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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由于具备优异的隐身能力，第四代战机相比

传统的三代机具有先天优势，能够在对方还处于懵逼状态就将其

击落。但如果是四代机之间的空战，可能会产生一个尴尬的结

果，那就是谁都看不到谁，雷达探测完全失效，只能重回一战二

战时期的目视空战。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情况的发生，无论是

美国的F-35，还是我国的歼-20，都配备了一套全新的探测系

统，EODAS。

F35的EODAS

F35的EOTS

所谓EODAS，是指分布式光学孔径系统，它主要针对飞行

器飞行时发动机产生的热焰和蒙皮表面的气动加热产生的红外

信号进行极致化探测，特别灵敏，不但能够超视距分辨对方飞

机的型号，而且在探测过程中，不会散发出任何辐射信号，十

分安静，特别有利于隐身飞机的隐蔽攻击。不仅如此，即使在

夜晚有厚厚的云层，

EODAS依然能够穿

透云层捕捉到微弱的

红外信号，在凝视焦

平 面 的 大 阵 面 图 像

中，依然可以清晰的

识别出敌机的信号。

EODAS探测下的F35就跟火炬一样明亮

美军F-35战机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安装了EODAS系统，其

采用100万像素的红外热成像系统，能够通过数据链把探测到的

数据发送给AIM-9X空空导弹，并引导导弹悄无声息地击落目

标。而我国的歼-20也和F-35一样，配备了全套的EODAS系

统，这是它们比F-22更为优秀的原因之一。

歼20的EODAS，这仅仅只是一部分窗口

不仅如此，在红外热成像系统至关重要的分辨率方面，

歼20正在一步步超越F-35。2015年，研制出国内首款100

万像素（1280×1024） 非制冷焦平面，与F-35处于同一水

平。而在2018年，国内又展出了200万像素（1920×1080） 

，像元间距15μm，8-14μm长波非制冷焦平面及热成像

仪，并已经实现量产。2019年，我国又研制成功600万像素

（3072×2048）超大面阵非制冷探测器。

五年内，国产化红外成像技术一口气上了三个大台阶，且

在短波、中波和长波三个波段的红外领域，全面向600万+像素

领域突飞猛进。这项技术的产业化生产速度非常迅速，相信很快

就会配备歼20战机，

这样的话，歼20的红

外 热 成 像 探 测 距 离 和

精度将会是F-35的数

倍 ， 能 够 做 到 先 敌 发

现，先敌开火，同时也

意味着F22的隐身已经

失去作用，被盯死。

歼20面对F35时能够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

而 除 了 歼 2 0 之

外，我国还正在将这一

技术应用到歼10、枭

龙等战机身上。比如歼

10C采用了30万像素

的红外热成像系统，而

枭龙战机的红外热成像系统的分辨率也可以达到10万像素，而

随着我国红外成像技术的进步，它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100万像

素，接近F-35的水平。

来源：新浪军事

在电影《魔戒》中，魔法师甘道夫能够吐出帆船形的烟

雾，可谓是“吞云吐雾”的高手。最近，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university of auckland，new zealand）的研究人员通过在

山顶放置的红外热像仪竟然看到，瓦努阿图亚苏尔火山口上方升

起一个个的烟圈。世界各地的山峰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烟环，但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个谜。难不成是上帝在抽烟，偷偷练习

吐烟圈吗？

这种短暂存在的

烟圈曾在世界上的多

座火山出现过，但人

们并不清楚它们是如

何形成的。虽然它们

的直径可以达到数百

英尺，但它们的寿命很短而且难以预测，因此就很难研究。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Fabio Pulvirenti决

定利用红外热像仪领导科学家进行研究这一现象。研究报告的合

著者，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火山学家Carmelo Ferlito表示，这

表明吸烟者嘴里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也发生在火山内部。

1、烟非烟雾非雾，真身其实是水蒸气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学研究所的火山学家Boris 

Behncke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他声称，尽管被称作烟圈，但这些

烟圈并不是由烟组成的。通过红外热像视频分析得知，这些火山产

物主要是水蒸气，它们从岩浆中逸出并通过火山口喷涌而出。

研究人员发现，强风能够阻止这种烟圈的形成或使其只能

短暂存在。如果没有强风，由大量火山蒸汽形成的烟圈就会飘向

天空并开始扩大。最终，当大部分的蒸汽都消失的时候，这种烟

圈就会从视线中消失不见。

2、火山模型的计算机模拟终有所得
研究团队仔细阅读了大量对火山烟圈的观察，通过红外热

像图片和视频，了解它们上升的高度、移动的速度、冷却的速

度、它们成分的变化的程度以及它们含有火山灰的频率。他们还

深入研究了这些来自岩浆的气体是如何从火山通道中流动的。

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发现都输入到电脑模型中。通过调整火

山通道内的压力积聚，以及虚拟火山喷口的几何形状，研究团队

最终计算出了形成烟圈所需的条件。

3、火山喷“烟圈”需要哪些条件呢？
当岩浆通过火山通道上升时，周围的压力下降，这就会使

溶解的气体形成气泡的形式。如果岩浆不太粘稠，那些气泡就会

融合成单一的压缩气体气腔。当它们接近喷口时，这些气腔会剧

烈地减压并发生爆炸，将热蒸汽向上推动。

红外图像显示，火山上方形成并消散一个烟圈

火山就像一个简单的制造烟雾的玩具，它通过一个狭窄的

圆形开口喷出烟雾。无论什么情况都需要有大量的蒸汽存在，然

后迅速排出才能形成一个像样的烟圈。

4、纯属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研究其实同样重要
奥克兰大学火山学博士Benjamin Simons曾在数座持续活

跃的活火山上看到过这种烟圈，其中就包括瓦努阿图的亚苏尔火

山。当小股的火山气体通过这些狭窄的开口时，烟圈就出现了。

Simons声称，它们缓慢地上升，而且几乎没有足够的力量

支撑它们在消失之前离开在火山口。新的计算机模型的计算结果

与Simons自己的观测结果相吻合。他声称，火山口越圆就越有

可能产生烟圈现象。

虽然这项工作还有待同行审议，但它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

不是每座火山都能看到这种烟圈现象，那是因为烟圈的形成需要

如此复杂的条件。然而，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烟圈也并不总是

出现，这表明火山内部气体的混乱状况比我们目前所了解的还要

复杂。幸运的是，研究团队仍然在努力探索，利用各种先进的红

外热像工具，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答案。

众所周知，FLIR TrafiOne是一款全方位的交通监控和交通

信号动态控制的探测传感器，这里通过其帮助荷兰降低机动车无

效等待时间的案例，来阐释FLIR TrafiOne通过提高十字路口交

通信号灯的使用效率，从而缓解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的无效等

待时间，降低驾驶员的焦虑情绪的作用。 

由于交通拥堵现象投诉严重，荷兰

哈勒默梅尔市交通管理部门联系菲力尔

ITS部门寻求解决方案。菲力尔用FLIR 

TrafiOne热成像行人检测器，来帮助提高

交叉路口行人按钮的使用效率。 

1.降低焦虑和拥堵 
哈勒默梅尔市最近决定安装150台的FLIR TrafiOne热成像

行人检测器，这些检测器可以检测行人存在信息，确认行人按钮

的绿灯请求。如果热成像行人检测器检测到行人离开，没有人等

待过街，那么就会取消行人绿灯信号。 

“行人时常冒险闯红灯，” 哈勒默梅尔

市交通信号控制负责人Gaby Steenhoven

说。“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行人按下按

钮，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穿过马路，不管行人

绿灯时间是否已经启用。这增加了机动车驾

驶员的焦虑情绪和道路的拥堵情况。通过这种请求信号可取消的

方式，我们希望可以使得城市的信号控制更加高效。” 

2.热成像行人检测器 
哈勒默梅尔市选用的是菲力尔ITS部门研发的用于交通信号

自适应控制的一体化热成像行人检测器TrafiOne产品。这款产

品无论在完全漆黑的夜晚还是恶劣环境下，都可以准确检测行人

信息，提升信号控制系统的效率。 

“通过FLIR的行人检测器确认行人存在或者做绿灯信号请

求，我们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效果非常好，”Steenhoven

说。“通过使用FLIR的TrafiOne检测器，城市的交通通行能力

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市民对交通拥堵的投诉数量明显减少。”

 

3.全天候运行 
FLIR TrafiOne热成像传感器可以根据行人和自行车骑行者

的温度特征进行检测。这些检测器不需要任何补光措施就可以正

常运行，而且不惧阳光直射。无论光线情况如何，所有热成像行

人检测器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正常检测行人和骑行者。 

英国交通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路侧安装了行人检测设备

的信号控制路口，32%的行人过街需求被取消掉了。 

“ 我 们 选 择 跟 F L I R 合

作，因为我们需要一套可靠

的系统，”Steenhoven说。

“我们尝试过多种不同的行

人检测技术，但跟FLIR的合

作是非常成功的，系统全天

候地正常运行。” 

9月上旬，在高德红外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陈丽玲、信息披露专员胡旭表示，公司以自研国产化红

外探测器芯片为基础，目前已经和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安防监控

及无人机企业实现了战略合作。

据透露，在民用市场，

高德红外公司在2017年初

就采购晶圆级封装设备，

2018年开始进行设备的调

剂安装和性能稳定，今年晶

圆级封装已经开始应用在相

关产品上智感科上半年正式发售的红外热成像手机配件MobIR 

air，正是基于晶圆级模组开发的自有消费类产品。

高德红外全面打造红外“芯”平台战略，以自研国产化红

外探测器芯片为基础，为广大红外探测器用户提供一系列基于红

外探测器的开发、机芯硬件平台及软件算法解决方案，目前已经

和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安防监控及无人机企业实现了战略合作。

以下是根据巨潮资讯网的整理，《仪器仪表商情》编辑。

1、公司目前的定位是怎样的？睿创的业务与公司有重合吗？

高德红外目前做的是红外探测器全产业链，从红外焦平面

探测器芯片（三条核心器件批产线：一条8英寸0.25um非制

冷、两条8英寸制冷及二类超晶格批量生产线）到以红外热成像

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再到最后顶端的完整武器系统。而睿创

微纳业务范围仅为非制冷红外探测器机芯、整机及红外热像仪整

机，这些只占高德红外全产业链业务中的一个部分。

2、反坦克WQ系统现在是什么进展情况？

反坦克WQ系统一直以来都是按军方规定的进度推进。

延伸资料：2015年，高德红外宣布新型高科技（WQ）系

统（即“第四代”便携式红外“自寻的”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项目正式落地，成为精确打击武器的系统制造商。

3、完整武器系统中除红外以外还涉及到其他分系统的专业技

术，公司是如何布局的？

公司在激光、雷达、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匹配、陀螺稳

定平台、火控、制导、战斗部、发动机、舵机等武器分系统一直

以来都有技术积累，通过不断的调研、了解及学习相关领域知识

培养整个团队。在此基础上，公司组建了国内第一个民营DD研

究院，最大实现体系内资源优化整合，以形成综合、高效、全方

位的军工体系。

4、公司制冷和非制冷探测器业务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按照金额制冷探测器营收占比要高一些，一是2017-2018

年高芯科技的营收大部分来自于制冷探测器，非制冷探测器的市

场空间还没完全打开；二是非制冷探测器的价格比较低。但是现

在民用市场已经打开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智感科技的营收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5、未来公司对军民两个市场空间是怎么想的？

公司希望军品在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民品市场有爆发性的

增长，为此公司在2017年初就采购晶圆级封装设备，2018年开

始进行设备的调剂安装和性能稳定，今年晶圆级封装已经开始

应用在相关产品上智感科上半年正式发售的红外热成像手机配件

MobIR air，正是基于晶圆级模组开发的自有消费类产品。

在民用领域，公司全面打造红外“芯”平台战略，以自研

国产化红外探测器芯片为基础，为广大红外探测器用户提供一系

列基于红外探测器的开发、机芯硬件平台及软件算法解决方案，

目前已经和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安防监控及无人机企业实现了战

略合作，随着晶圆级模组的发布，公司布局的众多新项目目前均

完成了技术沟通和产品、样品测试，广泛覆盖到物联网、智能家

居、智能硬件、消费电子、机器视觉、仪器仪表等多个前沿科技

行业。

公司一直以来都坚持军民并进的战略思想，在每年军品型号

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民品能够快速增长，实现一个对半的格局。

6、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如何？

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是非常良性的，从2019年半年度报告

中可以看出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非常良好的，

公司没有大额的负债，货币资金充足。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主要来

源于主营业务收入，这也是财务状况良好的一个表现。

歼 20 或将配 600 万像素红外相机 是 F35 六倍

透过红外热像仪 火山为什么会吐出“烟圈”

荷兰道路安装热成像行人检测器
夜晚无需补光 有效减少拥堵

高德红外：民用产品已进入手机消费电子、
安防和无人机领域

尽管火山烟环的直径可达数百英尺，
但它们寿命短且不可预测，因此很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