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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的工作原理，说简单也简单，红外热像仪工作

在人眼不能直接看到的红外波段，利用红外探测器和光学成像物

镜接受被测目标的红外辐射能量分布图形反映到红外探测器的光

敏元件上，从而获得红外热像图，这种热像图与物体表面的热分

布场相对应，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物体的表面温度。但由于是非

接触式测量，所以红外热像仪精度一般不会太高(距离越远精度

越差)，大概在±2 °C，好一点的红外热像仪的测温精度在±1 

°C左右。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采用红外热像仪最

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多点测温，因此在人流量密集的车站，机场，

码头可以在线实时监测，从而比用传统的医务人员用点温枪对着

人一个一个测额头温度效率高得多得多。在即将到来的返城复工

高峰中，红外热像仪+AI大概率会成为各大主要城市关键场所以

及各大企业入口处的标配(AI算法的作用就是一旦有人体温超过设

定温度上限系统会自动报警)，可以预见红外热像仪将在这次防治

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显身手，发挥重大作用。

相 比 几 百 块 钱

一个的点温枪而言，

红外热像仪价格较

贵，便宜的也要1-2

万人民币，贵的好几

万，甚至几十万的都

有，价格的高低，跟

红外热像仪的视场角、红外探测分辨率(像素)、温度测量范围、

温度测量精度和热灵敏度，以及镜头的焦距都有关系，玩摄影的

朋友可能深有体会，相机可以从几千块到几十万不等(包括各种镜

头)，红外热像仪与摄影爱好者手中的相机的差别在于红外热像仪

工作与红外波段，而相机工作与可见光波段。在没有公共卫生事

件的时候，红外热像仪主要工作于以下几个应用场景：1，过程

控制行业，例如炼油厂，石化厂等，看看管道有没有气体泄漏；

2，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维护，看看哪里有没有异常发热现象，有

的话就赶紧去维修；3，建筑等基础设施检测维护，例如看看暖通

空调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埋藏在墙壁内的上下水管道有没有渗水

等等。最近几年的热

门应用是车载红外热

像仪的应用，尤其是

在夜间、雾霾天、会

车强光及光线突变等

视线不好的情况下，

红外热像仪能够发挥

重要作用，国际知名车企包括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雷

克萨斯等高端车型上已经前装了车载夜视系统，对于当前正热的

L3、L4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而言，红外热像仪必然是前装标配，

当然后装市场潜力更大。

红外热像仪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军事和安防应用，最常

见的就是士兵夜间作战枪械上的红外热像仪，当然最近几年大热

的还有无人机红外热像仪，这是个很有意思且相当有技术含量的

东西。对于无人机上的红外热像仪来说，当然是探测距离越远越

好，分辨率越小越好，体积越小越好，重量越轻越好(无人机载荷

有限)，最好还能工作在多个红外波段，最好是夜间10公里外能分

辨出敌人。这里的每一个要求都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并且这

几个要求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探测距离远就意味着镜头焦距

长，焦距长镜头体积就大，重量就重......中国解决了这些技术难

题了吗？呵呵，中国的无人机在中东卖得那么好，我猜应该解决

了吧。中科院、中电集团、兵器集团下面的那些所那还是相当厉

害的。

总之红外热像仪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重要，个人感觉

2020年或将成为资本追逐的风口之一，那么国际国内与红外热像

仪相关的牛公司有哪些呢？

国外：
1、美国FLIR System，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业界领导者，美

国著名军火商之一，全球军用&安防和车载红外热像仪领域第一

玩家。

2、美国FLUKE，美国500强FORTIVE集团下属全资子公

司，红外热像仪产品只是其庞大产品线的一部分，FLUKE红外热

像仪主要集中在电力系统、电气设备、过程控制、电子制造等民

用领域。

国内：
1、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立科技)，股票代码

002214，公司首页新闻是2020年2月6日的，在这次新冠疫情

“攻坚战”中冲锋在前，堪为表率。这不，股票已经连续大涨好

几天了，可以想见，大立科技2020年业绩一定大好。

2、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14。武汉高

德红外应该是国内红外热像仪厂商中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

技术实力最强的公司了，在这次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武

汉所有单位“就地取材”采用高德红外热像仪是显而易见的。武

汉这次作为疫情风暴的最中心，高德估计短期几个月之内会大受

影响，但我猜疫情之后武汉的企业会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从2月

3号开盘的股市就能看出，在千股跌停情况下高德红外竟然连续4

天涨停，这其中既有同情分，也有鼓励分，还有对高德红外实实

在在地看好。买高德红外的股票就是支持武汉抗击新冠疫情，这

已经是股民共识了。高德加油，只要挺过来又是一条好汉。高德

已经布局了红外热像仪最关键的技术——制冷焦平面探测器，并

且成立了新公司——“轩辕智驾科技”带着高德的车载红外热像

仪产品进军智能驾驶市场，俨然有成为中国FLIR的架势，如果不

是这次疫情爆发在武汉，高德红外应该是我最看好的红外热像仪

公司。

3、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516。

同样在武汉，估计短期内同样受这次疫情影响较大，湖北久之洋

偏军工背景(中船717所出身)，在民品红外热像仪市场上动作不

大，后续业绩表现主要还看其在军工市场上的成绩。

4 、 上 海 热 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新 三 板 股 票 代 码 ：

831598。英文名叫Fotric，中文名叫飞础科，核心团队出自美国

FLUKE公司，自称F3(Flir、FLUKE、Fotric)，再来一家可以组

成流星花园F4了。公司成立不到10年但发展迅猛，专注领域与

FLUKE类似，多为民用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力运维、设备维护、

教育科研和在线监测领域。上海已经大量采用Fotric的红外热像

仪在做体温筛查了，今年业绩肯定大好。

5、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华南最大的红外热像仪厂

家，飒特的首页新闻都是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的，令人感动。虽然

还没上市，但今年业绩肯定是不错的，估计离上市也快了。

之所以看好红外热像仪这一市场，是因为我判断这次疫情过

后，红外热像仪可能会从“工业级”产品变成“消费级”产品，

如果一台红外热像仪降到一台5G手机或一台入门级数码相机的价

格，那么市场需求量也许翻十倍也不止。哪家能分到更多的市场

份额，一看关键技术的突破，二看如何降成本。关键技术就三点

吧，一是制冷焦平面探测器的突破(制冷焦平面探测器主要用于军

用红外热像仪，目前国内多靠进口，国内自研的多为非制冷焦平

面探测器，精度较低)，二是镜头的设计，三是软件的先进性(结

合AI)。再有一个就看哪家的产品能够尽快成熟应用到车载领域，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和销售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智能驾驶ADAS

那可是另一个想象空间巨大的风口（也是是2020年最大的一个风

口）。（作者：嘉定二哥）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感染后，发热通常作为首发症状

出现，于是测量体温成为筛查疑似病例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医

院、地铁站、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

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测量体温的工具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体温计，包含常见的水银体温计及电子体温计，

多为居家使用；

第二类是测温枪，依靠传感器接收人体的红外线来判断体

温，并通过公式来换算成人体体温，一般3-5秒即可完成单人温

度测量；

第三类则是最近备受关注的红外热像仪测温，通过将人体

发出的不可见红外能量转变为可见的热图像，简单来说就是让温

度从一个一个的数值变成满是温度数据的图像，高效性是其最大

的优势之一。

红外热像仪测温是如何实现人体温度精准筛查？近日，国

内专注热像研发领域10年的上市企业FOTRIC飞础科，应用工

程师李工做技术解答。

首先，李工以人流密集的火车站的测温需求为例，日客流

量为10万人次，如用测温枪对所有人进行体温筛查，按照一个

人平均3秒钟计算，全部测完10万人次需要83小时约3.5天，显

然不合理。

当 然 ， 可

以开设多个入

口分散客流，

但仍需要旅客

驻足停留3-5

秒才能放行通

过。但如果设

置红外热像测

温仪则可保证

人流在正常速度下通过，且无需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然后，红外热像仪测温如何实现人体温度精准筛查，

FOTRIC飞础科的李工从以下几点分析：

一、为何说红外热像仪测温是目前最高效的测温方式
红外热像仪之所以能进行体温筛查，是因其可将温度转化

为视觉图像，每张热像图中的像素都是温度点，温度点的多少

与设备本身的红外像素有关，例如FOTRIC 692的红外像素是

384*288，即一张热像图中有11万个温度点，相当于用11万只

测温枪同时进行测温，效率会显著提高。

二、人体正常温度与异常体温的温差很小，如何通过

热像画面识别出来
红外热像仪热灵敏度越高，分辨细小温差的能力越强，测

温更准确。

如一台红外热像仪的热灵敏为0.03摄氏度，那么该热像仪

即能分辨出0.03摄氏度的温差区别，对于体温筛查这种对准确

性要求高的需求，就能很好满足。类似热灵敏度这样的技术参

数，都需要在国家计量机构获得计量认证才可以推出。

三、对于如此精准的测温需求，是否存在测温数据的

波动影响测温结果
如果深入研究红外热像技术就会知道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

标来判断一台红外热像仪是否专业、可靠，即“测温稳定性”与

“测温一致性”。

举个例子，如一台FOTRIC热像仪在《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检测报告中显示，对49.8摄氏度的测试目标进行2小时

不间断连续测温，测试结果的波动性非常小（波动值在0摄氏

度-0.03摄氏度之间），并且测量同一个黑体靶面时，同一画面

中9个区域的数值基本保持一致，则可表示在测温稳定性与一致

性上是满足精准计量要求的。

四、红外热像测温仪进行体温筛查，如何抓取异常体

温
如果人群中出现体温异常人员，FOTRIC的全自动红外体

温筛查仪会自动发出蜂鸣声进行声音报警，在画面中超温部位会

自动显示为红色，并且LWLIR体温筛查软件会自动抓拍一张体

疫情渐渐平复，各城市迎来了复工潮。浙江东阳请警车全

程护送贵州回浙人员复工、义乌包专列接员工返城、嘉善包专机

运送154位返岗员工、广州东莞包车从云南昭通接员工复工，佛

山市长公开承诺绝不因企业因无口罩而不能复产问……这一波

波的硬核抢人操作，是在夺回1个月失去的GDP – 在疫情可控

下，抢人抢资源，早跑一步，经济早复苏。

疫情之下，如何使 “封闭式管控”转变至利于经济发展的

“精密型智控”？卫健委介绍说，使用“红外热成像体温仪能够

实现较远距离、非接触的情况下多目标同时进行体温检测，可以

减少人员接触，相对安全便捷……”。

这里对红外热成像技术提到了几个关键词：“远距离”、

“非接触”、“多目标“、”同时检测“。如满足这几点，对红

外体温筛查设备来说是高要求、高标准。

首先，”远距离“，即至少保持1米以上，这要求设备保持

极高的测温稳定性。

“非接触“，红外热成像技术无需接触即可测温这是技术

特性，但测温的精准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依靠红外像素实现，即像

素越高，最小成像面积越小，识别被测物体的精准度越高。

“多目标”与“同时进行”对测温效率做出了要求。如在

人流通道，同时进入画面的不止一人，也不止人体本身，有可能

会携带诸如热饮之类的发热源，而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基础原理是

基于温度判断的，如何避免干扰热源实现清晰目标检测，对热成

像设备的图像处理提

出了挑战。

近日，FOTRIC

飞础科新上市了全自

动 红 外 体 温 筛 查 仪

Fotric 692及Fotric 

692Pro，强大到满

足以上全部高要求：

▲FOTRIC 692安装搭建效果图（电脑、三脚架非标配）

.384*288的高红外分辨率，让一张热像画面中有11万个像

素点，相当于同时用11个红外测温枪进行检测

. 人 脸 检 测 功

能，真正做到仅对

人 脸 温 度 进 行 筛

查，减少其他发热

源干扰，降低误报

.智能体温校准

算法及超温报警，

算法自动学习升级，能够适应在不同环境温度中人脸的表面温度

进行超温判断，如有体温异常，会触发蜂鸣报警和颜色报警

.10分钟布控，从拆箱到调试运营仅需10分钟，开机即可使

用，省去工程施工等额外成本

.提供SDK，免费开放SDK开发包，包含C++示例程序和说

明文件。开发环境Windows系统，支持C++等编程语言进行集

成开发。DIY适配各种小场景的体温筛查应用。

Fotric 692Pro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双光人脸检测，既有可

见光图像又有红外热像图，可任意调节在不同画面下进行测温。

即使在全可见光模式下，依然能

够通过人脸检测进行温度显示并

筛查，有效关联至被测人员的面

部信息，大大增强了多场景的实

用性。

▲FOTRIC 692 Pro

同时，超温抓拍也是亮点。在Fotric 692上，如遇超温人

体，会在蜂鸣报警的同时抓拍一张红外热像画面便于分析，而在

Fotric 692Pro上，可抓拍到可见光的人脸图像，同时配合检测

人数与超温人数统计功能，能够为大面积人流体温筛查汇总有效

统计信息。

优秀者往往在危机中先知先觉，疫情后的积极复工激发了

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牵动着科技研发的方向。停摆的1

个月，现在正在夺回来。有技术的保证，才有复工的安心。

抗击疫情大显身手 红外热像仪或成 2020 年投资新风口

红外热像仪是如何测温的

全自动红外体温筛查仪有多硬核？

众所周知，发射率是影响红外检测精度的重要参数之一，因

各目标表面性质不尽相同，故发射率会有很大差别；若不能准确

设置发射率，则会造成测量误差，发射率是如何影响热成像的？

发射率
发射率是指物体表面辐射出的能量与相同温度的黑体辐射

能量的比率。（黑体是一种理想化的辐射体，可辐射出所有的

能量，其表面的发射率为 1.00）各种物质的发射率是由物体

的本身材质、表面粗糙

程度、表面几何形状、

拍摄角度、波长以及被

摄物体本身的温度所决

定（其中物体本身材质

是对物体发射率影响最

大的一个因素），所以

相同的温度下，物质不

同，向外辐射的能量也会不同。

每个方块温度一样，为什么它们热量不一样呢？

高度抛光的金属表面，如铜或铝，其发射率通常低于

0.10。粗糙或氧化的金属表面有更高的发射率（0.6或更大，取

决于表面条件和氧化量）。大多数平面漆约为0.90，而人类皮

肤和水约为0.98。

影响发射率的因素
如 果 你 看 到 的 是 一

个高抛光金属物体，具有

低发射率，该表面将像一

面镜子。你的热像仪不会

测量物体本身的温度，而

是检测反射的温度。反射

温度（也称为背景温度或

T-反射）是指来自其他

物体的任何热辐射，这些物体从你测量的目标反射出去。

反射温度会影响热像仪测量的温度（除发射率是影响测温

结果的重要补偿参数，环境反射表象

温度对测温结果影响也是至关重要

的！），如果附近的热源（如变压

器，电动机或者反射阳光中的红外波

段能量）从物体表面反射出去，物体

可能会很冷，但根据热像仪显示的温

度却高得多。

或者一个物体可能和一个相邻物

体的温度相同，但看起来要冷得多。

对 于 发 射 率 较 高 的

物体，反射温度的影响

较小。但对于低发射率的

物体来说，反射温度是关

键因素。随着发射率的降

低，你所测量的热量更多

的是来自周围物体的表

面，而不是你正在检查的目标。

红外热像仪的设置
如果要测量的对象具有高发射率，则可以在热像仪设置中

调整发射率和反射温度。例如，如果你想测量一个人的体温，

你可以将发射率设置为0.98（人体皮肤的发射率），将反射温

度设置为环境温度（如果你在室内，大概在68°F/20°C左

右），你的热像仪会进行补偿。

对于其他类型的表面，如果温度测量精度对您和您的检查

程序很重要，您可能需要进行热成像培训，以便在进行测量时正

确补偿发射率。

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测量的目标的发射率低于0.5，你可能

得不到精确的温度测量值。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考虑如何提高

目标的发射率。在进行温度测量时，发射率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因素。幸好它是可以学习的，用先进的技术，它可以得到正确的

补偿。

高发射率表面如电子胶带可用于

精确测量低发射率表面如闪亮金属的温度

ITC小知识
对于热像师来说，我们平时拍摄的被摄物体在红外波段绝

大多数都是不透明的物体，意味着物体的透射率为0，而物体的

发射率+反射率+透射率=100%。所以可以推出：不透明的物体

（指红外波段）：发射率+反射率=100%。这也就意味着在低

发射率（尤其当物体表面发射率低于50%的时候）环境的反射

表象温度会对测温结果产生比较大的干扰。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热像师通过经验来调整补偿物体的发射率以及物体的反射表象温

度，来更接近物体的真实表面温度！

发射率调不好 再贵的热像仪也白搭

金属灯的开关是比墙的其

他部分更热，还是反射了

一个温暖的热源？

戒指的温度可能和人的皮肤一样，但看起

来要冷得多

反射温度会影响热像仪测量的温度

温超温人员的热像照片，便于后期工作人员的统计与分析。

红外热像仪作为非接触测温工具，已经在电力行业的日常

巡检、工厂设备的故障排查、加工过程行业的质量管控、钢铁石

化的安全生产、生物科研的材料研究等领域有了成熟的应用。

而其非接触、图像式温度成像、高效筛查等特点已被大面

积体温筛查场所关注，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人流量大的交

通枢纽场所，医院、大型企事业单位、学校等人群密集的社会场

所已广泛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