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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红外热像仪

建筑结构检测、预防性维护、医疗诊断、体温排查、

173年温度测量领域不断研发——温度测量专家

安全系统 —— 价廉物美的高性能热像仪

现今市场上便携式红外热像

仪中最具备经济性、易用性，

同时具备卓越成像性能的工

业级温度测量仪器。

内含数据分析以及统计报表软件

激光触发开关

极其方便的单手操作

全辐射：可在全屏19200像素内

进行细致、精确的温度图像测量。

全屏可移动双游标，自动指示所

测目标物体的最高温点和最低温点。

3.5英寸高亮度大屏幕液晶显示器，

190*120像素解析目标温度分布。

发射率可调，从0.2到1.0，步长0.01,

环境温度补偿，从而获得更高测量精度。

环境温度、物体温度双温度测量。

2GB大容量SD存储卡，存储2万张数据图片。

可直接下载数据图片至PC。

坚固型保护、易用，操作简单。

全防水便携箱，适合于任何应用场合。

红外热像仪专家，预防性维护与诊断
的最佳选择——HSI3000型热像仪，

两年质保，完备的培训与租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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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 it,
you’ll like it;
GUARANTEED!

•HSI3000 -
-10°  - 150°C

•HSI3001 - 

•HSI3002 - 

•HSI3003 - 

WARRANTY

地暖供热系统检测 过程工业监控过温 建筑保温测量 机械设备过热

过紧的传动皮带张力导致过热 电气箱过热 电力变压器检修 电力传输检修

提供校验服务

Wahl HSI3000系列高性能便携式红外热像仪

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多功能热像仪产品

多功能型人体检测热像仪

测温区域：

中温型热像仪   额外带镜头滤光器、菜单转换

开关键，切换200°- 500°C与-10°- 250°C温度量程

高温型热像仪   额外带镜头滤光器、菜单转换

开关键，切换200°- 900°C与-10°- 250°C温度量程

远距离型热像仪 利用9.1°×6.8°窄角透镜

检测远距离微小目标的热成像， -10° - 250°C

改善屏幕清晰度，

防止亮光、日光

干扰

沥青加工 制造业 过程工业监控

自动化控制 海洋测量 纸浆和纸张

汽车工业 机械 质量控制

结构维护 医疗/兽医 学术研究

应用领域

能源审计 政府执法 机场海关

预测性维护 钢铁行业 玻璃塑料行业

电力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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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3000 HSI3001 HSI3002 HSI3003

-10° to 250°C -10° to 250°C -10° to 250°C 0° to 250°C

200° to 500°C 200° to 900°C

20° x 15° 20° x 15° 20° x 15° 9.1° x 6.8°

30cm 50cm 50cm 50cm
(120cm

8 µm to 14 µm

150mk (0.15°C) 0.15°C 0.15°C 0.15°C

0.7°C 1°C

9 Hz

160 x 120 ( 19,200 

-15° to +45°C

-20° to +70°C

IP42

230mm x 120mm x 110mm 230mm x 120mm x 135mm

0.75kg 0.8kg

30Hz 

HeatSpy®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Wahl Instruments, Inc.

HSI3000系列便携式红外热像仪性能参数

型号

特点

测温范围

带过滤器的测温范围

可视区域

焦距调节 2倍手动变焦

最小焦距
辐射测定)

多功能 中温 高温 远距离

光谱响应

热灵敏度

环境23度以及场景25度下

带过滤器的热灵敏度

图像刷新率

探测器 像素)

图像存储 2GB存储卡，高达20000张图像容量

精度 ±2℃或±2%读数 ±2℃或±2%读数 ±2℃或±2%读数±2℃或±2%读数(取其小者)

带过滤器的精度 ±12℃或±5%读数 ±20℃或±5%读数

显示 3.5英寸高亮度大屏幕液晶显示

显示模式 彩虹色、铁红色、高对比及灰阶 四种模式

内置2级激光以突出显示中央测温区域激光指示

辐射测定 最热/冷点自动搜索

辐射率校正 可选择0.2到1.0，步长0.01，环境温度补偿

操作温度范围

储存温度范围

防水防尘等级

振动：MIL-PRF-28800F标准（美军标4.5.5.3.1-2级）军规标准

环境湿度 10%～90%（非冷凝）

电源

接口

锂电池，可现场充电并可更换，连续7小时工作时间。（包含交流适配器）

B型USB接口

外壳 橡胶护套、便携盒、手腕带

尺寸

重量（含电池）

手持及三角架安装固定

包含附件

可选附件

可选刷新率

电池、AC适配器、USB数据线、光盘软件、便携盒、手腕带、SD卡及其读卡器

台式充电器、12V车载充电器、备用电池、遮光罩

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提供校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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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3003

 Wahl HSI3000图像处理软件

修改、分析、存储热像图片
瓦尔公司的HeatSpyHSI3000系列便携式红外热像仪分析处理软件有着易于使用

的优点，使得用户可以操作、分析和存储热图像，如果图片需要校正，还可以

通过软件对每张热成像图片进行设置修改。

可以下载并查看以前存储的热图像

每张图片都有日期以及时间水印，

通过移动鼠标可以单独查看图像中

的任意点的温度信息。

图像处理详细

通过手动或自动方式调节图片的温度数据、误差、发射率以及反射温度设置，

从而增强图片细节信息；可选的四色调色板以及四倍变焦能力。插补图片到

320 x 240 或者 640 x 480 的大小。

采用直方图，二维剖面，双等温线等对所选的多点进行精确详细的温度分析，

还可以以光标指示的方式自动显示场景图片中最热/冷点的信息。所有像素的

温度可以输出成EXCEL数据表，以便以后分析处理。

二维平面显示光标跟随显示温度数据，以及前后

两点的温度差异

可设置温度单位，误差、发射率等

纳韦测试（上海）

苏泽渊
打字机
E-Mail: navilab@126.com        sales02@sensor99.com测试|测量|分析仪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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