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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电站中，变压器是最重要的主设备，每次带电检

测必检，也是各项测试实验的重中之重。因为它一旦发生事

故，后果惨重。

某变电站主变爆炸事故

而变压器的套管，作为变压器内部与母线结构的连接部

位，是变压器上极易发生缺陷的部位之一。对其进行红外检

测，我们来看一组热像仪拍摄的35kV变压器套管。（热像仪

具有远距离非接触测温、全天候成像、透烟透雾的特性，是

带电检测的有力工具）

某市110kVXX变电站#3主变压器35kV侧套管红外检测

通过热像图，我们发现，A相套管温度偏高，可能是一

处电压致热型缺陷。现场技术人员查阅《带电设备红外诊断

应用规范》，得知电压致热型设备缺陷判断判据：

然后，根据套管热像图上的温度数据，来计算相间温

差，得出 A相区域最高温Ar1与C相区域Ar5最高温温差为

33.7-30.2=3.5K。经过分析，从红外图像特征以及最大温

差为3.5K，故判定#3主变35kV套管A相为电压致热型危急

缺陷。

为何套管只有2~3K的温差却是危急缺陷？

套管结构图

其实，变压器套管是将电引入或引出变压器的连接部

件，它中心是一根芯棒，外层是瓷套或者其他绝缘材料。由

此，我们发现，当使用热像仪对套管测温时，除了上端的连

接部分外，套管本体的温度，其实是芯棒透过绝缘油传导出

来的温度，而不是真实的芯棒温度。

故而在工作中，若发现瓷套部位有2~3K的温差时，芯棒

的温差远远不止这些，因此当发现瓷套部位达到该温差时，

设定的缺陷等级都是严重以上。

但是，电压致热型缺陷极难发现。主要原因有3个，其

一：温差太小，一般热像仪很难发现如此小的温差，而普

通热像仪的验收标准是允许温差2度，这本身就已经达到

缺陷的阈值了；其二：套管在变压器上，变压器本身温升

很高，是一个强大的干扰源，很容易掩盖套管本身存在的

温差；其三：对现场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除现场查阅规

范、计算温度外，也需要他具备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故障

判断能力。

如果有一款热像仪，能够解决上述难点，无疑是带电设

备红外检测的理想工具！FOTRIC 358X云热像，专为电力

行业量身打造，优秀的成像质量让电力设备缺陷无处隐藏。

FOTRIC 358X在国网某供电公司做现场检测

FOTRIC 358X云热像，配备高清640*480探测器，还

具有高热灵敏度＜25mk(0.025℃)，敏锐捕捉细小温差，发

现套管的更多细节。（热灵敏度，指热像仪分辨细小温差的

能力，数值越小，分辨细小温差的能力越强）

图中红色代表高温点，热灵敏度越高，越能发现细小的温差

已获专利的“复合调色聚焦成像技术”，能在变压器本

身高温的强干扰下，仍突出套管轮廓，增强显示套管的热梯

度，这种出色的成像质量，非常适用于复杂场景中分析特定

目标的细微温差。

复合调色聚焦成像技术开启前，画面中被测物不明显

复合调色聚焦成像技术开启后，聚焦被测物且热梯度增强

成像质量好之外，FOTRIC 350X云热像还“慧”智能

诊断，复杂的《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被内置其中，

现场拍摄时自动调用规范并计算，给出“正常、一般缺陷、

严重缺陷、危急缺陷”等诊断结论。免去了技术人员现场查

阅规范、现场计算温度值，减少了工作量，更避免了人工计

算带来的误差。

FOTRIC热像仪，品质有保障
FOTRIC 358X云热像，由全球资深热像品牌FOTRIC

推出。FOTRIC作为热像仪、云热像、热像系统的生产厂

家，专注热像产品研发十余年， 服务全球客户，中国总部

位于上海，美国总部位于达拉斯（Dallas），同时在北京、

无锡、南京、济南、西安设有办事处，在欧洲、韩国、新加

坡、澳大利亚、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销商。

在国内电力行业，FOTRIC热像仪已被国网江苏省公

司、国网江西省公司、国网山东省公司、国网蒙东电力、国

网宁夏省公司、国网山西省公司、国网安徽省公司、国网四

川省公司等采购使用。

温度是LED芯片的核心技术指标，其代表着LED器件的

设计水平，发热和散热情况直接影响LED产品的寿命和颜色

质量，但由于LED芯片非常之小，传统检测方式无法进行测

温，本文以案例叙述使用大师之选系列热像仪对LED芯片检

测的过程和系统解决方案。

 图中可看出红圈处为LED芯片，周边部分为电极，芯片

的尺寸为2mm×1mm。从热像画面可清晰看出，芯片的左

右侧温度不均匀，研发人员可以此为能依据，改进器件材料

和散热设计。

案例

某知名光电器件制造商，在研发新产品中，需要对LED芯

片的温度分布进行观测和分析，改善器件的发热和散热设计。

现场检测方案

1、配套微距镜头2。

2、安装三脚架和二维可调

精密位移云台，部分现场需要热

像仪垂直向下检测。

3、将热像仪手动调焦至

“Near”框成红色，表示已完

成最小目标的对焦。

4、细微调节精密位移云

台，直至图像最为清晰。

5、在热像仪上对热图画面

进行缩放，观测芯片温度分布。

6、在Smartview软件上对

芯片的温度分布进行分析，并导

出温度数据。

 以上检测方案可利用在光电芯片器件、电子芯片器件制

造商等行业。

光伏电站建于野外山林中等的情况在增多。因为像工业园区中

的闲置土地等这类平坦的空地越来越少。山林中不但树木和花草丰

富，还生息着很多的鸟和动物。在这样的地方建成光伏电站后，会

有意想不到的“造访者”。

常见的进入光伏电站的动物以麻雀、乌鸦、水鸟等野鸟为首，

还有猫和狗等城市及郊外常见的动物，靠近山林的光伏电站，还常

会有狐狸、野猪及鹿等闯入（图1）。对动物们而言，这些地方是

它们经常活动的场所，建成光伏电站后，它们进入也不过是平常的

举动而已。

图1：野猪入侵的痕迹。撕破了

防草垫在地面上拱出了坑。防

草垫上可见野猪的足迹。

野猪主要以两种方法进

入电站：一种是跳过外周的

围栏，另一种是从围栏下方

钻入。

图2：尽量选择高围栏（左），并设防翻越网（右）

目前，光伏电站周界入侵突发事件的需求以下：

太阳能发电厂是无人区，需要日夜进行实时监控，以有效避免

入侵者，防止发生损失或恐怖袭击。

防止在百万光伏电站内，野猪在地面上拱土挖坑会导致故障。

为了确保即使在夜间或是恶劣的天气环境下也能较好地观察监

视系统中的入侵者

会有意想不到的“造访者”，常见的进入光伏电站的动物以

麻雀、乌鸦、水鸟等野鸟为首，还有猫和狗等城市及郊外常见的动

物，靠近山林的光伏电站，还常会有狐狸、野猪及鹿等闯入。

PT-HD功能优势

•同时IP和模拟视频输

出 - 热和可见光 - 以及IP

和串行控制接口，可轻松集

成到IP或模拟系统; 在现有

模拟环境中使用它们，并轻

松迁移到未来的IP网络

•太阳安全VOx非冷却

热传感器技术; 直接看太阳

不会损坏FLIR非冷却热安

全摄像机

•可更换的相机盒允许在PT系列HD光学元件之间快速升级或修

理

•双传感器界面，采用高倍率可见光成像技术对现场进行细节情

况勘测；所有640 x 480分辨率产品都基于FLIR 17微米像素间距阵

列，商用市场上最先进的非制冷探测器，可选择连续变焦无热化镜头

或固定焦距无热化镜头选项，可自动报警，自动追踪特定目标；

•开放的IP标准，用于与第三方VMS和设备的即插即用集成; 符

合ONVIF标准

360度连续旋转，全向扫描，并可调整俯仰，从而完整覆盖周

界（亦可固定式）；

•可同时提供H.264或M-JPEG格式的流式数字视频的多个同

时通道，支持有线或无线等多种通信方式；

PT-HD周界入侵报警方案的优势

出众的侦测距离性能

它拥有出众的侦测距离性能。夜间可以在1公里、5公里、甚至

10公里都可以看到移动物体，不管是人车物，因为红外热像仪是根

据物体不同的温度来成像的。这种红外热像仪允许在PT系列HD光

学元件之间快速升级,搭载100 mm的镜头，使得我们可以高清的检

测目标物。方位/俯仰云台能快速响应任何警报或命令，每秒钟可以

旋转0°~120°的方位角，因此它指向正确方向所需时间不超过1

秒。它具有可编程自动扫描功能；在一个扫描图像中，可以对热像

仪和白光摄像机上的速度、停延时间、视场角等进行设定。做到全

年全天运转。

业界领先的高性能4X光学连续变焦无热化镜头，可自动对焦，

图像质量更清晰更灵敏，消除误报

警。

PT-HD高清系列拥有一个新的

高性能4X光学连续变焦无热化镜头，

可自动对焦，与上一代镜头相比，这

种新的镜头技术提供了更宽的变焦范

围，进一步改进热成像性能。 此外，

FLIR PT-HD高清系列推出了新的固

定焦点无热化镜头选项。 相机在完全

黑暗，明亮的阳光下，通过烟雾，灰

尘甚至轻雾，清晰地看到。 因此，无

论照明和环境条件如何，PT系列HD

都能提供卓越的周边保护。

高倍率可见光成像技术对现场

进行细节情况勘测；所有640 x 480

分辨率产品都基于FLIR 17微米像素

间距阵列商用市场上最先进的非制冷探测器，可选择连续变焦无热

化镜头或固定焦距无热化镜头选项，高质量的可见光成像。 提供

1080p高清分辨率，PT的可见光传感器还配有30X光学变焦，自动

对焦和.01lx低光能力。就基于热像仪的入侵目标物探测系统而言，

可以将其探测灵敏度设置得更低，这将大大降低无用警报的概率。

出众的入侵检测性能，移动侦测性能，可自动报警，自动追踪

特定目标，消除误报警。

多角度的视场角和高倍率镜头选择，为周边环境具体设定。

可更换的相机盒允许在PT系列HD光学元件之间快速升级，达到一

流的画面质量，使得我们可以清楚的检测并分辨目标物（人或车，

动物，植被），与内置双传感器视频界面分析软件完美结合，与普

通闭路电视摄像机相比，红外热像仪能真正与视频分析软件完美结

合。FLIR可见光和红外热像双传感器界面管理软件包含先进的视频

分析算法，专门用于分析热监控录像。由于红外热像仪根据场景发

散的红外辐射产生热图像画面，因此它们可以提供各种条件下的高

对比度热图像。无论天气和照明条件如何，热画面都能以高对比度

的热图像清晰显示入侵目标物，这使得安保系统在探测性能方面具

有更高的一致性。通过双传感器的用户界面，您可以创建自定义的

绊网、隔离区、温度报警和定向报警规则。一旦传感器管理软件探

测到非授权移动，便会触发报警。

周界入侵移动侦测功能

高度集成的安防系统平台

PT-HD 同时IP和模拟视频输出 - 热和可见光 - 以及IP和串行

控制接口，可轻松集成到IP或模拟系统; 在现有模拟环境中使用它

们，并轻松迁移到未来的IP网络。

开放的IP标准，用于与第三方VMS和设备的即插即用集成; 符

合ONVIF标准

360度连续旋转，全向扫描，并可调整俯仰，从而完整覆盖周

界（亦可固定式）；

可同时提供H.264或M-JPEG格式的流式数字视频的多个同时

通道，支持有线或无线等多种通信方式。

案例
随着人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欧洲的太阳能发电

园区也日渐增多。其中有许多地处偏远地区，因此，如何恰当保

护这些园区是一项挑战。英国丁的Westronics消防安保有限公司

(Westronics Fire& Security Ltd.)是已经想出方法应对此项挑战的

安防公司之一。为了确保即使在夜间或是恶劣的天气环境下也能较

好地观察监视系统中的入侵者，Westronics在其太阳能发电园区保

护系统中安装了红外热像仪。

FLIR PT-606红外热像仪系统

内置于FLIR PT-606红外热像仪系统中的红外热像仪包含一

个非制冷Vox微量热型探测器，可以产生320x240像素的清晰热图

像。FLIR PT-606红外热像仪可用于检测880米开外的大型目标，

确保观测到所有入侵者。用户可通过方位/俯仰云台允许将红外热像

仪连续旋转360°，将其倾斜+90°或-90°。红外热像仪的外壳

防护等级达到IP66要求，因此可以完美地保护重要的机芯，使其免

受粉尘和水分入侵。

三个太阳能发电园区安装了F L I RPT-606红外热像仪系统，

一个位于威尔特郡，另外两个位于康沃尔。这三个地方的安防系

统具备三层防护。Miller解释道：“第一层防护是标准护栏。这层

护栏除了可以阻止入侵者外，还可以防止野生动物入侵，从而减

少误报警。”第二层是无形的

虚拟护栏——微波检测器，位

于实际护栏与太阳能电池板之

AS_1110_0036_EN 间，第

三层由红外热像仪组成，安装

于四米高立柱上的战略位置，

可覆盖整个区域。

触发报警

Miller继续道：“若有入侵者爬过护栏，进入微波发射器与接

收器之间的区域，波束会探测到异常，从而触发报警。该报警被发

送至相应的报警接收中心(ARC)。与此同时，红外热像仪将自动指

向探测到入侵目标的区域，检查广角视野的区域。”标准硬盘记录

器会记录FLIR PT-606.红外热像仪系统产生的热画面和可见光画

面，同时，这些画面会通过

安全的宽带连接与ARC共

享。Miller说：“ARC的操作人

员可以远程操作红外热像仪，

提供可能存在入侵者的最佳视

角，可以随着天气和照明条件

的变化在日间与红外热像仪之

间切换。ARC工作人员可以通

过现场扩音(PA)系统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这种系统通过声音制止

无意的入侵者。在适当的情况下，ARC工作人员还可以部署流动巡

逻队或者将事件报告给警方。数字视频记录器上记录的画面可以被

传送至警方，用作证据。”

可视化确认至关重要

虽然入侵者微波检测系统在入侵者检测方面性能极佳，但是，

据Miller所述，它也极易受大型动物或某些天气条件触发的误报警

的影响。“因此，可视化确认报警对提供稳健的安防解决方案而言

至关重要。而FLIR PT-313红外热像仪系统正拥有此功能。无论照

明和天气条件如何，该红外热像仪均允许ARC准确判断是由动物还

是由真正的入侵者破坏安全的行为所触发的报警。”

该红外热成像设备由FLIR白金级分销商CCTV CENTER供

应。CCTVCENTER技术总监Tim Cocks补充道：“Westronic针

对FLIR红外热像仪的方位/俯仰云台系统设计和战略部署已经成为

无论在昼夜或任何天气条件下，进行周边保护和场内测量区域监视

的标准解决方案。他们的解决方案已经得到业内的肯定，并成为能

源和供电领域类似场所的‘最佳实践’。”

红外热像仪是如何对变压器缺陷进行检测的？

热像仪对 LED 芯片检测的过程和系统解决方案

FLIR 红外热像仪系统应用在光伏电站周界入侵报警的案例

PT-HD功能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