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急热而引起的裂纹、鼓包、脱落等。

检测价值：当耐火材料局部损毁严重，而又未被发现时，

将造成严重的事故。用红外热像仪可以检测内衬的损毁状况，

避免事故的发生。

某中厚板公司炼钢厂钢包检测

检测部位：钢包

故障原因：内衬因受到化学侵蚀、机械冲刷和急冷急热而

引起的裂纹、鼓包、脱落等。

检测价值：当耐火材料局部损毁严重，而又未被发现时，

将造成严重的漏钢事故。用红外热像仪可以检测内衬的损毁状

况，避免事故的发生。

某研究院冶金工艺研究所板坯缺陷检测

检测部位：板坯

故障原因：板坯的表面缺陷和内部缺陷，都会影响板坯

整体温度均匀性。表面裂纹（含横向、纵向、角部和面部裂

纹）、气泡、夹渣等表面缺陷缺陷和内裂、中心疏松和缩孔等

内部缺陷都会阻碍热能的传输，导致缺陷部位温度会局部偏

低。

检测价值：红外热像仪可以测出过热区的最大温度、过

热区大小及位置，从而可以判断出板坯缺陷部位，缺陷严重程

度、缺陷面积大小等。 

现在大家知道作为一名“炼金术士”，拥有手持热像仪是

多么幸福的事情了吧！                              （海康威视热成像供稿）

Composite Version
综合版
Composite Version

自古以来，中国白酒文化几千年，即使经历了改朝换代、

战乱革命，白酒的酿造一直秉承工匠精神、坚持古法工艺，延

续至今。

白酒作为我国独有的酒种，与历

史悠久相对应的，是酿造工艺的古朴

传统，整个酿酒工艺流程以手工操作

为主，存在着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

低、生产环境差、产品质量可控性难

度大等弊端。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白

酒亟待在传统生产工艺的基础上创新，目前行业研究的重点逐

渐转向白酒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

上甑，白酒酿造的一道核心工

序，讲究“轻松薄准匀平”。在这道

工序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见汽压

醅”，糟培要疏松均匀轻、撒匀铺、

探气上甑，上气齐、装的平、不压

气、不跑气，工人们要在酒糟的蒸汽冒出时将料及时撒上，如

果达不到这种效果，就会影响白酒的质量和产量，而熟练工人

上满一甑至少要半个小时。

目前国内大大小小的白酒生产线上，绝大多数环节都已经

实现自动化操作，唯独这一个环节，依然要靠老师傅凭经验操

作，而且上甑车间内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湿度、酸度也非常

高，工作环境异常艰苦。由于人工操作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以

出酒率并不稳定。

为了有效地提高装甄效率，减少原液损失，提升酿酒质量

与产量，装甄机器人应运而生。为确保装甄过程中机器人能在

第一时间把料铺撒在有酒精蒸汽冒出的地方，巨哥电子联合机

器人厂家共同开发了红外热成像装甄机器人。

红外热成像作为先进的机器视觉技术，可以对装甄桶内酒

糟及酒精蒸汽的温度实时监控，输出红外温度图像，当高温的

酒精蒸汽从底部冒出时，通过高帧率的热成像仪，第一时间感

知出来并追踪到酒精蒸汽冒出点的高温位置，同时输出相应的

坐标信息给到装甄机器人，使得机器人在第一时间移至该位置

铺料，最大化地减少酒精挥发。

红外热成像装甄

机器人实现了装甑过

程中运动轨迹规划、

多轴联动算法控制、

机器人探汽上甑、智

能给料的联动控制，

配合红外热像仪智能

监测，优化了酿酒工艺控制，提高酒质、酒率，降低成本。目

前该种机器人每台可代替2至4人，操作时间比人工减少百分之

二十，出酒率也大幅提高。

相比人工操作，机器人酿酒在保证酒的品质稳定性以及规

模生产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既可节省日益升高的人工成本，

又可以根据传统工艺要求，精密严格把控酿酒过程中温度、水

质、搅拌速度等技术要素，从而减少误差，取得稳定、高品质

的出酒效果。

随着红外热成像技术的

引入，酿酒机器人攻克了在

上甑这一关键工艺环节自动

化生产的难题。利用机器人

高效、卫生、专业等优势，

有效地控制成本、提高白酒

品质以及减少原材料浪费，

实现了智能酿造、健康酿造和有机酿造，推动了传统酿造产业

的升级发展。                                                     （巨哥电子供稿）

近日，福禄克公司连推两款新型红外热像仪：Fluke 

TiS60+和TiS20+红外热像仪。两款产品不仅继承了老型号的优

秀品质，同时，TiS60+升级到了320*240像素，TiS20+增加

了触摸屏和扫码功能。  

一、特性和优势 
1、TiS60+红外热像仪：高清，快速巡检利器 

• 320*240像素 

• 热灵敏度可达45mk 

• R Fusion™红外和可见光融合  

Fluke TiS60+红外热像仪，帮助团队从更远的位置发现小

问题

如果您是热成像方面的新手，或者使用热像仪的团队成员

的热成像经验参差不齐，TiS60+提供固定焦距，能从更远位置

捕获高质量高分辨率的图像。 

TiS60+还可以让您看到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并揭示其他技

术无法检测到的问题，是简单易用、值得团队信赖的可靠工具。 

2、TiS20+红外热像仪：工业级入门首选 

• 120*90像素触摸屏设计 

• 可达5小时超长工作时间 

• 二维码识别功能 

Fluke TiS20+红外热像仪，帮助简化工作流程，节省时间

TiS20+作为入门级工业热像仪，罕见地配备了3.5”LCD

触摸屏，结合IR-Fusion™技术，只需在屏幕上轻划手指即可方

便地红外可见光融合调节。 

不间断连续工作时间超过5小时，是有史以来福禄克红外热

像仪产品中电池使用寿命最长的。使用睡眠模式，还可以节省

两次检查间歇期间的电池寿命。只需按下电源按钮，即可恢复

正常工作。 

使用Fluke Connect设备智能识别技术进行分析，告别分

类整理： 

• 通过扫描资产的QR码或条形码，将资产保存到预定义文

件夹 ；

• 在连接到网络或通过USB连接到计算机时，通过WiFi发

送或自动上传数据； 

• 免去繁琐的红外图像分类和整理操作，有效发现和报告问

题，防止小问题恶化为故障。

小时候大家看《西游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

年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竟然炼化不了一只孙猴子呢？其实啊，这

是因为老君少了一套测温设备，都知道孙悟空是石头吸收天地

精华而成，那其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的熔点在

1600℃，而老君的炉子是煤炭炉，最高也只能到1200℃，而老

君自己不知道，当然炼不化啦~

为什么冶金行业需要热成像手持测温？

冶金是一项从金属矿中提炼金属、提纯与合成金属，以及

用金属制造有用物质过程的技术。冶金工业是指对金属矿物的

勘探、开采、精选、冶炼、以及轧制成材的工业部门，包括黑

色冶金工业(即钢铁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铜、铝等）两大类。

冶金行业中，许多工业设备，如高炉炉体、钢包和其他有

耐火材料内衬的设备，以及大型轧钢机组的主电机等关键设备

都需要进行测温、分析，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冶金过程中，大多数设备故障与发热温升紧密相连，温度

异常往往预示着设备处于异常状态。红外热像仪可以对设备进

行测温，发现设备的异常及产品品质缺陷。

应用案例介绍
某炼铁厂高炉风口热风管道检测

检测部位：高炉风口热风管道

故障原因：热风管道有耐火材料出现裂缝、脱落、局部减

薄等缺陷，会把局部耐高温材料内部的高温传递给管壁，从而

使热风管道的表面温度场分布不均匀。

检测价值：红外热像仪可以测出过热区的最大温度、过

热区大小及位置，从而可以判断出衬里缺陷部位，缺陷严重程

度、缺陷面积大小等。

某炼铁厂高炉风口检测

检测部位：高炉风口

故障原因：此部位为喇叭口，焊接在热风微管上的，最

先接到供风装置传递过来的热风，故这里最容易聚集热量。此

外，受焊接质量、焊接材质等影响很容易发生泄漏腐蚀等故

障。

检测价值：红外热像仪可以测出最大温度、过热区大小及

位置，以此来以判断部件是否过热，是否会引起故障，从而保

证设备安全使用。

某炼铁厂鱼雷罐车检测

检测部位：鱼雷罐车

故障原因：鱼雷罐车内衬因受到化学侵蚀、机械冲刷和急

FLIR Systems（纳斯达克证交所代码：FLIR，以下简

称FLIR）日前宣布，汽车一级供应商Veoneer选择了其基于

Boson®的热成像传感技术，并与一家全球顶级汽车制造商合

作计划于2021年量产L4自动驾驶汽车（AV）。

FLIR联手Veoneer

量产的业内首款搭载多

个热像仪的系统，可提

供 窄 视 场 和 宽 视 场 功

能，以增强自动驾驶车

辆的安全性。在其它传感器技术受到挑战的自动驾驶环境中：

例如在夜间、遮蔽、黄昏或日出等低能见度且高对比度条件

中，当面对直射的阳光或前照灯时，以及在雾、烟尘等具有挑

战性的天气条件下，热像仪的表现相当出色。当结合数据分析

时，热像仪可以帮助探测、分类各类常见道路目标，尤其擅长

探测人和其它生物，这也是自动驾驶汽车最想避免撞到的目标

类型。

热成像传感器是通过探测物体散发的热量来识别，因此其

夜间探测距离是前照灯的四倍，这种“看不见的”优势，为现

有自动驾驶汽车传感器套件提供了额外的数据，可提高可靠性

和冗余，从而帮助自动驾驶系统达成更好的决策。

“由于汽车行业面临着构建安全自动驾驶汽车的巨大技

术挑战，因此需要包括热成像在内的尖端传感技术在各种复杂

的自动驾驶条件中提供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提高行驶安全

性。”FLIR工业事业部总裁Frank Pennisi表示，“FLIR车规

级热像仪机芯是Veoneer公司热像仪和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该系统已在数十万乘用车的使用中得到验证。此次

合作体现出热成像传感技术在自动驾驶应用中的价值，并为其

他汽车制造商未来采用该器件铺平了道路。”

FLIR热像仪机芯也是Veoneer计划明年推出的第四代热成

像传感系统的一部分。FLIR在汽车行业已拥有十多年的经验，

是Veoneer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为通用汽车、大众、奥迪、

标致、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品牌的车辆提供驾驶员预警系

统。这份最新的合约代表了FLIR公司及其热成像传感技术为造

福自动驾驶汽车所达到的新阶段。

FLIR联手Veoneer量产的业内首款搭载多个热像仪的系

统，可提供窄视场和宽视场功能，以增强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

性。在其它传感器技术受到挑战的自动驾驶环境中：例如在夜

间、遮蔽、黄昏或日出等低能见度且高对比度条件中，当面对

直射的阳光或前照灯时，以及在雾、烟尘等具有挑战性的天气

条件下，热像仪的表现相当出色。当结合数据分析时，热像仪

可以帮助探测、分类各类常见道路目标，尤其擅长探测人和其

它生物，这也是自动驾驶汽车最想避免撞到的目标类型。

热成像传感器是通过探测物体散发的热量来识别，因此其

夜间探测距离是前照灯的四倍，这种“看不见的”优势，为现

有自动驾驶汽车传感器套件提供了额外的数据，可提高可靠性

和冗余，从而帮助自动驾驶系统达成更好的决策。

“由于汽车行业面临着构建安全自动驾驶汽车的巨大技

术挑战，因此需要包括热成像在内的尖端传感技术在各种复杂

的自动驾驶条件中提供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提高行驶安全

性。”FLIR工业事业部总裁Frank Pennisi表示，“FLIR车规

级热像仪机芯是Veoneer公司热像仪和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该系统已在数十万乘用车的使用中得到验证。此次

合作体现出热成像传感技术在自动驾驶应用中的价值，并为其

他汽车制造商未来采用该器件铺平了道路。”

FLIR热像仪机芯也是Veoneer计划明年推出的第四代热成

像传感系统的一部分。FLIR在汽车行业已拥有十多年的经验，

是Veoneer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为通用汽车、大众、奥迪、

标致、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品牌的车辆提供驾驶员预警系

统。这份最新的合约代表了FLIR公司及其热成像传感技术为造

福自动驾驶汽车所达到的新阶段。

在石化行业，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的泄

漏会对人体带来很大伤害。在

电力行业，六氟化硫气体作为

绝缘介质常被用于高压开关及

设备，六氟化硫的泄漏会对设

备安全性带来隐患，并对环境

造成危害。

传统气体泄漏的检测需要

近距离或紧贴检测目标，检测

人员可能身处有害气体的环境

中，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而且

需要多次测量，反复尝试，效

率很低，极易漏检。而制冷型

气体成像技术则价格过于昂贵，无法得到广泛使用。

为实现远距离、大场景、快速安

全的气体泄漏检测，巨哥电子以全新

技术推出GAS31气体泄漏成像仪，

实现了低功耗、小体积、轻重量、低

成本，可集成于机器人使用。当发生

气体泄漏时，GAS31能以成像的方

式快速发现气体泄漏位置。

GAS31气体泄漏成像仪可检测

多种气体包括六氟化硫、甲烷、乙

烯、氨气、二氧化氯、乙酸(醋酸)、

二氯二氟甲烷(FREON-12)、丁

酮、乙基氰基丙烯酸酯等数十种气体。

六氟化硫（SF6）气体凭借其优异的特性，作为灭弧介质

和绝缘介质广泛应用于高压大容量电力系统的断路器中，SF6

气体在常温、常压下无毒、无色、无味，但在电晕、火花及电

弧放电的作用下，会产生多种有毒有害气体。利用GAS31，可

快速检测气体泄漏位置，避免事故的发生。

在石油石化产品生产过程中，伴随着一氧化碳、二氧化

硫、硫化氢等毒性气体和苯、醛、酮等有机蒸气大量产生，对

生产安全、环境保护造成威胁。为防止因气体泄漏而产生的危

害，通过GAS31快速大场景定期进行气体泄漏安全巡检，有效

监测管道密封性，并节约检测时间。

GAS31气体检测成像

仪相比其它气体检测手段具

有功耗低、寿命长、操作方

便以及可精准定位等特点，

为石油化工、电力检测等行

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气体检测

方式。

酒糟压醅检测 红外热像仪酿酒自动化应用

老伙计的新科技！
Fluke TiS60+ 和 TiS20+ 红外热像仪全新上市

科学分析：为什么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炼不化孙猴子？

FLIR 联手 Veoneer 量产热成像系统
计划用于 L4 自动驾驶汽车

为石油化工、电力检测行业提高安全性
巨哥电子推出气体检测成像仪

综合版
Composit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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