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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机器视觉系统从而确保各部分流程配合，可以说是一项

极其困难的工作。您需要集成硬件和软件，且通常要用到多台热

像仪。Eigen Innovations公司，作为在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实时监

控解决方案的专家，开发了一种智能硬件模块，可以简化集成过

程。Eigen为其客户安装该模块时，唯独青睐使用FLIR热像仪。

 Eigen Innovations通过为工厂提供解决方案，从工厂实地获取

实时数据，应用先进的分析，自动改善生产流程，让工厂变得更加

智能。这样不仅提高了工厂的生产力，保证了稳定的产品质量，还

降低了生产成本。ScottEverett是Eigen Innovations公司的首席技

术官和联合创始人。他在2012年读大学之余创立了该公司。 

“我们最初是为制造系统

提供软件控制解决方案，主要

针对那些需要使用多种传感器的

行业，比如注射成型。通过检测

机器生产的成品温度分布就可以

进行质量检查。但这样做质量检

查有一个问题——产品需要先降

温，这就需要等上一段时间。而使用热像仪，通过非接触型传感器

就无需等待了，可以实时监控产品质量。我们在某一展销会上发

现了FLIR热成像技术，并很快认识到它的功能远不止是一台热像

仪：它还是实现实时过程监控的智能反馈传感器。”

高性价比的集成
为固定安装的自动化应用

系统安装监控和报警程序是一个

困难而昂贵的过程。因为每个应

用系统都不同，除了传感器、通

讯和处理硬件外，通常客户还需

要软件解决方案。Eigen公司的

智能模块(ESM)消除了过程中这

一昂贵的步骤。 

要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性价

比的监控系统，很明显我们需要

找到一种方法，让热像仪、硬件

和软件集成起来更加便捷。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开发出了Eigen智

能模块，”Scott Everett说，

“除此之外，使用FLIR热像仪能

简化我们的工作。工业解决方案类产品，比如我们的产品，销售

周期一般比较长，但当我们通过热图像向客户展示它所能呈现出

的生产流程信息时，就能立即帮助我们开启业务。”

EIGEN智能模块
Eigen智能模块是一个坚固

的GigEVision热像仪模块，带监

控和报警功能，可用于固定式自

动化应用。该模块可简化温度阈值

配置，支持PLC通信。Eigen智能

模块设计用于支持监控和报警应用

中固定式热像仪的快速部署，免除

了定制集成的需求。模块能同GigE Vision热像仪进行通信，显

示检测区域的温度计算结果。

Eigen智能模块也是一个自学习系统，可用于单独的解决方

案中，但如果作为更大架构中的组成部分，或用于更复杂的处理

系统，该模块就会从热像仪中收集

培训数据，在云端排列数据，并反

馈到模块中。实际上，也就是该软

件会自编写。该模块可用于多种自

动化应用系统中，包括零件制造、

造纸、食品加工、消防和状态监

控。当然，Eigen Innovations 

一直走在研发新应用的前沿。

           运用FLIR的核心技术
最早发布的

Eigen智能模块

完全基于GigE 

V is ion标准和

FLIR A系列热

像仪。

Scott Everett说：“FLIR的专业性显而易见。如果您了解

FLIR以及它的历史，你就会知道选择FLIR热像仪有多明智。除

此之外，我们还和FLIR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FLIR帮助我们

打开了自动化市场的大门。所以这是一种互利双赢的关系。”

“热像仪的一大优势是您可以看到物体完整的温度分布，而

不仅仅是类似热电偶测出的点温度。这样就有了大量的数据，同

时还有其他传感器的信息，如压力、速度和湿度数据。我们的模

块会将全部这些传感器信息进行整合，并试图进行解读。”

应用案例：后车窗除雾器，硫堆积物监控 
Eigen Innovations成功的将Eigen智能模块应用于一家汽

车制造商客户。具体来说，是将Eigen智能模块和FLIR热像仪安

装在汽车装配线上进行后车窗除雾器检测。在该装配线上，打开

除雾器，使用FLIR A系列热像仪检测加热器是否运行正常。

“通常在自动化系统中，需

要监控的部分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所以就需要等到汽车到达镜头范围

内。这就是为何我们模块中所集成

的算法需要先判定汽车的位置。”

另一个案例是用于在户外监

控硫堆积物。为了防止硫堆积物发

生自燃，使用FLIR热像仪监控可

能引燃的热点。Eigen智能模块明

显提高了检测性能，减少了比如飞

禽经过的热点检测误报情况。Eigen智能模块能进行数据排列，

判断热像仪检测到的究竟是鸟、汽车、还是真正的火点。

FLIR A系列：功能强大，性价比高
Scott Everett已安装了多个智能模块，并非常高兴采用了

FLIR产品，特别是选择了FLIR A系列热像仪。“我们非常喜欢

A65热像仪和它漂亮的高分辨率图像。功能如此强大还能如此小

巧让我很是惊讶。”

“譬如，拿目前FLIR A35和FLIR A65的市场售价来说，你

可以轻松地在一个装置中使用三到四台热像仪。FLIR A系列热

像仪不仅是一款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同时还能替代传统的红外扫

描仪。不同的是FLIR热像仪不仅扫描一整条生产线，而是呈现

一幅完整的热图像。”

 A系列热像仪使用GigE Vision标准，支持长距离低成本标

准电缆的快速图像传输。借助GigE Vision，不同供应商的硬件

和软件能通过GigE Vision连接实现无缝集成。

同时A系列坚固耐用，可应用于严苛的监控环境。

E I G E N 模 块 和

FLIR热像仪可用于多

种自动化应用系统，包

括零件制造、造纸、食

品加工、消防和状态监

控。左图：奶酪质量监

控;右图：废料仓自燃

检测。迎接物联网的时

代“在我们的行业中经

常讨论关于工业互联网或物联网，复杂的机械设备连接了并网的

传感器和软件，”ScottEverett 坦言道：“当然，想要最大化的

发挥这些传感器数据的潜力，首先就需要高品质的传感器传来高

品质的数据。从这个角度来看，FLIR和EigenInnovations有着

让人激动的光明前景。”

水利航道热像仪监控解决方案

EIGEN 模块和 FLIR 热像仪自动化应用系统应用案例

针对桥区航道、内河道、海上航道、航标、船舶等特殊领域的

多雾霾情况，红外水利航道热成像监控系统采用高端透雾成像技术，

可在白天薄雾天气进行透雾成像，使远距离的目标可以更清晰。并综

合无线、光纤通信技术、数字视频处理技术、IP通信技术等先进的通

讯技术建立水利航道数字化远程昼夜监控系统。

我国正建设“数字水利”、“智慧水利”，全面构建水利系统

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系统，对可能或正在发生的汛情、险情、灾情进行

实时动态监控，及时采取预防与补救措施，可全面提高防汛抗洪工作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对减少洪水灾害、缓解防洪压力、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一、项目概述：
双视红外水利航舶

热成像监控系统是综合

运用遥感、遥测、地理

信息系统、宽带网络、

通讯、计算机模拟、多媒体等多种技术对航道业务流程、动态监控

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

统，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集成。

水利航舶热成像监

控系统在前端监控采集

点，一般设置在航道各

瞭望塔制高点上。各监

控点通过无线传输系统，对前端摄像机焦距和云台运动进行操作

和控制。通过云台的实时角度数据回传，结合GIS地理信息系统

可以实现航道实时情况的精确定位，在各种气候及光线条件下

24小时实时记录航道现场情况。

二、需求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

利用水运的国家之一，

随着运输事业的发展，

水运要求各个水系的航

道相互沟通，联接成网，水利航道安全管理部门需要实时了解船只的

正常行驶，超重情况，求救搜索和准确定位，对进入区域的船牌号做

记录，以备查询。

随着安全信息化发展，传统的监控设备由于监控范围小、解晰

度低、夜视能力差等问题已经不能满足航道水运大面积安全管理的应

用需求。水利航道数字化远程昼夜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几十公里的监控

距离，并伴随透雾成像技术的成熟，对各种天气环境的监控能力得到了

大幅度提高;伴随着数字航道可视化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成熟应用，逐步

替换传统的近距离监控设

备，开始大范围用于航

道安全导航、航道入侵监

测、桥跨安全通航监控等

各方面。

三、系统组成：
水利航舶热成像监控系统由透雾摄像机、长焦距日夜型电动变焦镜

头、红外热像仪和数字微波传输统等组成，具备剪切、拷贝、编辑、保

存等功能。摄像头能全幅

监控几千米宽的江面，上

下最远监控距离可达3公

里，航道管理人员坐在

办公室通过现场画面传

输，在计算机上就可以

直观地看到桥区航道内

船舶航行的情况。

系统主要由安装于航道的视频采集摄像系统、传输系统和安装于指

挥中心的显控设备三部分组成，传输系统采用光缆或其它通讯方式。

前端采集摄像系统由高性能可见光摄像传感器、近红外激光照

明器、云台护罩一体化系统等组成。星光级超低照度摄像传感器由三

可变长焦镜头和高性能彩色黑白转换CCD感红外摄像机组成。云台

护罩一体化：由重载变速云台及解码器搭配一体化三视窗防护罩组

成。红外激光照明器：由近红外激光光源、电源控制系统及光束控制

机构组成。传输部分包括：传输介质光缆、光电转换、网络编码设备

等。室内显控设备包括高性能视频流服务器、三维操控键盘(带操控

杆)，视频存储处理设备，

以及液晶显示屏，数字矩阵

切换，电视墙或大屏幕显示

系统。

四、系统优势：
1、采用红外热成像，与激光夜视互补，快速搜索定位识别目标，

对航道运营及违法行为实行24小时监控录像与取证；

2、直观、真实、有效、实时监控航道现场情况，及时发现航道运

行情况、交通状况、非法采沙、占用航道等现象；

3、第一时间把航道现场的视频图像传回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通

过电子监控系统的画面指挥调度，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及破坏活动，并

能将监控点、监控目标与GIS系统实现联动；

4、系统能真实记录航道突发事件发生前、处理过程中以及事件

处理后现场的真实情况，从而对航道管理提供有效真实的资料；

5、可视化远距离监控作为数字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其

他航道数据监测、采集系统、航道管理系统集成联动的功能，真正形

成集多种高科技手段为一体的航道动态信息管理系统。

五、 系统功能：
通过在港口、码头、航道水运沿海岸线安装的全天候监控设备，全

天候24小时成像，实时监控航道水运安全状况；在监控指挥中心采用视

频综合管理软件，实现对全程各监控点多画面实时监控、录像、远程遥

控、报警处理和权限分配;有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调看现场画面并进行实时

录像， 记录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时报警联动执法部门进行处理，

事后可对事件发生视频资料进行查询分析。

1、双波段检测不受天气影响

双波段远距离热成像监控系统专门用于水利航道研发设计，该设

备集成了红外热像仪，彩色摄像机，可同时输出两路视频，有效解决

天气影响大范围的搜索目标，机内部采用长焦高清镜头配合可见光高

清彩转黑摄像机与大口径非制冷热成像摄像机，并辅以重载360度全

方位云台实现2km—10km以上昼夜全天时视频监控，单台设备可覆盖

方圆数公里的油进、管道。

内部工业级嵌入式控制电子

系统，实现对高清可见光与

红外双波段摄像机的变倍、

聚焦、视频切换、云台俯仰

/旋转高稳定性控制，整体

外壳采用超强铝合金达到了

IP66防护等级，保证设备在

野外恶劣环镜中长期运转。

2、远距离激光夜视摄像机晚上看清船号

双视红外远距离标清激光摄像机，专为远程昼夜监控领域设

计，采用主动红外激光作照明源，使用高分辨率低照度长焦摄像机，

可进行昼夜连续监控。夜间最远可发现3000米处的人员、船只、设

施等目标。

3、实时视频监控

系统实现了对监控区域的实时视频监控，在监控中心的显示终

端上能够显示前端实时场景。智能图像处理器可以控制云台进行360

旋转，对监控区域进行多角度监控。

4、视频录像

系统管理员可以按照需求指定录像通道的帧率、编码质量、录像空

间大小、录像触发方式，系统能自动管理磁盘空间，执行录像任务。

光热治疗是当下肿瘤治疗的前沿与热点，核心是具有

超强光热转化效率的纳米材料的研发。

在贵金属纳米材料中，如金纳米颗粒，由于对光具有很

强的表面等离子共振吸收效应，是理想的光热转化材料。

金纳米空心球由于具有较小的尺寸和球状结构，以

及很强的、并且半峰宽较窄的可调节的表面等离子共振效

应，因此在光热治疗中表现出最佳的综合性质。

客户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光热治疗效果与纳米颗粒在肿瘤部位的累积数量，肿

瘤位置，光照参数以及光照模式相关， 温度是最重要的物

理评估量之一。

需要监测温度变化情况，一定时间内温度升高到规定

温度，最高温度

要稳定在规定温

度内才能达到治

疗效果。

也要对比不

同材料、浓度等

药物的效果。确

立最佳效果。

当前有哪些解决方案和弊端
●接触式测温方式贴在实验鼠肿瘤部位会阻挡激光能

量，伸入试剂溶液会破坏试剂的性状；

●红外测温仪只能检测平均温度；

无有效的的解决办法，上述两种方式数据不直观，分

析和评估很困难。

Fotric产品如何帮助客户解决该问题和优势
在使用激光照射被注射药物的老鼠肿瘤部位时，使用

FOTRIC热像仪搭配AnalyzIR软件录制全辐射视频，使用

时间温度趋势分析，分析温度变化情况，对比不同浓度与

材料药物的性能。

FOTRIC 220s系列热像仪非接触的检测整个癌变组

织在激光照射下的温度变化，不对试验产生任何干扰。

*图片引用自苏大纳米学院功能纳米与软物质（材料）实验室刘庄

教授课题组发表于《Biomaterials》的论文《PEGylated Prussian blue 

nanocubes as a theranostic agent for simultaneous cancer imaging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本机全辐射视频录制，记录实验变化过程，对不同的

材料进行测试对比。

*图片引用自苏大纳米学院功能纳米与软物质（材料）实验室刘庄

教授课题组发表于《Advanced Materials》的论文《PEGylated WS2 

Nanosheets as a Multifunctional Theranostic Agent for in vivo Dual-

Modal CT/Photoacoustic Imaging Guided Photothermal Therapy》。

全辐射热像视频流连接AnalyzIR软件，对不同浓度材

料温升对比测试：

图片引自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胶体与界面化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发表在《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的论文《Radar-

like MoS2 nanoparticles as a highly efficient 808 nm laser-induced 

photothermal agent forcancer therapy》。

推荐配置方案
推荐使用Fotric 226s或其他Fotric 220s系列手持在

线热像仪，并加配B3s专业万向研发测试台，方便对老鼠

和试剂做固定在线测试。

Fotric 220s系列手持在线热像仪      B3s万向研发测试台

固定在线测试

部分用户：

苏州大学纳米学院功能纳米与软物质(材料)实验室、

苏州大学材化学部、太原理工大学、

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山东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胶体与界面化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南京大学化学院、南京邮电大学材料学院、温州大学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温州医科大学、

温州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院、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交大MED-X研究院、上海肿瘤研究所、同济大

学、湖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

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电子

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哪些客户需要解决该问题
●医科/医药类高校；

●综合性高校的材料、化学、纳米科学、医学、医

药、生命等院系；

●肿瘤研究所、医学/医药研究机构。

使用热像仪可以实时监控产品质量。

热像仪能让您看到物体完整的温度

分布，而不仅是一个点的温度。

卷纸轮上水边纹的热图像。 Eigen 

Intellexon平台能辨别出哪个热湿模

式造成了造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煮熟肉饼的热图像。Eigen智能模

块有助于轻松学会复杂的图像处

理方法，替代人为检测。

涂抹在黑色塑料部件上的热黑胶，

一般的热像仪无法观测。Eigen智

能模块能轻松辨别出损坏的部件，

并向控制系统发出报警。

Eigen智能模块设计用于支持监控和报警应用中固定

式热像仪的快速部署，免除了定制集成的要求。

EIGEN模块和FLIR热像仪安装在

汽车装配线上，用于后车窗除

雾器的检测。

Fotric热像仪用于肿瘤光热治疗与材料研究

红外热成像夜间效果图像

普通CCD雾天效果图    红外热成像雾天效果图

微光夜视仪夜间效果图    红外热成像夜间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