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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Ti400/Ti300/Ti200 

红外热像仪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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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Ti400/Ti300/Ti200 

红外热像仪配置及功能部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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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软件 

USB导线 

操作手册 

便携软包 携带箱 

备用电池 

 

充电器组件 

Fluke Ti400/Ti300/Ti200的标准配置 

HDMI视频导线 

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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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 
 

充电输入端 

、USB接口 

 

电容触摸屏 

 

手带 

 

调焦旋钮 

 

Fluke Ti400主机 

功能键 

扬声器 

 

红外镜头 

 

热图保 

存扳机 

 

可见光相机 
 

翻盖式 

镜头盖 

 
麦克风 

 

开/关机按钮 

电池 
 

激光测距
、调焦 

激光自动 

对焦扳机 

LED照明 

SD卡卡仓、 
HDMI视频 
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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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动绿色扳机一次进行图像冻结，以便 

保存热图之用；若需恢复采样状态，则 

再扣动扳机一次即可。 

热像仪主机 – 镜头、可见光相机及扳机 

镜头进行红外图像的拍摄，保 

存热图前请进行准确调焦。 

可见光相机可记录热图现场的状 

态，为问题点判断提供位置依据。 

注意：调焦是唯一不能用软件修正的重要操作，在保 

存热图前请务必确认，调焦方式请参见后页。 

扣动黑色扳机一次进行激光自动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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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主机 – 充电输入端及SD卡卡仓 

充电输入端 

注意：若需要另配SD卡，请确认SD卡为Sandisk品牌  

2G/1G，否则有可能造成SD卡与热像仪主机不匹配 。 

建议使用Fluke原装充电器，若使用其他品牌充电器导 

致热像仪损坏，Fluke公司将不负责保修。 

USB接口 

HDMI视频接口 

SD卡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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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主机 – 左右可调手带 

手带可在操作热像仪时增加稳定性。 

使用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调节手带的松紧。 

左右手可调，方便左手操作。 

手带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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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热像仪主机 – 电池 

标配两块电池；每块电池在充满电
状态下可支持热像仪使用3-4小时。 

 

注意：不要在过冷或过热的地方给 

充电，在过冷或过热的环境下充电 

会减弱电池的蓄电能力。 

至少每六个月给热像仪的锂离子智 

能电池最少充电 2 小时，以便最大 

限度地延长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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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盖式 

镜头盖 

热像仪主机 – 翻盖式镜头盖 

注意：使用完毕后，请尽
量关闭镜头盖，以免粉尘
及其他物体污染镜头。 

 



10       Fluke红外热像组                                                                热像仪，可望可及！问题点，即拍即得！                                                                               2014-4 

热像仪主机 – 扬声器、麦克风 

麦克风作语音标签输入用。 
 

扬声器用于播放语音标签。 

扬声器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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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Ti400/Ti300/Ti200 

红外热像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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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 充电 

可使用充电座同时对两块电池进行充电，插入后绿灯闪 

烁，当绿灯长亮时表示充电已满；也可以在热像仪充电 

端口充电，绿灯满格即可。 
注意：新电池未完全充电。电池可能需要完成二至十个 

正常的充/放电周期才能达到其最大性能。建议尽量使 

用充电座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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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电池两端弹簧按键，即可卸下电池；将电池标签 

向左插入电池仓，推入后听到“咔哒”声表明电池已 

安装到位。 

热像仪操作 – 更换电池 

按下箭头处
的按键，可
快速显示电
池的剩余电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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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动或关闭热像仪， 

按住圆圈内开关按钮至
少两秒钟。 

热像仪操作 – 开/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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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 操作画面 

最高温度点 

自动捕捉 

F1功能键 

调色板 

中心点温度 最低温度点 

自动捕捉 

调色板 

温度范围 

F2功能键 

F3功能键 

发射率、背景
温度及透射率 

四方向按键 

可移动点温度 

开/关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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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 对焦 

锐智系列对焦方式有两种： 
1.LaserSharp激光自动对焦： 

红外镜头对准被测物体，扣动黑色
扳机，发出激光束，通过激光测距
准确自动对焦。 

 

2.手动调焦： 

手动旋转调焦旋钮，直至出现清晰
的热像图。 

 

建议：依照用户使用习惯，两种调
焦方式可结合使用。 

调焦旋钮 

 

自动对
焦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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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F2键或手指轻触屏幕可进入主菜单，配合F1、 

F3键和各方向键进行子菜单设置或轻触屏幕设置。 

热像仪操作 – 菜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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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菜单-量度–范围–（选择温度范围） 

调色板可根据热像仪采样范围内的最高、最低温度自动调整各温度
区间与颜色的对应关系。 

建议：在寻找问题点时以自动为主。 

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1.范围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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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2.发射率调节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 

发射率–调整系数/选择表 

注意：发射率表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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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3. 现场温度调节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现场温度–打开/关闭  

自动显示红外热图范围内最高、最低温度点的位置及温度值；高
、低温自动捕捉为同时打开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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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4. 设置水平/跨度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设置水平/跨度–自动/（手动–设置
水平/跨度） 

结合水平与跨度的调整，可将调色板范围设定在实际目标的温
度范围上（跨度不小于2.5℃），可获得最佳效果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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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5. 背景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背景 
在通常情况下，修正被测物体所处的环境温度值；若向天空检
测（如输电线路），则需将天空的温度作为背景温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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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6.中心框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中心框-打开 

显示中心框内最高、最低及平均温度值。 

注意：开启此功能后，高低温自动捕捉功能将自动在中心框范
围内运行，中心框大小可以调节。 

 

    通过方向键调整中心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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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7.透射率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透射率 
在通常情况下，透射率设置为100%，若热像仪前有红外 

窗口，需要根据红外窗口的衰减特性设置相应的透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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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量度调节 

8.标记 

操作步骤：菜单-量度–标记–全部关闭/一个标识物/两
个标识物/三个标识物  

可手动在红外热图范围内另外设置0到3个点温度点。 

在第一个标记点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标识物位
置可通过
方向键或
手指触碰
屏幕拖动
来改变。 



26       Fluke红外热像组                                                                热像仪，可望可及！问题点，即拍即得！                                                                               2014-4 

热像仪操作 –内存调节 

操作步骤：菜单–内存–确定/删除 

浏览已保存的红外热图，并可删除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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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1.调色板 

操作步骤：菜单–图像–调色板 

可选择不同的调色板模式。超级对
比度模式与标准模式相比，在较高
温度范围部分其色差更加明显，问
题点显示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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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1.调色板 

操作步骤：菜单–图像–调色板-饱和度颜色 

可选择不同的调色板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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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菜单–图像-调色板–设置调色板 
推荐使用高对比度及铁红模式检测为主，可根据不同 

现场情况调整调色板模式以达到最佳热图显示效果。 

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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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2.显示 

  操作步骤：菜单–图像–显示 
  推荐使用“显示全部”，可在显示屏上得到最多关于热图

的数据；若使用“仅图像”可得到最多的热图画面。 



31       Fluke红外热像组                                                                热像仪，可望可及！问题点，即拍即得！                                                                               2014-4 

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3.IR-Fusion 

操作步骤：菜单–图像-IR Fusion-红外融合 
建议选择最大红外画中画(第一项)及最大红外(第四项) 

模式为主，其他融合模式辅助进行问题位置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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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4.商标 

操作步骤：菜单–图像-商标-开启/关闭/自定义 
在红外热图的左上角显示/关闭Fluke图标或者其他自定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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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图像调节 

5.颜色警告 

操作步骤：菜单–图像–颜色报警-设置/关闭 
启用报警功能后，在不超过报警温度时，显示为全可见 

光；若超过设定温度，超过部分用颜色标识（不同调色 

板的报警颜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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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1.文件格式 

                                  图像：IS2/BMP/JPEG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文件格式  视频：IS3/AVI 

  推荐使用IS2格式保存热图。推荐使用IS3格式保存视。 

  注意：若用BMP/JPEG/AVI格式保存热图/视频，该热图无法在软件
内进行参数修正及标注，同时也无法使用语音标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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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2.日期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日期-（日期格式） 
选择显示模式后，利用上下方向键或触屏设置日期信息。 

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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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3.无线-蓝牙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无线-蓝牙-关闭/开启 
开启此功能后，热像仪可以与其他无线模块通讯。 

 



37       Fluke红外热像组                                                                热像仪，可望可及！问题点，即拍即得！                                                                               2014-4 

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3.无线-CNX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无线–CNX 
可与其他带有此功能的福禄克仪器连接，在热像仪上同时
显示连接仪器所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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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3.无线-WiFi热点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无线 

-WiFi热点 
在联网之后可作为WiFi热点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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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3.无线-Fluke connect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无线–Fluke connect 
此功能可实现移动设备（手机等）与热像仪连接，并实时
监控，需下载应用软件Fluke connect。移动设备版本需
IOS7或是安卓4.4版本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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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3.无线-WiFi网络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无线–WiFi网络–开启/关闭 

开启此项，热像仪接入无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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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4.单位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单位 
一般以摄氏温度单位（度数℃）为主。“度数℉”为华式温
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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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5.时间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日期 
选择显示模式后，手动设置日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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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6.图像存储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图像存储 
根据需要选择存储位置，共有三个位置可以选择：SD卡
/USB闪存需插入外部存储卡才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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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7.自动关闭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自动关闭 
设置自动关机时间，当热像仪待机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后，将自
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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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8.语言 

操作步骤：主菜单–设置–语言–选择习惯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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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9.高级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高级–文件名前缀 
用户可自行设定保存文件的前缀。 

建议在拍摄不同设备（组）时可以设置此项，更方便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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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操作 –设置调节 

9.高级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成像仪信息 
显示本台热像仪的基本信息，包括版本、证书、
授权情况。如机身型号/产品序列号（每台机器
唯一的识别编号）/频率（刷新速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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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级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高级-（其他项操作） 
在高级设置中还可对文件名重置、调节视差以及出厂默认
设置，用户根据需要来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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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调焦 

操作步骤：菜单–设置–照相机-自动调焦 
锐智系列热像仪有激光自动对焦功能，开启此功能（系统默
认开启）后，扣动黑色扳机即可自动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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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 

操作步骤：菜单–照相机–视频–视频/音频 、仅视频 录制视频 
多模式视频录制功能，可以使用完整的IR-Fusion 功能录制可见光
与红外光视频，并可通过 SmartView® 软件将连续视频传输到电脑
上。可选择同时录取音频信息。录制时间根据存储大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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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光源 

操作步骤：菜单–照相机–背光源–低/中/高 
用于调节显示屏的背景亮度。 
推荐使用“高”背光状态，有助于在高亮度的环境中仍能清晰解读
画面。低背光状态节省电力，有利于延长电池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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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动捕捉 

操作步骤：菜单–照相机–自动捕捉–手动触发 
自动捕捉分两种模式：手动触发和温度触发。 

手动触发：选择“手动触发”后点击“开始捕捉”，热像仪将自
动拍摄图像并保存。点击“取消”结束自动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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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菜单–照相机–自动捕捉-温度触发 
设定温度值，选择触发条件（超过或低于设定温度），选择触发位
置（中心点、中心框、高温标记点或低温标记点）。点击“开始捕
捉”，热像仪将在满足设定条件时自动拍摄图像并保存。 

4.自动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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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动捕捉 

操作步骤：菜单–照相机–自动捕捉-间隔时间/计数 
设置自动捕捉时的拍摄时间间隔和拍摄总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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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筒 

操作步骤：菜单–照相机–电筒 
选择此项，LED灯打开，可改善拍摄现场的照明状况，有利于操
作者更清晰地识别问题点。再次点击“电筒”，则LED灯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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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自动/手动对焦–扣动绿色扳机 
屏幕显示拍摄的热图，可直接保存/取消，或者对热图进
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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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编辑 - IR-PhotoNotes 
拍摄可见光图片，与该热图保存在一个文
件内，起到标记的作用。（每张热图最多
可标记5张可见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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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编辑–图像-设置 
可对该热图的图像进行编辑和分析，编辑选项功能同前。 

热像仪操作 –拍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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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编辑–添加音频-录制/取消 
可对该热图录制音频，最长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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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编辑–添加文本 
可对该热图编辑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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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编辑–量度-设置 
可对该热图的量度进行编辑和分析，编辑选项功能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