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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技巧助你正确选择红外热像仪

一、像素
首先要确定购买红外热像仪的像素级别，大多红外热像仪

的级别和像素有关。民用红外热像仪中相对高端的产品像素为

640*480=307，200，此高端红外热像仪拍摄的红外图片清晰细

腻，在12米处测量的最小尺寸是0.5*0.5cm;中端红外热像仪的像素

为320*240=76，800，在12米处测量的最小尺寸是1*1cm;低端红

外热像仪的像素为160*120=19，200，在12米处测量的最小尺寸

是2*2cm。可见像素越高所能拍摄目标的最小尺寸越小。

二、测温范围和被测物
根据被测物体的温度范围确定测温范围，来选择合适温度段的

红外热像仪。目前市场上的红外热像仪大多会分成几个温度档，比

如-40-120℃0-500℃，并不是温度档跨度越大越好，温度档的跨

度小测温相对会更准确些。另外一般红外热像仪需要测量500℃以

上的物体时，则需要配备相应的高温镜头。

三、温度分辨率
温度分辨率体现了一台红外热像仪的温度敏感性，温度分辨率

越小红外热像仪对温度的变化感知越明显，选择时尽量选择此参数

值小的产品。红外热像仪测试被测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温度差异找

出温度故障点，测量单个点的温度值并没有太大意义，主要是通过

温度差异来找相对的热点，起到预维护的作用。

四、空间分辨率
简单来说，空间分辨率数值越小则空间分辨率越高，测温越准

确，空间分辨率数值越小时，被测最小目标可以覆盖红外热像仪的

像素，测试的温度即被测目标的真实温度。如果空间分辨率数值越

大则空间分辨率越低，被测的最小目标不能完全覆盖红外热像仪的

像素，测试目标就会受到其环境辐射的影响，测试温度是被测目标

及其周围温度的平均温度，数值不够准确。见下图比较：

左图为高空间分辨率，被测点的温度更准确;右图空间分辨率低，测试温度为

被测点及其周围环境温度的平均值，测温不准。

五、温度稳定性
红外热像仪的核心部件为红外探测器，目前主要有两种探测

器，即氧化钒晶体和多晶硅探测器。氧化钒探测器主要的优势是

测温视域 MFOV（MeasurementFieldofView）为1，温度测量

是精确到1个像素点。AmorphousSilicon（多晶体硅）传感器，

MFOV为9，即每点的温度是基于3×3=9个像素点平均而获得。氧

化钒探测器的温度稳定性好、寿命长，温度漂移小。

六、红外与可见光图像的组合功能
如果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组合显示就减少了大量工作，可根

据可见光图片来判断红外图片中热点的未知，同时报告自动生成也

会大大减少操作时间。

七、售后服务支持及定期校准
红外热像仪每隔几年都要用黑体辐射校正源进行温度校来确保

温度检测的准确性，这需要供应商具有强大的售后能力和校准服务

条件。

八、专业的培训
使用有很多操作技巧，分析红外图像来提高生产质量需要专业

的报告支持，这就需要供应商能提供专业高品质的培训。

1. 测试项目：
　　加热炉密封检测，加热炉保温层检测，开关柜检测

2. 测试时间：
　　2014.01.23~2014.01.24

3. 测试地点：
　　某金属铸造厂

4. 测试仪器：
　 　 红 外 热 成 像 仪 ： ( 1 ) 上 海 巨

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手持式红外

热像仪MAG41,25um探测器，

384×288分辨率，25mm手动

调焦镜头(建议15mm手动调焦镜

头，建议测温范围-20℃~800℃);

　　←图1：巨哥电子手持式红外热像

仪MAG42

5. 测试内容:
　　5.1加热炉密封检测

　　测试对两个加热炉进行检测，锻造炉工作温度在200-600度左

右。此次检测在加热炉停工一天后开启时进行检测。故温度在200-

400度左右。针对加热炉密封进行测量，测量图片如下：    

       图2：1号加热炉密封检测-1                  图3：1号加热炉密封检测-2

        图4：2号加热炉密封检测-1                图5：2号加热炉密封检测-2

　　如图3，图4所示，加热炉工作时温度数据通过红外热像仪可迅

速获取，同时能达到很好的成像效果，并且能直观的看到1,2号加热

炉密封情况有明显的缺陷。温度外泄情况严重。

　　

       5.2加热炉保温层检测

     

        ←图6：加热炉保温层检测-1                   

　　如图所示，设备保温层有多

处存在异常。           

      图7：加热炉保温层检测-2                          图8：加热炉保温层检测-3

      如图所示：设备有多处保温             如图所示：设备保温层多处

层温度达到70~100℃。              温度存在异常，温度接近100℃。

  　5.3开关柜检测

               图9：开关柜检测-1                              图10：开关柜检测-2

　　如图所示：左边接口处温                如图所示：左边接口处温度

度明显高于其他两处，疑似存        明显高于其他接口处，疑似存在

在异常。                                         异常。

              图11：开关柜检测-3                            图12：开关柜检测-4

　　如图所示：火线偏与正常值，         如图所示：中间接口温度高

可能线路压板松动、疑似故障。      于其他接口，疑似存在异常。

        →图13：开关柜检测-5

　　如图所示：左边接口温度高

于其他接口，疑似存在异常。

6. 总结
　　在冶金行业中，红外热成像仪的应用场景已经非常普遍，除了

加热炉密封检测、加热炉保温层检测及开关柜检测，还有高炉内衬

水冷壁损坏、热风炉耐火内衬缺陷、钢水包、铁水包内衬腐蚀、转

炉炉衬侵蚀、回转窑内衬缺陷、电气设备松动腐蚀接触不良、电气

设备过载引起过热、蒸汽系统漏汽、阀门失效、轴承润滑不足过热

等。利用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或在线式红外热成像仪都能更精确、

快捷地找到可疑温度区域，进行合理安排大修、提高设备寿命、降

低热损耗、节约能源。

浅析巨哥红外热成像技术在冶金行业的应用

采用红外热成像技术，
探测目标物体的红外
辐射，并通过光电转
换、信号处理等手段，
将目标物体的温度分
布图像转换成视频图
像的设备，我们称为
红外热成像仪。本文
就红外热像仪在海港
码头与机场的应用案
例作一简单分析，以
飨读者。

在海港码头的应用 
提供安全设施，保持码头安全环境，应该是码头管理部

门的基本职责。通过保安警察的观察和控制进出口、提高用

户的防范意识等综合保安措施等都能使码头得到保护。虽然

犯罪分子至今尚未达到流行程度，但已对娱乐艇逐渐构成威

胁。现代化游艇装有先进的电子系统如导航系统，而且也拥

有先进的视频和音频系统、喷水推进装置以及大量其他昂贵

设备，对盗贼来说，是十分有诱惑力的。 

码头犯罪预防正如家庭或商业犯罪预防—样，是探测

出危险分子并把他们铲除。大多数犯罪活动发生在犯罪分子

认为安全和容易得手的时机，而大多数案发时间都是在漆黑

的夜晚。在夜间持续照亮整个码头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安

装补充照明通常花费也太多，要有供电设备及维护，成本太

贵。此外，照明实质上也为入侵者布置了—条攻击线路，产

生的阴影帮助他们躲藏，会增加未被探测到的机会。

黑暗监控新工具 
在夜晚和部分白天时间里，监视码头最理想的办法是采

用热成像技术。热成像仪“观看”物体发射的热能或红外能

量，它是一种人眼看不到的光，因为它的波长太长以致人眼

不能看到。红外光是电磁谱线中的一部分，热像仪以物体间

温度差为基础，产生不可见红外光或“热”辐射图像，使监

控人员可以看到。 

与其它技术相比，热成像不需要可见光就能产生看清细

节的图像。热成像仪提供整个可见度，而与通常光照和天气

条件无关。它能在全黑暗夜晚看见景物，也能远距离透过簿

雾和烟雾看清景物，还能探测隐蔽在阴影中的人。它是一种

码头安全和监视应用的极好工具。 

买得起的技术 
近年来，探测器技术的发展，使得热成像技术更加容易

被使用，并价格更趋便宜。目前，世界上热成像技术的领导

者FLIR系统公司最新一代的热像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

已成为探测入侵者提供一种新颖的武器，已成为在全天候条

件下码头监视的最好工具。 

全量程热像仪，安装容易 
全量程热像仪，用于安全和监视。所有的热成像监控

摄像机都可以在全黑暗观看景物，有的热成像摄像机能探

测到400米远处潜在的威胁，又有其他一些热成像摄像机能

覆盖几公里的范围。根据用户偏爱和需要，这些热像仪可

以固定安装，也可以装载在水平／俯仰的随动系统上。采

用这种方法，用户可以把热成像摄像机随意地指向他想要

观看的地方。 

该热像仪备有各种可选器件，能把它们集成到码头中已

有的安全系统中。它们可以被配置成单独使用的结构，也可

以作为网络的—部分，或者在本地和网络控制相结合的混合

结构中。大部分热像仪都能集成在任何现有的闭路电视系统

中，能全年全天候地提供早期的探测和可见图像。它们能集

成在TCP／IP网络中，并在个人计算机上进行控制，不需要

铺设额外电缆。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你在因特网上监视码头中

的所有活动，即使你远在几千公里之外。 

自动威胁探测软件 
依赖于人力在夜间进行监视不是最好的办法。借助于强

大的自动威胁探测软件，人可以不需要专注于对码头威胁的

探测和监视。 

安保人员以场景中运动探测为基础，确定不同防范范围

的触发器，如在防范范围内探测到可疑活动，自动威胁探测

软件随即进行报警，并同时显示报警场景图像和联动点亮报

警区域照明灯。这种智能化视频软件与热像仪热成像能力相

配套，代表了最可靠的自动威胁探测。 

在机场的应用 

应用案例概述 
民用飞机场管理的最主要职责是：在受到入侵者的威胁

或者恐怖分子的攻击时，能确保机场内所有乘客的安全。不

仅是乘客，而且工作人员和有价值的设备也需要得到保护。

而利用红外热像仪有助于让机场比以前更安全。 

本案例介绍的是SR100热像仪器应用于哥本哈根机

场。哥本哈根机场创建于1925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民

用机场之—，也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飞机场。它不仅在乘

客总人数方面，而且在国际交往、远程直通航线和目的地总

数方面都是名列前茅。2006年通过该机场的乘客人数超过

2090万。哥本哈根市地处斯塔的那维亚中心，拥有极广的

航运网络，而且居住人口最密集，因此哥本哈根机场是乘客

进出斯堪的那维亚的首要选择。 

哥本哈根机场占地面积北12.4平方公里，周围有30公

里的围墙。要对这样的区域进行合理的监视是一个巨大的任

务。除了用摄像机监视外，开车或步行巡逻队在户外和户内

日夜也监视着飞机场。共有700多名专门训练的保安人员、

警官和其他人员在安全防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乘客

在旅行期间可以感到安全保障。 

安全禁区(CSRA)监视 

虽然机场管理部门细心地监视着整个机场，但他们特别

关注安全禁区的关键部位(CSRA)。

此 区 包 括 所 有 乘 客 能 进 出 的 建 筑

物，乘客上下飞机的栈桥和飞机停

机坪。该机场有108个飞机停留点，

所 以 这 是 个 巨 大 的 需 要 监 视 的 区

域。每个人在进入CSRA前需要进

行彻底的安全检查，可以进入或离

开该区域的任何事件，安全中心都

需要知道。 

但 是 面 临 的 问 题 之 一 是 ，

CSRA的界线接近跑道。飞机从栈桥到起飞区域或者刚刚

着陆的飞机把乘客送到一个栈桥上并从CSRA进入 “非安

全”区。另外，从CSRA外的其他机场区域的汽车和人员也

可能进入该区。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和地面雷达

监视全部进口和出口。此外，进出该区的所有飞机和机场人

员的情况都要通知管理中心。当事件发生时，虽然地面雷达

和传感器会发出警报，但管理中心看不到它们。因此，也得

用摄像机跟踪进出CSRA的每个人和每个事件。 

在白天用可见光摄像机很容易监视和跟踪目标，但在夜

间，用我们的可见光摄像机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不可能用灯

光照明整个CSRA，因为机场管理中心不可能在每个地方安

装上路灯杆子，这可能会妨碍飞机在跑道上往来。因此，一

旦触发警报，想要在通知保安人员到场检查之前就能看到引

起报警事件的原因，唯一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采用红外热

像仪。 

系统集成是关键 
在热像仪的试运行过程中发现，效果和技术惊奇确实

非凡。但在决策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热像仪与机场现

有安全网络中的摄像系统集成在一起。据了解，机场目前有

200多台闭路电视摄像机在机场工作，而现在还需要把热像

仪安装在同一网络中。正如所有其他摄像机一样，热像仪也

采用Pelce D协议，能与我们现有的Pelce D网络集成，为

了安装这些热像仪，只有拆除某些常规的摄像机，并取代安

装上热像仪，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在很段的时间里完成。 

夜间监控性能优 
采用热像仪主要是由于它的长距离探测性能优越，当采

用100mm镜头时探测目标距离可大于1.5公里。另一个优

点是，热像仪采用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这样大大地缩短了停

机检修时间。该像机安装在由Praecisionsteknik公司提供

的标准水平／俯仰随动结构上。 

安装了热像仪，它们的作用比预计的要多，它们在任何

情况下不受灯光的影响，并且传送轮廓鲜明的图像，而且在

图像上能看清最小的细节。另外，在困难的天气条件下如雾

中它们的帮助更大，而通常的闭路监控摄像机在这种情况下

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 

红外热像仪传递的信息更多，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红外

热像仪能明显地测量不同的温度。例如用热像仪观察汽车，

我们立刻就可以观测发现，汽车是长时间停在那里还是刚到

不久，因为热发动机汽车产生的图像与冷发动机汽车产生的

图像完全不同。 

结语 
目前，红外热像仪主要应用在军事领域、油田、港口码

头、机场、煤炭、森林防火、医疗

领域等，在国外已经广泛地应

用。但由于价格昂贵，致

使国内安防市场还没有

广泛的应用。在将来，

热像仪凭借先进的隐

蔽式探测功能，远距

离监控，必将成为安全

监控系统中一颗闪耀的

星星。

热像仪在海港码头和机场的应用 

是利用红外探测器和光学成像物镜接受
被测目标的红外辐射能量分布图形反映
到红外探测器的光敏元件上，从而获得
红外热像图，这种热像图与物体表面的
热分布场相对应。通俗地讲红外热像仪
就是将物体发出的不可见红外能量转变
为可见的热图像。下面简单整理了八大
要素供朋友们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