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X560/TiX520

检查指南

红外线检测应用
为了确保工厂的高效运作，工厂的管理人员需维护和诊断大量机电系统。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这一工作。由于目前缺少训练有素的维护人员，红外线成像技术
便应运而生。该技术的优点在于成像更加清晰，热敏感度更高，价格适中，配套的便携式工
具操作简便。
机电系统在早期往往由于过热而出现故障。福禄克新推出的专家级热像仪 TiX560 和
TiX520 可满足日常的诊断和维护需求，帮助技术人员及早发现故障。这些热像仪具有高分
辨率和热敏感度，可以协助检测各种类型的电气和机械故障，从导体过热、轴承故障，到电
机外壳和印刷电路板上的热点。180 度的内窥镜、5.7 英寸的液晶触摸屏和肩带等新增的人
体工学设计降低了长时间工作导致的疲惫和劳累。
以下应用说明提供了现实例子，让您了解在日常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如何使用这些热像仪。
加快电气故障排查诊断
您可以了解如何简便地使用 TiX560 和 TiX520 创新型功能检
测各种电气元件。
快速找出发热的轴承
您可以了解为什么具备高分辨率和人体工学设计的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是从安全距离去测量运转轴承温度的理想选择。
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您可以了解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为何可以协助您诊断运
转电机的故障。
查找管道堵塞故障
您可以了解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如何加快管道检测并提
供热数据以检测温度的细微变化。
识别电路板上的热点
您可以了解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如何在未接触目标板的
情况下检测温度的细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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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检测

使用带有内窥镜的高分辨率热像仪快速找
出发热轴承
轴承温度过高会导致机器故障，从而造成生产线的突
然中断。如果更换这些轴承，材料损耗和暂时停工会
导致损失。因此，应该对轴承的磨损情况和整体状况
定期检查以延长其使用寿命。然而在暂停生产线或者
电机进行维护之前，您可以使用热像仪快速扫描轴承，
以确定需要优先维修的轴承。
由于轴承的检查是在其运转的时候进行，因此最好
使用热像仪这种非接触型检测工具。该工具可以让您
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快速测量轴承运转时的温度，从而
可以在轴承导致故障或者电机工作过度损耗之前找出
温度过高的轴承。

扣环槽
密封/
屏蔽槽
和缺口

球

外罩

外径

内径

最佳4

轴承检测应用

内座圈

1 常规预防性维护

内环

2 故障排查
3 在狭小紧凑的空间运转
4 降低电机损耗

内环面
外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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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座圈
外环

使用 TiX560，可以清晰看到轴承出现故障的一侧。

从多个角度快速对轴承进行检测
有着高分辨率、高热敏感度并配有人体工学设计的内窥镜，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是轴承检测应用的最佳选
择。具体如下：
降低电机损耗
普通生产线的传送装置上的轴承
多达数千个。如果存在故障，尽
早发现可以降低传送电机的损
耗。TiX560 和 TiX520 均具有
LaserSharp® 激光自动对焦功能，即
使用内置激光测距仪计算热像仪镜
头至被测目标的距离，实现精准对
焦。如果距离较远，可以加上远距
镜头或者使用变焦功能。如果需
在狭小紧凑的空间运转
要更多信息，可以通过热像仪上
很多轴承所处的位置难以接近，比
AutoBlend™ 将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
如在传送装置下方和被其他设备遮
像结合，以便快速确定传送装置上
挡住的地方。有一些热像仪在使用
过热轴承的具体位置。快速而精准
的时候，您只能盲目摄像，将热像
故障排查
定位故障轴承，可以避免更换电机
仪对准您无法看到的目标，却以为
通常，在负荷相同的情况下，我们
焦点已经对准了目标。使用 TiX560 或者齿轮箱，更不需要承担停产的
对可疑轴承的表面温度和其邻近同
或 TiX520 热像仪，可以将进行内窥 损失。
类轴承进行比较，从而找出过热轴
镜 180 度调整，直到轴承图像到达
承。造成轴承过热的原因包括使用
最清晰的位置，然后在保存以前观
的润滑剂太多或太少，轴承安装或
更换不正确。使用 TiX5xx 热像仪， 看触摸屏上的图像。这些高品质图
像可以让您更轻松地找到故障轴承。
您可以和目标保持安全的距离，在

常规预防性维护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的分辨率
和热敏感均足以让您从一个安全的
距离扫描轴承，甚至可以扫描所有
设备，为后续扫描设定基线，方便
比较。热像仪自带的存储空间很大，
能够存储数千张热图像和数小时的
辐射视频，您可以将新图像和热像
仪中存储的基线图像做比较。您还
可以通过 Fluke Connect™ 从中央数
据库中获取存储的图像。这有助于
技术人员在现场找出问题，加快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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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转过程中获取高分辨率的热
图像。内窥镜的调节幅度高达 180
度，您可以从上、下和四周等不同
角度观察目标，并且可以在 5.7 英
寸的触摸屏上查看结果。在存储图
像和视频的时候，可以将一些异常
情况或者要点用语音和 / 或文字备
注。分析热像仪上存储的图像，有
助于解决现场遇到的问题。

电气故障排查

180 度高分辨率红外调整幅度加速电气
故障排查
工厂通常都有数千个电气连接件和元器件需要检测。
其中包括电磁开关、手动操作开关、断路器、开关装置、
电池组等等。最小的元器件发生故障也会导致公司收
益出现巨大损失。此外，由于维护队伍日益缩小，对
微小元器件进行常规维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
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正是要尽早地排查电气故障。
好在热像技术已经应运而生。福禄克专家级热像仪
TiX560 和 TiX520 具有高热敏度、高分辨率、操作方
便的优点，并带有一些新型功能，让您在更短时间内
完成维护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供电或者配电系统出现故障多数是由于过热所致，
具体原因如下：
• 系统负载过重或电流过大
• 连接处松动、过紧、污染或腐蚀
• 元器件故障
• 接线错误或者元器件规格不合要求
• 相位不平衡或电谐波导致的电能质量问题
快速找出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便是使用高分辨率热像
仪扫描相关的区域。

最佳4
1 架空电缆槽
2 三相导体
3 开关柜
4 配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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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应用

使用热像仪查找电气异常
了解您需要应用的场景并掌握一些基线信息，有助于发掘您工厂的潜在问题。掌握了以上信息之后，您便可以
将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使用，检查各种不同的电气元件，包括：
架空电缆槽
检查工厂里面长达数英里的架空电
缆是件很头痛的事情。但是有了
TiX560 和 TiX520 高达 180 度调整
幅度的内窥镜，您只需将镜头倾斜
到一定角度，对着天花板扫描，便
可从一个舒适的角度在 5.7 英寸的
液晶触摸屏上观看图像。扫描的过
程中，您可以拍摄图像，用文字或
语音备注一些要点，拍摄辐射视频，
以备将来分析或查阅，并且您不必
担心有小碎片会掉在脸上。

开关柜
借助 TiX560 或 TiX520，您可以
通过一个红外线窗口扫描开关装
置，在系统运行时查找内部故障，
而不必打开配电柜门。高分辨率和
低噪声等效温差的优点有助于检测
细微的温度变化，从而反映内部故
障。您可以拍摄红外影像，并通过
AutoBlend™ 将其与可见光图像结
合，快速找到柜内过热元件的标签。
或者拍摄辐射视频，以便随着时间
的推移对设备进行分析。

配电板
可以使用 TiX5XX 专家级热像仪对
配电板进行扫描。如果发现温度较
高，只需选择一个安全的距离，沿
着电路检查相关的电路分支和负荷
即可。有了 TiX560 的 Continuous
AutoBlend™，您可以将红外图像和
100% 可见光图像结合，清晰识别
断路器上的标签或者设备上的标记，
以便轻松找到症结所在。

三相导体
可使用热点温度标记快速找到三相
系统中的发热零线或导体。只需在
每个导体上放置一个热点温度标记
便可同时查看所有三相导体的温度
值，并快速识别温差。

其他可以使用热像仪检测的电气连接
• 设备的电源输入和输出，如变频器 (VFD)、变压器
和电源等
• 电磁开关和高压开关接触不良
• 配电、断路器和保险丝
• 接线盒和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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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检测

通过红外检测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电机在现在的制造加工工厂里面无处不在。电机更换
成本高昂，因此常规预防性维护可以预防故障，让电
机高效运作并且延长使用寿命。过热是缩短电机使用
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运作温度比额定温度高出
10°，那么电机的使用寿命则会缩短一半。因此，定期
检查电机的运作温度对生产系统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热像仪可以帮您检测出运行电机过热的问题，以防
患于未然。Fluke TiX560 和 TiX520 专家级热像仪配
有 180 度内窥镜，您可以从上下左右不同角度检测电
机。在拍摄图像之前，您可以在 5.7 英寸的大型触摸
屏上直接观察目标。Fluke TiX5XX 热像仪具有高分辨
率（TiX560 的分辨率高达 640 x 480）
、高热敏度、
LaserSharp® 激光自动对焦和其他增强功能，您可以从
安全的距离拍摄清晰图像。

最佳4

电机检测应用

1 轴承和连接器过热
2 电机外壳发热部位
3 电缆和电源连接处过热
4 内部线路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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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故障排查工作更加轻松
电机有不同规格，多数工厂需要维护的电机多达数百甚至数千台。Fluke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配有内窥镜，
并且这两款产品的高热敏度和 LaserSharp™ 激光自动对焦功能，有助于快速、轻松地扫描多台电机，拍摄高品
质图像，并对以下问题进行自动诊断：
过热轴承和联轴器

电缆和电源连接处过热

内部线路过热

机械元器件润滑度不够或者方向偏

电压不平衡、负载过重、线路老化

通常情况下，线路连接产生的热量

离，可能会导致电机轴承和联轴

都可能导致电缆过热。一旦使用

不足在接线盒外壳产生温差。但是，

器过热和振动，从而增加电机承受

TiX5XX 热像仪找到电缆的发热部

如果连接处松动或过紧、被氧化或

的压力，导致过早出现故障。使用

位，您即可将一到五个不同的启用

腐蚀导致线路连接发生故障，便会

Fluke TiX5XX 热像仪，您可以快速

Fluke

的无线模块连接在

导致接线盒外壳上的温度异常。您

定位过热的分半座式轴承，在对电

一起以获取其他测量数据，同时可

可以使用 Fluke TiX560 和 TiX520

机产生压力之前便维护或更换这些

以在观察影像的触摸屏上观察这些

热像仪上的内窥镜快速检测其他设

轴承，避免承担更高的电机维修或

数据。您还可以与其他已经在其智

备，并比较同类接线盒的外壳温度。

更换成本。
电机外壳上的发热部位
由于绝缘体老化或通风不够，电机
内部铁芯或绕组发生短路，从而导
致电机外壳过热。虽然无法用热像

Connect™

能手机上安装了 Fluke

Connect™

移

动应用程序的同事在线共享这些测

如果有外壳温度高于其他外壳，可
进行标记以备后续查验。

量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保存在中央
数据库中以备后续查阅或者进行评
估报告。

仪观察电机的内侧，但是可以探测
到电机表面是否高于平均温度，从
而发现问题。

额外附上一些帮助提示
最好的做法就是对所有重要的电机安排定期的红外检测。您可以将那些图像上
传到中央数据库，或者您的计算机，以便将后续拍摄的图像与基线做比较，这
样就可以更快判断某一个发热部位是否正常。您还可以在维修完成后对电机扫
描，确认维修是否已经排查故障。
在使用 Fluke TiX5XX 热像仪检测电机时，务必记录所扫描电机的负载和环境
温度。可以用文字或者语音方式将备注保存在热像仪内存中。TiX5XX 热像仪自
带的数据存储空间足够大，您可以为每一种资产创建一个综合文件，包括额外
的电机可见光图像、电机铭牌、变频器或电源，以及对相关问题以文字或语音
形式的备注。
您还可以在 TiX5XX 热像仪或软件中编辑图片，调整调色板，将红外光和可
见光级别组合，以画中画模式观察，调整水平和跨度，以便帮助确认更多细节。
可对热像仪进行设置，包括红外线中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的报警功能或者间隔一
段时间拍摄图像，以便了解趋势变化。

使用 AutoBlend™ 和画中画模
式确定故障的严重程度和准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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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检测

在设计阶段，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热像仪
查找电路板上的发热区域
越来越多的产品都必须用到印刷电路板 (PCB)。电子设
备设计得越来越小巧，为其供电的电路板也同样如此。
同时电路板需要坚固可靠，以为电子元器件提供机械
支持，通过导电通路将元器件连接起来。设计工程师
应该确保他们的设计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因此严格
的原型测试至关重要。
热像仪能检测出微小元器件与当前连接点之间细微
温差，而不需要接触目标板，所以对 PCB 原型测试十
分有效。这些温差可能会反映设计中存在的缺陷或潜
在故障。使用非接触型热像仪检测电路板元器件的性
能或热动力属性的变化，有助于避免电阻式温度检测
器、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等接触型温度检测器可能会导
致的误差。因此，使用热像仪检测 PCB 可以提高检测
质量，并且加快设计和生产进度。
然而，并非所有热像仪都是一样的。要确保热像仪
的功能可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
热敏度让测量更加精准。

最佳3

电路板应用

1 比较元器件温度
2 分析元器件负载
3 确立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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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PCB 温度记录图，以便不断改进设计方案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可在开发的各个阶段以及生产阶段用于测试电路板。通过检测元器
件之间的温差，热像仪可以分析电路性能，帮您在设计阶段检测出潜在故障。例如：
比较元器件温度
温度过高是电路板发生故障的主要
因素。组装好原型电路板之后，便
开始通电，直到达到在成品中运行
的指定程度，然后使用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监控结果。TiX560
在 SuperResolution 模式下可达到
640 x 480 的分辨率，并且其具有
图像锐化功能和低噪声等效温差更
加能有效识别微型元器件与连接点
之间的细微温差。这些信息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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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确定您设计方案所需的修改。
确立生产流程
之后您可以重新测试您的修改方案， 有了 TiX560 上大量的存储空间和
确保问题已经得以解决。
辐射视频拍摄功能，您可以拍摄各
种生产流程（如焊点冷却）的热图
分析元器件负载
像和 / 或视频，这样即可为自动化
如果将 PCB 用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
系统设定最佳的循环次数。您还可
设备中，那么需要将耗电量降至最
以使用 TiX5XX 热像仪在生产的不
低。使用 TiX5XX 热像仪可以找出
同环节进行质量评审，以便发现导
耗电量大的元器件，从而确定它们
致元器件故障的潜在问题。
是否符合规格。

管道检测

使用热像仪查找管道堵塞
不论管道中输送的是液态产品、水、蒸汽、天然气或
是石油，保持管道畅通对于生产加工系统的安全和效
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管道堵塞、变薄和腐蚀都会
影响效率和安全，并导致泄漏事故，从而对设备和人
员造成严重损害。
困难就在于以下问题的排查，比如：数百英里甚至
数千英的管道发生碳积沉、管道变薄、破裂以及热交
换器和反应管泄漏或者堵塞。高分辨率的热像仪能够
加快设备的检测并提供热数据，帮助检测细微的温度
变化，从而及早发现潜在的严重故障。

最佳5

管道检测应用

1 管道堵塞
2 管道腐蚀、磨损或变薄
3 管道泄漏
4 内部热交换器堵塞或泄漏
5 炉具管道和反应管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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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可以在管道系统观察过程中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
检测管道时，主要侧重温度较高或较低的部位，以及细微的温度变化，这些都会反映出管道的泄漏、阻塞或者
缺陷问题。如果可行，最好能够对状况良好的管道拍摄基线图像，与后续拍摄的图像做比较，以加快故障检测
的速度。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具有高分辨率和热敏度，并配内窥镜和 5.7 英寸触摸屏，以及 LaserSharp®
激光自动对焦功能和足够的存储空间，帮您降低各类管道故障排查工作的难度：
管道堵塞
管道泄漏
管道堵塞会在堵塞部位的周围形成
温度和压力的骤变也会导致管道、
一个三角温度区，从而传递到管道
弯管和凸缘部位的过度磨损或破
的外壁。堵塞部位旁边会因为流量
裂，而这些都是肉眼无法看到的。
少或者没有流量而表现出温差。使
使用 TiX5XX 热像仪，您可以沿着
整个管道方向查找温度变化。从温
用 TiX560 热像仪，您可以从较远
度的变化信息可以排查泄漏问题，
的位置扫描管道，LaserSharp® 自
因此您可以拍摄辐射视频或者设置
动对焦功能有助于拍摄清晰的图
报警来根据时间或温度的变化搜集
像。您还可以添加语音或文字备注
数据。一旦确定故障部位，您可以
以及数码图像 (IR-PhotoNotes™)，
使用 640 x 480 SuperResolution
并将热像仪设置为 640 x 480
SuperResolution 模式，播放完整的 （在 TiX560 或者适用于两个型号的
SmartView 软件中）、图像锐化功能
过程。您还可以手动调整水平和跨
（仅限 TiX560）和过滤模式来更加
度，显示细微差异。
清晰地观察泄漏情况。
管道腐蚀、磨损或变薄
如果管道内壁磨损、腐蚀或变薄，
那么外壁的温度便会和正常管道有
所不同。TiX5XX 热像仪的图像锐化
（仅限 TiX560）功能和过滤模式有
助于拍摄清晰度更高的图像，从而
帮助排查管道中可能存在的缺陷。

内部热交换器堵塞或泄漏
热交换器管道堵塞或泄漏会对热交
换效率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生
产损失和能源浪费。您可以看到堵
塞部位的任何一侧的温度变化或者
异常，这可能是泄漏所致。
炉具管道和反应管泄漏
这些管道在高温高压和强烈腐蚀性
的环境中工作，这些环境都会引起
管道发热、破裂、渗碳、氧化或变
薄。为了防止造成任何损害，您可
以使用 TiX560 对所有这些管道进行
检测，查找可能预示堵塞或泄漏的
异常。

额外附上一些提高管道红外检测效果的提示
为了让红外检测达到最佳效果，可以参考一些基本的方法。
绝热管道
如果管道带有较厚的绝热层，那么管道不同位置之间的温差便难以识别，因此也
就难以查找泄漏处。因此，如果能将安全地拆下绝热层，便可提高检测效果。
反光强的外壁 / 层
如果管道的外壁或者绝缘层含光泽度高的金属或不锈钢，那这些材质的低发射率
和高反光性可能会干扰温度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如果在您的环境中安全可行的话，
可使用高发射率的涂料、胶带或者贴纸以帮助提高发射率，从而提高测量数据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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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提供第一道防线
新型 TiX560 和
TiX520 专家级
热像仪具有独特
的功能，帮您快速
找出潜在故障，让
您的工厂保持正常
运转。

1

2

3

4

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 180 度内窥镜让您最大幅
度的调整热像仪，从上、下和四周等不同角度
观察目标，您可以先观察影像再拍摄。在拍摄
之前您可以确定镜头是否对准了目标，而手把
式成像仪在您所处位置不理想的情况下对焦是
十分困难的。因此，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热像
仪让技术人员可以整天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
下工作。
同类产品 1 中唯一一款 5.7 英寸的高灵敏度触
2
摸屏，可以将观察区域扩大 150% ，让您直接
在热像仪上观察细微变化和细节。快速滑动手
指便可在屏幕上浏览保存的缩略图图，还可以
缩小 / 放大图像并使用快捷方式，省时又省力。
高品质图像和准确的温度测量值让您可以在
SuperResolution 模式下将 320 x 240 图像调整
到 640 x 480 图像，以便快速查找细微的异常
情况。

5

图像锐化功能可降低固定模式噪音，形成更清晰
的图像，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中。（仅限 TiX560）

6

过滤模式可以将噪声等效温差 (NETD) 降至
30 mK，以检测出极其细微的温差。

7

8

9

热点 / 冷点标记可以重点显示图像中最热 / 冷位
置的像素，并在屏幕上方显示其温度值，以帮
助您快速找出异常情况。
热像仪自带的存储、编辑和分析功能可以让您
在内存中存储数千张图像，并直接在热像仪上
提取出来进行编辑，您还可以添加数码图像和
文本 / 语音备注并进行分析。
Fluke Connect™ 无线兼容性能可以让您查看、
保存并与其智能手机上安装了 Fluke Connect™
移动应用程序的同事在线共享视频、静态图像
和测量数据。只要按下快捷键即可连接。

只需要触摸按钮便可启动 LaserSharp® 自动对
焦功能，实现精准对焦。内置的激光测距仪可
以计算到达指定目标的距离，然后自动对焦，
形成最佳图像。

1

与 2014 年 10 月 14 日之前生产的工业用手持热像仪（检测器分辨率为 320 x 240）对比。
与 3.5 英寸屏幕相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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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luke Connect™ 无线功能一次查看并
共享更多结果
Fluke TiX560 和 TiX520 热像仪启用了 Fluke Connect，
因此您可以将图像和测量数据从热像仪传送到安装了
Fluke Connect* 应用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上。同时，您可以与获得授权的同事共享这些检测结果，
从而提高团队协作，促进问题的解决。

工作效率更高，更轻松
难以解释的热点往往就是电气系统出现故障的因
素。高分辨率的热像仪是清晰、准确地查找这些问
题的最便捷方式。Fluke TiX560 和 TiX520 专家级
热像仪在图像分辨率、热敏度、准确性和人体工学
设计方面的优点可以帮您在出现严重损害之前便排
查那些热点。
如需更多详情，请咨询您的销售代表或者访问
www.fluke.com。

通过随附于福禄克热像仪的 SmartView® 软件，您可以
进行更多的分析并将结果以报告的形式进行记录，包
括热图像和可见光图像以及测量数据等。您还可以调
整存储图像上的大多数参数，包括发射率、调色板、
水平 / 跨度，等等。
Fluke Connect™ 并非在所有国家 / 地区均可用。
* 在提供商无线服务区内。

Fluke 让您的工作畅通无阻。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400-810-3435
北京福禄克世禄仪器维修和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400-615-1563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维修中心 电话：021-54402301, 021-54401908 分机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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