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紅外線工具
專為惡劣的工業環境所打造
溫度測量解決方案

FLUKE 紅外線工具
保持您的世界運作不懈

專為惡劣的工業
環境所打造
紅外線熱影像儀具有超過 65 年以上的工業經驗。每個相
機都符合 Fluke 的標準，以堅固性、可靠性和準確性聞名。
專為於任何環境中的日常使用所設計，可進行徹底和精確
的檢查。
選擇經濟實惠和多功能的效能系列、提供卓越影像品質的
專業系列，或可為您在大型觸控式螢幕上提供高畫質影像
的專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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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品質
卓越像素

跳脫像素，綜觀全局。
您將看見差異。
在決定紅外線影像品質的公式中，像素僅是其中一環。

影像品質 = 對焦 + 光學 + 可視範圍 +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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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V ( 可視範圍 ) 如何影響影像品質
我們都知道偵測器解析度對影像品質至關重要，
但可視範圍也會影響影像觀看的細緻度。

頂尖對焦科技。
利用手動對焦系統取得清晰影像可能十分費力，且某些自動對焦系統可
能無法對焦您所需的目標。Fluke 專業系列和專家系列熱影像儀具備多
種市面上最先進的對焦科技。
• 使用 MultiSharp™ Focus 能夠拍攝全視野清晰且精準的對焦影像。輕鬆對
準並拍攝—熱影像儀會自動處理遠近對焦的堆疊影像。
• 立即取得指定目標的清晰影像。LaserSharp® Auto Focus 採用內建雷射測
距儀，可精確計算並顯示與指定目標的距離。

解析度 160 x 120
FOV 31 ° x 22.5 °
D:S 295:1
此影像中的細節略為模糊，因為較寬的可視範圍而導致
較低的 D:S。

解析度 160 x 120
FOV 23 ° x 17 °
D:S 400:1
相同的解析度，但可視範圍較窄可讓您在同樣距離下看到
更多目標細節。

最佳的光學。

兩張影像均使用 Fluke 影像儀在同樣的距離下拍
攝目標。

Fluke 僅使用覆蓋專業塗料的 100 % 鑽石切割鍺鏡頭。就傳輸能量至探
測器以製造高品質紅外線影像而言，這是最有效的可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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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系列
TiX1000/620

以驚人的 HD 解析度向您展示
紅外線技術的未來。
若要成為一名熱影像專業人員，您需要具備拍攝高品質紅外線影像以及分析所見
資料的能力。最迫切的挑戰並非分析所見資料，而是擔憂遺漏了您不應該遺漏的
細節。

熱像儀使用範例
設備傳輸和分配部門的變電所技師、配電技師或設備工程師尋求最佳精準度和影像解析度的
最理想工具。這些紅外線熱像儀的高溫選項 ( 最高 2000 °C / 3632 °F)，最適合用來檢查傳
輸線、開關設備、變壓器和絕緣體。用來檢查導體和絕緣體狀態、變壓器油冷程度，以及找
出極小熱點都是最理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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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看看您遺漏了些什麼。
SuperResolution 提供高達 310 萬像素。
立即擷取極詳細的影像並現場開始分析您的影像。在遠距離或極近的距
離下均可看到驚人的細節。在熱影像儀上，您可獲得標準 320 x 240 熱
影像儀 10 倍的像素 ( 根據 TiX1000)。
在軟體中檢視時可用的 SuperResolution 模式，讓您可以使用高達 310 萬
像素的高畫質解析度—熱影像儀標準解析度的 4 倍。
完整影像，使用 TiX1000 紅外線熱影像
儀從 5 英呎外拍攝。白框中顯示的區域
放大如下。

業界最先進的對焦
選項。
運用 LaserSharp® Auto Focus1，以
雷射測距儀計算目標物距離，取得
精準對焦的影像。
EverSharp 多焦錄影可讓您在單一
影像中清晰查看目標，無論距離遠
近，該影像透過擷取各個焦距的多
重影像所建立。

一般解析度

利用 SuperResolution，獲得 4 倍像素
並檢視影像中的驚人細節

TiX1000/620
• 利用 5.6 吋旋轉式 LCD 螢幕來擷取難以取得的影像
• 利用可減少戶外眩光的觀景窗，針對戶外檢驗最佳化
• 高達 2000 °C 的高溫選項 1
• 以您選擇的七種選用鏡頭近距離或從遠處拍攝絕佳影像，鏡頭包括 2 倍望遠、4 倍望遠、廣角、超廣角以及 3 個微距鏡頭1
• 透過選用的子視窗化功能，找出快速溫度變化 ( 高達 240 Hz)

1 功能依機型有所不同；請參考第 28-30 頁瞭解機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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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系列
TiX580/560/520/500

平板大小的螢幕。更多的詳細資料。
更快速地做出決策。
您需要極度靈活又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才能輕鬆瀏覽難以觸及物體的上下周圍。可完
整旋轉 240 度的鏡頭與 5.7 吋平板大小的觸控式 LCD 螢幕，讓您可從舒適的角度瞄準與
對焦，輕鬆擷取過去無法看見的目標。

熱像儀使用範例
此工具專為重工業環境和設計，可供油氣或化學處理廠技師進行多種不同的檢驗。這些具有
旋轉鏡頭的熱像儀，是變壓器、油槽、渦輪機或熔爐等大型資產最適當的波形因素。此等工
具的人體工學設計，對於長時間檢測油槽固體程度或檢查耐高溫條件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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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物體均能 100 % 對焦。
近遠皆宜。
使用 MultiSharp™ Focus 能夠拍攝全視野清晰且精準的對焦影像。確保您
返回辦公室檢視影像時，影像確實對焦並保持高品質的狀態，即使螢幕
在可能產生眩光的戶外環境工作時亦然。輕鬆對準並拍攝—熱影像儀會
自動處理遠近對焦的堆疊影像。

手動對焦

克服障礙。

>

>

240

°

操控輕巧、240 度的旋轉式鏡頭可
查看物體的上下周圍，且能在舒適
的角度下觀看螢幕。

MultiSharp™ Focus 技術

MultiSharp™ Focus 能產生全視野的對焦影像

TiX580/560/520/500
• 利用高達 640 x 480 解析度影像和 5.7 吋平板大小的觸控式螢幕，可更快查看影像中的微小細節並發現異常情況
• 編輯及分析熱像儀的影像—可編輯發射率、啟用色彩警示和標記，並調整 IR-Fusion® 混合可見光與紅外線影像
• 使用 SuperResolution 取得 4 倍像素資料，以建立解析度高達 1280 x 960 的影像 1
• 輕鬆找出細微的溫度差異—立即改善熱靈敏度，可低達 30 mK1
• 利用錄影、即時影片串流、遙控 1 或自動擷取來監控流程
• 使用 MATLAB® 及 LabVIEW® 工具箱，將溫度資料、影像和影片整合至研發分析及報告1
• 以無線方式將影像從您的熱影像儀同步至智慧型手機上的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讓您現場即時共同作業，並可利用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最佳化、分析並產生報告 2

1 功能依機型有所不同；請參考第 28-30 頁瞭解機型規格
2 在您供應商的無線服務區域內；有些國家無法使用 Fluk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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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系列
Ti480/450/400/300

自動對焦重新定義。
對焦目標且清晰。
每次皆不例外。
追求正確答案時，您是不二人選—不容許任何模糊、失焦的紅外線影像。錯誤讀數
會掩蓋潛在的問題，正因如此，您需要搭載 LaserSharp® 自動對焦的熱影像儀以取得
清晰、銳利的影像。

熱像儀使用範例
在您的流程製造設施中，多種維修技師和工廠工程師都會使用到此工具。
電氣技師可用此工具來找尋電盤上的熱信號，機械技師可用來檢查馬達，
可靠性技術工程師可執行排程維修檢查。這些熱像儀對於預防性的維修
專案而言至關重要，最適合進行快速影像擷取，且搭載自動對焦選項，
以利進行具有時限性、更複雜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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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對焦影像。
若您的影像失焦，溫度測量可能失準多達 20 度或更多。使用手動對焦
來取得清晰影像耗時耗力。具備雷射驅動目標偵測的專利 LaserSharp®
Auto Focus 自動對焦，您按一下按鈕即可取得指定目標的清晰影像。內
建的雷射測距儀會立即計算並顯示目標距離，而對焦引擎則會立即調整
焦點。

許多檢驗現場不方便使用特定自動對焦
系統。

史無前例地輕鬆
瀏覽
專業系列熱影像儀具備驚人清晰
的 3.5 吋，高達 640 x 480 高解
析度靈敏觸控螢幕，可讓您輕鬆
找出問題，也提供直覺式控制讓
您快速瀏覽下張影像或切換模式。
此外，大型按鈕可讓您單手使用
所有熱影像儀功能，甚至戴著手
套使用。

被動式自動對焦系統可能只會擷取近場
對象 ( 範圍 )。

使用具有 LaserSharp Auto Focus 功能的
雷射對準器來擷取您的目標。

LaserSharp® Auto Focus 讓您按下一鍵即產生
清晰影像。

Ti480/450/400/300
• 槍握式尺寸並有高達 640 x 480 解析度，可以快速解決對準和拍攝的疑難排解
• 使用 MultiSharp™ Focus 多點對焦能夠拍攝全視野清晰且精準的對焦影像 1
• 使用 SuperResolution 取得 4 倍的像素數據，便可拍攝多個影像然後結合成一張高達 1280 x 960 的影像 1
• 使用 IR-PhotoNotes™、語音註解或文字註解，以數位方式記錄重要資訊及紅外線影像
• 利用錄影、即時影片串流、遙控 1 或自動擷取來監控流程
• 以無線方式將影像從您的熱影像儀同步至智慧型手機上的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讓您現場即時共同作業，並可利用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最佳化、分析並產生報告2

1 功能依機型有所不同；請參考第 28-30 頁瞭解機型規格
2 在您供應商的無線服務區域內；有些國家無法使用 Fluk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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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系列
Ti480 PRO/Ti450 PRO

我們最暢銷的熱影像儀
已更上一層樓了！
您應該獲得紅外線影像的最先進體驗。Ti480 PRO 和 Ti450 PRO 具備最智慧且最直覺
的使用者介面，提供更靈敏的熱感應以擷取最細微差異、透過螢幕清晰度的最新科
技及鏡頭相容度，取得從小到大各種標的物影像。

熱像儀使用範例
這些熱像儀可供所有維修人員使用，以進行相關檢驗。在您的發電設施
中，擷取鍋爐、壓縮機、耐高溫材料的紅外線影像來檢驗熱差異。這些
熱像儀除了提供至關重要的正確、精準、高品質的影像外，也是您可隨
身配帶的最佳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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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起來方便快速，更勝以往。
Ti450 PRO 和 Ti480 PRO 包括更進步、經過使用者測試的觸控螢幕介
面。其介面顯示整合現代化的設計，提供攝影機內的多矩形標記。此功
能協助團隊快速辨識設備區域或整套設備的最小 / 最大溫度。

更進步的介面，有助於快速找出最小 / 最大溫度。

能擷取到更細微的
溫差。
Ti450 PRO 和 Ti480 PRO 的進階
測量準確度和更廣的動力溫度範
圍 ( 熱敏感度指標 NETD 低至 25
mK 時可測最高達 1500 °C—讓您
取得精確資訊，做出有根據的決
定。

Ti450 和 Ti450 PRO 的螢幕比較。更銳利的螢幕
紅外線影像及更清晰的顏色區別，可更快速診斷出
問題。

Ti450 PRO/Ti480 PRO
• 靈敏度增強，可顯示出溫度差異
• 具有更銳利的螢幕影像、多重矩形標記和 9 個調色盤，更易於將問題視覺化並進行診斷
• 更直覺的視覺界面
• 更高的目標視覺化彈性，可換替智慧型鏡頭，無須再校準
• MultiSharp™ 能拍攝全視野清晰且精準的對焦影像。
• 使用 LaserSharp® Auto Focus 即時取得指定目標的清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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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熱像熱像儀 + 氣體偵測器
Ti450 SF6

適合每日紅外線熱像攝影。
隨需求進行 SF6 氣體偵測。
以及取得 SF6 漏氣最安全、簡單、實惠的方法。使用提供精準最先進 SF 偵測的高效
紅外線熱像攝影機，可增進效率而且節省成本，一項工具即可執行兩種重要功能。

熱像儀使用範例
在戶外配電站，此工具能以有效方式執行氣體絕緣開關的非接觸檢查，
以偵測可能的 SF6 漏氣問題，避免觸電傷害的風險。最適合需要從遠端
測試，評估高電壓設備的變電所技師、專業電氣技師或架線技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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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可靠性而設計。
Fluke Ti450 SF6 採用 Fluke 最暢銷
的槍握式攝影機，透過旋鈕可在紅
外線和氣體模式間輕易轉換，即使
在現場的忙碌情況下，也能輕鬆變
換偵測模式。

使用內含的三角架基座和接目鏡，安全檢查
設備

二合一的工具組。
獨一無二的
優惠價。
最好的地方在於，此工具價格實
惠，可輕鬆購入，讓您隨時隨地
進行紅外線與氣體檢測，不必付
出昂貴成本來租賃器材或聘請承
包商。

Ti450 SF6 整盒包含偵測 SF6 漏氣的所有必
備工具

Ti450 SF6
• 偵測 SF6 漏氣位置 – 無須關閉設備
• 解析度 320 x 240 可用於氣體偵測和紅外線熱像模式；超高解析度 (SuperResolution) 可增至 640 x 480，僅用於
紅外線熱像模式
• 載有 LaserSharp® 自動對焦系統，在紅外線熱像和氣體偵測模式下，只要按一個按鈕，即可產生清晰影像
• 使用 MultiSharp™ Focus 多點對焦能夠拍攝全視野清晰且精準的對焦紅外線影像
• 與多項智慧型鏡頭相容，在攝影機間換裝鏡頭無須校準，工具組內含 2 倍望遠鏡頭
• 小巧而輕盈，可輕易置入工具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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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系列
TiS75/TiS65/TiS60/TiS55/TiS50/TiS45/TiS40/TiS20/TiS10

堅固耐用。精確。
專為效能打造。
您需要堅固耐用的機體及快速、精準的紅外線圖像。獲得高達 320 x 240 的解析度，
讓您可輕鬆找出可能造成大問題的微小細節。

熱像儀使用範例
這些攝影機堅固耐用，是每日檢驗立即取得結果的絕佳工具。尋求在前
線快速解決熱點疑難的 HVAC/R 承包和設施維修技師，也能高度引賴此
工具。這些工具最適合接受手動、自動或定焦選項的使用者，以及考量
更大 ΔT 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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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混合的影像可提供更多細節。
快速分析紅外線影像時，影像品質至關重要。紅外線影像的細節水準必
須正確，才能讓您找出特定的關注區域。Fluke 效能系列紅外線熱影像
儀使用已獲專利的 IR Fusion® 技術1，混合了可見光和紅外線影像來擷
取目標的清晰 500 萬畫素真實照片。混合不同預設水準並新增子母畫面
(PIP)，以便擷取能極為清楚顯示資訊的混合影像。

全紅外線

為您的環境量身
打造。
利用 3.5 吋 LCD 螢幕輕鬆查看潛在
問題。堅固耐用的單手設計 ( 右撇
子或左撇子均能適用 ) 可協助您在
爬上梯子，或實際在任何環境下工
作時，皆能輕鬆單手操作。

50 % 混合，子母畫面模式

50 % 混合，裁剪查看詳細內容

透過此功能輕鬆查閱斷電標籤 IR Fusion® 科技—
精準混合視覺和紅外線影像。1

TiS75/TiS65/TiS60/TiS55/TiS50/TiS45/TiS40/TiS20/TiS10
• 以手動對焦模式可貼近到 15 公分 (6 英吋 ) 還能獲得精確對焦的影像，或從 45 公分 (1.5 英呎 ) 及更遠距離，選擇固定對
焦可更快成像而無須對焦
• 利用智慧型電池的 LED 充電指示燈，監控您的電池充電情況並避免意外流失電力
• 使用卸除式 SD 卡，輕鬆存取儲存的影像
• 使用 IR-PhotoNotes™ 或語音註釋的紅外線影像，以數位的方式記錄重要資訊，例如設備的位置或馬達的銘牌1
• 以無線方式將影像從您的熱影像儀同步至智慧型手機上的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讓您現場即時共同作業，並可利用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最佳化、分析並產生報告2

1 功能依機型有所不同；請參考第 28-30 頁瞭解機型規格

2 在您供應商的無線服務區域內；有些國家無法使用 Fluk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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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報告
軟體

Fluke 紅外線熱影像儀
專用軟體。
無論在現場或在辦公室裡，Fluke Connect® 都能讓您輕鬆分析和組織熱影像，製作出
有力的報告。除了報告外，Fluke Connect 中的影像也可透過行動裝置、瀏覽器或筆
記型電腦提供給所有團隊，讓每個人都能取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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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Connect® 行動應用程式。
以無線方式將影像直接從熱影像儀同步至 Fluke Connect®。從工作現場
寄發影像給同事，即時共同作業。隨時隨地都能編輯和分析影像、產生
報告。
在 Apple 或 Android 應用程式商店中搜尋「Fluke Connect」以下載免
費應用軟體

專為您的桌上型
電腦打造的 Fluke
Connect® 軟體。
功能強大的全新 Fluke Connect® 軟
體專為您的 Windows 桌上型電腦
打造，可讓您輕鬆編輯影像、執行
進階分析、產生快速、可自訂的報
告，以及使用您選擇的格式匯出影
像。Fluke Connect® 是一套全方位
的連線軟體平台，為整合式設備的
維護創造新時代。
www.fluke.com/flukeconnectti
免費下載

Fluke 熱影像軟體功能概覽
• 下載、檢視並以無線網路轉傳熱影像
• 與遠端團隊成員分享影像和測量結果
• 調整位準和溫寬、IR Fusion® 混合和調色盤
• 新增及編輯標記和色彩警示
• 新增文字、音訊和相片註釋
• 以 BMP、JPG、PNG、GIF 和 TIFF 格式匯出輻射 .is2 影像
• 建立熱成像報告並匯出為 PDF
• 以 CSV 或 XLS 格式匯出溫度資料
• 以日期、嚴重程度和標題搜尋圖片
• 免費雲端儲存，隨時隨地都可存取 ( 可離線使用 )
• 自訂報告範本
• 方便好用的群組編輯功能

Fluke Connect® 分析和報告軟體在所有國家 / 地區皆可用，但 Fluke Connect 系統無法使用。
請向授權的 Fluke 經銷商查詢供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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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報告
軟體

運用 Fluke Connect® Assets 進行快速、
確信的決策
Fluke Connect Assets 以無線方式將影像從攝影機準確無誤地轉換成資產
記錄。這樣一來，您的團隊都可以透過資產查看準確的溫度趨勢，做出
確信的決策。

資產分析儀表板：輕鬆比較複雜資料

接收即時警示。
依據設備狀況設定警示配置。分享
即時影片和讀數，隨地解決疑難問
題。並且節省有疑問時到廠內或回
辦公室的時間和精力。

Fluke Connect® Assets
• 指定紅外線影像至資產並長期檢視設備變更
• 依據資產條件接收即時警示
• 產生包括測量結果和紅外線影像的工單，為您的維護團隊提供更完整的資訊
• 減少書面作業，增加效率
• 只需極少投資和設置時間

手機應用程式可於此下載：

Fluke Connect® 分析和報告軟體在所有國家 / 地區皆可用，但 Fluke Connect 系統無法使用。請向
授權的 Fluke 經銷商查詢供應情形。

20

鏡頭

看見難以看到的景象。
望遠鏡頭
找出並預先診斷問題之間的差異，您會發現
完全沒有不一致的情況。當您檢視比標準鏡
頭放大 2 倍或 4 倍的目標時，即使隔了一段
距離，也能取得您所需的詳細資料。
標準 ( 左側 )、2 倍望遠 ( 中央 ) 和 4 倍望遠 ( 右側 )—
查看適合等級的重要紅外線細節

廣角鏡頭
在狹窄空間工作時，可從近距離觀
察較大型的目標。適合樓頂和大樓
檢測，或適合透過紅外線視窗觀看。

標準鏡頭 ( 左側 ) 和廣角鏡頭 ( 右側 )—在相同距離下
同時查看大樓兩側

微距鏡頭
對於極小的物體也能觀察到驚人的
細節影像，例如小於平均人類毛髮
粗細的 25 微米。
完整瀏覽您設施內的工單狀態
標準 ( 左側 ) 和 25 個微距鏡頭 ( 右側 )—查看每個微小
物件的細節

鏡頭類型

可用於

應用

2 倍望遠鏡頭

尺寸從小到中的目標，觀看
時相隔一段距離

• 維修、電工和作業技師—當設備太高，操作困難，或靠近時存有危險

小型目標，觀看時相隔很遠
距離

• 石油化學業—高煙囪

4 倍望遠鏡頭

• 大樓檢測—從相隔一段距離觀看細節

• 電力設備產生與傳輸業—長距離
• 冶金煉鋼業—溫度過高而無法接近；煉鋼設備附近可能有需要檢測的設備

廣角

微距鏡頭 (Macro)

大型目標，從相對靠近的距
離觀看

• 維修、電工和作業技師—操作環境很擁擠，或需要觀看大面積範圍時

微細至顯微鏡目標，可從大
特寫觀看

• 專門研發設計

• 大樓檢測人員—適合樓頂和工業大樓檢測，可一次觀看更大面積範圍，節省時間

• 電子設計及檢驗
• 顯微鏡熱像圖成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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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影像萬用電表
279 FC

改變您對數位萬用電表的印象。
結合功能完整的數位萬用電表和整合式熱影像，279 FC 熱數位萬用電表可協助您
迅速尋找、修復、驗證並報告多項電子問題，讓您有信心確認問題已解決。

279 FC
• 使用 80 x 60 紅外線影像 ( 非輻射 ) 和中心點溫度測量，立即找出問題
• 功能完整的數位萬用電表具備 15 項測量功能，包括：直流 / 交流電壓、電阻、導通性、電容、二極體測試、
最小 / 最大值、交流電 ( 配合 iFlex®) 和頻率
• 全彩 3.5 吋 LCD 螢幕可提供清晰、銳利的讀數
• 充電式鋰離子電池可持續一個工作天 (10 小時以上 )，並會自動關機以節省電力
• 利用 Fluke Connect® 系統以無線方式傳輸結果1
• iFlex® 選項可拓展您的測量功能，以便您進入擁擠且難以到達的空間進行電流的測量 ( 高達 2500 A 交流電 )

1 在您供應商的無線服務區域內；有些國家無法使用 Fluk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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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光 IR 測溫儀
VT04/VT04A

每個細節都不錯過。
向逐點讀數說再見。結合可見影像的紅外線熱像圖為您提供洞悉溫度相關問題
所需的整體情況，為整個團隊提供設備。

VT04/VT04A
• 隨時滿足需求；輕鬆裝進工具包或口袋中
• 直覺式設計，可立即上手
• 利用卸除式 SD 卡輕鬆存取儲存的影像
• 當您只需要影像時請使用 .bmp 格式儲存，否則請選擇 .is2 格式，以便您在 SmartView® 軟體中最佳化影像並
建立報告 ( 軟體可於 www.fluke.com/vtsmartview 下載 )
• 利用隨附的硬殼 (VT04) 或軟殼 (VT04A) 保護您的可見光紅外線測溫儀
• 選擇您為可見光紅外線測溫儀供電的偏好方式：可充電鋰電池 (VT04) 或 4 個 AA 電池 (VT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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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測溫儀
572-2/568/62 MAX+/64 MAX

若要取得快速、輕鬆、
可靠的讀數，這些工具
是您的最佳選擇。
若要取得快速溫度讀數，Fluke 可見光紅外線測溫儀是首屈一指的工具。它十分堅固
耐用且品質可靠，是您不可或缺的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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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輕鬆地測量。
短短一秒的啟動時間讓您可以立即開始使用工具。只要按下板機即可立
即取得地點測量。雷射指引會顯示您測量的位置，某些機型的雙雷射則
會表示測量根據的區域。

堅固耐用、立即
上手、品質可靠。
您的工作並不容易。對您本身和工
具而言都是挑戰。這是 Fluke 紅外
測溫儀即使在嚴峻環境下也能立即
開始使用的原因—經測試可承受灰
塵及水分，擁有 IP54 等級1。有些
甚至可以承受 3 公尺墜落高度 1。
在堅固耐用及可靠性方面，Fluke
難以匹敵。

572-2/568/62 MAX+/64 MAX
• 可以高達 60:1 的距離 / 量測點比，從較遠距離進行精確測量
(572-2 60:1、568 50:1、62 MAX+ 12:1、64 MAX 20:1)
• 可測量高溫，最高達 900 °C (1652 °F)：
572-2 -30 °C 到 +900 °C (-22 °F 到 +1652 °F)、568 -30 °C 到 +800 °C (-22 °F 到 +1472 °F)、
62 Max+ -30 °C 到 +650 °C (-22 °F 到 +1202 °F)、64 MAX -30 °C 到 600 °C (-22 °F 到 1112 °F)
• 提供機上、可下載的溫度讀數資料儲存空間 (572-2 和 568 機型 ) 來節省時間
• 利用 2 合 1 紅外測溫儀 (572-2 和 568 機型 ) 取得接觸測量
• 可在危險環境下使用、真正安全的機型，包括石化及天然氣工業 (568 Ex)2。
• 利用 572-2 與 62 Max+ 的雙雷射瞄準功能，或 568 和 64 MAX 的單雷射瞄準功能找出您測量的區域
• 溫度超過預期範圍外，可取得高低溫警示
• 閃光燈 (64 MAX) 和大型易讀的背光 LCD 顯示幕，即使在黑暗的環境中也能輕鬆檢視
• 擷取未處理的點溫度 (64 MAX)
• 99 資料點記錄 (64 MAX)
1 測試採 62 Max 和 62 Max+
2 請參考 Fluke 網站上的 568 Ex 產品頁面以取得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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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視窗
CV400/401/300/301/200/201

提升紅外線電氣檢查的
安全性與速度。
公司最重大的投資不在於面板門後的設備，而是每天冒著生命危險
辛勤工作的電氣技師、工程師和檢查員。

CV400/401/300/301/200/201
• 市面上最高的電弧閃絡安全等級—正確安裝時可達 63 kA
• 一人獨立安裝只要不到五分鐘；不需取下面板門
• 提供 2 吋 (50 mm)、3 吋 (75 mm) 與 4 吋 (100 mm) 等多種尺寸，並可選擇輕鬆轉動 ¼ 圈使用或安全性
鑰匙使用
• ClirVu® 塗層可保護光學元件免受惡劣天候影響，讓您能以可見光與熱成像方式清楚檢視設備
• 防腐蝕與抗 UV 設計可承受艱鉅的戶外環境—達 IP67 等級的堅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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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拓展紅外線熱影像儀
的能力。
SBP3 充電式電池

電池與充電器
利用額外電池、充電基座或車用充電器拓展您的電力功能。所有 Fluke 專業系列和效能系列
熱影像儀皆配備可互換式智慧電池。利用 LED 充電指示燈，按一下按鈕即可監控您的充電
狀況並避免意外損失電力。
產品

說明

SBP3

充電式鋰離子智慧電池

SBP4

充電式鋰離子智慧電池

SBC3B

電池充電基座

TI-CAR CHARGER

車上充電器

SBP4 充電式電池

三角架基座
將熱影像儀固定於配備三角架基座 (TRIPOD3) 的三角架，以取得清晰穩定的影像。將熱影像
儀設定為自動拍攝以多次拍攝同一目標。

遮陽板

電池充電基座

戶外工作時不必再瞇著眼。為您的攝影機購買遮陽板 (VISOR3) 以減少螢幕眩光。

車上充電器

三角架基座

配件不一定相容於所有攝影機。

遮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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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Expert 系列熱影像儀

IFOV ( 空間解析度 )

探測器解析度

TiX1000

TiX620

TiX580

0.6 mRad

0.85 mRad

0.93 mRad

1024 x 768
(786,432 像素 )
超高解析度
(SuperResolution)
模式：2048 x 1536
(3,145,728 像素 )
32.4 °H x 24.7 °V

32.7 °H x 24 °V

相容鏡頭

2 個廣角、2 個望遠、
3 個微距和 1 個標準
鏡頭

1 個廣角和
1 個望遠

TiX520

TiX500

1.31 mRad

640 x 480 (307,200 像素 )
超高解析度 (SuperResolution) 模式：
1280 x 960 (1,228,800 像素 )

可視範圍

無線連線

TiX560

320 x 240 (76,800 像素 )
超高解析度 (SuperResolution) 模式：640 x 480 (307,200 像素 )

34 °H x 24 °V

24 °H x 17 °V

經預先校正的智慧鏡頭 –
TiX580：2 倍望遠及廣角鏡頭；TiX560、TiX520、TiX500：2 倍和 4 倍望遠、廣角、
25 微米微距
與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相容。可無線連線至 PC、iPhone® 和 iPad® (iOS 4s 和更新版本 )、
Android™ 4.3 和更高版本，以及 WiFi 轉區域網路1

—

AutoBlend™ 模式，連續混合

IR-Fusion®
子母畫面 (PIP)

AutoBlend™ 模式
子母畫面

對焦系統

LaserSharp® Auto
Focus、自動對焦、
自動對焦、手動對焦和
手動對焦及 EverSharp EverSharp 多焦錄影
多焦錄製

MultiSharp™ Focus、LaserSharp® Auto Focus 具備內建雷射測距儀和進階手動對焦

顯示螢幕

特大號 5.6 吋彩色 TFT 顯示螢幕、
1280 x 800 像素解析度，適合白天操作

5.7 吋觸控式 LCD 螢幕、640 x 480 像素解析度

攝影機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並搭配 240 度旋轉鏡頭

設計
熱靈敏度 *

溫度測量範圍

畫面更新率

≤ 0.0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50 mK)

≤ 0.04 °C，於目標
溫度 30 °C (40 mK)

-40 °C 到 +1200 °C
-40 °C 到 +600 °C
(-40 °F 到 +2192 °F)
(-40 °F 到 +1112 °F)
高溫選項—於訂購時
高溫選項—於訂購時
要求：最高達 2000 °C 要求：最高達 2000 °C
(3632 °F)
(3632 °F)

≤ 0.0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50 mK)

≤ 0.03 °C，於目標
溫度 30 °C (30 mK)

≤ 0.04 °C，於目標
溫度 30 °C (40 mK)

≤ 0.0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50 mK)

-20 °C 到 +800 °C
(-4 °F 到 +1472 °F)

-20 °C 到 +1200 °C
(-4 °F 到 +2192 °F)

-20 °C 到 +850 °C
(-4 °F 到 +1562 °F)

-20 °C 到 +650 °C
(-4 °F 到 +1202 °F)

30 Hz 或 9 Hz 版本

60 Hz 或 9 Hz 版本

選項 1：
640 × 480
(60 fps)
可使用子視窗模式：( 於訂購
時附加—9 Hz 機型無法使用
子視窗選項 )

選項 2：
384 × 288
(120 fps)

384 × 288
(60 fps)

—

選項 3：
1024 × 96
(240 fps)
軟體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和 Fluke Connect 行動應用程式1

語音註釋

每張影像最長 60 秒錄音時間，可於熱像儀上播放檢視；提供藍牙耳機 ( 如果有 )

文字註釋

有

影片錄製

標準與輻射型

串流視訊 ( 遠端顯示 )

遠端控制操作

經由 HDMI；SmartView® 軟體可使用 GigE
乙太網路

有，可在 PC、智慧型手機或電視監視器上觀看所顯示的攝影機即時串流。透過 USB、WiFi
熱點或 WiFi 網路連線至 PC 上的 SmartView® 軟體；透過 WiFi 熱點連線至智慧型手機上的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或透過 HDMI 連線至電視監視器

有

有。透過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或 Fluke Connect 行動應用程式1

警示

高溫、低溫和等溫 ( 在範圍內 )

保固

標準兩年保固，亦提供延長保固

* 最佳的可能選擇。
1 在您供應商的無線服務區域內；有些國家無法使用 Fluk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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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系列熱影像儀
Ti480 PRO
IFOV ( 空間解析度 )

Ti450 PRO

Ti450 SF6

Ti480

Ti450

Ti400

Ti300

0.93 mRad

1.31 mRad

0.93 mRad

640 x 480
(307,200 像素 ) 或
SuperResolution
1280 x 960
(1,228,800 像素 )

320 x 240 (76,800 像素 ) 或
SuperResolution 640 x 480
(307,200 像素 )
320 x 240 (76,800 像素 )

640 x 480
(307,200 像素 )
超高解析度
(SuperResolution)
模式：
1280 x 960
(1,228,800 像素 )

可視範圍

34° H x 24° V

24 °H x 17 °V

34 °H x 24 °V

24 °H x 17 °V

相容鏡頭

經預先校正的智慧鏡頭：2 倍廣角和
4 倍望遠、25 微米微距

經預先校正的智慧
鏡頭 – Ti480：
2 倍望遠、廣角

經預先校正的智慧鏡頭：
2 倍和 4 倍望遠、廣角

無線連線

與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相容。可無線連線至 PC、iPhone® 和 iPad® (iOS 4s 和更新版本 )、Android™ 4.3 和更高版本，以及 WiFi 轉區域網路1

探測器解析度

經預先校正的智慧
鏡頭：2 倍廣角和
4 倍望遠

1.31 mRad
320 x 240
(76,800 像素 )
超高解析度
(SuperResolution)
模式：
640 x 480
(307,200 像素 )

1.75 mRad

320 x 240
(76,800 像素 )

240 x 180
(43,200 像素 )

IR-Fusion®

五種影像混合模式 (AutoBlend™ 模式、子母畫面 (PIP)、IR/ 視覺警報、全 IR、全視覺光 ) 為您的紅外線影像增加視覺細節背景

對焦系統

MultiSharp™ Focus、LaserSharp® Auto Focus 具備內建雷射測距儀和進階手動對焦

3.5 吋觸控式 LCD 螢幕、640 x 480 像素解析度

顯示螢幕
設計
熱靈敏度 *

溫度測量範圍

畫面更新率

可使用子視窗模式：( 於
訂購時附加—9 Hz 機型
無法使用子視窗選項 )

軟體

LaserSharp® Auto Focus 具備內建雷射測
距儀和進階手動對焦

耐用、符合人體工學，專為單手操作所設計
≤ 0.0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50 mK)
≤ -10 °C 到
+1000 °C (-14 °F
到 1832 °F)

≤ 0.025 °C，在 30 °C 時，
目標溫度 (25 mK)
-10 °C 到 1500 °C
(14 °F 到 2732 °F)

≤ 0.0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50 mK)

-20 °C 到 +1200 °C
(-4 °F 到 +2192 °F)

≤ 0.03 °C，於目標
溫度 30 °C (30 mK)

-20 °C 到 +800 °C
(-4 °F 到 1472 °F)

≤ 0.05 °C，於目標溫度 30 °C
(50 mK)

-20 °C 到 +1200 °C
(-4 °F 到 +2192 °F)

60 Hz 或 9 Hz 版本

—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和 Fluke Connect 行動應用程式1

語音註釋

每張影像最長 60 秒錄音時間，可於熱像儀上播放檢視；提供選購的藍牙耳機，但非必要

文字註釋

有

影片錄製

標準與輻射型

串流視訊 ( 遠端顯示 )
遠端控制操作

-20 °C 到 +650 °C
(-4 °F 到 +1202 °F)

有，可在 PC、智慧型手機或電視監視器上觀看所顯示的攝影機即時串流。透過 USB、WiFi 熱點或 WiFi 網路連線至 PC 上的 SmartView® 軟體；
透過 WiFi 熱點連線至智慧型手機上的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或透過 HDMI 連線至電視監視器
有。透過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或 Fluke Connect 行動應用程式1

警示

高溫、低溫和等溫 ( 在範圍內 )

保固

標準兩年保固，亦提供延長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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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Performance 系列熱影像儀

IFOV ( 空間解析度 )

探測器解析度

TiS75

TiS65/60

TiS55/50

TiS45/40

TiS20

TiS10

2.0 mRad

2.4 mRad

2.8 mRad

3.9 mRad

5.2 mRad

7.8 mRad

320 x 240
(76,800 像素 )

260 x 195
(50,700 像素 )

220 x 165
(36,300 像素 )

160 x 120
(19,200 像素 )

120 x 90
(10,800 像素 )

80 x 60
(4,800 像素 )

可視範圍

35.7 °H x 26.8 °V

相容鏡頭

—

無線連線

與 Fluke Connect® 應用程式相容。可無線連線至 PC、iPhone® 和 iPad® (iOS 4s 和更新版本 )、Android™ 4.3 和更高版本，以及 WiFi 轉區域網路1

IR-Fusion®

五種影像混合模式 (AutoBlend™ 模式、子母畫面 (PIP)、IR/ 視覺警報、全 IR、全視覺光 ) 為您的紅外線影像增加視覺細節
背景

對焦系統

手動對焦 (TiS65)、
固定焦距 (TiS60)

手動對焦

手動對焦 (TiS55)、
固定焦距 (TiS50)

設計

溫度測量範圍

畫面更新率

耐用、輕巧、符合人體工學，專為單手操作所設計

-20 °C 到 +450 °C
(–4 °F 到 +842 °F)

-20 °C 到 +550 °C (–4 °F 到 +1022 °F)

30 Hz 或 9 Hz 版本

30 Hz 或 9 Hz 版本
(TiS65)、9 Hz (TiS60)

30 Hz 或 9 Hz 版本
(TiS55)、9 Hz (TiS50)

串流視訊 ( 遠端顯示 )

-20 °C 到 +250 °C
(–4 °F 到 +482 °F)

30 Hz 或 9 Hz versions
(TiS45)、9 Hz (TiS40)

9 Hz

–

—

標準與輻射型

—

有，至 Fluke Connect® Smartview® 桌面版軟體
或行動應用程式

—

—

高溫、低溫和等溫 ( 在範圍內 )

保固

* 最佳的可能選擇。
1 在您供應商的無線服務區域內；有些國家無法使用 Fluk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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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150 mK)

-20 °C 到 +350 °C (–4 °F 到 +662 °F)

每張影像最長 60 秒錄音時間，可於熱像儀上播放檢視；另外提供藍牙耳機 ( 如果有 )

遠端控制操作

警示

≤ 0.10 °C，於目標
溫度 30 °C (100 mK)

Fluke Connect 行動應用程式和 SmartView® 桌面軟體1

文字註釋

影片錄製

≤ 0.09 °C，於目標
溫度 30 °C (90 mK)

≤ 0.08 °C，於目標溫度 30 °C (80 mK)

軟體

語音註釋

固定焦距

3.5 英吋 ( 橫向 ) 320 x 240 LCD

顯示螢幕

熱靈敏度 *

手動對焦 (TiS45)、
固定焦距 (TiS40)

—

高溫、低溫

標準兩年保固，亦提供延長保固

–

Fluke 紅外線工具
讓工作得心應手。

有疑問？
請聯絡當地的 Fluke 代表了解詳細
資訊，或造訪我們的網站並要求免
費的產品示範。
Fluke 訓練
我們的線上影片、研討會以及與
訓練夥伴合作的線上課程 Snell
Group，可讓您以熱影像專業人員
和紅外線技師的身分精益求精。

專家系列
在要求絕對精準的情況下，專家系
列可提供您極為詳細的影像。此外，
您還可以在大型可旋轉的觸控式螢
幕顯示上檢視影像。

專業系列
利用 LaserSharp® Auto Focus，以
雷射的速度及精準度來對焦您指定
的目標。取得極為詳細的影像及進
階功能。

效能系列
利用經濟實惠且耐用可靠的紅外線
熱影像儀來取得詳細影像。最適合
快速檢驗的工具。

熱影像萬用電表
功能完整且具備整合式熱成像的數
位萬用電表

可見光紅外線測溫儀
包含冷熱標記的紅外線熱像圖可顯
示需要注意的潛在區域。透過混合
熱像圖和可見光影像，發現整體情
況中的問題。

紅外線測溫儀
即使在長距離下，您也可透過高達
60:1 的距離 / 量測點比以及一秒啟
動時間來取得快速溫度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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