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度至關緊要。
影像品質至關緊要。
效能表現至關緊要。

上工或停機
您的結果至關緊要

正確對焦是進行
紅外線檢驗時的首要之務。

您的世界。您的工具。

彼此連結。
傳送完整的報告至監督員或客戶的手機中... 無需返回辦公室即可直接在現場進行分析與報告... 多種工具同時向您回報...
歡迎來到 SmartView® Mobile 應用程式和 CNX™ 無線系統的世界。Fluke 獨家提供—對 Fluke 而言，您的結果至關緊要。

許多檢驗現場不方便使用特定自動對焦系統

SmartView® Mobile
• 針對各種行動裝置 (iOS、iPhone® 和
iPad®) 將使用者介面最佳化

• 傳送影像和/或報告不再需要離開現場 • 現場分析
• 無論是在何時何地需要報告，皆可無
線傳送報告

• 馬上獲得其他人的意見，或是立即
取得後續步驟的核准

• 一天之內完成更多檢驗

• 即時報告預覽 — 立即滿足所需

被動的自動對焦系統通常只能拍攝近距離目標，例
如在此情況為鐵網圍欄

若影像失焦，可能會使溫度測量不甚
精確 (有時誤差可能會高達 20 度)，
導致讓您忽略問題。

Fluke CNX 無線系統
™

• 以 CNX 無線模組擷取多達五筆額外測量結果
• 多種工具皆會向啟用 CNX 的 Fluke 紅外線攝影機回報結果
• 更快取得讀數，代表可在更短時間內找出問題，進而更能專注於解決
問題

Fluke 為客戶提供兩種優異的對焦解決方案—
LaserSharp™ Auto Focus (請見第 5 頁) 及 IR-OptiFlex™
對焦系統 (請見第 7 頁)，同時也具備手動對焦的使用
彈性，任您選擇。

• 可從最遠達 20 公尺之處擷取測量結果
• Fluke 可無線連接的測試工具清單仍在不斷增加中

Fluke LaserSharp™ Auto Focus 能清晰拍攝您要檢
驗的項目。每次皆不例外。雷射光的紅點可用以確
認攝影機的對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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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度至關緊要

Fluke 推出唯一具備 LaserSharp™ Auto Focus 的紅外線
攝影機，持續提供清晰影像。

Ti400
Ti300

每次皆不例外。

Ti200
Ti400

Ti300

針對工業、電氣和建物應用進行最佳化

Ti200

您的信賴水準將再更上一層樓。利用精密雷射技術，您可將焦距準確定位於目標上，更可放心確定您將會所需的正確影像
和溫度測量結果。疑難排解從未如此簡單。這項技術不會亂槍打鳥。本技術所呈現的是「全自動瞄準且完美命中」，每次
皆不例外。

效能前瞻下一代的新一代工具。
技術會改變。我們最不樂見的情況就是使您感覺到錯過重要創新，因
此 Fluke 精心設計全新的三款紅外線攝影機以順應變化。本產品天生
就已準備好適應未來。您可以運用無線的速度與便利性進行測試與測
量，並與其他無線裝置連線。如果您未來需要一部紅外線攝影機，請
確定它能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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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便性至關緊要
Ti125
TiR125
Ti110
TiR110
Ti105
TiR105
Ti100

輕鬆選擇。操作簡單。

難以超越。
Ti125

Ti110

Ti105

工業/電氣

Ti100

TiR125

TiR110

TiR105

如果您具備省錢意識 (這年頭誰不是呢？)，那麼確定能以經濟實惠的價格獲得 Fluke 的高品質這件事，想必讓您鬆了一口
氣。對 Fluke 而言，「經濟實惠」不代表要犧牲品質才能提供低廉價格。而是代表我們找出辦法讓您在攝影機上花的每一分
錢都值得。而現在，我們則是提供了一組最為輕巧、堅固，且最易於使用的專業級紅外線攝影機，等著讓您帶回家。

建物應用

Fluke 創新科技讓您事半功倍。

電子羅盤

IR-PhotoNotes™ 註釋系統

IR-OptiFlex™ 對焦系統

每個檔案可擷取多張數位相片，以取得問題區域的精確參考資
料。例如新增設備、馬達的銘牌、工廠內門或其他有用或重要資
訊的影像。

Fluke 革命性的極度堅固耐用對焦系統，讓您以顯著加快的速度找
出問題。IR-OptiFlex™ 對焦系統在單一攝影機中，同時結合了自動
對焦的便利以及手動對焦的彈性，為您提供最佳的對焦功能！

明確指出問題之所在位置。
羅盤讀值直接標示在影像和報告中。

多模式影片錄製
以業界唯一提供專利 IR-Fusion® 技術的紅外線攝影機進行疑難
排解，並能以可見光和紅外線錄製自動對焦的影片。隨時監控程
序、輕鬆建立紅外線影片報告，並逐格進行故障排除。輕鬆下載
到 PC，便於觀看影片和分析。

IR-Fusion® 技術
輕鬆使用業界唯一瞄準即可測溫的 IR-Fusion 紅外線攝影機，並且
提供了五種使用者可選擇的不同模式，以獲得更佳的清晰度。我們
的專利技術融合數位和紅外線影像為單一影像，精確記錄問題區
域。Fluke 獨家 AutoBlend™ 模式可產生部分透明的影像，以便快速
輕鬆地偵測問題及傳達訊息。

耐用可靠的單手操作方式
親自體驗市面上最堅固可靠且輕巧的專業紅外線相機。單
鍵對焦、雷射指標和手電筒。瞄準即可測溫的簡便性，和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細節，在在皆至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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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65 年來，Fluke 一直是
出色設計。堅韌無比。
2m

1.5 m

1m

0.5 m

高品質的衡量標準
因為您的結果至關緊要，Your Results Matter™。

6.5 ft

5 ft

3.25 ft

傳奇性的堅固耐用和可靠性

創新科技，為您效力

Fluke 擁有良好商譽，是電氣、工業和建築專業人士的最佳工具選
擇。不論您的工作為何，不論您身在何方，只要有 Fluke 紅外線攝
影機在手，您便可輕鬆面對任何困境並全力執行所有任務。Fluke
紅外線攝影機的設計可承受自 2 公尺 (6.5 ft) 高處摔落，並且打造
為可防水與防塵 (IP54 防護等級)，讓您的攝影機能順暢運作，效
能不受影響。

Fluke 工程師明白您對其他製造商所吹噓的華而不實功能毫無
興趣，因此 Fluke 工程師只專注於開發您真正需要的功能，以
助您更快速、有智慧地達到更佳成效。
最近廣為知曉的多項突破性功能，例如 IR-Fusion® 技
術、AutoBlend™ 模式、語音註釋、IR PhotoNotes™ 註釋系
統，和最新的 LaserSharp® Auto Focus，將有助您更快速輕鬆
地取得更出色的結果。利用 SmartView® 軟體和 SmartView®
Mobile 取得最佳優勢，獲取對您及客戶而言至關緊要的結果。

1.6 ft

簡單易用
卓越的影像品質
Fluke 如此熱衷於影像品質，自有其道理。
更加清晰、簡潔、銳利的影像，可傳達更詳盡的資訊，以利建立
考慮周全的解決方案。影像品質愈佳，您向管理人員和顧客呈現
影像時，就愈有面子。我們最新的紅外線攝影機機型是唯一具備
IR-Fusion® 技術和 LaserSharp™ Auto Focus 的機型。Ti400、Ti300
和 Ti200 也完整配備 5 MP 數位攝影機、HDMI 影像輸出以及
640x480 高解析度 LCD 顯示幕。

我們的客戶寧可在預防及解決問題上多花一些時間—而不是浪
費時間摸索紅外線攝影機的使用方式。在親至前線與客戶合作
了數千個小時後，我們也獲得了若干寶貴的見解。這段合作時
間與所得知識，讓我們的工程師開發出突破性設計，例如可以
戴著工作手套使用的按鈕，以及簡單易用的攝影機內建功能，
像是語音註釋就可讓您無須為了使用紙筆記錄而暫停動作。更
多最新創新包括：
• LaserSharp™ Auto Focus 可確保完美對焦，每次皆不例外
• CNX™ 無線系統讓您的 CNX 測試模組傳達額外測量結果給您
的攝影機
• IR Fusion® 技術搭配 Auto Blend™ 模式，讓您更輕易地定
位、瞭解與回報可能的問題
• 連線能力讓您可透過無線方式將影像傳輸至 PC、Apple®
iPad® 和 iPhone®
• GPS (全球定位系統) 座標有助於參考設備或設施位置
上述所有創新科技皆有助於您快速瞭解目前狀態、建立報告、
判定後續步驟或展開預防性維護計畫；同時工廠與程序也可繼
續運作，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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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400
產品規格
溫度測量範圍
(未於 -10 °C 以下校準)

Ti300

-20 °C 到 +1200 °C
(-4 °F 到 +2192 °F)

熱靈敏度 (NETD)

≤ 0.05 °C，於目標溫度 30 °C (50 mK)

Ti105

1.31 mRad

1.75 mRad

-20 °C 到 +350 °C
(-4 °F 到 +662 °F)

-20 °C 到 +250 °C (-4 °F 到 +482 °F)

10

≤ 0.08 °C，於目標溫度 30 °C (80 mK)
22.5 °H x 31 ° V

2.09 mRad

3.39 mRad

使用者可以在紅外線影像上標記 Fluke 標誌、上傳其公司標誌，或
不放任何標誌。

—

LaserSharp™ Auto Focus

IR-OptiFlex™ 對焦系統

自動對焦 1.2 m (4 ft) 及更遠

IR-OptiFlex™ 對焦系統

自動對焦 1.2 m (4 ft)
及更遠

—

有

—

有
有

—

有

有
每張影像最長 60 秒錄音時間，可於成像器上播放檢視

IR-PhotoNotes™

是 (5 個影像)

Wi-Fi® 連線能力

有，連線到 PC 和 Apple® iPhone® 及 iPad®

每張影像最長 60 秒錄音時間，可於成像器
上播放檢視

—

是 (3 個影像)

—

—

是 (3 個影像)

—

串流 USB-to-PC 影
像輸出

—

—

透過相容於 USB to PC 以及 HDMI to HDMI 的螢幕

串流 USB-to-PC 影
像輸出

多模式影片錄製

*有 (全輻射型 .IS3 和標準 MPEG 編碼 .AVI)

有 (全輻射型 .IS3
和標準 MPEG 編碼
.AVI)

有 (標準 MPEG 編
碼 .AVI)

8 方位基點羅盤

*有

有

有

—

—

對角 8.9 cm (3.5 in) 寬，橫向彩色 VGA (640 x 480) LCD，
含背光燈

—
—

有 (全輻射型 .IS3
和標準 MPEG 編碼
.AVI)

有 (標準 MPEG 編
碼 .AVI)

—

有

有

—

—

軟體

隨附 SmartView® 完整分析與報告軟體，並可免費下載 SmartView® Mobile 應用程式

保固

2 年，另提供儀器保養計畫。

下載技術規格表以瞭解更詳細的資訊。

TiR105

-20 °C 到 +150 °C (-4 °F 到 +302 °F)

≤ 0.10 °C，於目標溫度 30 °C (100 mK)

啟用 CNX™ 無線功能 (於國家認證核准後
提供—經由 SmartView® 軟體發出通知)

強化觸控式螢幕顯示 (電容)

TiR110

160 X 120 像素

≤ 0.075 °C，於目標
溫度 30 °C (75 mK)

IR-Fusion® 技術

串流處理視訊

TiR125

針對建物檢驗進行最佳化

200 X 150 像素

手動對焦

語音註釋

Ti100

24 ° x 17 °

可視範圍

主要對焦系統

240 X 180 像素

Ti110

針對工業和電氣檢驗進行最佳化

-20 °C 到 +650 °C (-4 °F 到 +1202 °F)

320 x 240 像素

可自訂的標誌選項

Ti125

針對工業、電氣和建物檢驗進行最佳化

偵測器類型

空間解析度 (IFOV)

Ti200

*以星號標記的功能即將在 SmartView® 軟體的韌體下載中推出。
11

Fluke 訓練
請至 Fluke 訓練網頁，取得其他資訊與訓練。請善加利
用免費的線上研討會，如需進階訓練或專業指導，請聯
絡 Fluke 訓練夥伴 The Snell Group，這是在紅外線教育
訓練領域中最聲名顯赫的公司。
Fluke 授權訓練
由我們的合作夥伴所提供，

Fluke 配件
使用 Fluke 配件，加強您的紅外線攝影機效能。選擇車
上充電器、額外的智慧型電池或智慧型電池充電器，讓
您在現場運作不懈。若為特殊應用，可選擇選購的鏡
頭、戶外檢驗用的擋板或三腳架固定配件。
Fluke 也提供特殊儀器保養計畫—請詢問您的 Fluke
代表或經銷商，以取得其他資訊。

Fluke Corporation
PO Box 9090, Everett, WA 98206 U.S.A.
Fluke Europe B.V.
PO Box 1186, 5602 BD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F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In the U.S.A. (800) 443-5853 or
Fax (425) 446-5116
In Europe/M-East/Africa
+31 (0) 40 2675 200 or
Fax +31 (0) 40 2675 222
In Canada (800)-36-FLUKE or
Fax (905) 890-6866
From other countries +1 (425) 446-5500 or
Fax +1 (425) 446-5116
Web access: www.ﬂuk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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