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看透烟雾

FLIR消防用热像仪
手持、车载和空中热成像仪设备

世界第六感



FLIR消防用红外热像仪

彻彻底底全方位覆盖

FLIR更全面的热像仪系列能够从火场内部、外部和上方全
方位监测火灾现场。

能见度是保证消防员安全的关键之一，无论是火场内部的一线消防队员使用时，还

是协调资源的事故指挥官在时。FLIR先进的热成像仪设备功能丰富，拥有便利实惠

的手持式以及车载式和空中式多种机型可选，有了这些高性价比的选择，消防部门可

为更多的消防员配备热像仪，以全面监控火灾现场。

不仅能看清烟雾弥漫的室内，通过从多个角度查看整个现场，事故指挥官在调度资

源时可以更好地决策。FLIR红外热像仪具有出色的热成像性能，因此是用来探测危

险和搜索救援的重要工具。

有FLIR热像仪的辅助，你将拥有：

火场内部的清晰影像

家中和建筑物中使用的塑胶产品燃烧时会产生滚滚浓烟，

容易使消防人员迷失方向或走散。FLIR的手持式热像仪

使前路清晰可见，连细节处也一览无遗，让消防员可更轻

松地探明路线。

不带FSX™的红外图像

用于初期灭火和救援行动

基本模式

热成像模式

坚固可靠的工具

火灾现场通常凌乱而危险，对设备要求极高。FLIR设计的

热像仪系列可承受最严酷的火灾环境，无论是从2米高处

跌落、水柱喷射还是炙热的温度都无法奈何它。 



FSX™ -灵活现场增强*功能

数字图像处理改进了热像仪的成像，产生超清晰的图像，显示更多细

节。FSX使消防员在烟雾弥漫的屋内更容易识别道路——即使在极端

温度条件下。

*KF6和除K2以外的所有K系列型号

不带FSX™的红外图像 使用FSX™

用于存在大量明火的较高背景温度
环境，特别是建筑内火灾。

火灾模式

与热成像基本模式相同，但仅显示灰
度图像。

黑白模式

用于较低温度情况，例如交通事故后
的紧急救援和森林内搜救等。

搜救模式

用于查找热点。现场最热的20%区域
显示红色。

热点搜寻模式

新视角点

仅从地面上查看火灾现场并不全面。而安装在小型无人机

上的FLIR 热像仪可查看房顶、上层和高层结构。无人机

搭载的空中摄像机对搜救工作亦十分关键。

早期预警 

无论前方有炽烈热浪还是潜伏有害物质，都能提前探测。

安装在卡车和云梯上的摄像机使您能够在安全距离外检

测火灾强度、及指向危险品的现场温度差异，甚至能探出

油罐车中的液位。



K2 K33/53

FLIR K系列 
买得起、靠得住、很必要

就像您的空气呼吸器、无线电台和个人防

护装置一样，FLIR热成像仪热像仪也是消

防员必备的基本工具之一。手中有热像仪，

您可以更有策略地灭火、方便的穿过烟火

中进行救援工作。从入门级的K2机型到

NFPA认证的FLIR K65，功能和价格从实

惠到高端应有尽有，通过适当的组合，为每

位消防员都配备上热像仪再也不是梦。

细节增强

FLIR K系列热像仪在明亮的LCD上显示更

清晰热图像，帮助您更轻松地穿过火灾并

且做出决策。无论您使用高级的320×240
像素型号还是实惠的240×180型热像仪，

非制冷红外传感器可提供清晰、细节丰富

的图像，探测器帧频达60Hz，无动作延

迟。

极端坚韧

FLIR设计的K系列热像仪可承受最严酷的

消防条件－无论是从高达２米处跌落到混

凝土地板还是被水柱喷射，都不能损其分

毫。它们在260 °C(500°F)下仍可全功能工

作长达5分钟。另外，K65完全符合NFPA® 
1801-2013消防用热像仪的标准要求。

易于操作

K系列热像仪上的大按钮可快速进入操

作简单的用户界面，使您能够专注于高风

险且瞬息万变的火灾现场，而不会耽搁走

神。

FLIR K系列的功能

电源按钮

模式选择

缩放



K45/55 K65

NFPA® Complia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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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总结和报告

可保存多达200张热图像(K45)或记录多

达200份5分钟长的热成像短片(K53、 

K55、K65)，可在摄像机LCD(K55、K65)
上播放或导出用于将来参考。这些功能十

分有利于现场分析，当火灾扑救后，还可生

成总结报告。

价格实惠

FLIR开发和生产的热成像仪设备在业内最

为丰富。雄厚的实力使我们能够以极端实

惠的价格提供K系列产品，帮助您更高效地

利用部门预算。

为您的热像仪提供全面保护:

FLIR的2-5-10担保

• 电池为2年
• 整机/部件为5年
• 探测器为10年

模式选择



FLIR K系列 
买得起、靠得住、很必要

FLIR K65
NFPA® 认证

如果须通过NFPA认证，K65将是您需要的高级、功能丰富

的热成像仪热像仪。K65使用全密封的连接件和加固电池，

完全符合NFPA 1801-2013热像仪的标准要求，可用性、图

像质量和消防耐用性都在水准之上。 

根据NFPA 1801-2013规
范进行以下认证：

• 振动

• 抗冲击加速度

• 腐蚀

• 观看表面磨损

 • 耐热性

 • 耐热和耐燃

 • 产品标签耐久性

FLIR K2
消防员人手一台热像仪

K2性价比极高，且保证品

质、功能性和可靠性。这种

热像仪重量轻、易于安装

到消防服上，其设计与K系
列的大尺寸同类产品同样

坚韧。另外，K2使用FLIR
的MSX®(红外图像与可见

光图像叠加)专利技术，能将关

键视觉细节显示在热像上，让消

防员对周边环境了如指掌，便于

搜救。

可选配件

• 备用电池

• 电池充电器

• 硬质包装箱

• 可伸缩绳带

• 挂绳

• 颈部挂绳

• USB电缆

• 三脚架适配器

• 车载充电器

美国消防协会和NFPA是美国消防协会的注册商标。NFPA不测试、证明
或批准任何产品。



型号 K2 K33 K45 K53 K55 K65
成像和光学数据

红外分辨率 160×120像素 240 x 180像素 320 × 240像素

热灵敏度 < 100 mK @ 30°C (86°F) < 40 mK @ 30°C (86°F) < 30 mK @ 30°C (86°F)
图像或对比度优化 使用MSX®实现数字图像增强 使用FSX™实现数字图像增强

视场角(FOV) 47° × 35° 51° × 38°
图像储存 否 否 内部闪存可存储多达200张JPEG照片(都取决于保存的视频短片数)

视频存储 否 否 总共200个文件，每个视频文件最长5分钟

摄像机内视频 
记录格式

否 否 MPEG-4到内部闪存

图像展示

显示器 3英寸背光、320×240像素LCD 4英寸背光、320×240像素LCD
图像模式 图像：基本消防模式、冷点检测、建

筑分析模式、黑白

消防模式、火灾模式、搜索和救援模
式、热点检测模式

红外图像：热成像
基本消防模式

红外图像：热成像基本
消防模式、黑白

消防模式、火灾模式、搜
索和救援模式、热点检
测模式、缩略图画廊

红外图像：热成像
基本消防模式

红外图像：热成像基本消
防模式、黑白消防模式、
火灾模式、搜索和救援
模式、热点检测模式、缩

略图画廊

红外图像：热成像基本
NFPA消防模式、黑白
消防模式、火灾模式、
搜索和救援模式、热点
检测模式、缩略图画廊

自动切换 有，可使用FLIR工具选择选择开/关
测量

对象温度范围 –20°C到150°C 
0°C到500°C

–20°C到150°C
0°C到650°C

准确度 ±4°C 或环境温度读数的±4%、10°C到35°C
测温点 1
认证

NFPA® 1801-2013 
Certification

  
符合

电源

电池型 锂离子电池，使用时间>4小时

充电时间 2.5小时到90%容量 2小时到85%容量，LED显示状态

环境数据

工作温度范围 -10°C到55°C
85°C: 15分钟

150°C: 10分钟

260°C: 3分钟

-20°C到85°C
150°C: 15分钟

260°C: 5分钟

储存温度范围 -40°C到70°C -40°C到85°C
湿度(工作和储存/
相对)

IEC 60068-2-30/24 h 95%相对湿度25°C到40°C  /2次循环

95%相对湿度25°C到40°C 无冷凝

密封、冲击、振动、
跌落

IP 67(IEC 60529)、25g(IEC 60068-2-27)、2g(IEC 60068-2-6)、2.0 m / 6.6英寸、混凝土地板(IEC 60068-2-31)

物理数据

摄像机重量、包括
电池

0.7 kg 1.1 kg

摄像机尺寸 
(L × W × H)

250 x 105 x 90 mm 120 × 125 × 280 mm

包装

包装、容量 热像仪、电池(×2)、电池充电器、挂
绳、电源、USB数据线

热像仪、电池
(×2)、 

电池充电器、硬质
运输箱、挂绳、 
颈部挂绳、 

可伸缩绳带、电
源、 

USB数据线

热像仪、电池(×2)、电池
充电器、硬质运输箱、 
挂绳、颈部挂绳、 
可伸缩绳带、电源、 

USB数据线

热像仪、电池
(×2)、 

电池充电器、 
硬质运输箱、 

挂绳、颈部挂绳、
可伸缩绳带、 

电源、USB数据线

热像仪、电池(×2)、
电池充电器、 

硬质运输箱、挂绳、
颈部挂绳、可伸缩绳

带、电源、 
USB数据线

热像仪、电池(×2)、 
电池充电器、硬质运输箱、 

电源、USB数据线、 
Torx螺丝刀(T20)

FLIR K系列手持型热像仪规格



将M系列摄像机安装到车辆驾驶室

顶部后，它会与现有电子装置和显

示器无缝集成。使用4根螺栓即可

快速和简单安装KF6。

安装KF6：

• 平台顶部

• 平台底部

• 云梯

• 车辆顶部

CDMQ强度

FLIR生产的卡车安装型摄像机可满

足最严酷要求：CDMQ军标。

KF6认证：

• MIL-STD-810G
• IP67
• IEC 600 68-2-27
• IEC 600 68-2-6

M系列认证：

• MIL-STD-810E
• IPx6
• IEC 60945

为您的KF6提供全面保护：

• 产品/部件和人工整机为5年
• 探测器为10年

B AT T E R Y
WA R R A N T Y *

D E T E C T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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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安装

现场急救员没有时间研究复杂的电子装置。KF6和M系列摄像机易于安装和连接现有系统。

FLIR KF6和FLIR M系列
策略性地查看现场 
避免危险，使用FLIR的车载热成像仪从新视角查看现场。M系列热像仪提供高分辨

率的红外传感器和局部放大功能，使您能够提前监测到酷热或危险物质。一旦到达

现场，FLIR特别设计的KF6热像仪可以从空中吊篮或高喷车出水口反馈热图像，查看

楼顶、上层和高层结构的特定角度。 

FLIR KF6和M系列的功能

关键细节的高分辨率

KF6和M系列高分辨率640×480热
成像使消防员能够在安全距离外评估

火灾，检查油罐车内的液位、扫描事故

现场的划痕和找出从车辆中甩出的伤

者。KF6还可以搭载FSX®数字增强，易

于识别建筑物和地点。

简单查看和控制

查看热成像视频，可在车内、在地面或

车顶进行控制热像仪。KF6只通过1条
电缆连接到车内LCD或一个外部监控

器,或通过Wifi连接至无线系统。

FLIR的M系列装有操纵杆，可从车内

LCD显示器系统进行放大、水平或垂直

方向控制。

 

任意条件下都很坚韧

FLIR清楚这些摄像机将用于工作前沿

和中心，因此其设计的KF6和M系列热

像仪可承受火灾现场的高热、严酷条件

和水柱喷射。KF6和M系列坚固外壳满

足军用环境应力标准，已通过各种IEC
性能和进水试验。

M-SERIES KF6



型号 M324XP M625XP M625L

成像和光学数据

红外分辨率 320 x 240 640 x 480

视场角(FOV) 24° x 18° 25° x 20°

焦距 19 mm 25 mm

局部放大 2x 2x, 4x

探测器类型 VOx、非制冷型微测辐射热计

图像处理 FLIR DDE

黑白低亮度摄像机 否 768 x 494视场角匹配红外镜头

测量

距离性能 人：1,500英尺(457米)

小型车辆：4,200英尺(1280米)

人：2,700英尺(823米)

小型车辆：1.38mi (2.2km)

人：2,700英尺(823米)

小型车辆：1.38mi (2.2km)

环境数据

工作温度范围 -25°C到55°C(-13°F到131°F)

储存温度范围 -40°C到85°C(-40°F到185°F)

自动窗口除霜 标准

包装

包装、容量 摄像机头、18英寸电源接线、模拟视频和以太网、操纵杆控制装置和操作手册

FLIR M系列规格

型号 KF6

成像和光学数据

红外分辨率 640 x 480

热灵敏度 < 100 mK @ f/1.4

对比度优化 使用FSX™实现数字图像增强

视场角(FOV) 69° × 56°

图像展示

图像模式 基本消防模式

自动切换 是

测量

对象温度范围 高增益范围：-25°C到150°C(-13°F到302°F)
低增益范围：0°C到550°C(32°F到1022°F)

准确度 ±10°C (±18°F)或在高增益范围内为±10%

测温点 1

视频

视频输出 复合视频输出、兼容NTSC

电源

电源输入 10.5 – 32 VDC (ISO 7637-2)

启动时间 <25秒钟

耗电 采用28VDC供电时，平均<5W

环境数据

工作温度范围 -32°C到65°C(-26°F到149°F)

储存温度范围 -40°C到70°C(-40°F到158°F)

湿度(工作和储存) IEC 600 68-2-30、24小时、95%相对湿度、25°C–40°C(77°F–104°F)、2次循环

包装、冲击、振动 IP67 (IEC 60529)
IEC 600 68-2-27、25g峰值半正弦波

IEC 600 68-2-6、0.15mm 10Hz到58Hz和2g 58到500Hz正弦

物理数据和包装

重量 1.2±0.1kg (2.6±0.2磅)

尺寸(L x W x H) 158 mm × 112 mm × 89 mm (6.2英寸× 4.4英寸× 3.5英寸)

包装、容量 红外摄像机、打印文档

FLIR KF6规格



FLIR空中热成像套件功能

清晰、全面的视图

FLIR的空中热成像套件为摄像机提供了优

化的分辨率和宽角光学器件，确保能够正

确组合监控任何现场所需要的态势感知、

放大和区域范围。

随时即用

这种套件包含安装摄像机所需要的所有材

料，分秒之内即可使用。这种DJI无人机装

有强大的Lightbridge系统，可用于视频传

输、摄像机控制和数字记录。

 

日间或夜间使用必备 

FLIR的Zenmuse XT热成像仪可以看透烟

雾，因此当消防员在内部时，事故指挥官可

以从大场景跟踪人员或监控楼顶条件。因

为可以查看热区分布，这种热像仪是任意

时间搜救工作的必备品。

DJI ZENMUSE XT INSPIRE 1
Inspire 1使用稳定机身，动作快速和高效。Zenmuse XT可在空中

飞行22分钟*，使其理想用于火灾现场的大规模检查和勘测。它还

是搜索和救援现场的关键工具。

*根据飞行条件的不同，飞行次数可能也不同，使用Zenmuse XT万向架摄像
机和TB48电池驱动时，最长飞行时间记录为22分钟。

FLIR空中热成像套件功能
快速安装、易于飞行

FLIR的空中热成像套件组合了DJI易飞型Inspire 1无人机和Zenmuse XT热成像仪。这些安装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具有更好地了解火灾

现场、评估危险溢出物或辅助搜索和救援操作所需要的分辨率和光学器件。通过DJI无人机的飞行稳定性和强大的视频传输系统以及

FLIR的热技术组合，这些套件可提供可靠和可迅速配置的空中热成像终极解决方案。



型号 基本套件 高级套件

摄像机和飞机数据

热成像仪 DJI Zenmuse XT热成像仪&稳定万向架

光学器件 6.8 mm (45° x 35°) 13 mm (45° x 37°)

IR分辨率 336 x 256 pixels 640 x 512 pixels

航空器 DJI Inspire 1 (V 2.0)

控制器 1 2

内含电池 3 3

彩色视频摄像机 DJI Zenmuse X3 4k视频摄像机和稳定的万向架

显示、连接和控制

FLIR工具+图像分析软件 是

Apple iPad Mini 4 (64GB, WiFi) 1 2

监测器顶罩 1 2

坚固的便携箱 是

FLIR降落架 是

FLIR空中急救员套件
为空中热成像套件提供全面保护：

• DJI Inspire机身万向架相机：1年
• 电池: 6个月和<200次充电循环

• 整套装置*: 1年和<飞行200小时。

• 电池充电器：6个月

• 遥控：1年
• Zenmuse万向架：1年
• 万向架电机: 6个月

*万向架摄像机和电池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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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咨询热像仪专家，请与我们联系。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 

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扫一扫

关注“菲力尔”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