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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nalysis
解决方案
Solution

Twin Eagle咨询公司与Pixel Velocity合作开发了一种高

效的泄漏检测解决方案，全天候监测天然气和VOC泄漏。

如果不及早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场所内的天然气和VOC泄

漏，便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爆炸。这不仅对于设施而言是一项

威胁，也是周边居民区的隐患。这也是一家位于科罗拉多州丹

佛-朱尔斯堡盆地上游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何需要一种全天候

高效远程气田监测方法的原因所在。这家公司在丹佛-朱尔斯

堡盆地约有300个气田钻井，全都位于邻近住宅和学校的居民

区。如果他们未能发现其中有气田会发生泄漏，或者获知得太

晚，那么公司会被迫疏散数千人。

该石油和天然气公

司典型的监测程序要求每

隔几天驱车前往现场，通

过目视或听声音检测泄漏

和损坏的设备。

在之后的数小时和

数天内，气田处于无人监

测的状态，并有可能发

生灾难性的泄漏。Twin 

Eagle咨询公司的销售与

战略客户总监Andrew Hinz表示：“他们希望提高安全级别，

并通过实现此类监测的自动化来减少亲自前往现场进行检测的

次数。”

为此这家公司向Twin Eagle求助。之后，Twin Eagle与工

业数字化软件公司Pixel Velocity合作，开发了一款定制的的泄

漏检测系统。该系统将光学气体成像热像仪与泄漏检测算法相

结合，实时自动化检测、显示并精确定位气体泄漏位置，然后

通过邮件或文本形式向用户发出报警。此解决方案将帮助石油

和天然气公司采取统一的管理方式，并具备从现场以外地方的

台式电脑或移动设备远程监控其设施的能力。这一系统包括一

架位于方位俯仰云台上的FLIR G300a光学气体成像红外热像

仪，一架博世方位俯仰变焦摄像机，以及Pixel Velocity针对操

作平台提供的Event Velocity软件。Event Velocity是一款基于

地图的用户界面监测软件，配备智能边缘传感器和工业控制系

统，可以连续自主监控设施。

通过将视频、音频和光学气体成像等各种数据流汇总到一

个用户界面，系统会主动支持远程检测和虚拟监控。Hinz表

示：“这套系统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自动化应用；Pixel Velocity

算法可以从FLIR热像仪获取信息，感知气体，向客户发送自动

警报，并记录这一事件。”

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选择了一处气田现场测试了该定制解

决方案。为部署这一系统，Twin Eagle在现场中央安装了一根

长12米的电话线杆，供电24 V直流电。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位

置，是为了确保FLIR G300a红外热像仪能够获得最大的覆盖

面和最佳的分辨率。

T w i n  E a g l e 选 择

FLIR G300a红外热像仪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能探

测到大气中的光谱变化，

并可以根据昼夜波动调整

曝光设置。

这就使得能在任何气

候条件下全天候使用，包

括起雾、下雨或下雪。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希望显示20种不同

的碳氢化合物，包括苯、乙醇、甲烷和丙烷。FLIR G300a红

外热像仪能够探测所有这些气体以及其他气体。

在运行新监测系统的前三周，其探测到了控制系统并未发

现的两处泄漏。自动化检测员在现场时在移动设备上收到了报

警和视频。不论他是在办公室内或是外出去其他现场，其都能

够在检测过后的30分钟内立即做出响应，并派遣现场技术人

员修复泄漏。在过去八周内，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发现了四处

他们能够修复的泄漏。Hinz赞叹道：“相比以往每天花15分

钟检查，现在，他们可以更加精准地利用他们的资源，善用他

们的员工，减少开车前往现场的次数，并能够实现全天候的监

测覆盖。”

通过自动化远程监测，其大约减少了35%的站点运营

成本。

Twin Eagle的泄漏检测系统让操作人员能够立即对情况

做出反应，并实时做出知情的操作决策。得益于对资产进行

自动化分析和持续监测覆盖后，现在他们能够即时检测到泄

漏，而不必无谓耽搁数小时或数天。经过增强的虚拟监测功

能提高了运行效率，提升了站点安全性，降低了站点的检测

和运行成本。 

在我国，电机系统用电量约占全国用电量的60% ，是非常

重要的生产设备，几乎覆盖每个生产领域。在进入正题前，先来

了解一下电机的基础知识。

电机，按工作原理可分成三大类：

● 直流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

电机的工作系统可分为五类：

电 机 的 五 类 工 作

系统，是相互关联而

又截然不可分割的，

因此电机诊断需要涉

及较多技术领域。目前常用的电机诊断方法有：

• 电流分析法分析电机的电气系统

• 振动分析法分析电机的机械系统、磁路系统

• 绝缘诊断法测试电机的绝缘系统

• 温度诊断法检测电机的机械系统、磁路系统、散热系统、

电气系统、绝缘系统

• 振声诊断法测试电机的机械系统

•  油质诊断法测试电机的机械系统

然而，并非所有的温度诊断法都能对电机进行全面的预测性

检测！而采用红外热成像仪则能进行全面的预测性检测，它的优

点：非接触式测量，安全、高效、直观，可以成像，距离远，温

度数据不抽样、不解体。不仅仅是测试温度，更可以直观的显示

电机某一时刻的工作状态！

为什么红外热成像技术，能对电机的五类工作系统进

行预测性检测？
因为热像仪一次能够捕获

几万乃至几十万点的温度数据

并生成红外图像。像素越多，

同 时 测 得 的 温 度 数 据 越 多 ，

生 成 的 红 外 图 像 越 细 腻 ， 越

能找到真正的热点。FOTRIC设备维护型热像仪，红外像素从

80x80…384x288…到640x480，多种选择满足各种需求。

对电机进行红外热成像检测，需要了解不同电机各部位的温度

限值，以此来判断电机是否存在异常。电机各部位的温度限值：

• 与绕组接触的铁芯温升(温度计法)应不超过所接触的绕组

绝缘体的温升限值(电阻法)，即A级为60℃，E级为75℃，B级

为80℃，F级为100℃，H级为125℃。

• 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95℃，滑动轴承的温度应不超过

80℃。因温度太高会使油质发生变化和破坏油膜。

• 现场测试时，定子温度往往以不烫手为准。

FOTRIC X云热像，能够内置行业标准和专家经验，这些温

度限值不用“死记硬背”，内置到云热像内，可在进行设备检测

时自动调用，并给出设备的当前状态。

如何使用红外热成像对电机的五类工作系统进行检测？
对电机进行红外热成像检测时应注意：

一、在额定负荷下温升未超过温升限度，仅由于环境温度过

高，而使电机温度超过最大允许工作温度。这种现象说明电机本

身是正常的。

解决办法：用人工方法使环境温度下降，如办不到，则必须

减负载运行。

二、在额定负载下温升超出铭牌规定。不管什么情况，均属

电机有故障，必须停机检查，特别对温升突然变大更要注意。其

原因有：

（一）电气系统故障

• 电机控制电路三相不平衡

热像图直观呈现问题状态。

• 电机与电缆接头发热

对于此类故障，可清洁电缆接头表面后，紧固电缆接头螺钉。

（二）机械系统故障

• 电机轴承热缺陷

热像图直观反映，电机轴承处温度最高，在电机端盖表面有

向外扩散的热传导趋势。

随着节能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节约能耗已经成为了各行各

业的目标，建筑行业也不例外，建筑的能效管理已经成为了多个

国家的硬性指标，这对许多在建筑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员产生了重

大影响。

如何降低建筑物的能量损

耗，已经成为了建筑领域迫在

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红外

热像仪能准确定位能量损耗的

具体位置，无需采用任何破坏

性的检测方法，即可判断建筑

物的能量损耗情况，是建筑诊

断的理想工具。

那么，红外热像仪在建筑

领域究竟有哪些应用呢？

总体来说，红外热像仪

可以用于检测建筑物缺陷，如

隔热失效、灰泥脱层、冷凝问

题，以及"查看"能量损耗的出

色工具，热成像也有助于评估平屋顶的隔热层损坏情况以及水分

含量。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检测隔热缺陷

不同国家隔热层的典型厚

度存在差异。在气候寒冷的国

家，隔热层通常较厚。在温带

气候国家，隔热层较薄或根本

不使用隔热层。另一方面，温

暖气候条件下，室内空间需要

进行制冷，这也需要较厚的隔热层来防止能量损失。使用红外热

像仪时外墙和内墙之间的温差至少需要达到10°C，这样才能获

得良好的、易于查看的图像。使用具有更高分辨率和热灵敏度的

热像仪，温差要求会更小。

2、检测气体泄漏

通过建筑物的外围结构

发现气体泄漏是一种常规的做

法。气体泄漏导致更高的能量

损耗，通常会造成通风系统出

现问题，并导致建筑物内出现

冷凝，从而使室内气候变差。然而，使用红外热像仪，便可以检

测冷空气从建筑物泄漏处溢出时出现的典型现象。

3、水分检测

受潮是房屋损坏最常见的

形式。气体泄漏会在墙体、地

板或天花板内形成冷凝水，潮

湿的隔热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干燥，经常成为霉菌和真菌孳

生的主要位置。使用红外热像

仪进行扫描可以检测到导致霉菌繁殖的具体受潮位置，确定固有

潮湿区域的位置。

4、检测热桥

热桥是由于建筑结构造成

的隔热层较少的区域；如金属

紧固件、混凝土梁、板或柱。

热量会找到最方便的途径（阻

力最小的途径）从温度较高的

空间向外散逸。很多时候，热量会通过一种比周围材料具有更高

导热率的元件进行"短路"，该元件即被称为热桥。而通过红外热

像仪则可清晰的检测到热桥。

5、供热管道和区域供热 

在气候寒冷的地区，会对

路面和通道供热。区域供热也

很普遍，这种供热系统在某个

中心点产生热量，用于满足住

宅和商业供热需求。热成像测量可以轻松检测地下供热系统中的

任何故障。即使地面上冰雪覆盖，使用红外热像仪也能看到供热

管线。

6、发现屋顶漏水 

屋顶的潮湿区域可以修

复而不用替换整个屋顶时，

可以节省巨额费用。通过使

用太阳作为加热器，用红外

热像仪能在屋顶找到受潮的

隔热层。在白天，太阳对屋

顶进行加热。在夜间，屋顶

再次冷却，但有潮湿隔热层的区域冷却得更缓慢。在红外图像

上，这一区域清晰可见，并且比其他区域温度更高。

7、电气故障

电气故障是一种建筑物

中最常见的故障。大多数情况

下，这些电气问题是肉眼看不

见的，但使用红外热像仪能立

即在红外图像上看到热点。用

户可以对电气柜、组件进行扫

描，并检测大量电线、接头，

立刻清楚问题。在真正出现问题之前，即可以检测并修复问题区

域！

8、检测地暖泄漏

红外热像仪是一种使

用简便的工具，即使水管铺

设在地板或石膏下方，也能

发现管道是否存在泄漏。管

道热量经由管道表面向外辐

射，使用红外热像仪能轻松

检测到热图像。

9、气味

红外热像仪有助于发现房

屋之间的泄漏。房屋之间的泄

漏导致较差的隔音效果以及香

烟和其他异味渗入的问题。通

过使用负压和温差，很容易就

能检测到泄漏。

10、冷库

冷 库 和 冷 室 对 隔 热 和

密封都有很高的要求。冷库

的普通室内温度为-23°C

至-25°C。隔热失效以及泄

漏会导致建筑结构内冷凝并结

冰，造成更大的能源消耗——而冰块最终会破坏建筑结构；而通

过红外热像仪则可轻松的检测到冷库的隔热是否失效。

11、重建计划和质量保证

红外技术用于重建计划，也用于质量保证及新建筑物的检

测。在建筑结构干燥期间，红外图像可以确定干燥程序的进度，

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加速干燥过程。如果干燥过程可以加速，并

且在红外热像仪的帮助下证明建筑结构已经完全干燥，则建筑物

可以更快地交付给客户。

12、建筑修复

红外热成像在建筑物和古迹修复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在矿物灰泥中隐藏的框架结构在红外图像中清晰可见。因此，可

以确定这些结构的外露是否有用。墙体上的石膏分离也可以尽早

进行，以便采取维护措施。

以上就是红外热像仪在建筑

领域的具体应用，无论是对于建筑

工程人员，还是家庭用户，红外热

像仪都大有帮助，可以说，红外热

像仪是您工作、居家的必备工具之

一，可以有效的为您的建筑节约能

耗，减少成本和节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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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现场OGI监测安装和覆盖范围 FLIR G300a红外热像仪

Twin Eagle的监测系统成功向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发出现场分离机泄漏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