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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信息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中的所有说明，包括所有警告信息和注意事项。如果您对任何说明有任何不
解，请勿使用本产品。

安全标志
警告
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若未能避免，可导致人员伤亡。

小心
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若未能避免，可导致用户遭受轻度或中度伤害，或者导致产品或财产损坏。

注意
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若未能避免，可导致数据损坏或丢失。

设备及文档中使用的符号与标志

小心！有触电危险。

小心！谨防毁坏产品、流程或周围事物。请参阅指导手册。

小心！表面高温。

保护导体端子。

操作静电放电敏感设备时，请遵循预防措施。

设备操作
未能按照 AMETEK Land 指定的方式使用本仪器可能会造成危险。请在安装和操作设备之前，仔细阅读和理解本公司提供
的用户文档。

装配工有责任维护本设备所含任何系统的安全性。

防护服、脸部和眼部保护装置
本设备可能需要安装在高温和高压环境下运行的机械或设备上或附近。用户必须穿戴适当的防护服以及脸部和眼部保护装
置。在安装本产品之前，请参阅相关机械和设备的健康和安全指南。如有疑问，请联系 AMETEK Land。

戴上防护手套 穿防护服

佩戴护目镜 佩戴耳罩

穿安全靴 戴上面罩

电源
在操作电气连接件之前，必须断开设备的电源线。所有电气电缆和信号电缆都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中的指示正确连接。如
有疑问，请联系 AMETEK Land。

重要信息 — 请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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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 请认真阅读 联系我们
英国 - Dronfi eld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电话： +44 (0) 1246 417691

美国 - 匹兹堡
AMETEK Land, Inc.
电话： +1 412 826 4444

中国
AMETEK Land 中国办事处 
电话： +86 21 5868 5111 转 122

印度
AMETEK Land 印度办事处

电话： +91 - 80 67823240 

电子邮件： land.enquiry@ametek.com

网址： www.ametek-land.com

有关所有AMETEK Land办事处、分销商和代表的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存储
本仪器应放置在包装中，存储于干燥、有遮蔽之处。 
最高存储温度比最高工作温度高 10°C（18°F）。

最低储存温度比最低工作温度低 10°C（18°F）。

有关工作温度限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规格。

开箱
检查所有包装，查看是否有外部损坏迹象。按照包装记录单检查包装中的内容。

起重说明
如果产品过重而无法手动提升，请使用具有相应起重能力的起重设备。有关重量信息，请参阅技术规范。所有升降作业都应按
照当地和国家的法规进行。

退回损坏货物
重要提示：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应立即向承运商和供应商报告。在运输途中造成的货物损坏应由承运商而非供应商承担
责任。

切勿将损坏的仪器直接退回给发货方，这会导致承运商随后不受理索赔。请妥善保存损坏的物品及其包装，以便承运商检查。

货物返修
如果您的货物需要返修，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门，以了解正确的退货程序。

请确保所有返回给 AMETEK Land 修理的物品均正确包装，以防止运输途中受损。

您还必须提供一份书面的问题报告以及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等资料。

设计和制造标准
Land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经通过 BS EN ISO 9001 对燃烧、环境监控和非接触式温度测量仪
器的设计、制造和现场服务方面的认证。

已注册的 ISO 9001 管理体系认证在美国地区适用。

英国校准实验室：UKAS 0034。

美国校准实验室：ANAB 认证 ISO/IEC 17025。

国家认证委员会进行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认证在印度适用。

在紧邻本设备的位置操作无线电发射机、电话或其他电器/电子设备，并且仪器或其周边设备的外壳门打开时，一旦辐射量超
过 EMC 指令的规定，将造成干扰或故障。

如果对本系统的结构、电气、机械、气动、软件或固件组件进行更改或添加，则本产品提供的保护可能会无效。这种更改还可能
造成标准保修条款失效。

版权
本手册旨在为 AMETEK Land 产品的所有者提供帮助，其中包含 AMETEK Land 公司的专有信息。未经 AMETEK Land 
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复印或复制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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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软件 IMAGEViewer

本用户指南为您介绍了如何使用 LAND IMAGEViewer 软件。

1.1 关于 LAND IMAGEViewer 软件
LAND IMAGEViewer 软件适用于以下热成像摄像机：

• ARC 热成像摄像机

• NIR-Borescope 3XR
• NIR 热成像摄像机

• NIR-Borescope
• NIR-B 2K Borescope
• FTI-E
• FTI-Eb

LAND IMAGEViewer 软件提供了一个用户友好的热数据可视化界面。

注意：LAND IMAGEViewer 软件专为单摄像机操作而设计，即该软件不能与多台摄像机一起使
用。在安装有多台摄像机的情况下，建议使用 IMAGEPro 软件（请联系 AMETEK LAND）。

本节完

介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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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 LAND IMAGEPro 软件，计算机必须满足以下最低规格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处理器：   英特尔 i5 2.5 GHz
内存：   8 GB RAM
显卡：   512 MB 
网络：   额外的千兆以太网卡 
最低屏幕分辨率： 1280 x 1024 像素 
最低规格：   .NET Framework 4.6.2 

本节完

硬件和软件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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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IMAGEViewer 软件可从 AMETEK LAND 网站免费下载，网址为：
https://www.ametek-land.com/software-downloads
1) 按下载说明操作

2) 运行程序 IMAGEViewerSetup.exe。
 软件将被安装。

3.1 网络适配器设置
为了使您的计算机能够与所要求的摄像机通信，您需要指定正确的网络适配器设置。

1) 从计算机的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然后选择
网络连接选项（或类似选项，取决于 Microsoft 
Windows 的版本）。

2) 鼠标右键点击所需的网络名称，选择属性选项。

3) 选择 Internet 协议选项，然后点击属性。

4) 选择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选项，然后输入数值：

 IP 地址：  10 .1 .10 . 150 *
 子网掩码： 255 .255 .0 .0
 注意：对于 NIR 和 NIR-B 摄像机（但不包括 

NIR-B 2K），IP 地址必须设置为：

 169 .162 .10 .150
5) 单击确定保存这些设置。

安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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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初始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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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连接至您的红外摄像机 
您可以将红外摄像机连接到安装有 LAND IMAGEViewer 软件的计算机。

详细安装信息请参阅您的摄像机随附的《用户指南》以及您的测量系统中任何安装附件随附的《
安装指南》。

1) 启动 LAND IMAGEViewer 软件。

2) 选择配置菜单。 
 第一次打开设备窗口（如图 3-1 所示）时，软件将自动浏览网络，查找可用设备。 
 浏览网络列表将显示网络中找到的每台设备的 MAC 地址和 IP 地址。ARC 和 FTI-E 设

备不能被自动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防火墙规则也可能阻止软件发现其他类型的设备。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手动连接设备。按浏览设备窗口顶部的 + 图标。选择要连接的摄像机类型
和摄像机的 IP 地址，然后按确定。如果连接成功，连接状态将变为绿色。

3) 设备列表可帮助您选择和配置所需的设备。在设备列表中您可以配置以下内容：

• 设备 IP 地址。注意：软件使用该 IP 地址来连接网络上的设备。

• 将设备运行模式设置为“现场”。

4) 配置好设备后，按确定添加设备。如果您已经添加了一个设备，则必须先将其删除，然后才
能添加另一个设备

 设备连接的当前状态将显示如下： 
 • 绿色 = 已连接

 • 红色 = 连接已断开 
 • 灰色 = 被禁用

 • 琥珀色 = 正在连接

3.3 语言
语言选项可通过显示设置选项访问。该选项允许您根据需要选择 LAND IMAGEViewer 软件的
语言。

显示设置菜单还允许您选择温度单位和界面布局的主题。

1) 点击语言按钮。

出现下拉列表，显示可用的语言。

2) 选择所需语言。

 注意：选择新的语言后您需要重启软件。  重启后软件将使用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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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摄像机设置
1) 要查看和更改摄像机设置，请打开配置菜单并选择设备选项。

2) 单击摄像机的设置按钮 
 摄像机设置屏幕如图 3-2（ARC、FTI-E 和 3XR Borescope 摄像机）或图 3-3

（NIR、NIR-B 和 NIR-B 2K 摄像机）所示。

 信息选项卡显示了摄像机的状态信息，如摄像机类型、固件版本、校准日期、温度范围和拍
摄的帧速率。

图 3-2  摄像机设置（ARC、FTI-E 和 3XR Borescope） 

图 3-3  摄像机设置（NIR、NIR-B 和 NIR-B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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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选项卡包含以下用户可配置的选项。

3.4.1  ARC、FTI-E 和 NIR Borescope 3XR

设置 选项
帧频 摄像机的帧速率。有关可用的帧速率，请参阅《摄像机用户指南》

发射率 目标的发射率。可在 0.000 和 1.000 之间调节

背景温度模式 关 - 无背景温度连接
摄像机温度 - 使用摄像机内部的环境温度作为背景温度
远程 - 使用用户输入的背景温度值（见下文）

背景温度 用户可调的目标背景温度值。与（上述）远程设置一起使用

NUC 状态 非均匀校正状态：
关 - 使用所连接摄像机的 NUC 设置
开 - 以 NUC 时间字段中指定的时间频率执行 NUC（见下文）
禁用 - NUC 未启用

NUC 时间 当 NUC 状态设置为开时，执行 NUC 的频率（以秒为单位）（见上文）

桶形失真* 指定是打开还是关闭桶形失真补偿。请参阅《NIR-B 3XR 用户指南》

*仅限 3XR

3.4.2  NIR、NIR-B、NIR-B 2K

设置 选项
分辨率** NIR-B 2K 摄像机的分辨率。有关可用的分辨率，请参阅《NIR-B 2K 摄像机用

户指南》

帧频 见上表

发射率 见上表

背景温度模式 见上表

背景温度 见上表

失真校正** 应用失真校正算法来抵消孔探仪镜头对实时图像的影响。该功能需要强大的
处理能力，可能会导致帧速率降低。

**仅限 NIR-B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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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完

3.4.3  网络
设置 选项
IP 模式 静态 IP - 将摄像机的 IP 地址设置为下面的 IP 地址值

DHCP - 允许摄像机网络自动分配 IP 地址。DHCP 允许计算机在无需预配
置 IP 地址的情况下加入基于 IP 的网络。DHCP 是将唯一 IP 地址分配给设
备、然后当设备离开/重新加入网络时会释放/更新 IP 地址的协议

IP 地址 如果使用静态 IP（见上文），请使用此字段为摄像机输入所需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摄像机的子网掩码

端口 只读。摄像机的网络端口

3.3.4 警报
设置 选项
帧报警
参数 最大值/平均值/最小值 - 选择发出警报的帧温度参数

高警报 设置帧的警报上限值

高警告 设置帧的警告上限值

低警告 设置帧的警告下限值

低警报 设置帧的警报下限值

环境报警
高警报 设置环境温度的警报上限值

高警告 设置环境温度的警告上限值

低警告 设置环境温度的警告下限值

低警报 设置环境温度的警报下限值

变化率警报
时间段 计算变化率的时间段

参数 计算变化率时使用的帧值

高警报 当变化率高于此值时，警报将被激活

低警报 当变化率低于此值时，警报将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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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IMAGEViewer 软件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的使用界面，您可以通过它查看 LAND 热
成像摄像机捕获到的热成像数据。
典型的 LAND IMAGEViewer 界面如图 4-1 所示。

1

23

4

5

6 7

8

图 4-1  典型的 LAND IMAGEViewer 界面

使用软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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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于 LAND IMAGEViewer 界面
参见图 4-1.LAND IMAGEViewer 界面由以下部分组成：

1  实时图像：这是摄像机看到的热图像。为了让图像更大，摄像机视图控件可以隐藏。

 有关摄像机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2 节。

2   图像播放：播放并分析存储在数据库或磁盘上的热图像记录。 
3   剖面图：分析在实时成像仪视图或播放视图中选择的一条或两条剖面线感兴趣区域（ROl）。

4  趋势图：提供仪器的实时和历史温度趋势数据。将鼠标光标移至数据点之上，即可了解每个
数据点的详情。

 有关趋势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6 节。

5  仪表视图：用户可配置的彩色仪表，其显示了选定的温度测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并提供了额
外的可配置高/低警报设置。

 有关仪表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5 节。

6  调色板：一系列用于显示图像的配色方案

 有关调色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节。

7  成像控件：这些控件允许您选择图像的特定区域进行温度监控和测量。

 有关成像控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节。

8  菜单 - 通过菜单图标可访问 LAND IMAGEViewer 软件中的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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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于实时图像视图
图 4-2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实时图像视图。

图 4-2  典型的实时图像视图

实时图像视图可使用视图右侧的按钮来控制（请参阅第 4.3 节）。

4.3 成像控件
控件 说明

 
播放/暂停 - 播放录制的图像/冻结当前的实时图像。

录制 - 录制当前图像采集的热视频。录制受当前录制设置的制约。录制的视频将保存到
数据库中，并可从图像播放视图中播放。

连续录制 - 一旦达到设置的时间限制，摄像机将连续录制并删除之前录制的视频

删除视频 - 删除最后一次保存到数据库中的视频。  

保存帧 - 将当前显示的帧（当成像被暂停时）保存为图像文件（PNG、JPG 或 BMP）或适
合在 Excel 中分析的 CSV 文本文件或 IMGX（Land 热图像）。 
导出视频 - 将当前录制的视频（录制停止后）导出为视频文件（MP4 或 AVI）或可在另
一台计算机上的 IMAGEViewer 或 IMAGEPro 中打开的 LAND 热视频（ERFX）。

实时成像仪设置窗口允许您根据需要调整图像显示和录制设置。
• 整合成像仪帧 - 启用此设置可在一段时间内平均分配所显示的帧。IMAGEViewer 

支持 2、4、8、16 或 32 帧的平均分配。这并不影响录制，图像录制时不会应用帧整
合。 

• 录制时间 - 设置录制的时间长度和录制时使用的帧速率。摘要框显示了每次使用这
些设置进行录制时将消耗多少硬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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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选项卡
显示一个包含当前读数的分析数据表，这些读数来自实时显示的帧和任何感兴趣区域（ROI）。使

用右上方的  按钮可显示或隐藏列。可用的列有：

•  数据 - 数据源（帧或 ROI 号）

• 最大值 - 源的最高温度

• 平均值 - 源的平均温度

• 最小值 - 源的最低温度

• 警报 - 任何警报的状态

• 发射率 - 当前用于源的发射率

• 背景温度 - 当前使用的背景温度。

点击列标题，可按该列对所有数据进行排序。 

 调色板控件
调色板控件允许用户改变热图像在屏幕上的显示方式。有 6 种不同的调色板可供选择。

点击  按钮可以显示所有的调色板，点击您喜欢的调色板就可以激活它。 
有几个选项可以设置调色板范围。

• 连续自动调整范围 - 激活该按钮可根据帧中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值持续更新调色板。

• 自动调整范围 - 按下此按钮可根据帧中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值更新一次调色板。

• 手动 - 通过输入数值或按上下按钮可调整调色板的最低和最高显示温度。

反转调色板按钮可将调色板的明暗显示与标准调色板互换。 

等温线调色板
等温线调色板编辑器允许您用特定的颜色覆盖当前显示的调色板，最多可覆盖 3 个温度范围。
启用一个范围，输入最高和最低温度，然后选择一种颜色覆盖调色板的那个区域。更改会立即反
映在图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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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区域编辑器 
感兴趣区域（ROI）允许分析热图像中需要温度测量值的特定区域。IMAGEViewer 支持不同类
型的 ROI，适用于不同的任务。

• 点 - 显示热图像上单个测量点的温度。IMAGEViewer 支持 20 个点。

• 形状（直线、矩形、椭圆、自由形状）- 计算所选区域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
值。IMAGEViewer 最多支持 4 种形状。

• 剖面线 - 计算线上每个像素的温度，以便在剖面线图上显示。IMAGEViewer 最多支持 2 
条剖面线。更多信息请参阅剖面线图。

• 摄像机 ROI - 仅限 ARC 摄像机。为摄像机添加一个 ROI。
要添加感兴趣区域，请在 ROI 编辑器控件中选择 ROI 类型。在实时图像显示中，单击以选择 
ROI 的起点。对于形状 ROI，在您希望形状结束的地方再次单击。对于自由形状和剖面线，单击
以插入线或形状的下一个点，并在您希望形状结束的地方双击。 
ROI 形状可以通过单击选择工具（鼠标指针按钮）并选择实时图像显示中的形状来编辑。拖动角
可扩大或缩小 ROI，使用旋转图标可旋转形状。 
选中后，可按删除按钮或按键盘上的删除键删除 ROI。 

ROI 设置 
ROI 设置窗口为用户提供了改变 ROI 显示的功能。 
• 在图像显示中隐藏 ROl - 在实时图像显示中隐藏 ROI 标记。当显示 ROI 编辑器时，ROI 

标记将出现，以便您编辑它们。 
 要完全隐藏 ROI 标记，请隐藏 ROI 编辑窗口。 
• 使用 ROI 进行背景校正 - 使用一个 ROI 用于图像的背景校正。所选 ROI 的平均温度将

被使用。 
• ROI 线颜色 - 选择屏幕上 ROI 标记的颜色。 
• 高级选项卡 - 允许用户用每个 ROI 的特定发射率覆盖帧发射率。 
• 警报 - 允许用户为每个 ROI 设置高、低警报，并选择它们是否在该 ROI 的最高、平均或

最低温度时触发。 
• 变化率 - 允许用户设置计算感兴趣区域变化率的时间段，以及用于计算的值（最高、平均或

最低温度）。为每个 ROI 设置变化率的警报上、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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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放和旋转控件 
缩放和旋转控件窗口将显示主图像窗口中显示的那部分热图像。 
缩放比例为 100% 到 800%，对于 NIR-B 2K，缩放比例为 100% 到 1600%。 
使用 +/- 按钮可选择所需的缩放比例。

“已缩放”区域显示为主图像缩略图上的一个长方形。您可以点击和拖动已缩放区域来选择图像
的所需区域。 
旋转控件允许您：

• 以 90º 为单位逆时针旋转图像

• 围绕 X 轴水平翻转图像

• 围绕 Y 轴垂直翻转图像

对焦控件

 聚焦 - 使成像仪聚焦。仅适用于带有对焦电机的摄像机。

 散焦 - 使成像仪散焦。仅适用于带有对焦电机的摄像机。 

 标记最高和最低温度
在屏幕上显示帧的最高和最低温度。最高温度由红色闪烁标记表示，最低温度由蓝色闪烁标记表
示。 

 立即进行 NUC
触发非均匀性校正。仅适用于具有 NUC 功能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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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用仪表视图
仪表视图（图 4-3）提供了热图像中最低、平均和最高温度的图形显示。

图 4-3  典型仪表视图

1) 如要访问仪表的控件，请点击目标仪表底部的“设置”按钮 
 将显示仪表设置窗口。该窗口有两个选项卡：显示和警报（参见图 4-4）。

图 4-4  “仪表设置”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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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设置”选项卡中可用的选项描述在下表中：

项目 说明
显
示
屏

最大 仪表最高温度。

最小 仪表最低温度。

仪表数据 仪表的数据来源。 
标签 仪表的文字识别符。最多 10 个字符。

文本背景 仪表标签的背景颜色。

文本前景 仪表标签的文字颜色。

时间 仪表时间周期（以分钟为单位）用于计算仪表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

点标记 用户定义的温度点，用仪表旁的一个箭头表示，它为您提供特定关
注区域的过程控制设定点的图形指示。

警
报

高警报 当温度值超过它时，仪表将显示警报。仪表将为红色。您可以通过复
选框启用/禁用警报。

高警告 当温度值超过它时，仪表将显示警告。仪表将为黄色。您可以通过复
选框启用/禁用警报。

低警告 当温度值低于它时，仪表将显示警告。仪表将为黄色。您可以通过复
选框启用/禁用警报。

低警报 当温度值低于它时，仪表将显示警报。仪表将为红色。您可以通过复
选框启用/禁用警报。

2) 当您为您的仪表选择了所需的选项后，关闭“仪表设置”屏幕，返回到 LAND 
IMAGEViewer 的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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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关于趋势图

 
图 4-5  显示记录数据的趋势图

趋势图显示了温度读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您可以选择查看所有数据或记录的数据（如果已配置
数据记录）。所有数据屏幕显示了所有来自成像仪的实时温度信息。记录数据屏幕仅显示选择用
于记录的实时数据。

点击箭头可以显示图表底部的分析弹出窗格。该窗格将显示对趋势图中读数的总结。

如果您已设置数据记录，则可以用记录数据图来显示此数据。请注意，记录的数据只能在数据记
录暂停后才能显示。

有关设置数据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用户指南》中的第 6 节。

1) 要显示实时记录数据，请按按钮 。

 趋势图将被更新以显示当前测量的瞬时温度读数，但在趋势图右侧的数据窗格中不会显示
记录的数据。

2) 要暂停显示实时记录数据，请按按钮 。

 趋势图将被冻结，数据窗格将被更新以显示已记录的数据，如图 4-5 所示。

3) 暂停后，您可以指定您想要查看的时间和日期范围。点击从和到字段中的小日历图标，选择
所需的日期和时间范围，然后点击关闭。

 导出 CSV - 单击此图标可将分析表导出为 CSV。 
 这将使用操作系统的格式分隔符导出当前的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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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设置趋势图
1) 在趋势图窗格中，点击设置按钮 

将显示趋势设置对话框。

2) 如有必要，您可以更改 X 轴的显示周期（时间格式：小
时:分钟:秒）。

3) 您还可以选择是否自动缩放 Y 轴以覆盖测量的温度
范围，也可以指定 Y 轴的最小和最大温度。

4.5.2  缩放和平移
您可以使用鼠标放大和平移显示的图形。

要返回到当前的实时读数，请按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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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剖面线图
剖面线图（图 4-6）显示了热场景中沿用户定义线的温度。该线可以有多个点（角），并且可以沿着
特定的感兴趣项目绘制，例如电缆线路/管道工程等。有关创建剖面线的更多详情，请参阅实时图
像视图中的 ROI 编辑器部分。

剖面线图实时显示了沿线的温度。 
1) 使用图形右侧的数据源下拉菜单，选择要在图形上显示的剖面线。您可以从不同的数据源

选择多条剖面线，让它们同时显示在图形上。

 有关可用数据源和如何使用它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源。

2) 您可以暂停剖面线图以冻结显示的数据。

3) 将光标移到图形上，将显示线上所选点的温度值，如图 4-6 所示。

4) 您也可以将数据导出为 CSV 格式的文件。这将使用操作系统定义的格式分隔符，将数据
导出为逗号分隔的文件。

图 4-6  典型的剖面线图，光标指向处显示了温度值

4.6.1  剖面线设置
1) 在剖面线视图中，单击设置按钮 
2) 对于 Y 轴，您可以设置最低和最高温度，也可以选择自动定标，它

将调整上下限，以匹配沿剖面线测得的相应温度。

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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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图像播放器视图

1

2 3

4 5 6

按键
1 播放此文件

2 按此日期和更早的日期过滤（最近的文
件将显示在列表的顶部）

3 将日期过滤器重置为当前日期和时间

4 删除所选视频

5 导入和导出视频

6 打开浏览视频窗口

图 5-1  浏览视频

播放图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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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录制文件浏览器
除了图像播放器视图外，您还可以通过录制文件浏览器访问图像文件，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典型的录制文件浏览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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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 说明
打开。打开播放选择窗口，您可以从中选择要在播放器中播放的图像录制文件。 

 
播放。开始播放所选文件。当文件正在播放时，该按钮被暂停按钮取代。

暂停。暂停当前播放。当播放暂停时，该按钮恢复为播放按钮。  

连续。允许您循环播放数据。 
激活时，它通过控件上的小勾来识别  
播放设置。打开播放设置窗口。
“播放器设置”选项请参见背面的表格。

第一帧。选择当前文件的第一帧。

上一帧。选择当前文件的上一帧。

当前帧。显示当前帧号。

下一帧。选择当前文件的下一帧。

最后一帧。选择当前文件的最后一帧。

保存帧 - 允许将当前显示的帧保存为 PNG、位图、JPG、CSV 或 IMGX 热图像。

导出视频 - 允许将视频保存为 MP4、AVI 或 ERFX 热视频

 
图 5-3  图像播放器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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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播放设置
播放器控制栏如图 5-3 所示。

播放设置默认为图像录制时使用的设置，但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更改：这些设置允许您调整播
放文件时使用的值，包括：

• 整合图像帧 - 选择要整合的帧数。 
• 调整帧速率 
• 调整发射率 
• 调整背景温度

 分析选项卡
显示一个包含当前读数的分析数据表，这些读数来自实时显示的帧和任何感兴趣区域（ROI）。使

用右上方的  按钮可显示或隐藏列。可用的列有：

•  数据 - 数据源（帧或 ROI 号）

• 最大值 - 源的最高温度

• 平均值 - 源的平均温度

• 最小值 - 源的最低温度

• 警报 - 任何警报的状态

• 发射率 - 当前用于源的发射率

• 背景温度 - 当前使用的背景温度。

点击列标题，可按该列对所有数据进行排序。 

 调色板控件
调色板控件允许用户改变热图像在屏幕上的显示方式。有 6 种不同的调色板可供选择。

点击  按钮可以显示所有的调色板，点击您喜欢的调色板就可以激活它。 
有几个选项可以设置调色板范围。

• 连续自动调整范围 - 激活该按钮可根据帧中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值持续更新调色板。

• 自动调整范围 - 按下此按钮可根据帧中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值更新一次调色板。

• 手动 - 通过输入数值或按上下按钮可调整调色板的最低和最高显示温度。

反转调色板按钮可将调色板的明暗显示与标准调色板互换。 

等温线调色板
等温线调色板编辑器允许您用特定的颜色覆盖当前显示的调色板，最多可覆盖 5 个温度范围。
启用一个范围，输入最高和最低温度，然后选择一种颜色覆盖调色板的那个区域。更改会立即反
映在图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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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区域编辑器 
感兴趣区域（ROI）允许分析热图像中需要温度测量值的特定区域。IMAGEViewer 支持不同类
型的 ROI，适用于不同的任务。

• 点 - 显示热图像上单个测量点的温度。IMAGEViewer 支持 20 个点。

• 形状（直线、矩形、椭圆、自由形状）- 计算所选区域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
值。IMAGEViewer 最多支持 4 种形状。

• 剖面线 - 计算线上每个像素的温度，以便在剖面线图上显示。IMAGEViewer 最多支持 2 
条剖面线。更多信息请参阅剖面线图。

要添加感兴趣区域，请在 ROI 编辑器控件中选择 ROI 类型。在实时图像显示中，单击以选择 
ROI 的起点。对于形状 ROI，在您希望形状结束的地方再次单击。对于自由形状和剖面线，单击
以插入线或形状的下一个点，并在您希望形状结束的地方双击。 
ROI 形状可以通过单击选择工具（鼠标指针按钮）并选择实时图像显示中的形状来编辑。拖动角
可扩大或缩小 ROI，使用旋转图标可旋转形状。 
选中后，可按删除按钮或按键盘上的删除键删除 ROI。 

ROI 设置 
ROI 设置窗口为用户提供了改变 ROI 显示的功能。 
• 在图像显示中隐藏 ROl - 在实时图像显示中隐藏 ROI 标记。当显示 ROI 编辑器时，ROI 

标记将出现，以便您编辑它们。 
 要完全隐藏 ROI 标记，请隐藏 ROI 编辑窗口。 
• 使用 ROI 进行背景校正 - 使用一个 ROI 用于图像的背景校正。所选 ROI 的平均温度将

被使用。 
• ROI 线颜色 - 选择屏幕上 ROI 标记的颜色。 
• 高级选项卡 - 允许用户用每个 ROI 的特定发射率覆盖帧发射率。 
• 警报 - 允许用户为每个 ROI 设置高、低警报，并选择它们是否在该 ROI 的最高、平均或

最低温度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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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放和旋转控件 
缩放和旋转控件窗口将显示主图像窗口中显示的那部分热图像。 
缩放比例为 100% 到 800%，对于 NIR-B 2K，缩放比例为 100% 到 1600%。 
使用 +/- 按钮可选择所需的缩放比例。

“已缩放”区域显示为主图像缩略图上的一个长方形。您可以点击和拖动已缩放区域来选择图像
的所需区域。 
旋转控件允许您：

• 以 90º 为单位逆时针旋转图像

• 围绕 X 轴水平翻转图像

• 围绕 Y 轴垂直翻转图像

对焦控件

 聚焦 - 使成像仪聚焦。仅适用于带有对焦电机的摄像机。

 散焦 - 使成像仪散焦。仅适用于带有对焦电机的摄像机。 

 文件详细信息
显示当前所选文件的详细信息。

 标记最高和最低温度
在屏幕上显示帧的最高和最低温度。最高温度由红色闪烁标记表示，最低温度由蓝色闪烁标记表
示。 

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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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6

按键
1 播放按钮 - 允许您恢复所有配置的数据记录。

2 暂停按钮 - 暂停所有数据记录。

3 记录状态 - 红色圆圈表示正在记录。旋转的圆圈表示系统正在等待记录条件得到满足，以
便开始记录。暂停图标表示用户已暂停数据记录。

4 配置播放/暂停按钮 - 暂停或恢复此特定数据记录配置的记录。

5 编辑按钮 - 编辑此配置。

6 删除按钮 - 删除此配置。

图 6-1  典型数据记录配置屏幕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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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软件 IMAGEViewer

6.1 连续数据记录
连续数据记录允许在指定的时间窗口内连续记录数据值。

单击“新建连续记录配置”按钮，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连续记录。

图 6-2  连续记录配置 

1) 选择当触发器被激活时要记录的数据源。

2) 选择应激活记录的录制时间段。对于连续 24 小时记录，请将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设置为
同一时间。如果指定了时间段，则数据记录将从指定的开始时间开始，并在指定的停止时间
停止。

3) 选择记录数据的频率。这是在激活时间段内记录所选值的频率。

4) 选择数据的存储位置。数据可以被记录到系统的数据库中，也可以直接记录到文件中。如果
将数据记录到文件，则必须指定存储文件的文件夹。

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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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兑现这一承诺：

• 主动维护您的设备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可用性。

• 优化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独特的应用需求。

• 通过产品和应用专家的支持来提高用户技能。

AMETEK Land 的全球服务网络提供无与伦比的售后服务，确保您从 AMETEK Land 产品中获得最佳性能
和价值。我们的服务中心团队和现场工程师都经过专业培训，可提供最高标准的调试、维护和售后支持。

AMETEK Land的AMECare Performance Services（性能服务）可确保
您在设备使用寿命期间获得最佳性能和最大投资回报。

我们的全球服务中心网络包括：

英国    I    美国    I    阿联酋    I    意大利    I    印度    I    德国    I    中国

WWW.AMETEK-LAND.COM/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