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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气候变化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化石能源资源越来越稀缺，这是全球最大的挑

战之一。为了实现国际社会所议定的稳定气候变化的目标，涉及建筑领域的相关比例排

放也需要采取行动。

有很大一部分热能由于隔热不良的墙壁、屋顶和窗户而被损失。因此，有效的隔热

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还可通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环境。热成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检

查建筑物实际状况和节能潜力的诊断方法。可以无损检测隐藏的薄弱点和实施缺陷，并

确定它们的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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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节能：

建筑业、房屋业主和气候的激励因素

新建筑物的高能效建造方法正受到关注，同时现有建筑物在能源消耗方面仍有很

长的路要走：通过翻新和现代化改造来发现主要的节能潜力仍然必不可少。提高建筑物

的节能标准，比如通过隔热或安装新窗户，对于房主和房客来说也代表着相关成本的节

省。在基于建筑节能的翻新准备阶段，热成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识别热桥和其他

建筑缺陷。

热成像是利用人类看不见的红外辐射来进行无损检测和记录。这种方法已经在建筑

行业被承认，因为它可以使用有意义的热像图，来对隔热效果和可能的结构缺陷得出结

论，比如热桥。热像仪可以进行室内和室外热成像，提供了广泛的应用：

	· 结构设计：新建筑、建筑翻新和修复、纪念碑保护、及质量控制

	· 节能咨询

	· 技术建筑服务，包括消防

建筑热成像与以下群体息息相关，包括但不限于：

	· 房屋公司、结构设计师、建筑师、安装公司、建筑专家、工场

	· 房屋购买者、业主和租户

测量方法和应用领域

通常，可以对建筑外壳以及室内进行热成像。热成像检测的目的，建筑设计，以

及环境条件，最终将会影响方法的选择。对于通风立面和屋顶来说，测量通常从内部进

行，但也可以从外部进行，以检测绝缘缺陷导致的热对流所引起的间歇性能量损失。对

于其他外墙，包括比如说半木结构的房屋，通常对建筑外壳和内部同时进行检查。

热成像作为一种高效测量设备用于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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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壳热成像

室外热成像可以对整个建筑外壳进行

快速能量评估。它呈现了外墙释放热量的

总貌，因此主要用于定位薄弱点，比如

	·热桥、

	·渗漏、

	·绝缘缺陷、

	·建筑外壳中的受潮损害。

然而，视角方面的条件意味着室外热

成像只能在有限程度上用于检查屋顶。通

常，对建筑外壳进行热成像主要被用于以

图像形式初步表示温度分布以及这些分布

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可进行室内测量以获

取有意义的测量结果。

室外热成像的应用领域包括：

定位热桥

热桥是最常发生的与热相关的建筑缺

陷之一。热桥被视为热量通过它比通过其

他构件更快传递到外部的局部区域。它们

首先会导致大量能量损失，其次会导致冷

凝，而这可能会导致形成霉菌。热桥经常

出现在：

	·阳台、

	·窗框和窗楣、

	·空鼓的混凝土天花板、

	·未绝缘的建筑构件。

查找新建筑、旧建筑和历史建筑中隐藏的

结构特征

室外热成像提供了一种快速检测可能

结构缺陷的方法。它还可以识别具有矿物

石膏涂层的木框架。红外图像还可显示石

膏板中断裂的区域。热成像最好在日落后

大约两小时进行。

调查渗水原因

室外热成像可以提供有关渗水的原因

或其影响的有用迹象。

可视化的能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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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的温差

室内热成像

室内热成像涉及对建筑物或构件内部

进行热成像。这一过程的优势就是，在室

内同样的温度会持续较长时间，并且仅需

对外部气候影响给予有限的考虑。室内热

成像可以实现对如下：

	·绝缘损坏、

	·管道绝缘漏洞、

	·地板下的供热管道

进行针对性的可视化。与此同时，该方法

还支持对以下原因进行定位

	·受潮损害、

	·发霉。

许多热问题只能使用室内热成像检

测。

此外，其他测量，比如压差测量法（

还有：鼓风机门测试），可通过室内热成

像加以证实。室内热成像还被用于更广泛

的专业领域：

通风外墙和屋顶

通风外墙和屋顶延伸只能从内部检查

其绝缘效果和气密性，除非存在热对流：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从外部观察明显的热

点。无法对外部缺陷进行目标定位，因为

热量损失被直接释放到流过构件的空气

中。

使用鼓风门测试确定气密性
热成像经常与鼓风门测量结合使用以

检查气密性。该过程涉及在建筑物内部与
周围区域之间建立约50	 帕斯卡（Pa）的
压差。在漏点有冷空气侵入。室外与室内
的温差应至少为5°C（K）。温差可使用
热成像仪显示。这意味着可以在早期阶段
定位缺陷，并相应采取必要的绝缘措施。

管道的调查和定位

热成像还被用于定位和测试管道（例

如，检测散热器中的残渣集聚）以及供热

管道中的泄漏，即使是当管道铺设在地板

或石膏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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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建筑服务，包括消防

室内热成像还可以用来检查点火装置

和烟气系统附近的引燃危险。这还包括对

面板供热系统的热分布进行功能检查。对

于被隔热的蒸汽或供热管道，经常由于传

递热量的绝缘材料或者支架上的薄弱点而

存在潜在风险。热成像还被用于检查低压

范围的电子系统，比如开关柜。甚至是具

有高温并且难以查看的电线、接线端子或

线路也可这样定位。具有PVC绝缘的电缆

温度不得高于70°C，或者不得比正常条

件下的温度高出40°C；对于铜端子适用

的指导值为分别不得高于10 0°C或

60°C。

检测受潮损害

热成像可以实现轻松和无损地发现潮

湿损害。热桥、结构损坏和不恰当的通风

行为会导致来自环境空气的潮气凝结——

这可能会导致发霉或长毛。

开关柜中的缺陷

定位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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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散热器

发霉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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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要求

室外热成像的条件

室内热成像的条件

	·气候必须干燥，并且温度较低，以便可以正确进行室外热成像。

	·建筑外壳不得由于天气而变湿——当有雨、雪或厚雾时，将无法进行室外热成像。

	·风速应低于5m/s	(18	km/h)。

	·先决条件是，室内和室外的温差在至少12小时内必须至少达到10-15	°C。

	·通常检查是在寒冷季节的早晨，太阳升起之前进行——阳光对于外墙表面的影响，即
使是在测量前的几个小时，也会使结果失真。

	·针对这一点的一个例外，就是比如涉及冷库的热成像，这意味着同样的温差要求也适
用，但是室内外的温度环境相反，所以测量应当在温暖的季节进行。

	·另外一个例外就是对木结构建筑进行热成像。这通常在夏季进行，因为可以利用不同
的升温或冷却过程。在这方面，热成像最好在日落后两小时进行。

	·被检查的区域必须清楚可见——来自其他物体（例如，相邻建筑）的干扰辐射必须纳
入考虑。

	·当涉及独栋房屋时，取决于使用的镜头，需要让热像仪与建筑物保持约15米的距离，
以便获得房屋侧面的完整红外图像。对于公寓大楼，取决于其尺寸，需要远得多的检测
距离——如果做不到远距离拍摄红外图像，必须针对大楼外墙拍摄多张红外图才能完成
任务。

	·与室外热成像相比，室内热成像全天都可进行。

	·室内区域应预先加热12小时，让温度至少达到	20°C——建筑内的温度应尽可能保持
恒定，这可以比如说通过开门来实现。

	·所有窗户都应保持关闭。

	·测量前，供热必须关闭约1小时。

	·家具、覆盖物和窗帘应在测量前12小时移除。

	·在某些情况下，在测试气密性时，使用其他测量和调查方法是合理的，比如鼓风门测
试。

	·对供热管道进行检测最好在系统刚刚开启或加热阶段进行。一直等到可以观察到管道
回流，这绝对必要	–	而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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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热成像是一种测量方法，可以实现表面温度分布的非接触测量和无损记录，

并且允许评估热特性。建筑热成像可用于许多领域。它提供了一种快速检测结构缺陷的

方法，比如热桥和透气性，但是也可检测故障管道和泄漏，以及明确对它们进行书面记

录。此外，它在节省能源成本方面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在与健康相关的方面以及消防，

也有证据来有力表明热像仪的实用性。然而，由于许多热薄弱点只能从内部观察到，因

此通常有必要进行室外和室内检查。为了对测量进行补充，热像检查经常也与鼓风门气

密性测试结合进行。但是，当进行检查时，诸如天气、建筑内的室内气候、以及测量距

离等因素也必须纳入考虑。

总结

虽然购买热像仪代表着重大初始投资，但是有大量的论据和证据表明该种投资将会

很快获得回报：

	·热成像将会显著减少定位泄露点或查找地板下供热装置或供热系统管道缺陷所需的时

间。

	·一旦定位了这些缺陷，您和您的客户将会由于成本降低和干扰减少而显著受益，因为

这将会把挖掘工作的需求降至最低限度。

	·利用热成像技术来提高效率，将会给予您更多时间来接待更多的客户访问。

购买热像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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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的技术特点

在选择适合建筑业各种应用的热像仪时，您需要考虑多项标准：

	

所有上述参数都非常重要。在比如跟踪供热系统管道和搜寻泄露的应用中，温差

经常可能会很小，因此绝对有必要选择参数适当的热像仪来得到有用的测量结果。

	· 	红外分辨率/像素数量

	· 热灵敏度

	· 图像显示

	· 视场角

	·易操作性

	·产品支持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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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分辨率 / 像素数量

红外分辨率/像素数量决定了图像质
量，并且这方面的主要考虑因素是热成像
应当具有足够的分辨率或质量，以确保可
以清楚查看所需细节。红外分辨率越高，
就可以越好地分辨细节。对于这类应用，
建议采用	320	x	240	(76,800	像素)或以上
的分辨率。

热灵敏度

高热灵敏度对于应用于建筑热成像的
热像仪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使用它的目的
实际上经常是为了检测较小的温度差异，
例如用于定位供热管线和泄露。术语“热
灵敏度”被用于描述相机可以探测的温差
大小。热灵敏度数值越小，热像仪可以探
测的最小温差变化就越小。热灵敏度通常
以°C或mK描述。用于供热工程应用的热
像仪，特别是用于定位地板下的管道和泄
露，必须具有小于等于0.1°C	 (100mK)的
热灵敏度。

图像显示

热像仪必须具备大显示屏。这是立刻
清楚显示任何问题的唯一方式。显示屏越
大，被测物有更多的局部可被纳入画面显
示。必需具备3.5英寸及以上显示屏，以
便获得令人满意的显示概况。您随后可以
采取相应行动，并立即开始解决问题。

视场角

对于建筑行业应用来说，具有开阔的
视场角是一项关键参数。在定位供热管线
或检查地板下方的供热系统时，您不得不
查看和检查大面积的地面区域。为了获得
散热器或天花板部分的完整视图，也需要
大的视场角。房间内经常没有足够的空间

让您后退来进行成像，这意味着您只能通
过大视场角来查看较大的物体截面。相
反，视场角越小，您就需要将您自己与成
像对象的距离保持得越远，而您距离成像
对象的距离越远，所能观察的细节就越
少。

易操作性

红外相机必须可以方便安全地操作。
操作直观、用户界面友好、可灵活地调节
参数，以便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

产品支持

在采购热像仪时，重要的是确保您选
择最适合您应用需求和要求的红外相机。
因此，您需要一个具有技术能力和专业知
识的可靠供应商，以便提供所需的技术支
持，帮助您选择产品。

软件

报告软件可以实现对图像进行优化和
分析，并确保清晰地呈现和报告图像结
果。软件需要易于直观操作，并具有清晰
的结构和高用户友好性。它还应支持快
速、方便地制作和输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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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871

	·红外分辨率	240	x	180	像素

	·红外超像素功能可提升至	480	x	360	像素

	·热灵敏度	90	mK

	·固定焦距标准镜头35°

	·内置可见光数码相机

	·免费的德图热成像App

	·蓝牙连接，并提供温湿度计选项

testo 871，testo 882，testo 875i，testo 885 热像仪

testo 871，testo 872，testo 875i 和 testo 885 热像仪易于操作，并可提供信息丰富

的高分辨率图像，这意味着它们非常适合可靠和精确地检测和可视化建筑中的结构缺

陷。热像仪还非常适合用于工业领域的材料和组件热检查。

testo 882

	·红外分辨率	320	x	240	像素

	·红外超像素功能可提升至	640	x	480	像素

	·热灵敏度	<	50	mK

	· 32°广角镜头，自动冷/热点追踪	

	·内置可见光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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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875i

	·红外分辨率	160	x	120	像素

	·红外超像素功能可提升至	320	x	240	像素

	·热灵敏度	<	50	mK

	·手动操作	32°	广角镜头

	·可选长焦镜头

	·内置可见光数码相机

所有4种型号均具有以下特点：

•	 高分辨率大显示屏																															•		冷热点自动搜索功能

•	 高热灵敏度																																									•		高性能分析软件

•	 两年保修

testo 885

	·红外分辨率	320	x	240像素

	·红外超像素功能可提升至	640	x	480像素

	·热灵敏度	<	30	mK

	·灵活的折叠式和可旋转显示屏

	·可选的长焦镜头

	·全景图像拍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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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图中国总部

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热线：400 882 7833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258号新兴产业园34幢15层

邮编：201612

传真：021-6482 9968

电邮：info@testo.com.cn

总部位于德国南部的黑森林，是创新测量解决方案的专家。

产品：用于要求严苛的目标群体的测量解决方案

药品存储，食品行业的质量保证，或者工业建筑环境条件优化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

都可以凭借来自德图的测量解决方案，实现轻松、可靠和高效的测量。我们的产品可以帮

助节省时间和资源，保护环境和人员，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历史：成功故事始于1957年

通过可持续发展和盈利增长战略，位于德国黑森林中的温度测量仪器小制造商德图已经发

展成为一家全球性集团，包括33家子公司和超过80多个销售合作伙伴。逾3000名满怀热

情、经验丰富和竭诚奉献的德图人在世界各地为公司从事着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工

作。

愿景：继续增强内在力量

对未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是公司成功秘诀的一部分。德图将每年全球营收的大约十分

之一投资于研发，以加强其作为便携式和固定式测量解决方案领域领先专业厂商的地位。

为了在未来保持这一领先地位，德图非常重视培训年轻人，确保培养下一代专家和管理人

员	-	例如经典的学徒制，量身定制的获得硕士学位后的专业入门计划VIA，以及多种深入

专业培训计划。

德图集团

● 延长保修

● 维护保养协议

● 样机出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