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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化加工生产的历程中，机器视觉技术的出现代表着人

工检测的解放，用机器代替人眼进行测量和判断，不仅节省了人

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工艺的复杂化，单纯的机器视

觉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求，我们需要更多的维度来保

持生产过程的可靠性。

在自动化应用中，红外热像仪可在自动化检查、加工过程控

制、状态监测、火灾预防和监测，以及连续光学气体成像等5种

应用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自动化检查
对于许多应用，例如汽车或电子行业的零部件生产，热数

据至关重要。虽然机器视觉软件可以发现生产问题，但它无法检

测热异常现象。热图像可为生产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提供更多的信

息。

事实上，在非接触式精确测温方面，没有任何产品可与热像

仪媲美，它为机器视觉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是非接触式精确测

温和无损检测等应用的完美解决方案。

食品生产线质量控制                          汽车挡风玻璃除霜检验

红外热像仪检测有缺陷的电阻               热图像显示瓶子装得过满或未装满

二、加工过程控制
加工过程控制主要与生产线上特定产品的温度测量和外观

检查息息相关，将所获得的参数用于控制和改进工艺，以便产品

温度或外观符合技术参数要求。如确保质量控制、确定产品是否

100％检验等。红外热像仪还可以实现更多，生产工程师可以利

用生产过程的有价值的数据来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效率。

热图像显示感应加热工作                        黑色塑料上的黑色胶

纸张水分表征                                   控制自动化焊机中管道的定位

三、 状态监测
状态监测是指在故障出现之前识别出潜在的问题，以防止意

外停产，付出昂贵的成本代价。可监控的典型设备包括高低电压

设备、涡轮机、压缩机等机电设备。有时候还需要监测整个生产

过程，因为任何异常都可能引起险情。

火炬热图像                                       高压设备的热检验

钢包上的热点显示可能存在故障        保险丝过载

四、火灾预防/探测
火灾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销毁整个场所和存储区域，毁坏的

货物价值巨大，生命成本更是无法计算。尽管仓库和储存区通常

配有火灾报警系统和消防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只会在火灾引发后

才开始发挥作用。 热像仪可在火灾发生前检测热点，以便相关人

员采取必要措施。

持续监测仓库                                       木屑堆中的热点

探测废料仓中的火灾风险                     变压器温度过高

五、连续光学气体成像
光学气体成像热像仪能够可视化并精确定位气体泄漏点，连

续扫描位于远距离区域或难以进入区域的设备。连续监测意味着

当危险或昂贵气体泄漏时，你会立即得到通知，以便及时采取应

对措施。

全天候监测石化设备确保安全            发现生产地点现场有气体泄漏

热图像上清晰可见气体泄漏                压力表发生泄漏

本文我们对自动化领域的红外热像仪应用进行了分析，希望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红外热像仪，以便日后遇到红外热像仪能

够轻易解决的问题不至于束手无策，头疼不已。

在接近人体皮肤表面的浅组织区域发生病变、炎症时，体表

温度分布通常会发生变化，例如乳腺癌可导致局部体表温度升高

2度，通过热成像仪可提前

发现。图1的人体热像图通

过不同颜色来直观显示体

表温度分布，为诊断和治

疗提供帮助。

近年来，热成像仪在

医学领域获得了更多应用

研究。例如，美国某癌症研究

中心采用巨哥电子MAG62热

成像仪分析化疗剂量和人体表

面温度的关联，有效监控和验

证放射剂量的合理性。

在我国，随着人们对身体

健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热

成像仪还被用于体检、针灸治疗等领域（图3）。通过体表温度

的分析，获得对人体健康或治疗效果的直观评价，帮助制定和改

进治疗措施。

在埃博拉、禽流感等疾病扩散时期，热成像仪成为有效的体

温监测设备，其优点是不需要对人群进行干扰，实时显示每个人

的体温。图4为国内某火车站安装的巨哥电子MAG32热成像仪，

对大规模人流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高体温者。热成像仪为出

入境管理、各种大型

国际会议、展会、运

动会以及各种形式的

跨国交流提供了有效

的疾病防疫手段。

对于固定空间内的固定人员，如医院、看守所等，热成像仪

被用于不间断监控人体体温的变化，对人员高烧、失温（生命体

征衰减）等现象提前

预警（图5），保护

被看护人员的人身安

全。通过设置多个监

控区域，可对不同人

员进行单独监控。

热像仪在动物防

疫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正在流行的非洲猪瘟疫情已经给养殖户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导致

今年的肉价快速上涨。通

过热成像仪对猪舍实时监

控，可有效监测动物实时

体温，出现体温异常时及

时报警，避免疫情扩散。

以上应用中，热成像

仪采用的是非接触的成像

手段，被动接收人体或动物本身发出的红外辐射，因此对健康完

全无害。随着技术的进步，热成像仪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疗检

测领域。

一、工业研发
热像仪能帮助开发人员分析、观测和量化研发项目的散热

和热属性。此举有利于开发项目的热效率得到持续、稳定的控

制，缩短设计周期，避免代价高昂的产品召回。

1.电气检测

印刷电路板设计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降

低产品的性能或成本的

前提下进行散热管理。

由于电子组件的尺寸越

来越小，要准确了解其

热信息异常困难。但是，借助热成像技术，工程师能轻松地将

他们制造设备的热图可视化和量化。如果在复杂印刷电路板的

设计阶段就投入使用红外热像仪，便能有效避免后续故障和昂

贵的召回。

2.汽车行业

为了生产出更高效、

更安全和更高性能的汽

车，汽车产业在研发环节

投入的资金相当高，往往

是其它产业无法企及的。

汽车产业的其中一项成功

要诀就是将可靠的新产品以更快的速度投入市场。热成像能帮

助汽车工程师们改善安全气囊系统的设计，验证供暖和制冷系

统的效率，量化热冲击对轮胎磨损的影响，检测连接处和焊接

处的性能质量等……

3.工业试验室试验台

将新产品更快投入市

场，这是许多行业的“成

功秘诀”之一。在产品设

计流程中，越早使用红外

热成像技术进行热模型验

证和故障分析，或仅仅是

用于更好的布置热电偶，就越能从中获益。借助红外技术，公

司可以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增加公司盈利。

4.制药产业

借助红外技术进行新药

品研发。科学家们通过观测

化学反应的温度变化，研究

滴定盘中发生的变化。

FLIR公司SC系列热像

仪，每个波段都配有相应的

探测器、像素分辨率高、可

满足任何预算要求，并配备配备了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热成

像分析软件包。

二、学术研究
热成像技术在大学教室和实验室中越来越受欢迎。在教学

环境中，导师们使用热成像技术帮学生认识热传递和热力学理

论，加深他们对重要概念的理解。

1.生命科学

热 成 像 是 一 种 精

确、可计量、非接触式

的诊断技术，可用于观

测和量化表面温度的变

化情况。其应用包括：

血管评估，组织状况监

测，肌肉拉伤分析和出

血点检测等。

2.快速移动事件

高速红外成像拥有

微秒级的曝光时间，可

以定格动态场景的视觉

运动，捕捉每秒10,000

帧以上的帧频。研究应

用领域包括：射击、超

音速射弹、爆炸、燃烧

过程、激光等领域。

3.红外显微成像

热像仪同显微镜相

结合就变成了一台热成

像显微镜，能够对小到

3微米的目标进行精确

测温。研究人员使用热

成像显微镜能以非接触

的方式描绘组件和半导

体衬底的热性能。

4.宽温度范围现象

对JET聚变等离子反

应器进行测温时，需要一

台具有滚动积分时间，超

帧频和实时温度范围扩展

功能的热像仪。

FLIR 公司A系列与

T系列热像仪，在生成每

一张热图像前都进行了成

千上万次的可靠测温，具备超高分辨率并可提供超清红外热图

像，满足学术研究的严苛需求。

三、无损检测(NDT)/材料检测
NDT是一种广泛用于材料、组件和系统属性评估且不对检

测对象构成损害的方法。带有锁相功能的FLIR热像仪能够完成

各种先进的检测，比如NDT、应力测绘，还能用于发现低至1 

mK的细小温差。

1.应力分析

应力测试和疲劳测试

是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中

常用的测试方法，但对于

复杂结构却只能提供有限

的信息。即便是几何结构

复杂的组件，热应力测绘

也能同时提供数千个应力测量结果。与应变仪相比，这种技术

能为研究者们提供更快速、更完整的信息。

2.复合材料

无 损 热 检 测 能 够 通

过目标激发，观察目标表

面的热差异来检测内部缺

陷。对于检测复合材料的

孔洞、层离、藏水非常有

价值。

3.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可能存在

电气分流问题。当太阳能

电池通电时，这些分流就

可以使用锁相热成像轻松

检测出来。锁相光致发光

测试可以使用近红外热像

仪实现。

4.裂纹检测

通 过 将 捕 捉 的 热 图

像与振动频率或进入某一

部件的超声能量同步，就

能实现对关键部件的裂纹

进行锁相热成像检测。表

面裂纹出的摩擦会产生热

量，这样细小的裂纹和断

裂无需使用染料或渗透液就能看得见。这种形式的NDT无需紫

外线照射就能实现对大型部件或复杂固件的检测。

FLIR公司热像仪生成的热图像可达1280*1024像素，会显

示最微小的细节并确保出色的测量精度，可满足高速热场景和

快速移动目标的检测，A系列／SC系列／X系列可满足不同测

量精度和预算的需求。

四、安防&航空
大多数人都将用于安防领域的热像仪同“发现敌人”联系

到一起。但如今，热像仪还可用于武器、弹药、导弹和飞行器

的研发中。热像仪所提供的信息便于研究人员使用热光谱描绘

目标物体，从而用于目标识别，防御措施部署和多光谱伪装研

究。

1.跟踪

热像仪系统通过提高

低光照或雾霾条件下的可视

度，弥补了视频追踪系统的

不足，使跟踪系统能够发现

目标，并持续更新目标的方

位、范围和高度。

2.红外特性

红 外 特 性 指 的 是 目

标的波长作用反应出来的

表观红外亮度，它会在各

种不同的距离和大气环境

中让传感器获得物体的外

观。红外特性对于车辆、

传感器和伪装系统的设计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3.技术监视和对抗措施

红外成像技术可用于

识别秘密监控设备的热特

性。即便是隐藏在目标内

部的设备也能在其释放红

外能量的一瞬间被检测出

来。

4.激光指示

激光指示器会发射出

一束激光能量，用于标记

特定的地点或目标，通常

用于精确制导武器。近红

外(NIR)热像仪能够检测到

这些正常情况下无法看见

的激光束，用于标识研究

和目标确认。

红外热像仪在自动化检测领域的应用

热成像仪在防疫和医学领域的应用

红外热像仪在四大科研领域的应用

汽车铸件

玻璃灯泡调光器

微量滴定盘

安全气囊突然展开

集成电路评估

JET聚变等离子反应器

印刷电路板

眼睛分析

汽车部件应力测绘

喷气式飞机

直升飞机的热特性

屋顶的秘密监控设备

图1 热成像仪用于对体表病变、炎症等检测

图2 热成像仪用于化疗剂量的监控

图3 热成像仪用于体检以及针灸、艾灸、推拿等治疗 图6 热像仪实时监控猪舍内猪的最高温度

图5 热成像仪不间断监控某看守所内人员体温

图4 热成像仪用于预防流感的传播

卡车上的短波红外线激光标识

复合材料缺陷检测

锁相太阳能电池诊断

感应式裂纹检测

热像仪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在科研领域亦是如此。在研发应用中，准确性、可靠性、灵敏度和高

性能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红外热像仪被广泛应用到科研领域的重要缘由。本期对红外技术在工业研究、

学术研究、无损实验 / 材料分析、安防和航天科技等科研领域的应用做一个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