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辨率红外检
测输配电应用

应用附注

发达国家如今的公有和私有电力公司均面临诸多挑战。电网组件变
旧，需要进行定期预防性维护 (PdM)，以保持电网有效运行，避免
会造成重大损失且危险的故障。电力公司精简人员，技术人员工作负
担加重。频频发生且范围广泛的与天气相关的断电对老化电网造成影
响，让电力公司员工疲于修复。

因此，PdM 需求不断增加，执行
PdM 的资源不断减少。仍然需要快
速、准确地对所有电网设备进行定
期检测，以便在真正出问题之前就
能解决潜在问题。同时，电力公司
还需要满足日益严格的用于检测电
力系统所有阶段的安全标准。用于
这些工作的工具需要支持安全标
准，并且直观灵活，以降低培训成
本，最大限度提升添加到工具箱的
每款工具的价值。

一款工具适用于许多电力
公司应用
可以帮助电力公司满足所有这些目
标的一款工具是手持式热像仪。您
可以使用热像仪，在不接触物体表
面和不干扰目标系统的情况下，以
二维方式捕获电气组件及其他物体
的表面温度。该测试获得的图像和
测量值有助于您在造成严重损失之
前确定问题。
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像仪都一
样。新型 Fluke TiX1000
、TiX660 和 TiX640 热像仪属于
福禄克专家系列产品，非常适合电
力公司应用，因为这些热像仪可让
您从更安全的距离检测无法使用任

何其他方式接近检测的区域。可以
随身携带，从开直升机或卡车检测
输电线路，到步行扫描变电站或爬
到狭小的变压器间。无论是从远
距离还是近距离，这些热像仪均
可提供超高分辨率和温度准确度，
还可提供快速响应和几种用户友好
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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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项
电力公司检测应用
对于专家系列红外热像仪
1. 输电线路检测
2. 变电站或户外配电装置检测
3. 变压器间检测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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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PdM 和故障排除
这些福禄克专家系列热像仪具有高
分辨率图像、长距离准确度、热敏
度、先进的对焦系统、灵活的查看
选项以及其他创新功能，非常适合
输配电应用挑战，包括：

输电线路检测
输电线路配件松动、腐蚀或内部缺
陷以及电缆接头削弱通常会导致热
点，对输电系统的完整性造成严重
危害。在大风和频繁发生野火的区
域，这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就是电力公司警惕地检查输
电设备以便在导致灾难之前找到
热点的原因。过去，测量偏远、
地形复杂区域的输电线路需要雇
用直升机使用固定安装热像仪测
量该区域。这些热像仪通常只能

确定异常情况，并提供无辐射测
量数据。收集诊断问题的数据通
常需要去第二次或携带另一台更
复杂的热像仪。
如果只有几个电塔需要检测，
还有一个挑战是线路维护员通常
必须爬进吊桶并升到高处检测连
接配件和触点。这很费时，并且
维护员需要靠近危险的高压电。
这些福禄克专家系列热像仪有
助于克服这些挑战。它们可从一
个安全的距离提供高分辨率图像
和辐射信息，操作容易。您可以
从地面上检测配件和接头，使用
带长焦镜头的 TiX1000 热像仪扫
描 115 英尺 (35 m) 远的距离，使
用 32 倍变焦镜头放大发现异常的
任何位置。
对于空中检测，您可以用直升

机携带这些福禄克 TiX 热像仪，迅
速扫描输电线路，使用灰阶查找热
点，放大可疑位置收集高分辨率红
外图像和辐射数据。内置激光测距
仪确保您对焦想要对焦的位置。

使用新型福禄克专家系列热像仪可获得检测准确度、多功能性和速度
• 更多诊断信息。在红外图像中看到
的细节越多，获得的信息就越多。
这些福禄克专家系列热像仪可为您
提供细节和信息。

• 超高分辨率图像。超分辨率模
式的分辨率和像素是标准模式的

4 倍（TiX1000 像素高达
310 万，TiX660 像素高达
120 万），鲜明的图像可提
供最多细节信息。

• 5.6 英寸可旋转大 LCD 显示屏可

• 可倾斜 LCoS 彩色检像器显示屏， • 灰阶和全色成像适用于各种应用。
像素分辨率为 800 x 600，在日间 • 带有语音和文本附注的视频捕捉更
应用中提供出色的能见度。

方便记录故障点。

• 先进的对焦系统提供手动对焦、
• Fluke Connect™ 无线兼容性可让
自动对焦、LaserSharp® 自动对焦
检测员将图像和测量值发送到带
以及 EverSharp 多焦点录制功能，
Fluke Connect® 移动应用程序的智
可迅速、准确拍摄清晰图像。
能手机和 iPad，进行团队合作*。
• 最大镜头灵活性，使用现场可替换 • 手持多样性可让您选择开直升机、
可选镜头（2 倍和 4 倍长焦镜头和
开卡车或步行携带热像仪，或将热
两个广角镜头），您可以从远处或

像仪安装在三脚架上。

近处拍摄高分辨率图像。

让您更容易地从上方、下方或围绕
难以查看的设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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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商无线服务区内。

电力公司输电塔。

电力公司变电站变压器绝缘套管。

电力公司断线和高电阻。

您可以使用福禄克 IR-Fusion®
技术结合数字可见光图像和红外
图像，提供可视背景查找可疑组
件。您还可以做文本或语音附
注，以添加更多细节或位置信
息。可插拔 SD 卡存储了成千上
万张图片，您可以回到办公室后
交给主管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报
告。您使用随附 SmartView® 软
件调整发射率、反射温度补偿、
透射系数、水平和跨度、从热像
仪下载的图像调色板，或放大特
别感兴趣的区域，并在报告或工
作优先顺序中添加增强图像。

关键，因为故障可导致最终用户的
生产收入损失、销售收入损失和电
力公司责任问题。
保持变电站和户外配电装置在
线需要定期 PdM 消除表明即将发
生故障的情况。热像仪结合经验丰
富的检测员的技能可为此工作提供
预测能力，因为工作温度过热或过
低可能表示电子组件退化。变电站
变压器可能价值数十万美元，因
此，只要保持一个变压器不损毁就
超过了热像仪的价值。
这些福禄克 TiX 系列热像仪可提
供额外的测量准确度和安全性。您
可以从 100 英尺以外对变电站外
部进行初次扫描。TiX 系列热像仪
的可倾斜彩色检像器即使在阳光下
也可提供清晰的图像。您可以快速

扫描组件，即扫描变电站输电线
路入线，输电线路出线、高压侧
绝缘装置（避雷器）、变压器绝
缘套管以及调节器。进入围墙，
您可以检测总线及其旁路开关是
否存在热点。
EverSharp 多焦点录制模式按
一下按钮可从不同焦距拍摄多张图
像。SmartView® 软件使用特殊算
法，结合这些图像创建一张带焦点
和焦点周围元素清晰细节的图像。
如果在任何点发现温度异常，
您可以放大该区域，并使用点状标
记或其他附注分配一个严重程度。
然后，您可以使用图像和收集的测
量数据创建一份专业报告，记录您
的发现。

变电站或户外配电装置检测
变电站和户外配电装置有许多复
杂的电力系统和处理高压的设
备。保持此设备安全有效运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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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间检测和故障排除
变压器间通常塞满设备且位于地
面以下，难以接近，安全检查和
维护更具挑战性。但是，PdM 是
绝对必要的，因为变压器间内故
障费用高昂且危险，是电力公司
名誉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
除了所提供的自动对焦功能，
这些福禄克 TiX 热像仪还有一些
附加功能，使其非常便于在狭窄

的变压器间应用。广角镜头可快
速进行大范围扫描，非常适合狭
小空间。
5.6 英寸清晰 LCD 显示屏可根
据需要旋转，以从地面上看到变
压器间的大部分区域。如果存在
从那个点无法接触的区域，那么
您可以使用随附的颈带携带热像
仪轻松地爬下阶梯，扫描剩余的
连接和开关。

看见您所看不见的
所有这些应用的共同要求是清晰的图像
分辨率、温度准确度、速度，以及获得
难以接近区域的高分辨率图像的灵活
性。这些功能可将这些福禄克专家系列
TiX 热像仪区分开来。
若要了解更多有关这些多功能、高分
辨率、高准确度热像仪如何帮助电力公
司维持供电和平稳运行的信息，请咨询
您的福禄克销售代表或访问 
www.fluke.co.uk/TiX1000。

使用 Fluke Connect® 无线功能使您的资源翻倍
您可以使用 Fluke Connect 移动应用程序，将图
像和测量数据从福禄克专家系列热像仪实时传
送到任何安装了 Fluke Connect 移动应用程序的
智能手机。这使与团队成员共享结果变得很容
易，因为 ShareLive™ 视频通话上的所有人均可
以远程看到您在现场看到的图像和测量数据*。
这有助于您当场获得批准，加快维修速度。
您还可以将图像和测量数据从智能手机保存到安
全的 Fluke Cloud™ 存储中的 EquipmentLog™* 历史
记录，方便所有授权用户访问。那样，您可以比较
实时测量数据与基线数据，以确定问题，并更快更
好地做出决定。

Fluke 让您的工作畅通无阻。
您还可以使用所有福禄克热像仪随附的
SmartView® 软件记录您的发现，在报告中要包括热
成像图像、可见光图像和混合图像，以表明您发现
的问题并建议维修。
Fluke Connect™ 并非在所有国家/地区均有提供。
*在提供商无线服务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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