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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像已经被证明，是在故障可能发生之前，监控机器健

康状态以及检测潜在故障点的一种有效方式。可利用热成像对

机电设备的关键运行状态健康状况以及磨损特性进行评估，同

时，纵向温度数据对预测性维护计划非常有帮助。 

热成像可能是当前可用的最简单的一种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方法。对机器部件的“热点”进行监控，例如：电机、轴承、

换热器、冷却风扇、排气口、管道等，可以对日后可能出现的故

障点向您发出警告。此外，对电气部件热扫描，例如：电缆、电

线、端子以及控制面板，能够快速地暴露诸如以下问题：负载不

平衡、电流过载、电线松动、端子腐蚀或热管理问题。

热成像有助于在早期检测到问题 — 提早控制问题发展为代价高昂、潜在

关键的设备故障。

热成像使这些不可见的问题可见，因此，可在发生灾难性故

障之前采取校正性措施。这就是为什么采用热像仪用于关键设备

监控会成为防止意外、非计划停工的极为有效的一道防线。

MOVITHERM机器状态监控(MCM)解决方案
MoviTHERM是一家经授权的美国菲力尔公司经销商、集

成商、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及产品开发公司。该公司提供热成像

摄像机和热成像解决方案，用于远程监控、自动化成像和无损

检测。MoviTHERM服务的其中一些行业包括航空航天、通用

制造业、钢铁业、食品业、农业、油气、汽车制造业、学术界

以及造纸和塑料。 

为了满足故障检测和预测性维护对MCM使用不断增长

的 需 求 ，

MoviTHERM

已 开 发 了 一

种 一 站 式 集

成MCM系统

解决方案。该

集成系统的设

计 满 足 工 业

MCM装置的

具体需求。

结合先进的热成像系统以及经验证的现货部件，

MoviTHERM机器状态监控(MCM)系统可以可靠地在早期检测到

问题 — 提早控制问题发展为代价高昂、潜在关键的设备故障。

       MOVITHERM MIO — 智能I/O

MoviTHERM的MCM系统

建在MoviTHERMMIO智能I/O

模块周围。该模块处理来自热像

仪的温度数据，并实时更新模拟

(4-20mA)和数字(继电器)输出。

智能I/O模块 — MoviTHERM MIO-AX8-7
MIO采用先进的嵌入式结构，可以驱动音

响报警、警示灯、自动拨号器、SMS信息发

生器、数据记录器或任何其他标准功能工业装

置 — 这些均无需使用专业的PC或PLC。内

置基于浏览器的配置工具简化了系统设置和调

试，因此，您可在数分钟内配置和部署MCM

系统，而无需数小时的时间。

FLIR自动化摄像机
Mov iTHERM机器

状态监控解决方案与多个

FLIR热像仪兼容。

FLIR AX8是带成像

功能的热传感器。AX8将

红外热像仪和可见光相机

集成入一种结构小巧、经

济实惠的架构中，为关键

机电设备提供连续的温度

监控和报警。AX8帮助用

户防止意外停机、服务中

断以及设备故障。AX8

的尺寸仅为54 x 25 x 95 

mm，使其容易安装在空

间有限的区域内，可用于

为关键机电设备提供无间

断状态监控。

FC-R系列具备单板、非接触式温度测量功能，能够对变

电站、废物处理以及贵重设备进行火灾检测、安全性以及热

监控。FC-R系列同时具有最新的细节成像和车载视频分析技

术。FC-R系列通过电子邮件、网页和移动应用程序、优势的

图像储存、数字输出或VMS事件通知，提供可靠的检测和灵活

的报警选项。

固定安装式热像仪，如FLIR A310，几乎可以安装在任意

地方，以对关键设备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进行监控。该热像仪

可帮助保护生产装置和测量温度差值，对给定情况的危险程度

进行评估。这就使得用户能够在问题转变为代价较高故障之前

查看到问题，防止停工并提高工人的安全性。

FLIR网络视频录像机(NVR)显示从视频显示屏上FLIR热

像仪反馈的现场视频。此外，NVR的配置可以显示屏幕上警告

以及报警指示。在启用视频归档功能后，用户可保存数月的车

载视频，用于记录审查和发布分析。在添加至NVR的网络连

接后，可使用FLIR云技术在世界任何地方对监控系统进行评

估。报警和现场视图，甚至可利用运行免费FLIR云应用程序的

PC、Mac、Android或Apple iOS装置，远程查阅。

无限制接口潜能
MoviTHERM的机器状态监控解决方案与警示灯、音响报

警、自动拨号器、PLC控制器 — 任何您可想到的电气或控制装

置类型连接。该解决方案采用整洁、组织良好的封装，具备智

能传感器功能、内置操作员界面/视频墙以及数据归档功能。

热像仪用于机器状态监控的应用

便携式热像仪在夏季暖通空调系统检查的应用

大型商场的物管人员总是面对着这样的难题：既要保证物业

设施的高效无故障连续运行；又要想方设法地降低营运开支，如

大楼维护费用、制冷供暖费用等。便携式红外热像仪可在这两方

面帮助到他们。

原理：使用便携式红外热像技术，我们就能够捕捉建筑内外

表面（如屋顶、墙面、门、窗、施工接缝等）温度的二维图像，图

像反映出温度或温差，可帮助发现楼内存在冷暖气外溢和过量能源

浪费的情况；并准确地发现造成能耗损失的问题区域，使维修工作

更具有针对性和经济性。同时，红外热像仪还可以帮助建立预测性

维护体系，对空调暖通设备、管路以及电机设备实施快速、全面、

准确的巡检和点检，保证各类设备的无故障运行，并将维修停产时

间以及备件等综合使用成本大大降低，提升经济效益。

应用领域-1     建筑节能检测
1.1 屋顶隔热层检测

对于建筑物来说，因屋顶隔热层的老化受潮产生的渗漏和能

耗损失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传统的检测方法（人工目测）存在

着大量的漏检，重新安装屋顶，意味着巨大的重复投资。因为存

在积水或空气的热容比与建筑材料不同，渗漏部位在环境温度发

生变化时，其温度变化的速率与正常部位有差别，这个细微的温

差可以在热像仪上清晰地反映出来。

使用红外热像仪，只需要通过外部检测发现隔热层中或表面

存在的温差，便可全面掌握隔热层损坏情况，并采取最经济的维

护工作，节省下一大笔费用。

图1：屋顶防水层渗漏检测（1.全红外图、2.高对比度画中画、3.灰度）

如图1所示，在平面屋顶上寻找受潮点，特别是发生水渗漏

现象的隔热层，简直如"探囊取物"般轻松。

1.2 外墙隔热层检测

对建筑物外墙进行检查，使用热像仪可以精确定位墙内的湿

气（低温点）或空鼓（高温点），从而发现保温层或建筑施工缺

陷，其准确程度不亚于屋顶检测（见图2）。

图2：外墙保温层损坏

1.3 内墙和吊顶渗漏和热工缺陷检测

如果建筑物的墙壁（或屋顶）受潮，可能会导致霉变，从而

影响到对此过敏的居住者。此外，如果墙内受潮，且隔热层具有

吸水性，那么其性能会大打折扣，应当及时更换（见图3-6）。

图3：墙面热工缺陷  图4：屋顶热工缺陷    图5：内墙渗漏       图6：地砖渗漏

1.4 建筑密封性检测

包括：建筑物的门窗、施工接缝、墙面和屋顶渗漏。如空气

泄漏，夏天会造成制冷效率低下，冬天则会引起取暖热气不足，

遇到这种情况，可对窗户、关闭的门、施工接缝(如：楼板底

面、水泥和构架墙的过渡区)等进行全面的温场分布检测。

检查是否存在热异常和空气流动性差异，判断建筑质量问

题。另一类经常面对的问题是玻璃幕墙检测，随着使用时间延

长，玻璃幕墙受建筑应力和结合剂老化发生渗漏的可能性很大，

红外热像仪可以进行快速、方便、并且安全的全面检测，为维修

施工提供依据（见图7-9）。

图7：门密封性检测   图8：冷库门密封不严  图9：玻璃幕墙夜间淋水法检测

1.5 室内温场分布检测

一般而言，在温场检查中发现的存在显著温差的地点（强

热交换区），往往是能耗问题点，存在诸如冷暖气外溢损失、空

调风机故障、出入口门封效率不良、遮光或隔热设计缺陷或损坏

等，可以作为工程部下一步维修工作的依据（见图10-12）。

图10：排风扇效率检测    图11：风机效率检测  图12：窗密封性检测（可

通过对比法发现双层玻璃内部的真空层失效）

应用领域 -2     空调管道系统检测
2.1 空调主机及制冷剂泄露检测

空调主机的稳定运行对物业营运至关重要，红外检测可以对

压缩机系统的壳体、电动机、缸体、冷却液体出口、控制设备等

处检测，及时发现压缩机是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提高压缩机

的工作效率，避免事故发生（见图13）。

图13：压缩机外部温度检测

制冷剂泄露是压缩机容易发生的隐患和故障，导致系统无法

达到制冷效果。在设计和焊接和生产过

程中，会出现制冷剂压力容器与钢管处

由于焊接问题，或钢管的质量问题，出

现微小的泄露，可以使制冷剂非常容易

消耗掉，产生质量问题，如图14。

2.2 管路检测

由于管路内传输的介质往往与外部环境存在温差，热像技术

可迅速发现管道和阀门等部件中存在的问题或隐患，以便采取针

对性维修（见图15-17）。

图15：管道管壁减薄   图16：管道堵塞   图17：供热管道渗漏（可见光图中无渗水）

2.3 配电系统检测

空调设备的配电系统复杂，接

点和线路繁多，并且往往不容许停

机检修，而温度是直接反映负载和

线路质量的外在效标，热像仪可以

快速的检测线路问题，保障空调系

统的供电稳定（见图18-19）。

图19：配电

线 路 异 常

点 （ 可 见

光 与 红 外

图对比）

热像仪的常用辅助检测方法
红外热像仪的工作原理是温差与温色的区别进行识别与判

断的，但在某些特别环境下，造成温差与温色的区别甚小，这

时需要加以一些特别的方法，让受识别的事物更显著起来。以

下就是常用的3种辅助检测方法。

　

1   现场加压法
有时为了提高检测效率，对于小型建筑或可隔离区域，您

可以考虑采用鼓风机，对该建筑或区域进行加压处理，这种方

法可以使得不同温度的空气外溢现象更为明显。用于扩大室内

外温差的方法，同样可以帮助识别窗户、门、施工接缝和大楼

外层的内嵌构造是否存在制冷或取暖时的热损耗。

2  淋水法
对于建筑外表面（如屋顶、幕墙等）被检测区域，可以采取淋

水法，人为模仿下雨情况，快速识别积水、开裂、空鼓等问题点。

3  夜间检测法
我们知道，通常建筑问题的温差会显著小于工业领域的检测

情况，往往只有零点几度甚至更小，建议您尽可能在炎热的白天

结束之后对建筑屋顶进行检查。因为此时：1）环境温度中的其

他干扰热源（如炙热的阳光、空调制冷/采暖）更少；2）问题点

（如受潮处）周边的建筑物结构和隔热层会慢慢冷却，潮湿之处

却会保留白天吸收到的热量，从而体现出更显著的温差。

夜视技术广领域应用
由于全天候监控的本能需求，平安城市对前端摄像机性

能极度挑剔的要求，尤其是夜间的画质效果表现，已经直接关

系到设备是否可以入围。针对夜视前端，市场格局已形成低照

度、红外、激光、补光、热成像等多个门派。

当前安防监控领域主流低照度技术主要包括超微光感知技

术、低照度、红外补光技术等，相对于红外补光，超微光感知

技术有着显著的优势。红外技术初监控画面夜间呈现黑白画质的

不足外，其自身还有以下三个缺陷：红暴、寿命较短、偏色等问

题。而微光或低照度无需任何补光设备，能够在极低照度的监控

环境中(最低可达0.001lux)，清晰呈现彩色图像，完全超越人类

视觉极限。同时，配以3a成像控制技术和3d数字降噪技术，使

得监控物体在任何光照条件下，都能不受取景、光影影响，精准

还原物体本来的色彩，使图像效果在低光和明暗对比强烈的环境

中得到极大的增强和改善，并且彻底消除动态图像噪点。

尤其是超微光感知技术，它解决了当前在平安城市、智能

交通等社会安全管理物联网应用领域中所遇到的夜间或复杂光

线环境下的图像色彩严重失真、清晰度很低等系列难题。

在平安城市建设中，摄像机被大量地部署在城市道路以

及公共广场等地方，由于这些地方夜间常常灯光不足，造成监

控图像不清晰，如果都要增加外部光源，成本投资昂贵，显然

不现实。而红外摄像机可以借助自身发出的红外灯光采集清晰

的图像，实现全天候无缝隙的安防监控，对于平安城市安全防

范十分重要。此外，红外摄像机亮度高，光线照射距离远，能

够满足平安城市大范围的监控要求；光线均匀，所得到的监控

画面的中间和四周的亮度是一致的，保证了图像的质量；成本

低，红外摄像机经济实用，适合于平安城市大规模的使用。

热成像技术发力安防监控
热成像技术是一种被动红外夜视技术，普通的红外监控技术

是主动红外夜视技术，热成像技术是利用自然界物体不同部位红

外热辐射强度的不同来形成图像，它根据目标与背景或目标各部

分之间的温差或热辐射差来发现目标。由于该技术不随周围光照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可以在白天黑夜，甚至大雾，下雨等恶

劣环境下提供视频图像。但是它无法实现较远距离的监控，且监

控画面只能判别是否有可疑人员进入，而无法看清楚人脸及外貌

特征。就目前而言，红外热成像技术要比微光成像技术在安防上

使用得更广泛，红外热成像的具体应用有以下几点简单的归纳。

夜间及恶劣气候条件下目标的监控：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

晚，基于可见光的监视设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如果采用人工

照明手段，则容易暴露目标。若采用微光夜视设备，它同样也

工作在可见光波段，依然需要外界微弱光照明。而红外热成像

仪是被动接受目标自身的红外热辐射，无论白天黑夜均可以正

常工作，并且也不会暴露自己。即使在雨、雾等恶劣的气候条

件下，由于可见光的波长短，克服障碍的能力差，因而观测效

果差，但红外线的波长较长，特别是工作在8～14um的热成像

仪，穿透雨、雾的能力较高，因此仍可以正常观测目标。因此

在夜间，尤其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采用红外热成像监控设备

则可以对各种目标，如人员、车辆等进行监控。

防火监控：由于红外热成像仪是反映物体表面温度而成像

的设备，因此除了夜间可以作为现场监控使用外，还可以作为

有效的火警探测设备。应用红外热成像仪可以快速有效地发现

这些隐火，并且可以准确判定火灾的地点和范围，透过烟雾发

现着火点，做到早知道早预防，早扑灭。

伪装及隐蔽目标的识别：普通的伪装是以防可见光观测为

主。一般犯罪分子作案通常隐蔽在草丛及树林中，由于野外环

境的恶劣及人的视觉错觉，容易产生错误判断。红外热成像装

置是被动接受目标自身的热辐射，人体和车辆的温度及红外辐

射一般都远大于草木的温度及红外辐射，因此目标不易伪装，

也不容易被错误判断。

分享一些不同情况下的红外监控拍摄到的照片：

       

树丛中的人                                         道路监控

森林防火

                      爬墙者                                              潜伏者

红外夜视技术在安防监领域的应用

        图18：接头温度过高

      在当今现代化产业快节奏中，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意外停产和代价过高的停工期所带来的损失。机器

状态监控 (MCM) 就是为了避免上述情问题的发生。基于多年来在热成像领域的应用经验，热成像专家

MoviTHERM(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 ) 设计了一套配有 FLIR 热像仪的专用 MCM 解决方案。

1.FLIR AX8

2.FLIR FC-R系列

3.FLIR A310

4.FLIR NVR

     众所周知，随着光电信息、微电子、网络通信、数字视频、多媒体技术及传感技术的发展，安防监控
技术也正在由传统的模拟走向高度集成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现代高新技
术几乎在安防监控系统中都有应用或即将应用，其中红外热成像技术在安全防范系统中也得到了应用。
那么，夜视技术在安防重点发展究竟如何？

智能I/O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