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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介绍两款新型水份测量仪：FLIR MR59和FLIR 

MR55。它们不仅专门用于家庭居室检查和修复，还可以用于害

虫控制、建筑和其他专业领域。

FLIR MR59和FLIR MR55这两款仪表均配有蓝牙无线连

接，允许用户在移动设备上获取湿度读数，当然，这两款也是

有一定区别的。

FLIR MR59
FLIR MR59是球形探头水

份测量仪，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

无针球形探头湿度传感器，它可

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面积测量而不

留任何痕迹。MR59的球形探头

可以轻松测量一些难度较大的区

域，比如角落、不平坦的表面和

墙裙周围等区域。在表面看不到

水份的情况下，MR59可以检测出表面下方的水份，从而帮助专

业人员查看水份的源头和游走路径。

主要性能：

• 利用球头传感器测量角落和踢脚线周围

• 将温湿度计无线连接至“FLIR移动工具”，进而能够从

您的移动设备上查看实时读数

• 通过创建受影响区域的热度图来对隐藏的水分源和水分转

移路径进行定位

• 对位于表面以下至多100毫米(4英寸)的潜在水分问题进行

识别

FLIR MR55
FLIR MR55是带蓝牙功

能的探针式水份测量仪，其设

有一个材料数据库，其中包含

11类材料，包括木材和混凝土

等，允许用户根据被测试材料

对测量仪进行设定，从而提高

工作中湿度读数的准确性。

主要性能：

• 将水份测量仪无线连接至“FLIR Tools Mobile”，进而

能够从您的移动设备上远程查看读数

• 利用含11种材料类别的内置数据库将水份测量仪调节为

与测试材料相对应，包括木材、干墙和混凝土等

• 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扫描仪器背部的二维码可访问与被测

材料相对应的材料组别

MR59和MR55的设计目的都是帮助专业人员提高工作效

率，轻松检查任何位置的湿度，并获得最准确的湿度读数。这

两种设备均支持无线连接，所以菲粉们可方便地从移动设备上

的FLIRTools®Mobile应用轻松查看数据。

提到热成像技术，大家对它的印象主要是用在军事、医学

上。但其实红外热像仪也是很适用于民用的，其运用的红外热

像测温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日常的生活问题，比如日常

检查电气设备，快速获取物体表面温度等。

不过，普通的热成像仪

一般都携带不便并且导图麻

烦，非专业人士操作比较繁

琐，FLIR ONE PRO则完

美地避开了这些缺点，不仅

使用方便，而且体积小巧。

红外热像技术原理
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它运用的红外热像测温技术的原理：

红外热像测温技术就是通过红外探测器接收被测物体的红外辐

射，再由信号处理系统转变为目标的视频热图像的一种技术。

它将物体的热分布转变

为可视图像，并在监视

器上以灰度或伪彩显示

出来，从而得到被测物

体的温度分布场信息。

它是什么
聊完原理，看看这款产品的外观。初拿上手有点惊讶，跟

传统的手持红外热像仪相比，它是真的够小巧，几乎是找到了

用两根手指就能抓稳。

FLIR手机热像仪的外

部整体采用了橡胶材质包

裹，符合“工业设备”应

有的硬朗形态，手感也不

错，握持的时候不会因为

机器体积小而轻易滑落。

机器正面有两个开孔，分别是摄像头开孔和红外探测器开

孔，它们一个是用来拍摄图像，一个是将入射的红外辐射信号

转变成电信号输出。

机 器 底 部 有 一 个 开 关 按

钮，在插上手机后，按一下即

可开启机器，同时按钮上面还

有一个指示灯，在连接成功后

会闪黄灯，反之则闪红灯。 

此外，在开关按钮的旁边

还有一个USB Type-C充电接口，在机器的顶部，同样有一个

USB Type-C接口，专门用来连接手机。值得一提的是，这款

FLIR手机热像仪除了拥有USB Type-C接口的安卓版本，还

拥有Lightning接口的苹果版本，无论你是安卓用户还是苹果用

户，它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它怎么用？
聊 完 外 观 ， 接 下 来 就 该

聊一聊它的用法。其实具体安

装过程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去

官网或者应用商店下载安装

FLIRONE 应用软件，然后将

机器与手机连接，再按一下开

关机键便可以开始使用。  

说完安装过程，接下来就该是软件界面的操作介绍。进入

Flir One软件界面，点击右上角的拍摄图标，便可以进入红外成

像界面。

在 这 个 界 面 中 ， 你 会 发

现现实的世界被分的很单调，

主要有紫、黄、红、白四种颜

色，其中紫色温度一般象征着

物体的温度要低于周围物体，而突兀的红色与白色则表示物体

的温度要高于周围物体，黄色则表示其温度介于高和低之间。

在热成像界面的上方有四个功能图标，从左至右分别是菜

单、测量点选择、手机闪关灯开关、以及延时拍照。这其中最

有用的还是这个测量点选择功能，有了它你便可以轻松查看所

拍摄物体的表面温度，想查看哪儿就查看哪儿，非常方便。

当然，你在查看热成像图的时候，可能会分不清热源位置

究竟在哪儿，毕竟画面已经被单调的颜色充满，这时候你就可

以用到它的实际场景图，更加简单清楚的了解到实际物体的具

体热源位置。

既然可以拍摄照片，这款FLIR ONE PRO自然也支持拍摄

录像。当你拍摄完成后，你会发现你的视频绝对会是独具特色

的存在，酷炫那肯定是当然的。

它的用途
说到它的用途，估计不

少人会有些疑惑，在日常生

活中其实有很多关于它的使

用场景，接下来就一一为大

家解惑。

使用场景一: 发现家中电

器问题

众所周知，家用电器很

容易出现过热的现象，但是

就日常生活而言，一旦出现

问题，日常维修无疑会是一

个大的麻烦，特别是对于非

专业人士来说。这时候用上

这款手机热像仪后，便可以轻松地查看产生电器问题的关键之

处，从而更好的解决问题。

当然就笔者使用来看，这款FLIR ONE PRO热像仪最大的

优点便是可以帮助自己，对家庭电器电路进行定期检查，这样

可以更好的防范于未然。 

使用场景二：快速测量

两点温差

其实除了可以测物体温

度，这款手机热像仪还能够

测出发热物体，其最高最低

的这两点温差。就拿冬天最

常用的暖气来说，它的发热一般都是不均匀的，这时候就可以

使用这款热像仪去测出哪片区域温度高，哪片区域温度低，从

而让家中的暖气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另类玩法: 找宠物

养 过 宠 物 的 盆 友 都 知

道，宠物在一不小心的时候

就容易丢失，这时候找宠物

无 疑 会 是 一 种 让 人 头 疼 的

事。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

找宠物的难度可谓是提升了

不少，毕竟宠物小巧，隐藏在黑暗中是真不好发现。

这时候，这款FLIR ONE PRO热像仪就能够发挥出它的实

际作用，通过红外热像测温技术，便可以轻松的发现隐藏在黑

暗中的宠物，找到它无疑会变得越发简单。

除了以上两个场景，日常使用上还有更多用法，比如用它

可以查冬天的暖气哪里最热、冬天的冰箱温度最低是多少、冬

天用了电热毯的床哪里最暖和。

总得来看，这款FLIR 

ONE PRO热像仪可以算

得上是一款家中日常必备

的小工具， 它简单方便、

小巧易用，能够实现大多

数热像仪的功能。它可以

说是跟激光尺、螺丝刀一样，虽然不常用，但是在用的时候却

是能够帮大忙。

如果你是一名家庭“电气工程师”，这款产品就有必要待

在你的工具箱中，因为它在你需要的时候绝对能够帮你解决一

些问题。

FLIR MR55、MR59 新品来袭，专业人士测湿必备 FLIR 手机热像仪：让你也能轻松成为“红外热像大师”

华为P20，EMUI 8.1系统号称将NPU强大的计算能力发挥

到极致，麒麟970 AI芯片和深度学习能力使手机运行更流畅，

杜比全景声加上华丽的配色也让P20的表现锦上添花，赚足眼

球。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

用户反馈P20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散热情况，玩游戏、看视频

时手机发热严重，甚至烫手，真的是这样吗？早在2013年华为

推出超薄P6手机时，我们用热像仪测试发现，刷微博微信20分

钟后，P6机身最高温从

32.2℃升至45.5℃，发

热问题十分严重。今天

小编对P20发热情况一探

究竟。

本次测试使用上海

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手机热像仪C1，将它

插在安卓手机上即可观

测红外热分布，并可自

动追踪最高温及中心点

温度。

实验目的：测量软

件运行时华为P20手机

温度变化情况，评估其

发热情况，并与华为P6

发热对比分析。

实验道具：华为P20（宝石蓝）、巨哥电子手机热像仪C1

（玫瑰红）

实验方案：在室温环境下使用

华为P20分别刷微博、看视频、玩

游戏、微信视频，每种情况连续使

用半小时，每十分钟测温一次，记

录手机温度变化。

实验一 刷微博（文字+图片）

初始温度为27.5℃。

分别在10min、20min、

30min时拍摄的热像图。

总结1：实验结果表明，

在P20浏览文字及图片30分钟

后温度达到36.3℃，升高了8.8

度，但发热感觉不明显。

实验二 看视频

（抖音、追剧）
初 始 温 度 为

27.8℃。

分别在10min、20min、

30min时拍摄的热像图。

总结2：P20在观看视频时

温度虽然有增加，但是增幅仍然

较小，半小时升高6度，也没有

明显地感觉到手机发热。

实验三 玩游戏（王者荣耀）
初始温度为29℃。

分别在10min、20min、30min时拍摄的热像图。

总结3：实验结果表明，华

为P20在玩游戏时温度随时间升

高明显，由最初29℃在半小时

内升高11.5度至40.5℃，高温

发热位置在手机上方。

实验四 微信视频
初始温度为28.3℃。

分 别 在 1 0 m i n 、

20min、30min时拍摄的

热像图。

总结4：在视频通话过程

中，P20的温升比较明显，从红

外图像可以看出在镜头和电路板

位置发热明显，经过半小时的视

频通话，手机最高温从初始时的

28.3℃升高12度达到40.3℃，拿在手里明显感觉发烫。

结果分析
通过手机热像仪拍出的红外温度图我们看到，P20在长时间

观看视频及刷微博时虽然有一定的温升，但变化幅度较小。相比

较而言，P20在玩游戏及视频通话时功耗仍然较大。尽管如此，

P20不仅在性能上已经远远超越P6，在功耗和散热设计上也有

了明显的改善，P6刷微博微信20分钟后温度升高13.3℃，而

P20在30分钟刷微博后的温度变化仅为8.8℃，温度的分布也更

加合理。2018年第二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也已超过苹果，成为

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我们期待着华为研发出性能更加卓越

的芯片和手机。

巨哥手机热像仪测试华为旗舰手机 P20 发热

P6初始温度分布（左）

与刷微博20分钟后温度分布（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