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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ONE PRO 用戶手冊
FLIR ONE Pro 使您能夠借助獨特的熱成像和可見光成像融合技術，以全新
的方式觀察世界。本用戶手冊提供如何使用 FLIR ONE Pro的資訊。

FLIR ONE PRO 充電
將電源線的 USB-C 端插入 FLIR ONE Pro，
而另一端插入 1A 電源。設備充電時，
充電 LED 指示燈會閃爍。給 FLIR ONE Pro 充滿電需要大約 1 小時。如果設
備充滿電，充電 LED 指示燈保持常亮。切忌邊充電邊使用 FLIR ONE Pro。

手機接口

可見光相機

OneFit™ 高度控制

紅外熱像儀

充電LED指示燈

USB-C 電源

關閉/開啟開關
和電源指示燈

底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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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 ONE 應用程式
適用於 iOS 設備和適用於安卓設備的最新版本 FLIR ONE 應用程式可
分別通過 Apple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Store 獲取。下載並安裝
應用程式，然後啟動應用程式。打開 FLIR ONE Pro 並將其連接至您
的手機。如果 FLIR ONE Pro 處於關閉狀態，FLIR ONE Pro 應用程式
會提示您在連接FLIR ONE Pro 熱像儀之後才能查看熱像儀功能 。 

應用程式概覽
螢幕上方有一個黑色功能表列，其按鈕分別為滑出式功能表、點測溫、
手電筒、計時器和校準圖示。黑色功能表列下方為即時圖像，螢幕下
方有另一個黑色功能表列，其中包含圖庫、熱像儀、圖像控制和模式
（照片、視頻或延時）圖示。

拍攝圖片 
在下方功能表列的上部位置，向右或向左滑動即可選擇“照片”模式。
點擊螢幕底部的“白色圓點”按鈕，保存快照。圖像保存到圖庫。
在“應用程式設置”中，也可以將圖像保存到手機的圖像庫中。要查
看最近保存的圖像，請點擊左下角的縮略圖。在查看圖像時，向上或
向下滑動圖片即可從可見光相機中顯示底層圖像。查看保存的圖像
時，不需要將 FLIR ONE Pro 熱像儀與手機連接。

拍攝視頻
在下方功能表列的上部位置，向右或向左滑動即可選擇“視頻”模式。
點擊紅色按鈕，開始視頻錄製。再次點擊紅色按鈕停止視頻錄製，並
將視頻保存在 FLIR 圖庫中。要查看所錄製的視頻，請點擊螢幕左下方
的縮略圖以訪問圖庫。

延時視頻
在下方功能表列的上部位置，向右滑動即可選擇“延時”模式。點擊紅
色按鈕，顯示“延時”選項。根據需要調整選項，然後點擊紅色按
鈕，開始視頻錄製。再次點擊紅色按鈕，停止視頻錄製。 

延時視頻

模式介面

FLIR ONE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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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圖庫
可以通過選擇螢幕左下角的縮略圖來查看和編輯捕捉的圖像和視頻。
圖像和視頻可以通過文本消息或電子郵件共用，並且可以通過變換調
色板或溫標來進行編輯。在查看圖像時，可以向上或向下滑動來顯示
用於 MSX® 融合的可見光圖像。

更換調色板
在顯示幕（即時圖像）上，點擊螢幕右下角的“成像選項”功能表。
點擊“調色板”圖示，以更改圖像顯示方式。選擇所顯示調色板的其
中一種。該應用程式允許從 9 種不同的調色板中進行選擇，包括彩色
調色板、灰度調色板或兩者的組合。

紅外尺規
FLIR ONE Pro 將顯示場景的溫度範圍，並且允許您使用紅外尺規功能
調節溫度映射。若要使用該功能，點擊“成像選項”功能表中的“紅
外尺規”圖示。尺規將會顯示在螢幕的左側，帶有高溫和低溫標記。
您可以通過按住滑塊向上或向下滑動來調節顏色映射。您也可以手動
點擊測量值並輸入您選擇的範圍。

增益模式
FLIR ONE Pro 擁有更寬的溫度量程，能夠測量最高 400 ℃（752 ℉）
的溫度。高增益為標準模式。若要使用該功能，點擊“成像選項”功
能表中的“增益模式”圖示。選擇“低增益”選項，點測溫或感興趣
區域等功能的使用和標準模式相同。

我的圖庫

紅外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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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測溫和感興趣區域（ROI）
使用點測溫和感興趣區域時，FLIR ONE Pro 將在圖像上顯示溫度平均
值（以攝氏度或華氏度為單位）。點測溫的精度取決於多個因素，包
括：與物體之間的距離、環境溫度和被觀測材料的發射率。建議用戶從
www.infraredtraining.com 瞭解更多關於熱成像科學的知識。要在華
氏度和攝氏度之間切換，請使用“控制台”中的“設置”選項。  

注意：如需添加點測溫和/或感興趣區域，點擊螢幕左上角的“點測溫”圖
標，以獲取點測溫和感興趣區域的清單。可同時顯示至多 3 個點測溫、3 個方
形感興趣區域和 3 個圓形感興趣區域。點擊並按住點測溫，可以在螢幕上拖動。
可通過雙指捏放調整感興趣區域的大小。

手電筒
FLIR MSX 專利技術利用 FLIR ONE Pro 中的可見光相機來最大限度地
改善細節和提高圖像清晰度。此項功能需要一定量的可見光，因此在
黑暗環境中打開智慧手機的閃光燈來增強圖像細節。此功能利用手機
中內置的閃光燈。

計時器
計時器選項使使用者能設定在指定的延時之後保存圖像。選擇“計時
器”圖示時，會顯示“計時器”控制台。用戶可以將時間延遲設置為
3 秒或 10 秒，或關閉時間延遲選項。啟用“計時器”延遲時，使用
者通過點擊螢幕下方的“白色圓點”按鈕保存圖像，然後在圖像上顯
示倒計時計時器。

點測溫和感興趣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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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校準
熱像儀內置有機械快門，快門會週期性地啟動，使熱像儀能夠校準或刷
新圖像。快門啟動時，圖像將有瞬間的停滯。應用程式將在熱像儀首次
開機時，及此後定期執行自動校準，以提供最佳圖像。也可以通過點擊
主螢幕右上角的“校準”圖示手動啟動快門。通過關閉“設置功能表”
中的“自動校準”，可以將校準切換為手動模式。

MSX 對齊控制
FLIR ONE Pro 預設的熱圖像和可見光圖像對齊範圍為3米距離。若要監
測短距離場景，使用 “MSX 距離”滑塊控制。點擊“MSX 距離”控
制，以啟動滑塊控制，然後通過滑動滑塊來調整對齊。若要退出滑塊控
制，只需再次點擊該圖示即可。

鎖定跨度
“鎖定跨度”功能將顯示幕中顏色的溫度範圍鎖定到您正在觀測的場景。
只需點擊“鎖定跨度”圖示便可鎖定範圍，再次點擊“鎖定跨度”圖示
將會回到場景的自動縮放模式。

設置功能表
設置功能表使使用者能在 FLIR ONE Pro 上配置附加功能，如下所述。

保存位置
如果有手機信號時，會在捕捉的圖像上添加位置資訊。這就使得可以在
地圖上看到圖像。

保存到手機照片
打開此選項，可將圖像和視頻副本保存到手機的相冊中。無論此設置如
何，圖像都將始終存儲在 FLIR ONE Pro 熱像儀中。之前捕捉的圖像不
會被複製。

溫度單位
使用此設置可以在華氏度和攝氏度之間更改溫度測量單位。

發射率
啟用點測溫時，顯示的溫度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目標材料的發射率屬
性。該屬性是材料發射或輻射熱能的相對等級。一些材料比其他材料發
射的熱能更大；光澤材料或反射材料（如金屬）往往是不良的發射體。
對於大多數材料，默認的“啞光”設置基本上為近似設置。

MSX 距離滑塊

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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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FLIR ONE 和 FLIR ONE Pro 均不
防水。如果FLIR ONE或FLIR ONE 
Pro用於觀測高溫物體，如火苗或
熔融金屬，請小心使用。

幫助
關於 FLIR ONE Pro 的更多資訊可以在 FLIR ONE Pro 應用程式的“説
明”部分和“提示和技巧”部分查看。

關於 FLIR ONE
“關於 FLIR ONE Pro ”功能表選項提供有關 FLIR ONE Pro 熱像儀、FLIR 
ONE Pro 應用程式、FLIR Systems，Inc. 公司的資訊，以及其他法律、
許可和法規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