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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在发达国家中早已成为保证工业生产安

全的重要手段，在电力、冶金、石化、机械、煤炭、交通、消防、

边防等诸多行业、企业的连续性生产作业中，对那些始终处在高电

压、大电流、高速运转状态中的生产设备，可利用红外热成像检测

技术进行非接触、实时测量。这种测量不需停电、停机、中断生产，

即可以捕捉到故障隐患，从而防止了故障的发生，这种“非接触式”

的现代化检测手段安全、可靠、迅速。与我国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

诸多“接触式”检测手段相比，无疑是革命性的转变。红外热成像检

测技术广泛应用在以下领域： 

●电力设备和输变电线路的检测 

●消防工作中对隐蔽火源的侦察 

●火灾现场的人员搜救与火场指挥 

●热力管道及保温设备的漏热查找和热损耗分析 

●铁路车辆运行中热故障的查找 

●微电子工业中对线路布线合理化的热分析 

●保安部门的夜间监控 

可以说，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是现代工业检测领域中的“火眼

金睛”。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首家大规模红外热成像

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生产企业，创立伊始，即确定了以国际化管

理、专业化技术、现代化形象为一体的企业定位。 

公司前身是北京飒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她创立于 1989 年，

目前已向国内外客户提供了上千套飒特系列红外热成像检测设备，

其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AT 系列红外产品先后被国家科委纳

入《“九五”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画指南项目》和《国家火炬计

画项目》，被国家经贸委授予“国家级新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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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广州市电力总公司、北京飒特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恒运集团、广州明珠电力（集团）公司和

佛山鸿基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投资，在广州创建的我国首家大规模

红外热成像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公司全体员工正在“努力尝试，

卓越超群”的企业发展理念指引下，努力使之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集产品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于一身的中国红外热成像应

用技术领域的排头兵。不断为国内外广大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

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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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RYXJ-A 红外热像仪简介 

1.1 概述： 
HRYXJ-A 红外热像仪是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在最新推

出的一款体积小、可测温、操作简便的非制冷焦平面消防专用热像

仪。它集合了先进的探测器技术、红外图像处理技术，是当今世界

具有领先水平的便携式红外热像仪之一。其优点可以概括为： 
1.2 包装与部件： 

在收到 HRYXJ-A 后，请把所有部件从外装箱中移出，并按照

运货单进行检查。其标准配置包括： 

 HRYXJ-A 主机×1 

 可充电池×2 

 智能化充电器×1 

 视频信号输出线×1 

 视频转接头×1 

 颈带×1 

 操作手册×1 

 装箱单×1 

 塑料便携箱×1 

选购配置： 

 附加电池

无需制冷、可靠性大为提高、使用寿命远大于其它制冷型热像仪 

防尘、防潮，抗电磁干扰，可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使用 

体积小、重量轻，可单手持握、是世界上最轻的红外热像仪之一 

电池使用时间长，充电时间短，智能电量指示器可明确指示电池状态 

先进的电路设计，保障了设备的正常工作及多种分析功能的实现 

可测温，有最高温捕捉，进行温度警报 

图像清晰，有 7 种伪彩可以选择 

温度分辨率高，温度响应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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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RYXJ-A 结构说明 

 

 

 

 

 

 

 

 

 

 

 

 

 

 

 

 

 

 

 

 

 

 

 

 

 

 

 

 

＋号键     －号键      S 键    

红外窗口 

电池 

显示屏 

视频输出端口 

电源开关 

 

电源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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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RYXJ-A 操作说明 

 

 

 

 

 

 

 

 

 

 

 

 

3.1．开机和关机 

按电源开关键（第 4 页）。 

如果您购买的 HRYXJ-A 的主机是硬开关的话，按一下电源开关键

就可以开机/关机。 

如果您购买的 HRYXJ-A 的主机是软开关的话，长按电源开关键 1

秒钟就可以开机，长按 3～4 秒钟关机。 

 

3.2．按键功能 

按键定义如下：（“+”：左，“-”：中；“S”：右，第 4 页） 

“+”：手动打挡片；（进入报警温度设定状态时为温度上

调） 

“-”：手动换档；（进入报警温度设定状态时为温度下调） 

“S”：仅显图像切换； 

“+”&“-”：伪彩切换； 

“+”&“S”：打开/关闭点分析一； 

“-”&“S”：打开/关闭最高温捕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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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开机时同时按下为初始化设置，工作

中同时按下进入报警温度设定状态，再次同时按下退出设

定并保存。 

 

3.3 屏幕图标 

 

 
温度显示 

电
池
电
量 

伪
彩
条 

温度档：L 为低温

档；H 为高温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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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RYXJ-A 电池系统 

HRYXJ-A 电池系统由可充电 NiMH 电池与充电器组成。 

 

4.1 电池 

HRYXJ-A 热像仪电池内部具有过流及过热保护电路，每节电

池的充电次数不低于 500 次，每节新电池可提供不低于 2 小时的

操作时间，当电池电量不足时，机器会自动关机加以保护。 

 

4.2 充电器与电池充放电： 

 将充电器后部电源线与电源插座连接。充电器会自动在

100-240 伏交流电压之间切换，电源指示灯亮则说明充电器

已准备就绪。  

 把需要充电的电池与充电器连接。 

 如果需要，长按电池放电按钮约 2-3 秒对电池进行放电。 

 将用空的 HRYXJ-A 电池插入充电器的充电槽时，充电指示

灯亮，待充电饱和时，充电指示灯常亮。 

 切换充电模式：长按快充/慢充切换按钮约 2-3 秒，在快充/

慢充模式之间进行切换。进入快充模式时，充电指示灯亮起

并较快地闪动。进入慢充模式时，充电指示灯亮起，并较慢

地闪动。 

 指示灯以及按钮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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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池系统附加信息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有发热现象产生。  

 已经充好电的电池没有过度充电或损害的危险存在，但建议

充电时间建议不要超过 20 小时。 

 新的 NiMH 电池在大约重复 3 次放电后将得到满容量。 

 一般来说，电池在发货前已充好电。 

 NiMH 电池并不像镉镍电池有记忆效果。所以无需在每次充

电前进行放电。 

  

4.4 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会引起爆炸危险。 

 只许使用制造厂推荐的同类或等效类型的替换件。 

 务必按照制造厂商说明处置用完的电池。 

电源指示 

 

充电指示 

 

放电指示 

 
快充/慢充切换按钮 

 

电池放电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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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池激活 

当电池长期不使用时，经过长时间的缓慢放电，电池电压可能

会降低至 0。因此可能导致电池锁闭而不能进行充电。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对电池进行解锁激活。 

 

 

 

 

 

 

 

 

 把电池装入充电器内。  

 长按激活按键 10 秒钟。如果电池被激活的话，充电指示灯

就会亮起并闪烁，进入充电状态。 

 如果长按 30 秒后，仍旧无法激活。有可能电池已经损坏，

请联系提供商或者售后维修部门。 

 

激活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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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 品 维 护 

5.1 日常维护 

5.1.1 红外镜头、寻像器： 

仪器在平时不使用时应置于便携箱内，以避免附着灰尘或意外

损伤。当上述光学镜片需要清洁时，请使用专用镜头纸擦拭，切勿

用手擦，以免影响成像质量。 

5.1.2 机身： 

在使用时，请避免仪器从高处跌落；在野外操作完毕后，应先

将机身擦拭干净，防止水滴等液体附着，然后放置便携箱中。 

 

5.2 存放与运输 

5.2.1 存放与保管： 

请勿将本仪器放置在潮湿、灰尘多、不通风的地方，不要靠近

高温热源，以免损坏变形。 

5.2.2 运输： 

本仪器在搬运、运输的过程中，应避免剧烈冲击与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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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及解答 

6.1 机器无法激活？ 

答：首先，请确定机器的电池已经充满电，然后，请确定电池已经

被牢固地安装在电池仓内，然后按下电源开关。 

6.2 机器激活的时候内部发出声音？ 

答：这是正常的激活步骤，内部的声音是机器正在初始化调焦电机

等设备发出的，属于正常现象。 

6.3 屏幕会闪动？ 

答：这是电池没电的反应，请取出电池充电，并换上充满的电池，

否则在电量不足的条件下使用机器，有可能损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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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RYXJ-A 技术指标 

工作波段 8~14μm 

探测器类型 多晶硅 

像素数 384X288/160X120 

温度分辨率 NETD ≤120 mk 

空间分辨率 3.1 mrad/3.8 mrad 

视场角 56°×42°/35°×26° 

最小观测距离 0.5 m 

测量温度 -20~250℃； 

200~600℃; 

200~1000℃(选配) 

视频输出 标准 NTSC 或者 PAL 制式 

接口 标准视频信号输出 

图像显示 红外光图像显示 

电池 镍氢充电电池组 

电池工作时间 ≥2.5h 

抗震动强度 2g 

抗冲击强度 25g 

封装标准 IP67 

阻燃等级 UL94-V0 

跌落测试 1.8 米 

防水能力 1 米水深，浸泡 30 分钟 

正常使用环境温度 长时间工作：-20℃至+55℃ 

短时间工作：+55℃至+250℃ 

使用环境湿度 10%~98%（非冷凝） 

尺寸（长×宽×高） 175 mm ×119mm ×125mm 

机壳材质 耐热工程塑料 

重量 ≤1.25 公斤（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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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外理论 

8.1 红外线基础 

1672 年，人们发现太阳光（白光）是由各种颜色的光复合而

成，同时，牛顿做出了单色光在性质上比白色光更简单的著名结论。

使用分光棱镜就把太阳光（白光）分解为红、橙、黄、绿、青、蓝、

紫等各色单色光。1800 年，英国物理学家 F. W. 赫胥尔从热的观

点来研究各种色光时，发现了红外线。他在研究各种色光的热量时，

有意地把暗室的唯一的窗户用暗板堵住，并在板上开了一个矩形

孔，孔内装一个分光棱镜。当太阳光通过棱镜时，便被分解为彩色

光带，并用温度计去测量光带中不同颜色所含的热量。为了与环境

温度进行比较，赫胥尔用在彩色光带附近放几支作为比较用的温度

计来测定周围环境温度。试验中，他偶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放

在光带红光外的一支温度计，比室内其它温度的批示数值高。经过

反复试验，这个所谓热量最多的高温区，总是位于光带最边缘处红

光的外面。于是他宣布太阳发出的辐射中除可见光线外，还有一种

人眼看不见的“热线”，这种看不见的“热线”位于红色光外侧，叫做

红外线。红外线是一种电磁波，具有与无线电波及可见光一样的本

质，红外线的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一次飞跃，对研究、利用和

发展红外技术领域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广阔道路。 

    红外线的波长在 0.76～1000μm 之间，按波长的范围可分为

近红外（0.75～3μm）、中红外（3～6μm）、远红外（6～15μm）、

极远红外（15～1000μm）四类，它在电磁波连续频谱中的位置是

处于无线电波与可见光之间的区域。 

    红外线辐射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最为广泛的电磁波辐射，它是

基于任何物体在常规环境下都会产生自身的分子和原子无规则的

运动，并不停地辐射出热红外能量，分子和原子的运动愈剧烈，辐

射的能量愈大，反之，辐射的能量愈小。 

    温度在绝对零度以上的物体，都会因自身的分子运动而辐射出

红外线。通过红外探测器将物体辐射的功率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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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装置的输出信号就可以完全一一对应地模拟扫描物体表面温

度的空间分布，经电子系统处理，传至显示屏上，得到与物体表面

热分布相应的热像图。运用这一方法，便能实现对目标进行远距离

热状态图像成像和测温并进行分析判断。 

8.2 红外线的电磁波本质 

8.3 热像仪原理 

红外热像仪是利用红外探测器、光学成像物镜和光机扫描系统

（目前先进的焦平面技术则省去了光机扫描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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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光学系统

和红外探测器之间，有一个光机扫描机构（焦平面热像仪无此机构）

对被测物体的红外热像进行扫描，并聚焦在单元或分光探测器上，

由探测器将红外辐射能转换成电信号，经放大处理、转换成标准视

频信号通过电视屏或监测器显示红外热像图。 

    这种热像图与物体表面的热分布场相对应；实质上是被测目标

物体各部分红外辐射的热像分布图。由于信号非常弱，与可见光图

像相比，缺少层次和立体感，因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为更有效地

判断被测目标的红外热分布场，常采用一些辅助措施来增加仪器的

实用功能，如图像亮度、对比度的控制，色标校正，伪色彩描绘等

10m 

X 射线 
紫外线 

可见光 

红外线 

2μm 13μm 

微波 
无 线 电

波 

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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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nm 1μm 100μ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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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线和直方图进行数学运算、打印等。 

8.4 热像仪参数 

1．工作波段 工作波段是指红外热像仪中所选择的红外探测器的

响应波长区域，一般是 3～5μm 或 8～12μm。 

2．探测器类型 探测器类型是指使用的一种红外器件。如采用单

元或多元（元数 8、10、16、23、48、55、60、120、180 等），

采用硫化铅（PbS）、硒化铅（PnSe）、锑化铟（InSb）、碲镉汞

（HgCdTe）、碲锡铅（PbSnTe）、锗掺杂（Ge：X）和硅掺杂（Si：

X）等。 

3．扫描制式 一般为我国标准电视制式，PAL 制式。 

4．显示方式 指屏幕显示是黑白显示还是伪彩显示。 

 

8.5 热像仪分类 

红外热像仪一般分光机扫描成像系统和非扫描成像系统。 

    光机扫描成像系统采用单元或多元（元数有 8、10、16、23、

48、55、60、120、180 甚至更多）光电导或光伏红外探测器，用

单元探测器时速度慢，主要是帧幅响应的时间不够快，多元数组探

测器可做成高速实时热像仪。 

    非扫描成像的热像仪，如近几年推出的数组式凝视成像的焦平

面热像仪，属新一代的热成像装置，在性能上大大优于光机扫描式

热像仪，有逐步取代光机扫描式热像仪的趋势。其关键技术是探测

器由单片集成电路组成，被测目标的整个视野都聚焦在上面，并且

图像更加清晰，使用更加方便，仪器非常小巧轻便，同时具有自动

调焦图像冻结，连续放大，点温、线温、等温和语音注释图像等功

能，仪器采用 PC 卡，存储容量可高达 200 幅图像以上。 

8.6 热像仪的发展 

1800 年，英国物理学家 F. W. 赫胥尔发现了红外线，从此开

辟了人类应用红外技术的广阔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

用红外显像管作为光电转换器件，研制出了主动式夜视仪和红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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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设备，为红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由美国德克萨兰仪器公司经过近一年的探

索，开发研制的第一代用于军事领域的红外成像装置，称之为红外

寻视系统（FLIR），它是利用光学机械系统对被测目标的红外辐射

扫描。由光子探测器接收两维红外辐射迹象，经光电转换及一系列

仪器处理，形成视频图像信号。这种系统、原始的形式是一种非实

时的自动温度分布记录仪，后来随着五十年代锑化铟和锗掺汞光子

探测器的发展，才开始出现高速扫描及实时显示目标热图像的系

统。 

    六十年代早期，瑞典 AGA 公司研制成功第二代红外成像装置，

它是在红外寻视系统的基础上以增加了测温的功能，称之为红外热

像仪。 

    开始由于保密的原因，在发达的国家中也仅限于军用，投入应

用的热成像装置可在黑夜或浓厚幕云雾中探测对方的目标，探测伪

装的目标和高速运动的目标。由于有国家经费的支撑，投入的研制

开发费用很大，仪器的成本也很高。以后考虑到在工业生产发展中

的实用性，结合工业红外探测的特点，采取压缩仪器造价。降低生

产成本并根据民用的要求，通过减小扫描速度来提高图像分辨率等

措施逐渐发展到民用领域。 

    六十年代中期，AGA 公司研制出第一套工业用的实时成像系

统（THV），该系统由液氮制冷，110V 电源电压供电，重约 35 公

斤，因此使用中便携性很差，经过对仪器的几代改进，1986 年研

制的红外热像仪已无需液氮或高压气，而以热电方式制冷，可用电

池供电；1988 年推出的全功能热像仪，将温度的测量、修改、分

析、图像采集、存储合于一体，重量小于 7 公斤，仪器的功能、

精度和可靠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九十年代中期，美国 FSI 公司首先研制成功由军用技术（FPA）

转民用并商品化的新一红外热像仪（CCD）属焦平面数组式结构

的一种凝成像装置，技术功能更加先进，现场测温时只需对准目标

摄取图像，并将上述信息存储到机内的 PC 卡上，即完成全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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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参数的设定可回到室内用软件进行修改和分析资料，最后直接

得出检测报告，由于技术的改进和结构的改变，取代了复杂的机械

扫描，仪器重量已小于二公斤，使用中如同手持摄像机一样，单手

即可方便地操作。 

    如今，红外热成像系统已经在电力、消防、石化以及医疗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红外热像仪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正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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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欢迎使用 HRYXJ-A 红外热像仪，我公司对您的支持和信任表

示由衷的欣慰和感谢！ 

 

1. 产品保障： 

本产品由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保证提供的每一台

产品均符合广州飒特公司企业标准要求。本公司将对按照正常的存

储、使用和服务过程中，由于产品的材料或工艺而造成的缺陷在从

购买发货日算起的一年内提供保障。对于不正确使用、疏忽、事故

性或非正常的操作而造成的本产品损伤的情况，本公司将收费维修

产品。 

 

2. 声明：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持续开发的政策，因此保留对

机器软硬件及上述说明书中各项内容进行修改及发展的权力，修改

内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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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位：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Manufacturer： GUANGZHOU SAT INFRARE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江大道 10 号 

ADD：10 Dongjiang Avenue, Guangzhou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istrict 

 

邮编：  510730 

Zip code: 510730 

 

电话:  86-20-82229925 

TEL： 86-20-82227955 

 

传真：86-20-82229947 

FAX：86-20-822277947 

 

http://www.sat.com.cn 

 

E-mail: market@sat.com.cn 

 

 

 

版权所有    复制必究 

Copyright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sat.com.cn/
mailto:market@sa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