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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免去繁琐的红外

图像分类和整理操作，

只需扫描资产的二维码

或条形码，红外图像和

全部数据及时间戳信息

将自动保存到预定义的

文件夹。并生成分析报

告，不仅发现问题，还展现问题（制热）的原因。

品质卓越，浓缩的果然都是精华
120*90 （10800

像素）分辨率，轻松捕

获温度细节，全辐射热

像图，将测量数据映射

到每个像素，堪称“火

眼金睛”。

3.5" LCD 触摸屏提供IR-Fusion™ 能力，将可见光图像与

红外图像融合在一起，更容易定位故障。

坚固抗摔，耐脏防水，不娇气
可承受1米跌落，坚固耐用。IP54 防护等级，经受得起灰

尘和水溅，适合更多工况。

Product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森林火灾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自然灾害，传统的森林火灾

监测以瞭望台为主，巡航飞机和卫星测报为辅。由于人眼和可

见光相机受大雾、光线等因素

影响严重，普通监视系统很难

发现隐火。 

在火场、野外搜救过程

中，由于救援人员在烟雾弥漫

或漆黑的环境下，能见度极

低，只能依靠触碰、感觉以及

听觉尝试拯救生命。而往往由

于救援人员在如此恶劣的条件

下举步维艰，耽误过多的时间

而错失救援机会。 

消防救援热成像夜视仪S3+Pro

红外热成像技术早期作为军方技术，通过探测物体发出的

红外热辐射，将被测场景的温度分布转化成直观的图像。上海

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红外热成像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针对消防救援应用场景研发了消防救援热成像夜视仪S3+Pro。 

丛林环境红外热图

相比普通监视设备，S3+Pro不依赖可见光，即使在漆黑的

夜晚或雾霾天气，仍可以清晰成像，及时发现可能存在森林隐

火或遇险人员的位置。 

S3+Pro采用384×288像素红外探测芯片，配备35mm大

口径无热化红外镜头，观测距离可达1260米，是同类产品的近

三倍，并且支持最大8倍电子放大。 

S3+Pro工作时长可达

8~10小时，使用wifi功能，

手机可同步播放红外图像，并

可进行拍照、录像、切换调色

板、画面放大等。 

开启S3+Pro激光指示功能，图像上同步显示激光所在位

置，定位精准，并可通过距离分划板功能估算目标距离。 

红外热成像技术现已逐

渐应用于安防监控领域，与

传统监控技术相比，不受黑

暗、强光的干扰以及可穿透

烟雾、雾霾的特点使其独具

优势。 

500米观测点火实验

消防救援热成像夜视仪S3+Pro不仅可在发现森林隐火和搜

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减少了救援人员在危险环境中停

留时间，保障了救援人员自身生命安全。 

（文章源自巨哥电子）

在传统的火灾救援中，因现场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所

以导致消防员的救援工作很难开展，拖延了救援时间。而热像

仪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 红外热像仪具有非常强的浓烟穿透

能 力 ， 能 够 轻 易 发 现 热

源，使得消防员能够很快

发现被困人员。下面，小

菲就通过一则真实案例，

说明菲力尔红外热像仪在

消防救灾中的作用！ 

热像仪使用历史已久 
卡尔姆特豪特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北部20公里。虽然只是

个约2万人口的小镇，但当地的消防员们可是装备精良。除了

执行常规的消防任务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护“卡尔姆特豪特荒

原”自然保护区免受火灾侵害，热像仪自很久以前就是他们必

备的装备。 

“最近，我们又采购了一台FLIR K50红外热像仪。这款

热像仪比之前购买的FireFLIR红外热像仪产品更小巧，携带更

方便。消防员可以很容易的将它挂在自给式呼吸器（SCBA）

上。带着它不占用双手，用的时候

拿起来就行。” 

“我们把FLIR K50装在最先

到达现场那辆消防车的充电器上。

FLIR K50启动时间非常短，这样

我们需要的时候立即就能使用。” 

FLIR K50 和 FireFLIR红外热像仪

热像仪及时发现“地下火” 
位于卡尔姆特豪特的自然保护区的卡尔姆特豪特荒原，在

高温干燥的夏季很容易发生火灾。“2011年荒原发生了一场大

火，”van Riel中尉解释说。火势蔓延的非常快，最终烧毁了

600公顷的土地。为了挽救这片独特的自然保护区，上百名消防

队员日以继夜的工作，有时候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在此次扑救中，热像仪

也派上了用场。在我们成功扑

灭明火的区域有时会有“地下

火”，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大

火也同时在地下蔓延，这就很

容易导致大火在距离火源几米

以外的地方瞬间爆发。菲力尔

红外热像仪向我们清晰的展示

了地下火肆虐的热点，通过进

一步灭火和冷却，我们阻止了

大火自燃。” 

“我们不仅使用手持式热像仪寻找热点，同时还使用配置

了万向红外热像仪的直升机在着火区域上空飞行，帮我们找到

有地下火的地方。” 

热像仪帮消防员避免伤害 
“发生火灾时我们经常需要进入到浓烟中。对于消防员来

说有时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有了红外热像仪，他们就能穿透

浓烟，看清房间的布局，并确认周围是否还有被困群众，而且

热像仪还具有测温功能，它能保护消防队员避免一种非常危险

的现象：滚燃。” 

滚燃是指大量未燃烧的、过热的气体聚集在屋顶或是着火

区域上方时，真正燃烧的并不是屋内的材料，而是材料所释放

出的可燃气体。一旦这些聚集起来的气体达到燃点，室内的温

度就会瞬间升高。 

“当我们进入

建筑物时如果发现

可能会发生滚燃，

我们就会在冷却浓

烟的同时通过红外

热像仪密切观察屋

顶的温度。当温度超过某个特定值时，我们就知道将要发生滚

燃。为了不危及消防队员的生命，我们就需要在滚燃发生前撤

离房屋。 

通常我们会有至少两名消防员进入到着火的建筑物中。

一名提水龙带，另一名拿热像仪，这样他就能展示建筑物的布

局，帮助他的同伴将水枪对准需要的地方。” 

烟囱火地捕捉 
烟囱火通常源于燃料的不完全燃烧。未燃烧的挥发物质

被加热到了蒸汽状态，但由于缺少足够的热量或是与烟囱相连

的装置中没有足够的氧气而没有燃尽。挥发性馏分进入到烟囱

中，接触到冷表面就会凝结成类似于焦油的物质和烟灰。这些

物质逐渐累积直到烟囱被彻底清洗或是当烟囱达到一定温度和

氧气水平时，沉积物就会被点燃。 

“扑救烟囱火时我们使用红外热像仪检测烟囱的温度最高

点。这一点能在热图像上立即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能使用热

像仪监控灭火的进度。” 

菲力尔消防用红外热像仪的升级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防救援的需求，菲力尔K系列的消防用红

外热像仪在不断改良升级，比如现在的FLIRK65是一款功能丰

富的高级红外热像仪，是有严格NFPA®合规要求的用户的理想

选择；FLIR K55配有一块明亮的液晶显示屏，能显示清晰的热

图像，有助于您更好地导航并加速作出关键决策；FLIR K1可作

为火灾现场一双额外的眼睛，使消防指挥员、官员和检查员能

够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透过烟雾快速完成360°全方位评估，

指挥战斗。

相信大家都听过热像仪和夜视仪，对于它们各自的功能强

项也有所了解，但是在使用时该如何选择呢？

夜视仪必须要有光
夜视仪是主动接收进行成像的，就像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反

射光，日光照相机、夜视仪和人眼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可

见光能量击中物体并反射出去，然后探测器接收并将其转换成

图像。无论是眼睛还是夜视仪，这些探测器都必须接收足够的

光线，否则就无法成像。

我 们 在 电 影 或 电 视 上 看

到的那些绿色图片来自夜视镜

（NVGs）或其他使用相同核

心技术的设备。NVGs接收少

量可见光，将其放大，并将其

投射到显示器上。

由NVGs技术制成的相机有着与肉眼相同的局限性：如果

没有足够的可见光，它们就看不清楚。NVGs和其他低光相机在

光线太强和太弱的环境中都无法工作。因为光线太强，无法有

效工作，但光不足，无法用肉眼看到。

热成像照相机无需光源
热像仪是可以完全没有光源的。虽然我们称之为“照相

机”，但它们实际上是传感器。FLIRs拍摄图片是用热能而不是

可见光，热（也称为红外或热能）和光都是电磁光谱的一部分。

菲力尔热像仪不

仅能探测到热量，还

能探测到微小的热量

差异，甚至小到0.01

摄氏度，并将其显示

为灰色或不同颜色。

这可能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想法，很多人只是不理解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将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它。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物体都会释放出热能，甚至是

冰。物体越热，释放的热能就越多，这种发射的热能被称为“热

信号”，当相邻的两个物体有着微妙的不同热信号时，即使是在

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它们都会清晰地出现在FLIR热像仪上。

因为不同的材料以不同的速率吸收和辐射热能，这就是真

正的苹果和塑料苹果模型，在夜视仪照相机下并不差别，但是

在热像仪拍摄下差距很大，并且菲力尔热像仪可以将检测到的

这些温度差异转化为图像细节。虽然所有这些看起来都相当复

杂，但现实是菲力尔热像仪非常容易使用。

热像仪可谓是最佳选择
所有这些可见光摄像机：日光摄像机、NVG摄像机等，都

是通过检测反射光能量来工作的。

但他们接收到的反射光的数量并不

是决定你是否能用这些相机看到的

唯一因素：图像对比度也很重要。

比如在夜间时，当缺乏可见光时，

图像对比度自然降低，那么可见光

相机的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热像仪没有这些缺点。热像仪捕捉事物靠热信号，这就

是为什么你在晚上用热像仪比用可见光相机，甚至是夜视相机

更容易看到东西的原因。热成像仪能很好地观察事物之间的差

距，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利用热量来成像，对物体之间微小的热

量差异也会反应出来。

夜视设备与日光和微光电视摄像机有相同的缺点：它们需

要足够的光线和足够的对比度来产生可用的图像。另一方面，

热像仪白天和晚上都能清晰地看到物体，同时产生自己的对比

度。毫无疑问热成像仪是最好的24小时成像选择。

温度仪表是我们检查化工设备的“眼睛”。如果温度分布

可视，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反应釜、换热器、泵、阀门等化工

设备的运行情况，避免意外的发生。

比如当温度、压力出现异常时，通过热像仪可以快速捕捉

异常温度分布，识别泄露、管壁腐蚀变薄、冷却异常和管道堵

塞等问题。从而帮助我们提前采取措施，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且看下面几起安全事故，是否可以避免？

煤气炉爆炸事故
事故始末：宁夏中卫市中卫工业园区联合新澧化工有限公

司发生煤气炉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

事故原因：经初步调查分析，事故直接原因是企业2号煤气

发生炉长期停用，8

月28日重新启动过

程中煤气炉排污阀泄

漏，造成夹套严重缺

水、内壁温度过高，

在为夹套补水时发生

剧烈汽化、夹套锅炉

爆炸，导致周边检修

人员严重伤亡。

氯化塔爆炸事故
事故始末：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盐城氟源化工有限公司临

海分公司1号厂房氯化反应塔发生爆炸，造成22人死亡，3人重

伤，26人轻伤。

事 故 原 因 ： 在

氯化反应塔冷凝器无

冷却水、塔顶没有产

品流出的情况下没有

立即停车，而是错误

地继续加热升温，使

物料（2,4-二硝基

氟苯）长时间处于高

温状态，最终导致其

分解爆炸。

管线泄漏爆炸事故

事故始末：台湾高雄市华运仓储公司输送丙烯的管线发生

丙烯泄漏。其后又发生地沟丙烯气体爆炸，造成30人死亡、

302人受伤。

事故原因：管道长年腐蚀变薄，在压力作用下管道破裂，

致使丙烯泄漏，遇火源发生爆炸。

安全检测和预防，是安全生产的保障，其重要性无需多

言。在安全监测中扮演着“诊断”角色的仪表，就像医生手中

的医疗设备，设备越先进、越精准，对病人的病灶及病因的确

认就越准确。

设备是否精良，对

于预防疾病来说，意义

就更大了，关系到检查

对象能否及时被发现潜

伏的健康隐患，能否及

时得到治疗。

在工业检查中，也许FLUKE PTi120 便携式口袋热像仪可

帮助你随时随地，防患于未然！

为什么叫“口袋”热像仪呢？意思是可装在口袋里的

热像仪。
3.5 寸高清触摸屏，单手

就可以操作。体积非常小巧，

只有口袋大小，可随时随地携

带在身上。

PTi120 便携式口袋热像仪

除了便携性强，工作能力也很

强，可快速扫描电气设备、机器及其他资产，非常适用于工业

检查。千万别因为“体型小”就小瞧了它。

智能高效，是你的省心小助理
PTi120热像仪使用了Asset Tagging 智能识别技术，此

消防救援热成像夜视仪 S3+ Pro红外热像仪保障比利时消防员安全救火

热像仪与夜视仪，该如何选择？

如何避免化工爆炸事故？热像仪可帮助防范于未然

消防员正在使用FLIR K50红外热像仪

600米处S3+Pro观察车辆和行人

管道壁变薄，初期显示为热量外泄，

通过热图可快速识别变薄位置

管道堵塞处管壁变厚，透过温度

降低，呈现冷色。一眼识别

水或制冷剂泄漏会造成局部降温，可快速通过颜

色辨别出是否有泄露。

钢包耐火砖脱落，内部高温漏出。致使钢包表面

长时间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