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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房屋装修时，不慎打漏地暖盘管的事情屡见不

鲜。多年来，中国水地暖行业地暖盘管漏水检修一直存在的痛点

是无法准确定位漏水点的位置。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要一款FLIR ONE 

PRO手机红外热像仪。其搭载的VividIR™热图像处理技术，能够

看到更多细节，无论是在检查配电板、排查暖通空调（HVAC）

问题或是精确定位漏水点，都让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为您介绍FLIR ONE PRO手机红外热像

仪的专业功能。

某小区开发商的地暖是统一安装的，从去年冬天至今漏水已

经持续了几个月，可以看到漏水导致的房屋破坏非常严重了，亟

待找出漏水原因。

未使用红外热像仪前，通常行业内的做法是通过给各分管路

打压，经过一段时间内管道内压力的变化值，判断该路管道是否

有失压漏水的嫌疑。但这

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

只能判断哪一路地暖盘管

可能存在漏水，却无法准

确定位漏水点，这给地暖

检修带来了非常大的困

难。如果盲目开凿地面寻

找漏水点，只会带来更大

的损失。

自 从 F L I R  O N R 

PRO手机红外热像仪应

运而生，一切都迎刃而

解。整个检测过程和要点

主要概括为下面几步：

第一步，通过对地暖各分路进行打压，判断存在漏水的管

道。在现场我们发现，第一路

管道施加5公斤压力后，在30

分钟内只剩下1公斤压力，属

于明显的漏水可疑对象，而其

他二路并无失压情况。据此，

我们初步判断第一路地暖盘管

存在漏水情况。得出结果后，

接下来就需要使用FLIR ONE 

PRO手机红外热像仪查找具体

漏水点。

 第二步，使用红外热像仪，需要地暖温度和环境温度有一定

的温差。FLIR ONE PRO能够测量的温度介于-20°至400°C

之间，支持至多三个点测温和

至多六个温度感兴趣区域。由

于 此 时 小 区 已 停 止 供 暖 ， 因

此，检测前先使用试压泵或自

吸泵向盘管内注入70度以上热

水，让地面温度高于室温，从

而形成温度差。为了防止高温热水破坏盘管，压力加到4-5公斤

就可以了。

第三步，注入热水后大约

15-30分钟是使用热像仪进

行检测的黄金时期。时间太短

的话水管内的水还没有热，温

度差异不明显；时间太长的话

地面已被充分加热，温度差

异也不明显。将FLIR ONE 

PRO手机红外热像仪接入智

能手机或平板设备就可以开

始观测。

第四步，检测发现图中

Sp1点温度高于其他位置，

同时该处红外热图成聚集状

态，不是传统的管路形状。

 重点观测该高温区的变

化情况发现，该高温区面积

逐步扩大，同时观测到管道

压力逐渐降低，属于典型的

漏水现象。至此，我们已经

明确锁定了盘管漏水点。

确 定 了 漏 水 点 后 ， 业

主和地暖维修师傅都非常高

兴。对于业主来说，缩小了

维修面积减少了经济损失。

对于维修师来说，能准确检

修 出 问 题 点 ， 减 轻 了 工 作

量，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怎么样，如此一款轻巧

便携、适配多种机型的红外

热像仪是不是很方便实用？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它都为我们

带来了便利，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生活更安全。

电机是工业的骨架，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仅仅在美

国，工业设备中就运转着4000万台电机，这些电机耗用

了整个工业所消耗电力的70%，这就足以说明电机的重要

性。若电机超过额定温度，那么电机的温度每升高10℃，

则电机的寿命将缩短一半。电机的检测是保证正常生产及

系统运行的一个重要措施。因为在关键的传送系统出现故

障时，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成本，需要重新分配人工和材

料，从而使生产效率降低，造成巨大损失，并可能影响到

人员的安全。

红外热像仪在电机检测中的应用：电机的部件较多，

发生故障的部位及原因也较多，通过红外热像仪可发现如

下一些问题。

1 、 电 气 接 线

(电气接线盒外壳)

问题点①：接

线端子过热，可能

原因：连接松脱、

接 线 端 子 氧 化 腐

蚀、连接过紧。

建议措施：重

新连接或更换接线

端子。

问 题 点 ② ：

电缆过热，可能原

因：不平衡电压或

过载。

建议措施：使用万用表、钳表或电能质量分析仪予以

确认具体原因。

2、电机外壳温度分布

问题点①：外壳部分区域温度过高，可能原因：内部

铁芯、绕组因绝缘层老化或损坏导致短路。

建议措施：拆卸外壳进行检修。

问题点②：外壳整体温度过高，可能原因：空气流动

不充分导致散热故障。

建议措施：如果停机时间短，则只对电机空气进口格栅进

行清洗，并在下一次有计划的停机检修中，安排一次彻底的电

机清洗。

3、与电机连接的轴承、连轴器

问题点：轴承、连轴器温度过高，可能原因：润滑不

良或轴未对正。

建议措施：检查润滑情况或对轴进行调整。

如何用红外热像仪测量内部温度？
每台电机都在一个特定的内部温度下运转。其他部件

的温度不应与电机外壳的温度一样高。所有电机的铭牌上

都应列出标准运转温度。虽然红外热像仪无法看到电机内

部，但外部表面温度足以指示出内部温度高低。随着电机

内部温度的升高，其外表面的温度也升高。下面通过一个

检测实例，看看如何得到电机内部温度。

我们要检测一个F级电机的温度，其最高温度限制为

135℃(外壳上的铭牌中有标示)，我们可用一个接触式温度

探头(如K型热电偶、Pt100铂电阻等)安装在电机内部(注意

绝缘)，同时使用红外热像仪检测对应外壳的温度，热电偶

得到的温度与热像仪得到的温度差即为修正值，通过实验

我们得知F级电机内部与外壳的温差一般在30～40℃(内部

温度高)，故只要该级电机外壳温度控制在90℃以下即可保

证正常运行。

注意：不同级别的电机内部空间和温度传递均不一

样，若检测电机的级别改变，必须按上述测试方式得到新

的修正值。

对于没有明确温度限定的电机部件来说，NETA(国

际电气测试协会)提供的指南规定，当相似负载下相似部

件的温度差超过15℃时，应该立即进行维修。该组织还建

议，当部件与环境温度的温度差超过40℃时，也要立即进

行维修。

一般来说，设计一条将所有关键电机/驱动器组合包括在

内的定期检查路径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检查之后，将每个

设备的热图像保存到计算机上，并随时间跟踪测量结果。这

样，用户就会获得可用于比较的基础图像，有助于确定一个

热点是否正常，并帮助用户确认维修之后是否有效。

雷达安防解决方案是雷达和摄像头联动的综合安防解决方

案。相比只用摄像头的方式，雷达无论是在白天、夜晚、雾霾、

沙尘、雨雪等天气条件下，都能正常的保持工作而不受影响。这

种利用雷达和摄像头联动的解决方案在世界上正在广泛的推广和

应用。

 

方案简介
雷达安防解决方案是雷达和光电系统联动的综合安防解决方

案，将雷达与CCTV视频监控、红外监控等多种手段融合起来，实

现了雷达自动发现和识别可疑入侵目标，自动调动摄像头追踪和监

视可疑目标的功能，从而大大提高了监视人员的工作效率。相比只

用摄像头的方式，雷达系统无论是在白天、夜晚、雾霾、沙尘、雨

雪等天气条件下，都能正常的保持工作而不受影响。该系统充分利

用雷达探测范围广、感知区域大、目标种类全的优点，利用远程光

电设备对重点目标进行全天候成像甄别，再结合雷达处理软件，

AIS（或ADS-B）及卫星定位，联合完成对目标的检测、定位、

跟踪和识别。在我们提供的雷达摄像头联动解决方案中，雷达可以

是一次雷达、AIS、ADS-B或融合后的雷达追踪数据。联动的摄

像头需要符合 Pelco-D 协议或者 Chess 协议。

方案组成
周界安防方案由雷达和雷达处理软件以及光电系统三部分组

成。该系统的运行原理是，雷达对探测区域内能进行搜索获取周

围的目标信息，雷达信息处理系统处理时间序列的雷达图像，对

图像中的目标回波进行自动识别、跟踪和运动参数解算。

ASD雷达系统可以识别车辆、人、甚至是小动物，能耗很

低，可以利用电池供电或太阳能供电，不需要另外铺设供电线

路。高标准的防水防尘设计，可以保证在恶劣天气、沙尘气下正

常工作而不需要经常的清洁。

ASD雷达处理软件可以用户自定义划分出不警告、预警、紧

急警告的区域，可以发现正常运动的目标和违规运动的目标，违

规停靠的车辆或人物等。当雷达发现可疑目标后，软件可自动调

动周围的摄像头跟踪和拍摄可疑目标的图像，可以实现CCTV视

频监控系统与雷达监控的融合。在发现可疑目标时，用户可以完

全不用操作，就能发出图像和声音的警报，同时实现摄像头自动

追踪目标。

前端采集部分：由于系统所采用的远距离光电转台集成了热

成像、辅助光源，因此即使在夜间也能获取到相应的目标图像。

本机场方案采用的是PT系列。

雷达锁定的跟踪目标，系统自动将对应目标的位置坐标输入

到PT远距离光电转台内，该坐标直接对应远距离光电转台的预置

点。目标的运动跟踪采用视频分析的方式，由平台软件驱动远距

离光电转台进行

连续跟踪拍摄，

并在软件地图上

显示该目标的运

动轨迹。同时该

运动目标实时图

像也将在软件界

面中相应显示。

 

PT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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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红外热像仪含有非制冷式红外探测器。这可以将停机

时间减至绝对极小值。我们需确保红外热像仪全年全天候运转。

PT-HD自动跟踪入侵检测性能结合双传感器管理软件，可实现

机场周界“点线面”管理真正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机场周界防

范，而且其核心要义是将入侵行为的“瞬态”管理扩展到了“连

续”管理，实现了入侵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

PT-HD红外热像仪可以完全整合入TCP/IP网络中；从任何一

个客户端启动的工作站，不仅可以查看实时图像，还可以通过箭头控

件移动红外热像仪，选择红外/可见光、自动聚焦、变焦等。可以执

行高级自动图像处理和分析功能：运动探测、历史记录、视频记录、

根据警报自动改变方向（旋转提示）。

系统优势
雷达目标追踪

相比只有摄像头的监控方式，雷达周界安防覆盖范围更广，

并且不受沙尘、雾霾、下雨、光线强弱等恶劣环境的影响。监控

的人员可以提前

通知各个部门做

好安防准备。误

报率非常低，每

24小时可能只有

1次。

雷 达 目 标 追

踪模块可以是独

立的SPx Server

完 成 ， 也 可 以

集成到定制开发

或框架开发服务

中。在雷达覆盖

范围内，可以完

成 自 动 目 标 追

踪。目标录取器是高度可配置的软件模块，它可以根据雷达类

型、追踪目标大小、应用场景不同而配置，追踪报告可以发送到

网络中，用以控制摄像头跟随追踪拍摄目标。

此雷达系统应用是为最终用户提供的直接应用的显示产品。

它可以直接安装在Windows 系统上，接通雷达和摄像头，清晰

的显示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和雷达追踪的轨迹。

该产品也设计成可以触屏操作的软件，所有主要的操作都可

以通过视窗完成。

雷达主界面中提供了整体监视区域的态势感知图，可以通过

该图清楚的观察到区域内目标活动情况。高亮区域可以在观察全

局的同时，在下方的小窗口观察细节。摄像头主界面显示一部摄

像头拍摄的画面。下面的小窗口可以选择在多个窗口间切换。雷

达追踪功能和追踪数据融合功能也包括在系统 当中，融合的数据

包括了一次雷达追踪，AIS 和ADS-B 信息。除了对违规运动的

目标报警外，如果某些ADS-B 或AIS 信息不符合规定（不是友

好的目标），那么软件也会触发报警。                        

目前已经成功为机场、港口、养鱼场、车站、核电站、石油

管道、监狱以及重要的建筑物提供了周界安防解决方案；为港口

或工厂的大型机械提供了避撞方案。

近期，博世雷霆再起, 推出了自己的首台红外热成像仪 GTC 

400 C ， 并公布了近十类最常用应用。根据更多可用热成像仪

解决问题的实际工况，引发了一场来自一线的热成像仪应用头脑

风暴。本文将介绍GTC 400 C热成像仪在电力、制造业等行业

的五大应用：

电力——用于高压电网线路

的检测抢修、高压开关站测母排

及电容柜的定期检测等。

制造业——用于流水线生产

状态的检测和成品质量的检测。

 图一：是用热成像仪观察玻璃容器流水线生产温度控制的情况

 图二：为利用热成像仪检测LED芯片生产成品包装前的温度状态

安装——仅专业的空调安装和检测行业，诸如冷媒泄漏、

室内机、盘管、风机、室外机、冷水塔的工作状态可以用热成像

仪来完成检测或协助维护。

能源——发电厂电机的运行监测。

 

新农业——农场孵化情况的跟踪。

由此可见，除了传统的建筑、暖通、电路汽车检修等行业

外，热成像仪的应用非常广泛，并且很多用途是专业的技术工人

在实际工作中琢磨出来。比方说某框架结构写字楼中央空调检修

时，就有工程师开通整栋大楼的空调， 然后在建筑外用热成像仪

检测整栋楼的温差，以此来判定气流和温控的情况，这是一个很

创新却非常有效的方法。在中国，智能热成像仪将会越来越多地

应用在技术创新下的各行业，真正的大有作为。

优点一，大屏和高清热成像：这是一台好成像仪的基

本特征。
博世热成像拥有3.5 英寸大屏幕和分辨率为160 *120的红

外传感器，结合热图像保存技术的视觉镜头更是清晰传递实际工

况，表面问题和背后问题一拍了然。

四大成像模式和高低温显示设计。博世GTC 400 C 开机后

拥有四种成像模式，分别是：

自动模式：在-10—400摄氏度范围中，GTC根据自己的传

感器和解码芯片显示温度色差，并显示拍摄区的最高温度和最低

温度，同时显示两个峰值所在点。

热感模式：该模式下，热成像仪会强调拍摄区的高温区块，

帮助你找到“火”点。

冷感模式：该模式下，热成像仪会强调拍摄区的低温区块，

帮助你找到“冰”点。

手动设置模式：该模式下，热成像仪会在你设定的温度区 

（限 -10—400摄氏度内），刻意强调温度符合你设计的区块画

面，方便找出不正常状态的地方。

优点二，强大的拍照、储存功能。
GTC 400 C 能连续拍摄500张图并存储在自己随机的内存卡

里，对于大部分当日工作，这个存储量是海量了，何况图片还能删

选。内存图片也可以通过内存卡和USB接口存到手机和电脑里。

优点三， 不光能存储图片，更能蓝牙传输。
GTC 400 C 通过和博世测量大师APP软件结合，还能自动

生成图片在软件对应的文档里，方便你快速地用手机发送图片， 

分析结果并做出下一步行动。

优点四，贴心的博世设计和IP53防护
继续保持了博世优秀传统的双电源设计、233x95x63毫米

机身的精美大方设计 ，和IP53防护等级让工作随时无碍，轻松

不等待。0.25千克的重量更是盈盈一握。

FLIR one pro 手机红外热像仪在地暖行业查找漏水点应用案例 福禄克红外热像仪在电
机检测中的应用

机场周界雷达安防系统解决方案介绍

博世首台红外热成像仪 GTC 400 C，在电力、制造业等五大应用

地暖漏水严重破坏房屋墙体

给各分管路打压，检测哪一路地暖盘

管可能漏水

通过各分管路时间段内管道压力的

变化值来判断是否漏水

检测显示Sp1点温度高于其他位置，

且状态有差异

着重观测Sp1高温区，确定漏水点

时间太长，地面已被充分加热，

温度差异不明显

 使用试压泵或者自吸泵向盘管内

注入热水与周围环境形成温度差

注入热水后大约15-30分钟开始

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