

更快，更容易地找到问题，极为精准
采用点测温模式的红外测温仪则很容易漏掉关键的科学/研发问题。FLIR红外热
像仪让您能够一览全貌，实时了解诊断结果。

红外测温仪，测量某一点的温度。 FLIR 红外热像仪可同时测量整个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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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红外热像仪可实时捕获和记录热分布和热变化，帮助工程师和研究人员
通过热像仪观察并准确地测量设备、产品和过程中的热模式、散热、漏热
等的温度系数。

FLIR红外热像仪可识别细微至0.02°C的温度变化。它性能卓越，拥有最先进
的探测技术和先进的数学算法，精确测量-80°C至+3000°的对象的温度。

用于研发的红外热像仪系列产品兼备极高成像性能和精确温度测量，同时
配有用于分析、报告的强大工具和软件。

这一结合使得该系列红外热像仪成为多种研究、热试验和产品验证应用的
理想产品。

科学/研发用红外热像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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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成像已被证实是解决一系列科学问题和困难的重要工具。

产业研发

红外热像仪已被用于研发了大量新产品。产品研
发者研究产品的散热和热工特性。

印刷电路板

设计印刷电路板的科学家面临在管理散热的同时
如何兼顾性能或成本的难题。准确了解热问题一
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借助热成像，
工程师能够很轻易地观察到他们制造的设备中的
热模式并做出定量分析。

研发

红外热像仪能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指出材料特性并
进行非接触式的温度测量。一系列红外传感器类
型和光学特性使得红外热成像成为许多研究环境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红外热成像显微镜

将红外热像仪和显微镜结合起来就组成了红外热
成像显微镜，可对最小3微米的的目标对象进行
准确的温度测量。电子产品制造商使用红外热成
像显微镜就来确定部件和半导体衬底的热性能，
无需做出物理性的接触。

玻璃吹制

质量检验

印刷电路板

微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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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热成像
医疗热成像是一种采用高性能热像仪对表面温度
变化进行可视化及定量分析的非接触式的准确定
量诊断技术。医疗应用包括血管评估、肿瘤组织
鉴定、肌肉拉伤评估和出血点检测。

高速/停止运动
高速热成像可以将曝光时间缩短至微秒，抓拍
动态场景的静态视觉运动，捕获帧率高达每秒 
62,000 帧。此类应用包括喷气发动机涡轮叶片、
超音速飞行弹丸和爆炸的热分析和动态分析。

热特征
红外热特征可在不同的防区外距离和大气环境
下，测量作为目标波长函数的视红外亮度，并向
传感器揭示目标的外观。红外热特征是车辆、传
感器和伪装系统设计中重要的工具。

追踪
红外热像仪通过在在光线较暗处或视线不佳的阴
霾天气下增加可见度来辅助视频跟踪系统功能，
使追踪系统可以保持目标接触并持续更新目标的
方位、范围和高程数据。

定向能
定向能武器(DEW)在无需抛射体的条件下，可定
向辐射能量。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高功率无线
电频率和粒子束技术。红外热像仪主要用于测试 
DEW 仪器和分析目标影响。

直升机热特征

枪口的闪光

眼科病理

喷气式飞机

激光光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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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指示
激光指示器发出一束激光能量，用于标记一个特
定的地方或物体，常用于精密制导弹药。红外热
像仪可以探测这些用其它手段看不到的不可见光
线，红外热像仪主要用于指示器研究和目标确认
中。

红外无损检测(IR NDT)
红外无损检测(IR NDT)可以通过在目标表面进行
目标激发和观察温差来探测目标的内部缺陷。红
外无损检测(IR NDT)是探测复合材料中的空隙、
分层和夹杂水的一个重要工具。它的另一个应用
是探测太阳能电池的分流和电荷密度。

技术监视及对策
红外热成像可用来识别隐蔽监视设备的热特征。
即使是隐藏起来的设备，也可以通过该设备发出
的微小能量加以发现。

短波红外(SWIR)
短波红外(SWIR)成像可对农作物、药品、农产品
和激光器进行无损定量分析。因为短波红外可以
穿透许多不透明材料，因而也常用于穿透阴霾、
艺术伪造检查和检查半导体晶圆。

短波红外月球图像

卡车上的激光瞄准

锁相太阳能电池诊断

隐蔽的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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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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几页的内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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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的宣传不足为信，请您倾听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用户的心声。

客户见证品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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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无损检测方法对发动机进行了检查。很快，我们发现需要
使用红外热像仪找出热点，或对整个表面进行测温。” 

产品验证工程师Waldemar Stark说道。

德国约翰迪尔曼海姆工厂 
使用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优化拖拉机性能
拖拉机发动机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测试程序，以便这些发动机能够适应拖拉
机的运行环境，包括声强、热开发、耐久性等各种特性。

拖拉机排气系统可视图像及热图像

测量电子元件：工作中的电动泵的可视图像及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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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触发热脉冲，并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跟踪热流。热流中的不同
温差能表明零件故障。使用红外热像仪收集的热数据为我们提供一
种独特视角来了解碳纤维增强材料中的缺陷。”

FLIR红外热像仪 
帮助探测自行车零件故障

现代自行车车架采用碳纤维增强塑料制造，经过脉冲热质量检查，采用FLIR
红外热像仪，及时发现碳纤维增强塑料缺陷，避免威胁生命的惨剧发生。

在这张热图像中，折断的车架清楚的显示了脱层
迹象。

上图是未探测到碳纤维增强塑料中的缺陷，可能
发生的惨剧。

未损坏车架的热图像。

自行车车架安装在旋转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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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酒过程中，我们使用红外热像仪记录 CO2 的挥发情况。这种可视
化的方法证实了测试结果表明的情况。FLIR红外热像仪是一种非常灵
活的开放系统，可以适应任何可能的条件。它具有最高的灵敏度、准

确度、空间分辨率和速度。”Guillaume Polidori解释道。

香槟研究者利用FLIR红外热像仪 
可视化倒酒过程中的CO2挥发情况

有关香槟的大部分研究在法国兰斯大学进行。该大学的最新发现表明，目前
倒香槟的方法会导致香槟损失香味，因为也会损失口感。研究人员认为应该
像倒啤酒那样倒香槟。红外热像仪对这一发现起到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在倒酒的过程中，使用 FLIR红外热像仪可
视化 CO2挥发情况。

热图像清楚地表明使用倒啤酒的方法倒香槟时(右图)，如将杯子倾斜，CO2挥发量会减少。

FLIR红外热像仪对准一个位于校准黑体前方的香槟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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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FLIR红外热像仪的灵活性，现在我们可以在不干扰受测者自
发行为的条件下，在互动且生态试验的环境中对受测者情绪反应的生
理相关性进行研究。”意大利基耶蒂-佩斯卡拉大学高级生物技术研

究所红外热成像实验室主任Arcangelo Merla博士总结道。

使用红外热像仪 
进行非接触式社会学研究
希望研究人类社会互动中神经血管元素的研究人员常常受困于神经科学常
用方法的局限性。这些方法需要在受测人员的皮肤上使用电极或其它接触
式的测量仪器，而这会干扰受测者的自发行动。红外热像仪可以解决上述
问题。
 

在上述实验中，在玩耍过程中，玩具准备刹车(事故)，孩子的母亲从单向玻璃后面观察儿子玩耍的情景。
使用热像仪对母亲和儿子都进行观察。

可以使用人类受测者面部区域微小温差来监测受测者的植物神经反应，而无需使用接触式传感器或其它方
式，从而妨碍受测者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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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FLIR红外热像仪进行无接触式的温度测量。其它可供测量
温度的方法有热电偶传感器和点温仪，但是如氧气反应强烈的话，热
电偶传感器很容易损坏，而点温仪也只能测量一个位置的温度，但热

像仪可以为我们提供整个场景的温度读数。”

BAM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 
确保了氧气瓶的安全灌装
在该公司位于柏林的实验室里，‘氧气安全处理’工作组的研究人员测试
了不同材料和组件设计在不同压力和温度环境下对氧气的反应。

由氧气压力冲击引发的细碎非金属密封材料的燃烧；可以在热像仪拍摄的照片序列中看到该材料与氧气反
应，在容器中运动的情况。

在氧气压力冲击试验中，容器中的材料受到了快
速压力上升的作用。

a

在ASTM- G175测试中，该氧气成分对促进点火冲击
有很高的点火灵敏度。

19



“我们使用红外热像仪因为它可以记录被测物整个表面的热图像。 
它具有很高的热灵敏度，因而我们可以使用它记录微小的温度差异。

红外热像仪配有外部触发选项，还拥有高速视频捕捉功能， 
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工具。”

红外热像仪 
协助改进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设计
红外热像仪可用于测试组件及其承受超音速气流的能力，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将他们的高超声速风洞和 FLIR SYSTEMS生产的红外热像仪组合起来使用。

 

孔蒂斯副研究员 Erinc Erdem 博士使用 FLIR ResearchIR 
软件对热数据进行分析。

红外热像仪安装在风洞试验室上部，通过锗窗口观察实验室内的情况。这样红外热像仪就可以准确地看到
由空气摩擦引发的热能热点了。

空气由左到右流动。红色区域表明震荡冲击区，在
该处空气摩擦导致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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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的高帧速率和积分时间短使得FLIR红外热像仪在该应用实
践中非常有用，该热像仪可以在100 Hz的帧速率捕捉高分辨率图像。

使用红外热成像 
从天空中监测北欧区域供热网络
为帮助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城市有效地监测、维护他们的区域供热网络，公
司总部位于瑞典Linköping市的Termisk Systemteknik公司，开发了一个基于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从天空进行扫描的区域供热扫描系统。

看到这份报告中的泄漏情况后，区域供热公司赶到泄漏处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这是一处严重的泄露漏点。
公司对于能够发现该泄漏点的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这个还未分析的热图像已清楚地表明了区域供热管
道的泄漏情况。

区域供热管道用蓝线标出。外围显示绿色的管道表
示较小的泄漏，外围显示红色的管道表示严重的泄
漏，需要立刻处理。

21



红外热像仪 
协助保护意大利文化遗产

总部位于意大利 Altamura 的调查公司 IR HotSpot 利用红外热像仪调查历史建
筑，查找水渍和其它建筑缺陷。使用 FLIR 红外热像仪进行热成像调查所得出
的信息，这些意大利文化瑰宝的保护得到了保证。

“壁画和雕塑往往是非常脆
弱的，因而常规的建筑检查
技术可能会让建筑情况变糟
糕。这也是我们选用红外热
成像的原因之一。”热学专
家Rosario Piergianni解释道。

使用FLIR SC660 热像仪进行检查可以协助保护文
化遗产。

这张热图像显示了半圆壁龛的墙壁和柱子的底层
纹理。

评估艺术学院画廊和美术学院回廊之间的砖石工
程。

该教堂中部的墙面下包含有能进行更好重量分配的
弓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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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证明，利用热成像技术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和无损条件下识别
小神经功能障碍。这将加快评估过程，节省时间和金钱，同时对病人

施加的压力能够最小。”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专家 
Ir. Sjoerd Nieho博士解释道。

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 
检测小神经纤维功能障碍

由荷兰科技基金会STW资助的研究中，采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开发实验装置，可
用以检查这种神经现象。

在施加红外刺激过程中(左图)和施加后(右图)拍摄的热图像显示了人体对热刺激的体温调节反应。

施加红外刺激前拍摄的热图像。红外灯向皮肤施加一个热刺激。然后使用热像仪记
录下体温调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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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皮肤的高辐射率，使用红外热像仪对人体进行研究成果丰
硕。”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用户、临床物理学家Sjoerd Niehof说
道，“该红外热像仪能提供四肢小到毛细血管的血液供应图像。”

红外热成像可以帮助测量疼痛、 
制作疼痛区域表并帮助消除疼痛
位于荷兰鹿特丹市的伊拉斯谟大学医院中的伊拉斯谟医学中心(ErasmusMC)
正在研究测量疼痛，并开展消除疼痛的研究活动。热成像技术促进了研究活
动。
 

左小腿和右小腿的疼痛区。添加的经脉有助于准确定位疼痛区域。

高温；左手的CPRS(右侧)。
有不适诉求；和热引起的压迫感。

低温；无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CPRS)
没有不适诉求，没有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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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成像真的是一种能很
好地体现人体反应的工具。”
助理医师和临床试验调查者

Elena Ardelean说道。

FLIR红外热像仪 
协助测定抗过敏药的功能
柏林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大学过敏中心、Allergie-Centrum-Charité的马
库斯•毛雷尔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目前多个有关皮肤水疱和眩光反应研究
中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准确地测量了人体体温。

在这张热图像中，水疱和眩光反应明显地显示为
热点。

皮肤微透析：在该处使用过敏触发点，用缓冲溶液
冲洗皮肤，以便捕捉释放在皮肤中的介质。

使用FLIR软件可以十分方便地分析测量到的数据。这张热图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眩光。

这张热图像显示的是，在进行水疱和眩光反应前，
一个冰冷的荨麻疹患者手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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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使用过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的研究人员讲，他们的红外热像仪
是目前用于火山监测的最好工具。不仅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看到火山
热，而且可以从安全距离外通过非接触的形式获取温度读数，从而

保护了研究人员，使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受到威胁。

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 
推动火山研究

火山无疑是世界上和热有关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现象。火山过程神秘难
测同时又蕴藏着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因而，世界上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火山和
火山活动的不同领域并不足为奇。

热成像是一种可视化火山热的重要方法。 这张热图像显示了火山热从岩石表面发射出的情
景。

这些意大利斯特龙博利火山的可视图像和热图像是从直升机上拍摄到的。在火山的上部熔岩区域已经有了
裂缝。在热图像中，活跃的熔岩流为黄色，裂缝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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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红外热像仪 
证实局部麻醉药的效力
位于鹿特丹市的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型且客观的
用于确定局部麻醉药效力的工具：FLIR红外热像仪。

这些热图像 (使用 FLIR 红外热像仪拍摄)显示了手经区域麻醉处理后的情况。温度升高表明要进行手术的区
域已成功完成了区域封堵工作。

在该情况中，粉红色的手指及周边区域温度几乎没有变化，表明尺神经未被麻醉。因而需要在手术前使用
全身麻醉药。

“热成像提供即时反馈。医务人员可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客观地确定局
部麻醉的有效性。如果区域块不是有效的，上述情况将清楚地显示在

热图像中。”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的 
Ir. Sjoerd Niehof 博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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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人们不了解低温液体是否会显示芯吸现象，以及蒸发是如何
影响该现象的，直到我们做了上述实验并用红外热像仪记录了这些

测试过程和结果，才使人们了解了这一现象。” 
 ZARM 研究助理 Ming Zhang 解释道。

红外热像仪 
协助开发新低温燃料箱设计

低温燃料的易挥发特性和深空重力的消失，使得在轨道推进中使用低温液体
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德国研究机构ZARM的研究人员通过使用FLIR红外热像
仪，为这个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

红外热成像有助于识别低温液体芯吸前部的情况。 研究人员正在使用配套的 FLIR 软件微调热镜头。

这组热图像序列图像显示了多孔玻璃料的芯吸测试情况。

这组热图像序列图像显示了不锈钢材质编织网的芯吸测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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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红外热像仪在最近的研究项目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无论
是在野外使用热像仪还是在实验室使用，它们都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来观察动物的热影像世界。”格拉斯哥大学的高级讲师  
McCafferty博士解释道。

热门生物学： 
调查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热生理学

野生动物研究人员尝试填补人类对鸟类和哺乳动物热生理学这一奇妙过程认
识上的空白。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生物多样性、动物健康和比较医学研究
所，是扩大人类在上述领域知识的众多组织中的其中一个。

这张兔子的热图像显示了，为排出体内过多热量，
兔子底层的血液循环到兔子耳朵的情景。

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测量斑胸草雀的体温，作为该
鸟受压力水平的指示。

显示谷仓猫头鹰起飞过程的系列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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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的湍流区域，因为有更多的摩擦，所以应该比层流区域温度
更高一些。”但是该处的温度差非常小，一般在 0.5到3˚C之间。因而
我们需要一台能够准确测量这些微小温差的稳定且可靠的红外热像

仪，”Future Falcon计划项目经理Philippe Rostand解释道。

FLIR红外热像仪 
可以对流层设计进行评估。
达索航空公司已经采用 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进行了 Falcon 7X 的试飞测
试，该热像仪可以区分层流和湍流，因而工程师利用该热像仪可以对飞行过
程中机翼气流的层流情况进行评估。

FLIR红外热像仪安装在 Falcon 7X 的尾部顶端，向下对准右水平稳定器。

飞机机翼周围气流层流和湍流模式分布情况示意图。

过渡区域

湍流区

气流方向

层流区

沿水平稳定器流动的气流的热图像。

湍流区域

层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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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用温度传感器在球鞋的几个确定的位置测量温度。尽管
这个方法也给我们提供了解排热知识，但我们意识到，需要看见整个

情况。使用红外热像仪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Karsten Westphal解释道。

红外热成像 
帮助提高全世界运动员的舒适度
阿迪达斯，作为世界闻名的运动鞋、服装、运动服、球类等领先制造商，不
断寻求新材料和新设计以满足对装备要求最苛刻的运动员的需求。 
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帮助他们实现了上述目标。

红外热像仪找到了 ClimaCool™ 中的热点。

采用 ClimaCool 技术的鞋子和普通鞋子相比的情况。ClimaCool 鞋子把热量从脚上带走。因而在该鞋子外面测
量到了较高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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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红外热像仪 
帮助减少激光室的事故
操作激光器很危险，因为有些激光器会发出肉眼不可见的红外光束，这些光
束可能会危害研究人员或引发火灾。在格拉斯哥大学在激光室中，在使用太
赫兹激光研究装置时，研究人员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来保证自身的人身安全。

“在我开始使用我们的太赫兹激光研究装置前，我总是使用FLIR红
外热像仪对整个区域进行扫描，以检查发射到错误方向的红外激光
束，确保环境安全。但这不是我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的唯一用处。我
也用它监测过热的电气设备和燃气阀门、管道和箱体。”格拉斯哥

大学工程学院、微系统技术小组研究助理 Yong Ma解释道。

Yong Ma 正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对准他的研究装置
中的光学仪器。

不可见的红外激光束的热量在热图像中清楚地显示了出来。通过可见化红外激光束发出的热量，FLIR帮助保
证研究人员的人身安全。

研究助理Yong Ma在激光室里演示了使用FLIR生产
的红外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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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于调查层流分离泡出现的方法是负载均衡、压力系数分析和烟
和石油可视化技术。选择使用热成像技术主要是由于该技术为无损测

量技术，且能给出该现象的实时可视化图像。

安科纳大学-佩斯卡拉大学 
将热像仪运用于研究活动
Ricci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使用 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在低雷诺数和马赫
数上，通过热成像调查活动，在气动机构如飞机机翼上可视化边界层分离现
象。主要调查层流分离泡的存在。

配有FLIR红外热像仪的风洞 多角度冲击下的翼型件上表面热图像

层流分离泡原理图片概述

剪切层过渡点

湍流附着点
层流边界层分离点

层流泡

翼型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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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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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收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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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制造商可将其集成到自身的产

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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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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应用的严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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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热损失和其它建筑物相关问题。找到隔热

损失并将其及时修复可节省大笔能源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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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可以在全黑的环境中看到某个在20公里开

外的地方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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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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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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漆黑的环境中轻松找到嫌疑人，同时

又不暴露自己所在的方位。

自动化/工艺控制

红外热像仪还能用于连续监控生产工艺，避

免发生火灾。

光学气体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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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全系

列的测试和测量设备。

消防

通过使用热像仪，消防员能够透过烟雾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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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可帮助他们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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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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体验过热像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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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靠的制造商会为您提供完全符合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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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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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很重要
对于几乎所有的应用产品而言，配有正
确的软件是很重要的。这些软件将协助
您分析和报告您的发现结果。请确保硬
件生产商能同时也为您提供正确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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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或其它各种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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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54660289。

公司 : 

姓名 : 

地址 : 

邮编 : 

城市 :

国家 : 

电话 : 

应用领域 : 

简短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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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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cn 
www.FLIR.com

Asia Paci�c Headquarters

HONG KONG
FLIR Systems Co. Ltd.
Room 1613 -16, Tower 2,Grand 
Central Plaza,
No. 138 Shatin Rural Committee 
Road,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 +852 2792 8955
Fax : +852 2792 8952
Email : �ir@�ir.com.hk

FLIR Systems Australia Pty Ltd
10 Business Park Drive
Notting Hill Vic 3168, Australia
Phone: 1300 729 987 (NZ: 
0800 785492)
Fax: +61 (0)3 9558 9853
E-mail: info@�ir.com.au

FLIR Systems Korea Co., Ltd
6th Floor, GuGu Building,145-
18, Samsung-Dong,
Kangnam-Gu, Seoul, Korea 
135-090
Tel:+82-2-565-2714~7
Fax:+82-2-565-2718
E-Mail: �ir@�irkorea.com

FLIR SYSTEMS INDIA PVT LTD.
1111, D-MALL, NETAJI 
SUBHASH PLACE,
PITAMPURA,NEW DELHI – 
110034
TEL: +91-11-45603555
FAX:+91-11-47212006
E MAIL: �irindia@�ir.com.hk

FLIR Systems (Shanghai) Co.,Ltd.
K301-302, No 26 Lane 168, 
Daduhe
Road,Putuo District, Shanghai 
200062, P.R.China
Tel : +86-21-5169 7628
Fax : +86-21-5466 0289
E-mail: info@�ir.cn

FLIR Systems Japan K.K.
Meguro Tokyu Bldg. 5F,2-13-17 
Kami-Osaki,
Shinagawa-ku,Tokyo, 141-0021, 
Japan
Tel: +81-3-6271-6648
Fax: +81-3-6271-7643
Email: info@�ir.jp

如果您想咨询热成像摄像机专家，请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