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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商 网 讯   福 禄 克 过 程 仪 器 公 司 近 日 在 美 国 华 盛 顿 州

EVERETT发布了 ThermoView®TV40产品，这是一套适用于

严苛环境的高性能工业热成像系统。

在直观而强大的分

析软件支持下，新的热

成像系统能够为用户提

供包括温度监测、控制

和数据存储在内的完整

解决方案，以确保生产

过程的监控和产品质量

追溯。

凭借多年的工业应用经验，ThermoView产品拥有坚固耐

用的硬件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软件，主要特点包括：

软件功能丰富——画面分割/ 实时温度曲线/ 多台组网。用

户可灵活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义软件设置，应对各种应用场

景，满足温度监控需求。

图像功能强大——双光融合/ 真实视频。这项功能可以帮助

用户轻松找到问题点，节省工作时间，高效工作。

高速通讯方式——I/O模块信号输出/GigE通讯/报警输出/模

拟量输出。强大的通讯接口满足过程用户对于个性化监控和系统

控制的多样需求。

适应严苛环境——IP67防护/ 可选高温保护套。此项配置满

足了工业过程用户对热像系统适应高温工艺环境的需求。

“它是为满足当今苛刻的工业自动化要求而开发的，可

集中处理多个热成像仪数据图像，满足了需要多台热像仪组

网的应用。”Fluke Process Instruments全球产品经理Jeff 

Kresch介绍说，“ThermoView TV40提供了一种热成像解

决方案，用于在广泛的工业场所中对温度进行监测，分析和控

制。TV40开发的软件是用于工厂自动化，过程检测和过程监

控应用的交钥匙解决方案，福禄克过程仪器公司已经在这个行

业有着多年成熟经验。”

TV40热成像系统具有连续过程监控所需的性能和个性化参

数设定的功能。标准的TV40热像仪配有 “适配” 镜头，这意

味着可以直接更换、安装镜头而无需校准。

它可在高达50°C（122°F）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并使用

工业密封， 使得防护等级达到了IP67。

TV40的相机具有 “网络” 通讯能力，基本设置可以通过

任何带有网络浏览器的个人电脑（PC）完成。

基于IR-Fusion®技术的远程调焦与瞄准选项一起使用 ，

同时进行热图像和可见光图像远程瞄准，便于在连续监测工艺环

节中的瞄准操作。

热像仪的GigE接口允许以每秒60帧的速度进行高速数据传

输，并支持以太网供电（PoE）选项。

ThermoView热像仪完整功能分析软件中，提供了多种分

析工具。它可以运行在Windows 7, 8和10操作系统上，并提供

中文版本。 主要功能包括：

对温度进行连续或断续的监测。

用户可以单独设置任意一个关心区域（AOI）的发射率和温

度条件，据此配置每个区域的触发事件或警报，其可以连接到独

立的输入/输出（I / O）设备。

满足用于与上位过程控制设备通讯，完成温度检测的同时同

步提供合格/不合格的逻辑判读输出信号；用于进行产品检验，

温度报警和监控； 并具备过程温度存档功能。

温度分析工具用于趋势分析和产品故障排除，以及实现过热

或欠热条件下的I / O报警。

实时等温线，温差线，直方图和趋势追踪的分析功能。

随机附送的精简版ThermoView软件可帮助用户了解TV40

热像仪的功能和优点。该软件显示来自成像仪的热图像，可以脱

机读取已经保存的图像/序列并支持将图像复制到剪贴板。

ThermoView TV40热像仪可与室外环境箱，空气吹扫器和

其他附件配套使用。

产品随机附件包括手册，校准认证，快速操作指南和安全

指南。

所有ThermoView热成像仪均提供两年保修。

作为一款高科技的产品，红外热像仪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

各个行业。但是很多人在选择红外热像仪时，却有点无从下手。

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如何

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择适

合自己的红外热像仪，成为了

红外工程师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在建筑领域中，

选择红外热像仪时，不仅要考

虑热像仪本身的配置，还要考虑其支持的红外图像软件，以及平

常学习时的培训需求等。

具备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热像仪分辨率
专业的热像仪通常会提供320×240至640×480像素的分

辨率。640×480像素越来越成为专业热成像工作者的标准要

求。其中的原因包括：

1.更高的分辨

率可提供更好的温

度精确性，尽显更

远处的细微细节。

640×480像素的

热像仪在一个图像中具有307200个测量点，是320×240像素

(76800个测量点)热像仪的四倍。更高的分辨率不仅测量精确度

更佳，而且图像质量也更加出色。

2.更高的分辨

率意味着您可以减

少 拍 摄 图 像 的 数

量。有了更高分辨

率的热像仪，您仅

需拍摄一张图像即可完美覆盖较大的检测对象。如果分辨率较

低，则需要拍摄更多的图像来覆盖相同区域并显示同样的细节。

二、热灵敏度
高灵敏度的热像仪对于温差通常较低的建筑应用来说尤为重

要。需要较高的灵

敏度来拍摄更详细

的图像，从而为更

进一步的行动提供

诊断依据。即使在

温差很低的环境下，只要灵敏度越高，热像仪就越能拍摄到最好

的图像细节。

上图显示了从房子内部使用不同灵敏度的热像仪拍摄的红外

图像，能看到有所差异。

三、热像仪的附加功能
一般来说，红外热像仪

越先进，特殊功能就越多。

较低端的热像仪所包含的附

加功能有限，但也足以满足

用户的需求。几乎所有的专

业级热像仪及少部分较低端

的 热 像 仪 都 有 内 置 数 码 相

机。专业级热像仪具备热叠

加和画中画功能，能够融合可见光和红外图像，提供更好的分析

和报告依据。

一些最高端的机型还具备GPS这样的功能，能够为拍摄的

红外图像标记地理位置，除此之外还有可旋转取景器，这个功能

对于户外使用来说非常必要，因为它能够不受周围环境光线和反

射的影响显示非常清晰的图像。

如果经常外出工作，那么使用这样一台多功能热像仪会带来

很多便利。不仅无需配备很多设备，还能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1.相对湿度报警和隔热报警

专业级热像仪的功能包括特定的

建筑报警功能，这些功能在建筑应用

中特别有用；相对湿度报警和隔热报

警。相对湿度报警功能会提示您哪些

区域存在冷凝风险。下面的图像中，

显示为蓝色的区域均有风险。

2.可更换光学器件

高端的红外热像仪包含可更换的光学器件，以获得更广阔的

视场角。

3.报告

呈现红外检测的结果是检测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

FLIR热像仪都安装了基本的报告软件FLIR QuickReport，通过

使用该软件可以轻松地处理图像并把它们一起放在现成的报告模

板中。

更加专业级别的热像仪搭载更多的功能，当您外出现场工

作的时候能提供效果更佳更高效的报告功能。大多数热像仪允许

输入文字和语音注释作为图像的一部分，可以直接输入或者通过

PDA发送至热像仪。红外图像和数字图像相互关联，且能在报

告中自动并排呈现。

高效报告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具备更高分辨率和探测

器灵敏度的多功能相机对于产出最佳品质的图像和最精确的温度

读数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四、软件的选择
分析红外图像并报告红外检测的结果对于任何专业的热像师

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日常工作。基于您的图像分析和报告要求，您

可在以下软件中进行选择：

1.FLIR BuildIR

搭配FLIR BuildIR软件，红外热像仪能够产出专业的报告

并在报告中形象地显示并确定诸如漏风、隔热缺陷、热桥以及潮

湿问题等建筑相关的问题。通过其最新的独特功能，还能够确定

并估算能量损失的成本。

2.FLIR Reporter

FLIR Reporter是一款用于图像高级分析和创建专业报告的

软件。该软件支持一些热像仪的高级功能，诸如：间隔和混合叠

加、画中画、全景拼接和趋势分析，以及追踪红外探测的热性能

信息，以协助开展预测性和预防性维护计划。

Reporter还支持内置GPS功能的红外热像仪。使用该软件

用户能轻松地将地图、方向、经度和纬度数据添加到报告中。

FLIR Reporter是一款基于Microsoft Word的软件，方便用户

使用拼写检查、格式化以及为FLIR报告应用定制的模板来直观

地生成报告。其他高级功能包括数字变焦、调色板变更、回放现

场录制的语音注释以及自动将报告转换成pdf格式。

五、培训的选择
红外热像仪的性能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学习使用热像仪也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再好的热像仪放在不会用的人手中，也

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所以，学习如何使用热像仪也是非常重要

的，而红外培训中心ITC作为是一家独立的经ISO认证的全球红

外培训机构，ITC课程内容灵活多样，包括从简要课程到热像师

认证课程的各种课程，可以满足热像师不同的应用需求，提升您

的红外热像仪应用技巧。

以上就是根据不同需求，选择红外热像仪的5大要素。如果

您在研究红外热像仪、软件和培训的适当组合时，这5项评估需

求会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技术创新寻找印刷电路板组件（PCBAs）上的热点

红外热像仪普遍应用于产品研发和质量保证的多个阶段。

电子产品的检测就是红外热像仪最常见的用途之一，常用于寻

找印刷电路板组件（PCBAs）上的热点，并确保各种部件在

其设计范围内工作。

如今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尺寸日益微缩，最常见的表面贴装

式PCBA部件的尺寸范围可从0603(1.6mm×0.8mm)到最小

的0201(0.6mm×0.3mm)。为精确测量这些部件的温度，至

少需要待测目标占据3x3像素区域（或总共9个像素），如果想

要实现更高的测量精度，那么10x10或者更大的像素区域将是

更理想的选择。

对许多红外热像仪来说，一个像素可以覆盖600µm或

0.06mm(水平方向)的待测目标，也就是红外热像仪的光斑尺

寸。因此，为了能在0201的部件上实现最低限度的3×3像素

覆盖，您需要使用红外热像仪和镜头的组合，其空间分辨率会

更加精细，例如：

100µm。为了正

确表征0201部件

上特定点的热点，

还需要更小的光斑

尺寸（图1）。

虽然红外热成像技术功能多样，但红外热像仪如果仅使用

单一定焦镜头进行检测，其功能将有所局限。针对小型部件的

热点检测、温度测量及对其热反应的准确描述需要在测试时充

分放大，通常以加配微距镜头的方式来实现测试所需的光斑尺

寸。虽然购买数个备用镜头有助于获取更高质量的图像，但终

究不是性价比之选。如果您想凭借一个镜头检测多种尺寸的小

型目标，FLIR 的微距模式提供了更灵活的选项。

通 过 微 距 模 式 ， 您

无需更换镜头（图2）即

可 获 得 小 型 目 标 准 确 的

温度值。配备标准24 ˚镜

头和微距模式的FLIR 红

外 热 像 仪 可 以 轻 松 达 到

71 µm 的光斑尺寸，且

无需更换镜头。在此条件

下，该款热像仪能够针对尺寸为1.6mm×0.8mm的0603部件

进行精确的温度测量以及红外热成像。它甚至可以检测尺寸为

0.6mm×0.3mm的发热或性能欠佳部件。

 通过FLIR T540在启用和未启用微距模式时所拍摄的PCBA 红外图像。

未启用微距模式时测得的目标热点温度为74℃，

而启用微距模式时则为76℃。

传统的微距镜头受限于较短的工作距离，从而无法广泛应

用。由于一些PCBA上存在较凸出的部件，要将红外热像仪尽

量靠近并聚焦在较短的部件上则会显得比较困难。通过FLIR

的微距模式，用户可以将红外热像仪放置在可正常检测的距

离上，同时还能提供较小的光斑尺寸。例如，配备24˚镜头的

FLIR T540红外热像仪需要距离其检测目标至少150mm才能

够捕捉聚焦的图像。

在这个距离上，其光斑尺寸被限制在140µm。如果改用

微距模式，则可以减少红外热像仪与其检测目标之间必须留出

的最短距离，使您能够快速聚焦表面贴装式部件以及其他小型

器件。启用微距模式的同类热像仪可以从60mm的距离提供清

晰的图像，并能实现71µm的光斑尺寸，且无需更换镜头。

微距模式通过在校准过

程中调整探测器的位置来发

挥作用，从而提供探测器和

镜头之间额外的工作距离。

通过升级固件版本启用微距

模式后，红外热像仪的图形

用户界面（GUI）的“图像

模式”菜单新增“微距”选

项。然而，由于红外热图像

的焦距和清晰度依赖于探测器位置的调整，MSX图像的可见光

轮廓将会出现偏移。受此影响，使用微距模式的红外热像仪仅

能存储红外图像。

FLIR 的微距模式是一项创新功能，能够帮助研发、质量

保证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实现PCBA及其他电子产品部件测试的

灵活性，而无需也无必要购置额外镜头。标准24˚镜头可以用

于检测更大范围或者整个PCBA。一旦发现热点或者更小范围

的待测区域，启用微距模式可以实现更深入的检测及热成像分

析，且无需更换镜头。

M400XR 多传感器热像系统
M400XR采用了M400所有功能，并增加了集成视频跟踪

和自动锁定跟踪对象功能，只需把相机调节为可视图像或消防

模式即可启动。

增强识别导航

M400热像仪和可见光相机光学电子变焦提供了卓

越的远程性能，使船长能更清晰地确认目标。

M500: 高性能多传感器海事热像仪
M500先进的640x512传感器在完全黑暗和低光条件下提

供清晰的成像效果。集成了高清彩色可见相机增加目标识别使

航行更加安全。

卓越的短距离和长距离检测

• 制冷红外探测器和连续光学变焦助航功能，轻松识别远

处船只。

在远处发现船只或助航设备

• 陀螺稳定功能可在波涛汹

涌的大海上提供稳定的图像。

• 优异的红外技术，使船

长能够快速识别附近的浮标和

探测关键地标, 如岛屿或码头。

增强目标识别

• 视频目标跟踪可自动将M500锁定在一个移动或静止目标

• 雷达联动允许M500自动跟踪所选雷达目标

• 消防模式的目标温度计和等温线显示，提高了对第一反

应的感知和认识。

雷达联动允许M500自动跟踪所选雷达目标

消防模式的目标温度计和等温线显示，提高了对第一反应

的感知和认识。增强清晰度

• 高性能的热成像和可见相机有效载荷进行探测 和可见识别

• 热成像14×光学变焦和2°和28°之间的视场实现远距

离目标探测

• 30倍光学焦高清彩色摄像机 提供64°到2.3°HFOV

• M500 强大的LED聚光灯以确定照亮附近的目标。

陀螺稳定功能
FLIR提供固定和稳定的平移和倾斜摄像系统。稳定性补偿

了船舶俯仰运动，并且是大多数商业和第一响应者应用中的重

要要求。然而，有一些应用，其中指向甲板操作区域的固定短

程相机不需要稳定。

雷达联动
在森林防火、边防、海防、港口、油田等广域视频监控领

域中，远距离、超远距离视频监控产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既

集成了可见光和热成像观测摄像机，具备透雾功能，在夜间也

能借助辅助光源或热成像进行目标探测，图像信息既具有空间

分辨能力，又具有时间分辨能力;既有探测对象的信息，又包括

景物空间环境的信息;既含有观察目标静态的信息，又有观察目

标动态的信息。

搭配FLIR光电系统的雷达联动功能，实现超远距离，识别

锁定目标，持续跟踪，茫茫大海，让"你“无处遁形，开启先进

的航海时代新篇章。

视频跟踪功能
FLIR的M400XR和M500型号配备了视频跟踪功能。视频

跟踪允许摄像机自动跟踪感兴趣的目标，而无需操作员的任何

连续输入。如果目标保持在无障碍的视野中，摄像机将自动跟

踪目标。视频跟踪器可在可见光和热像仪之间无缝工作，允许

您在系统之间切换并调整缩放设置。

将FLIR海事摄像机集成到兼容的雷达系统可以显着减少

操作员的工作量。根据系统集成的级别，船长可以在触摸屏

MFD上选择感兴趣的AIS或MARPA目标，并将FLIR相机旋转

到目标位置。相机会自动跟踪所选目标。这被称为摄像机转向

提示，它可以帮助协调人员落水情况，并帮助船长在远处定位

标记或其他目标。一旦仅适用于复杂的军事系统，转向目标跟

踪可以在具有双重有效载荷的系统的可见光和热像仪之间无缝

工作。船舶电子制造商提供了回转到提示集成的能力和水平。

Raymarine，Furuno和Garmin支持这些高级功能。

FLIR还可以与许多支持NMEA0183 RSD和TTM消息传

递的公海雷达系统集成。使用RSD语句，FLIR热像仪可以跟踪

雷达或ECDIS屏幕光标的位置。这使得将摄像机指向雷达示波

器或图表显示器上的任何物体变得简单。使用TTM语句，FLIR

热像仪可以自动指向并在跟

踪的ARPA目标之间切换。

FLIR NMEA0183集成还可

以使热像仪系统平移到路线

中下一个航路点的方位。

应用领域
远距离、超远距离视频监控，在森林防火、边防、海防、

港口、油田等广域视频监控领域中

海上搜救，港口、航道以及沿海安全、海事安全、海警

船、海监船、海事巡逻船、渔政船、海关缉私船、水域巡逻 可

疑船只跟踪与监控、海上非法入境侦测、海上执法、反海盗与

威胁探测、宽广水域犯罪取证 船舶跟踪与观察、搜索救援行

动、岸基监视搜索系统、环境保护等。

福禄克过程仪器推出 ThermoView®TV40 在线热成像系统

如何根据不同需求选择红外热像仪，这 5 条全囊括了

技术创新 ，针对小目标红外成像的单镜头解决方案

视频跟踪和雷达联动功能，2018 年全系列海事专用红外热
像光电系统升级，适用搜救，巡逻，辑私和海上消防

FLIR T540 红外热像仪

微距模式下的PCBA红外热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