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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責聲明 

 

1.1 版權 

© 2014 - 2017，FLIR Systems, Inc.在全球保留所有權利。在未獲得FLIR Systems的書面許可前，不得使用任何

手段，包括電子方式，電磁方式，光學，人工或其他方式將本軟體的任何部分，包括來源程式碼進行複

製、傳輸，抄寫，或翻譯成任何語言或者任何形式的電腦語言。 

在未獲得FLIR Systems的書面許可前，不得影印、複印、複製、翻譯，或傳輸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到任

何電子媒體，或機器可讀取的形式。 

在本產品中所出現的名稱與標誌皆屬於FLIR Systems及/或其子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標。所有在本文件中所提

及的其他商標、商標名稱，或公司名稱皆僅限於識別用途，且屬於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1.2 品質保證 

開發與製造本產品所使用的「品質管理系統」皆遵循 ISO 9001 標準並獲得認證。 

FLIR Systems 致力於提倡永續發展政策；因此我們保留對任何產品做出變更或改進的權利，且無須事先通

知。 

1.3 文件 

要存取最新的手冊與通知，請進入下載標籤，位於：http://support.flir.com。線上註冊此需要幾分鐘即可完

成。在下載區域，您也可以找到我們其他產品的最新手冊版本，以及我們過去產品與停產產品的手冊。 

1.4 電子廢棄物的處置 

就像大多數電子廢棄物一樣，本設備必需以符合環保的方式丟棄，並且遵循現有的電子廢棄物

處理法規。 

請連繫您的FLIR Systems代表，獲得新進一步資料。 

http://support.fl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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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性 

2.1 國際安全符號 

 

與其他符號或端子相鄰的這個符號，表示使用者必須參考使用手冊以獲得進一步資訊。 

2.2 注意事項 
o 不當使用會對量表造成損壞。使用前，請先閱讀並理解本「使用者指南」中所提供的全部資訊，以及

所有隨附的其他文件。 

o 雷射指標功能開啟時，應該特別小心。 

o 切勿將光束對準任何人的眼睛，或者讓光束從反射表面直射眼睛。 

o 切勿在容易爆炸氣體附近，或者有潛在爆炸風險的區域使用雷射。 

o 請參閱「注意事項」聲明標籤（如以下所示），以獲得重要的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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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入門指南 

3.1 基本步驟 

TG165 的使用相當直覺、簡單；以下描述基本步驟（本「指南」稍後將提供更多詳細資料）： 

1. 按住「電源」按鈕  > 2 秒，開啟電源。在 FLIR 標誌啟動畫面後，將出現感熱影像畫面。如果電

池需要充電，請參閱以下第 3.2 節。 

2. 請將 TG165 指向目標區，並查看感熱影像。將以顏色表示從熱到冷的相對溫度（從淺色到深色）。

紅外線溫度讀數（位於畫面的左上角）表示十字線與雷射指標所指向的目標區域的溫度。 

3. 拉動扳機可啟動雷射指標。 

4. 釋放扳機可凍結/擷取影像。按下 可儲存影像；按下 可放棄影像。 

3.2 TG165 的開機與充電 

按觸電源按鈕  > 2 秒，可將 TG165 開機。此時將出現開機畫面（FLIR 標誌）。現在已經可以開始使用 

TG165；如果要關閉電源，請按住  > 2 秒。請注意，APO（自動關機）功能可以在預先設定的時間之後，

自動將 TG165 關機（請參閱「設定功能表」一節，了解如何設定 APO 時間）。 

電源開啟時，電池狀態圖示會出現在顯示幕的右上角。當電池電量低

時，請連接到 AC 電源或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連接到電腦 USB 連接埠

（USB 連接埠位於 TG165 頂部的蓋口下方）。  

電源關閉時，電池符號會在充電時佔據整個螢幕。當連接到 AC 電源時

會出現如（圖 3-1）左側的充電動畫符號，當連接到電腦 USB 連接埠時

則會出現如（圖 3-1）右側的符號。 

當 TG165 充電時仍可開機與使用。在此情況下，電池符號將以動畫方式顯示於其正常位置右上角。 

3.3 紅外線感熱成像顯示 

1. 紅外線測溫槍表面溫度讀數 

2. 十字線：測溫槍目標區 

3. 感熱影像 

4. 時間時鐘 

5. 目前發射設定 

6. 色階 

7. 顯示圖示列 

 

圖 3-1 電池充電圖示 

圖 3-2 主畫面 

 



                   FLIR TG165 使用者手冊                                                                                                   文件識別符號：TG165-zh-TW_AB 7 

3.4 控制按鈕與扳機 

請熟悉以下所述的控制按鈕與扳機的操作： 

 電源/後退按鈕 按住> 2 秒可循環開機或關機；短按可退出功能表畫面。也可在擷取影像後立

即放棄影像（當此選項可用時，將在按鈕上方的畫面出現一個 "x" 5 秒）。 

 確定/功能表按鈕 短按可存取「設定功能表」以確認編輯，在出現提示時儲存影像（當此選項

可用時，將在按鈕上方的畫面出現一個核取標誌 5 秒）。 

 上/下與導覽箭頭按鈕 捲動「設定功能表」，並選擇功能表項目設定。按下「下」箭頭 4 秒可存

取「影像檢視」模式。 

 扳機 拉出可啟動雷射指標，釋放可拍攝目前影像的截圖。再次拉出可放棄影像並返回即時影像模

式。 

3.5 進行測量 

 將 TG165 開機。 

 將鏡頭對準要進行測試的區域。  

 檢視紅外線影像與紅外線感熱讀數（位於紅外線影像的上方與左側）。如果溫度計測量超逾該出版

溫度范圍,顯示出其他職等。 

 紅外線影像與紅外線測溫槍讀數是由紅外線成像鏡頭與紅外線測溫槍鏡頭分別擷取。 

 拉動扳機可啟動雷射指標。雷射指標將概略「框住」測量紅外線溫度的點。「十字線」畫面可精準

定位目標的中心點。  

 請查閱本節之前圖 3.2 中的顯示範例。另請參閱第 4.2 節「紅外線測溫槍測量概觀」、第 4.3 節「測

量距離比率」，以及第 4.4 節「紅外線成像器概觀」。 

3.6 儲存、刪除與檢視紅外線影像 

 將 TG165 指向物體或目標區域。 

 拉出扳機啟動雷射指標，釋放扳機即可擷取影像。將在 按鈕上出現核取標記（按下可儲

存），以及在 按鈕上方出現 "x"（按下可放棄）5 秒。 

 若要檢視影像，請存取「設定功能表」（請參閱第 9 節），或按住「下」箭頭按鈕 4 秒。 

 要從 SD 卡刪除影像，請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依第 9 節「設定功能表」中所述的方式刪除已儲

存的影像。 

警告：清除 SD 卡時，將刪除所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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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介 

感謝您購買 FLIR TG165 紅外線成像測溫槍。TG165 是一款獨特的紅外線測溫槍，它結合了感熱成像功能與

傳統紅外線測溫槍的功能。購買 TG165 時包含一條腕帶繩、micro SD 記憶卡、通用 AC 變壓器/充電器與

「快速入門」指南。其他配件資訊請見網站：www.flir.com/test。本裝置出貨時已經過完整測試與校準，若

適當使用時，可提供數年可靠的服務。請瀏覽我們的支援網站，網址：www.flir.com/test 並註冊裝置，查看

最新的產品更新以及聯絡我們的客戶支援。 

4.1 重要功能 

 兩個鏡頭：一個供感熱成像器使用，另一個供紅外線測溫槍使用。 

 60 x 80 像素感熱成像系統 

 大型，容易讀取、明亮的圖形化 TFT 顯示器 

 雙雷射指標 

 快速、容易使用的發射選擇，提供四個預先設定的等級，以及一個可自訂的發射模式 

 三腳架固定孔 

 堅實的工業設計 

 把手提供繫繩索 

 

4.2 紅外線測溫槍測量概觀 

紅外線測溫槍可測量物體的表面溫度。測溫槍的光學部件可以感應物體所發射，反射與傳輸的能量。 

TG165 會將所感應到的資訊（由雷射所概略框住的範圍，以及由十字線所定位的目標區）進行轉譯，並形

成溫度讀數，在畫面左上角顯示為文字。如果溫度計測量超逾該出版溫度范圍,顯示出其他職等。 

物體所發射的紅外線能量總量與物體的溫度，及其發射能量的能力成比例。這種能力又稱為「發射」，且

是根據物體的材質及其表面構造而定。反射性很強的物體的發射值從 0.1 開始，而全黑表面的發射值則為 

1.00。 

TG165 具有兩種可調整的預設發射設定。預設值共有四 (4) 種，可調整的發射範圍從 0.1 到 0.99。請參閱

「附錄」，以獲得常見材料的清單及其各自的發射因數。存取「設定功能表」（在第 9 節中解釋）可設定

所需的發射因數。 

有關紅外線感熱技術的概觀，請參閱附錄第 12.2 節「紅外線成像與能量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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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紅外線測溫槍測量距離比率(24:1) 

基礎 

TG165 的距離測量比率 (D:S) 為 24:1。在 24 英吋的距離時，TG165 可測量直徑為 1 英吋的測量點平均溫

度。 在 48 英吋的距離，測量點直徑為 2 英吋，從 72 英吋的距離，測量點的距離為 3 英吋。  溫度會顯

示在 TG165 顯示幕的頂部左側。 

測溫槍鏡頭 

在圖 4-1 中，鏡頭的視野是由從測溫槍鏡頭發射的綠色虛線表示。 視野角度為 0.04o。 圖 4-1 顯示在 

24、48 與 72 英吋時的點尺寸（綠色圓圈，直徑為 1、2 與 3 英吋）。 將顯示兩個目標點的檢視： 從側

邊所見的目標點，以及從使用者角度所見的目標點（將 TG165 握在手上時所指向的目標點）。 

雷射指標 

雷射指標鏡頭以紅色（右側鏡頭）與藍色（左側鏡頭）點顯示。 這些鏡頭在測量表上為互相水平，但是

由於測量表是從目標處移開，因此雷射光束會完全垂直旋轉，以便在 24 英吋的距離下建立 1 英吋的測量

點。 在 48 英吋的距離下，雷射會進一步旋轉（在 2 與 8 點鐘方向），以便讓測量點直徑為 2 英吋。 光

束在更遠的距離時都會保留在此位置（相較於光束會在 48 與 72 英吋時旋轉）。 

顯示十字線 

顯示幕的十字線代表紅外線測溫槍鏡頭正在感應的目標點。 

 

 

 

 

 

 

 

 

 

 

 

 

 

 

 

 

圖 4-1 測量距離比率與旋轉雷射指標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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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側邊檢視 

 紅外線成像器視野 

圖 4-2 頂部檢視  

紅外線成像器視野 

4.4 紅外線成像器視野 

 圖 4-2 顯示頂部檢視，其中兩條虛線 (1) 表示紅外線影像視野 (38.6
o
) 的邊界的左側與右側（水平）。 

 圖 4-3 顯示側邊檢視，其中虛線 (1) 表示紅外線影像視野 (50
o
) 的邊界的頂部與底部（垂直）。 

 請注意，紅外線影像為方形（而非紅外線測溫槍測量點時的圓形），這很重要。 

 在圖 4-2 中，兩條實線 (2) 表示紅外線測溫槍的視野。 

 項目 4（在兩張圖中）為使用帶有粗線的方塊所表示的紅外線影像區域。 

 在圖 4-2 中，橢圓形 (3) 表示紅外線測溫槍所測得的點直徑。 

 如前所述，TG165 的十字線圓圈會緊鄰這些點。  

 在圖 4-2 中，雷射指標 (2) 會框住這些點 (3)。在圖 4-3 中，雷射的平面 (2) 會顯示為一條線，而非兩

條（因為從側邊檢視時，雷射會位於相同的平面上）。 

 請注意，不應在 10”（25.4 公分）的距離內進行測量，以獲得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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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後方檢視 圖 5-2 前方檢視 

圖 5-3 頂部檢視 

5. 描述 

 

5.1 後方描述 

1. TFT 彩色顯示器 

2. 電源/後退按鈕 

3. 功能表/確定按鈕 

4. 上/下箭頭按鈕 

 

 

5.2 前方描述 

5. 紅外線成像鏡頭 

6. 雙雷射指標 

7. 紅外線測溫槍鏡頭 

8. 扳機 

9. 穿繩孔 

 

5.3 頂部描述 

10. Micro USB 連接埠與 Micro SD 卡插槽隔間 

 

 

 

5.4 底部描述 

11. 三腳架固定孔 

12. 穿繩孔 

 

 

 

圖 5-4 底部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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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顯示圖示與指示器描述 

圖示 描述 圖示 描述 

 
設定功能表圖示  灰階色盤功能表選擇 

 
校準日期圖示  色溫表色盤功能表選擇 

 
韌體版本圖示  消光外觀（發射預設值 0.95） 

 
雷射指標開啟圖示  半消光外觀（發射預設值 0.80） 

 
偵測到 SD 記憶卡  半光澤外觀（發射預設值 0.60） 

 
SD 卡刪除（清除）圖示  光面外觀（發射預設值 0.30） 

 
影像色盤圖示 

 
自訂發射功能表圖示 

 
日期/時間功能表圖示  溫度單位  

 
沙漏圖示 

 
前一個/下一個頁面指示器箭頭 

 目標十字線 
 

接受/儲存指示器 

 
自動關機 (APO) 圖示 

 
放棄/刪除指示器 

 
作業完成 

 
作業失敗 

 
發射圖示 

 

「資訊功能表」顯示韌體版本等級與校

準日期 

電池電力充滿： 電池電力已空： AC 充電圖示*： USB 連接埠充電圖示*：  

*顯示電池充電圖示時表示電源關閉時充電。若在電源開啟時充電，電池狀態圖示（畫面的右上

角）會以掃描動畫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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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啟 TG165 電源 

6.1 電池電力 

按住  > 2 秒，將 TG165 開機或關機。TG165 是由 3.7V 鋰離子充電式電池供電。當 100% 充電時，位於畫

面右上角的「電池」狀態圖示會顯示全白色 。電池電力消耗時，電池圖示中的白色中心將逐漸下降。當

電池需要充電時，電池狀態圖示會出現空白 。請注意，當電池符號空白時所顯示的溫度讀數是精準的。

直到量表關機前，都可以確保精準度。 

6.2 為電池充電 

可使用隨附的 USB 連接線（USB 連接埠位於頂部蓋口下方），然後連接到 AC 電源，或者電腦上的 USB 連

接埠對 TG165 的電池充電。 

電源關閉時，TG165 可從 AC 電源充電，且將在整個螢幕顯示  符號。 

電源關閉時，可從 USB 連接埠對 TG165 充電，且將在整個螢幕顯示  符號。 

可以在電源開啟狀態下對 TG165 充電（如果電池具有開機的足夠電力）。充電時，若電源開啟（無論是透

過 AC 電源或 USB 電腦連接埠），電池狀態指示器（位於顯示器右上角）都會顯示為動畫的充電符號。 

6.3 APO（自動關機） 

TG165 會在經過一段可選擇的無活動時間後自動關機。請參閱第 9 節「設定功能表」，以獲得有關設定 

APO 時間的指示。APO 選項為關閉（此時機器不會自動關機）、1 分鐘、2 分鐘、5 分鐘或 10 分鐘。 

6.4 強制關機 

若 TG165 顯示器凍結或「鎖定」，則可強制 TG165 重設並關機。 

請按住 ，並在按下時，按住 10 秒。量表將重設並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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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鈕與扳機控制 

除了扳機外，位於 TG165 顯示器下方還有四 (4) 個控制按鈕。提示：使用拇指進行按鈕控制，使用食指進行

扳機控制。 

7.1 電源/返回按鈕  

按住：讓量表電源進入開機/關機循環 

短按：退出模式或放棄影像（當按鈕上方的顯示器出現 "x" 時） 

7.2 確定/功能表按鈕  

短按：當上方顯示核取方塊時，可存取「設定功能表」，確認/開啟功能表參數、切換功能表選項並儲

存影像。 

7.3 上/下導覽箭頭按鈕  

短按：在「設定功能表」中捲動選取項目，以及在「影像檢視」模式下捲動已經儲存的影像：從正常

操作模式中，按下「下」箭頭 4 秒可存取「影像檢視」模式；相對地，可依第 9 節「設定功能表」中

所述的方式存取「影像檢視/刪除」模式。 

7.4 扳機按鈕 

啟動雷射指標，當釋放時可拍攝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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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操作 

 

8.1 TG165 的開機 

按住  > 2 秒，將 TG165 開機。如果機器已經充分充電，量表將顯示 FLIR 標誌啟動畫面，如以下圖 8-1 所

述。在快門重置圖像前，顯示的初始圖像是一張帶多種顏色的線條的低解析度圖片。啟動期間後，TG165 

將顯示即時紅外線感熱影像，以及紅外線溫度讀數（即感熱影像上方的文字）。如果量表沒有開啟，請參

閱第 6 節「開啟 TG165 電源」，以獲得有關電池充電的資訊。 

 

 

 

 

圖 8-1 啟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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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使用 SD 卡擷取/儲存影像 

TG165 可以在 Micro SD 記憶卡上儲存數以千計的影像。透過隨附的 USB 連接線連接到 PC 時，Micro SD 卡

功能可當成任何外接式儲存裝置使用。若要儲存影像，必須在位於量表頂部的 Micro SD 卡插槽內插入一張

相容的 Micro SD 卡（位於保護蓋口下方）。 

將相容的 Micro SD 卡適當插入 TG165 後，將在 TG165 顯示器的右上方出現一個記憶卡圖示 。擷取影像

並儲存到記憶體： 

1. 將 TG165 指向物體或目標區域。 

2. 拉動扳機可啟動雷射指標。 

3. 釋放扳機可擷取影像；影像將凍結 5 秒鐘。 

4. 在 5 秒內按 儲存影像或 放棄影像（請參閱圖 

8-2）。 

5. 如果已在 Micro SD 卡上成功儲存影像，則顯示器中心將

出現大型的核取方塊 。如果影像儲存失敗，此圖示

將出現在顯示器上。失敗可能表示 Micro SD 卡容量已

滿、故障或者不正確插入。  

6. 要清除/格式化 SD 卡，請參閱第 9 節「設定功能表」。 

提示：擷取影像後，將出現一個核取方塊 ，位於

按鈕的上方（儲存影像），以及一個 圖示，位於 按鈕（放棄影像）的上方 5 秒鐘。請參閱

圖 8-2。如果沒有在 5 秒內按下按鈕，將自動放棄影像。 

8.3 檢視/刪除影像 

使用「檢視模式」來檢視或刪除已儲存的影像。 

1. 要存取「影像檢視」模式（從一般操作模式），請按住「下」箭頭 4 秒，然後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影

像。或者，也可存取「設定功能表」（第 9 節）來檢視與刪除影像。 

2. 按一下「返回」 按鈕，退出影像檢視模式。 

3. 要刪除所有影像，請依第 9 節中述的內容存取「設定功能表」，並重新格式化 SD 卡。 

4. 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連接 TG165 到電腦，並使用 SD 卡作為儲存與刪除影像的外接式磁碟機。   

圖 8-2 影像儲存或放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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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設定功能表 

9.1 設定功能表概觀 

「設定功能表」可讓使用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設定 TG165。請參閱以下表格（圖 9-1），以獲得各選項的清

單。每次 TG165 關機與開機時，都會儲存使用者所變更的功能表設定。  

 

 

 

 

 

 

 

 

 

 

 

 

 

 

 

圖示 描述 

 
影像檢視與刪除模式（請參閱第 9.3 節） 

 

 彩色（色溫表）色盤選擇 

 黑白色盤選擇 

使用 按鈕切換 

 
發射設定（請參閱第 9.5 節） 

 
雷射指標：按下 切換雷射開啟/關閉 

 溫度單位：按下 切換 oC/oF 

 十字線：按下 切換十字線開啟/關閉 

 
自動關機 (APO) 設定（請參閱第 9.9 節） 

 
日期與時間設定（請參閱第 9.10 節） 

 

韌體版本顯示 

校準日期圖示 

請參閱第 9.11 節 

圖 9-1 設定功能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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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基本導覽與編輯 

按下 進入「設定功能表」（請參閱圖 9-2）。使用箭頭按鈕，在顯示的功能表項目及頁面中捲動（並非可

在單一頁面上看見所有功能表項目）。目前選項將反白顯示。按下 開啟功能表項目，或切換選項

（可以使用 按鈕切換的項目為：色盤、雷射指標開啟/關閉、溫度單位 C/F 與十字線開啟/關閉）。 

 以下各節詳細說明每一個功能表項目。 

 

 

 

 

 

 

 

 

 

 

 

 

 

 

 

 

 

 

 

 

1. 設定功能表圖示 

2. 往上捲動圖示（使用「上」箭頭按鈕以檢視更多功能表項目） 

3. 反白顯示的背景表示所選取的項目 

4. 功能表項目圖示（使用箭頭按鈕捲動這些內容） 

5. 往下捲動指示器（使用「下」箭頭按鈕以檢視更多功能表項目） 

6. 目前功能表項目設定 

 

 

圖 9-2 導覽主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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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影像檢視與刪除全部（SD 卡清除） 

要檢視或刪除儲存在 SD 記憶卡上的所有影像：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 

2. 捲動至 SD 卡 圖示。 

3. 按下 開啟功能表項目，此時將顯示兩個圖示：「影像

檢視」圖示（頂部）與「SD 卡清除」圖示（底部），如圖 

9-3 所示。 

4. 當「影像檢視」圖示 反白顯示時，請按下 並使

用箭頭按鍵，在所儲存的影像之間捲動（影像檔案名稱將直

接顯示於影像下方）。請參閱圖 9-4。完成時，請按「返回」

按鈕 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5. 在 SD 卡清除圖示 反白顯示時，按下「功能表」按鈕，以

清除/重新格式化所安裝的 SD 卡。將清除所有資料。重新格

式化卡片時，沙漏圖示將顯示約 20 秒，如圖 9-5 所示。完成

重新格式化後，TG165 將返回「設定功能表」。 

6. 使用箭頭按鈕選擇另一個功能表項目，或按「返回」按鈕

以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圖 9-3 選擇影像檢視圖示 

圖 9-4 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影像 

圖 9-5 刪除 SD 卡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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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色盤選擇 

TG165 支援兩種色盤：灰階與色溫表。預設色盤為「色溫表」。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以捲動到「色盤」 圖示。 

2. 使用 按鈕切換「灰階」 與「色溫表」 選擇。 

3. 完成選擇後，請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另一個功能表項目。 

9.5 發射選擇 

發射值可以 0.01 為單位進行調整，範圍從 0.01 至 0.99；預設值為 0.95。請參閱「附錄」，以獲得常見材料

的清單及其各自的發射因數。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發

射」 圖示。 

2. 按下 開啟功能表項目。 

3. 預設發射選擇：使用箭頭按鈕捲動至預設發射因數之一

（95、80、60、30），如圖 9-6 所述，然後按下 確認

選擇。量表將返回至「設定功能表」。 

4. 自訂發射：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自訂發射」圖示 ，如

圖 9-7 所述，然後按 開始編輯。現在，請使用箭頭按

鈕來選擇所需的發射值（從 0.01 至 0.99）。按下 確認自訂設定，量表將返回「設定功能

表」。 

5. 使用箭頭按鈕選擇另一個功能表項目，或按 以返回正

常操作模式。 

 

 

 

 

 

 

 圖 9-7 選擇自訂發射 

圖 9-6 選擇發射預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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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雷射指標切換開啟/關閉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雷射指標」 圖示。 

2. 使用 按鈕切換雷射指標的開啟/關閉。 

3. 雷射指標可用於框住紅外線測溫槍的測量「點」。請參閱第 4.3 節 

4. 完成選擇後，請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另一個功能表項目，或按 以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9.7 溫度單位 oC/oF 切換 

TG165 能以 °C 及 °F 為單位顯示溫度。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溫度單位」 圖示。 

2. 使用 按鈕切換「溫度單位」(C/F)。 

3. 完成選擇後，請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另一個功能表項目，或按 以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9.8 十字線開啟/關閉切換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十字線」
 
圖示。十字線可對準紅外線

測溫槍的測量「點」的中心，請參閱第 4.3 與 4.4 節以獲得詳細資料。紅外線測溫槍的溫度會顯示

在紅外線影像的上方與左側。 

2. 使用 按鈕切換十字線的開啟/關閉。 

3. 完成選擇後，請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另一個功能表項目，或按 以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FLIR TG165 使用者手冊                                                                                                   文件識別符號：TG165-zh-TW_AB 22 

9.9 自動關機 (APO) 選擇 

選擇量表在自動切換至關閉前所等待的時間（從最後一次按下按鈕時起

算）。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APO」

圖示。 

2. 按下 開啟功能表項目。 

3. 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所需的 APO 時間（關機、1 分鐘、2 分鐘、5 

分鐘與 10 分鐘）。請參閱圖 9-8。 

4. 按下 儲存設定並返回「設定功能表」。 

9.10 日期與時間設定 

在「系統」日期與時間功能表中，使用者可以依以下方式設定時間與日期：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日期/時間」

圖示。 

2. 按下 開啟「日期/時間」子功能表 。「時間」與「日期」欄位

將以「24 時制開啟/關閉」選擇器的方式出現。所選取的列將反白顯

示，如圖 9-9 與 9-10 所示。使用箭頭按鈕在各列間導覽。 

3. 使用 按鈕在反白的列的欄位之間移動；使用箭頭按鈕以調整

欄位設定。 

4. 目前的列完成後，請按下 取消選擇所有欄位，然後使用箭頭

按鈕移動到其他列。使用相同的方法編輯此列。 

5. 在「24 時制開啟/關閉」列，使用「確定」按鈕切換 24 時制開啟/

關閉。「24 時制時鐘」開啟時，AM-PM 欄位將消失。 

6. 編輯完成後，請按下 取消反白所有欄位，然後再次按下

儲存，並返回「設定功能表」。 

 

 

 

圖 9-8 選擇 APO 時間 

圖 9-9 設定時間 

圖 9-10 設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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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韌體資訊與校準日期檢視 

可以檢視韌體版本與校準日期（TG165 支援現場韌體更新；請聯繫 FLIR 技術支援專家以獲得詳細資料）。 

1. 按下 存取「設定功能表」，並使用箭頭按鈕捲動到「韌體」 圖示。 

2. 按下 開啟功能表項目。 

3. 檢視韌體版本與版本日期。 

4. 按下 返回主功能表。 

5. 使用箭頭按鈕選擇另一個功能表項目，或按 以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9.12 將 TG165 連接到 PC 和遷移影像文檔 

在 TG165 上保存的圖像可以從記憶體遷移到 PC 進行歸檔或導入報告。 

您可以從 TG165 中取出 SD 記憶卡並將其放入 SD 記憶卡讀卡器，或者透過隨附的 USB 電纜將 TG165 連接

到 PC。 

使用 USB 電纜將 TG165 連接到 PC 時 

 關閉 TG165 的電源。   

 將 USB 電纜插入 TG165，然後插入 PC。   

 TG165 熒幕將顯示 USB 符號 。 

 複製要保存的圖像。 

 

圖 9-11 檢視韌體版本與校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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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維護 

10.1 電池維護與更換 

如果電池無法儲存電力且需要更換，請聯繫 FLIR Systems 以獲得有關退回機器進行維修的詳細資料。有關

電池充電的指示，請參閱第 6.2 節「為電池充電」。 

10.2 校準 

TG165 在出貨前已經在工廠進行過校準。如果需要進行校準，請聯繫當地的 FLIR 服務中心。TG165 無法在

現場進行維修，僅能由經過培訓的合格 FLIR 人員進行校準。 

10.3 清潔 

請依需要使用濕布擦拭外殼。請使用高品質拭鏡布清除量表鏡頭與顯示窗的灰塵與髒污。請勿使用粗糙用

品或溶劑來清潔量表外殼、鏡頭或顯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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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規格 

11.1 一般規格 

顯示器    2.0” 彩色 TFT 

顯示器解析度  176（寬） x 220（高）像素 

雷射指標    雙偏離系統（紅色）；拉動扳機以啟動雷射指標 

     雷射會框住紅外線測溫槍的測量點 

防掉落    設計可耐受從 2 公尺處掉落 

電池電力    充電式 3.7 V 鋰離子 (2600mA) 電池（使用者無法更換） 

     可透過 Micro USB 連接埠充電（位於量表頂部，蓋口下方） 

電池充電器額定值  100-240V, 50/60Hz, CAT II 

自動關機  使用者可調整（關機、1 分鐘、2 分鐘、5 分鐘或 10 分鐘） 

電池壽命    > 5 小時；一般條件 

三腳架孔  ¼”-20 螺紋孔位，位於量表把手底部 

現場可升級   可在現場升級韌體（請聯繫 FLIR Systems） 

資料記錄    Micro SD 卡（隨附）；可相容至 32GB 

使用者手冊    儲存於隨附的 Micro SD 卡 

認證    CE/FDA 

保固    2 年（產品）；10 年（感熱成像偵測器） 

配件    包括穿繩索、USB 連接線、通用 AC 變壓器、使用者指南 

尺寸（高 x 寬 x 深）/重量  186 x 55 x 94 公釐 (7.3 x 2.2 x 3.7”) /312 公克（11 盎司） 

根據 UL 認證規範，該單元可用於國內和工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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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紅外線測溫槍規格 

紅外線溫度測量範圍 -25°C ~ +380°C (-13°F ~ +716°F) 

過度和根據-系列說明 OL 

紅外線溫度解析度  0.1°C (0.1°F) 

紅外線溫度精準度 -25° ~ -10°C (-13° ~ +14°F): ±3.0°C (±5.4°F) 

 -10° ~ 0°C (+14° ~ +32°F): ±2.0°C (±3.6°F) 

 0° ~ +380°C (+32° ~ +716°F): ±1.5°C (±2.7°F) 

 或 ±1.5%（讀數），以較高者為準 

測量距離 (D:S) 比率  24:1 

視野角度   0.04
o
 

紅外線溫度反應時間  150 毫秒 

溫度掃描方式   連續 

發射    4 組預設設定，加上一組自訂設定（從 0.01 至 0.99） 

雷射指標    雙偏離（紅色），框住紅外線測溫槍的測量點 

目標鎖定    顯示十字線，精準定位測量點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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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紅外線感熱成像規格 

偵測器類型   FLIR Lepton
TM

；微型熱輻射測定儀對焦平面陣列 (FPA) 

紅外線成像解析度  60x80 像素  

紅外線成像視野  50
o
 x 38.6

o
（垂直 x 水平） 

紅外線成像光譜反應能力 8 至 14μm 

紅外線影像擷取頻率 9Hz 

上部螢幕量程     127°C, 260°F, 400°K 

紅外線影像呈現  可程式化：色溫表（彩色）與灰階 

快門  整合式、自動快門 

儲存影像格式  點陣圖 (.bmp)，包含溫度與發射 

 

11.4 環境規格 

僅室內使用 

污染等級 2 

操作溫度  -10 至 45
o
C（14 至 113

o
F） 

儲存溫度  -30 至 55
o
C（-22 至 131

o
F） 

相對濕度  0% 至 90% [0 °C - 37 °C (32°F 至 98.6°F)] 

0% 至 65% [37 °C - 45 °C (98.6°F 至 113°F)] 

    0% 至 45% [45 °C - 55 °C(113°F 至 131°F)] 

海拔   最高 2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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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錄 

12.1 常見材料的發射因數 

 

 

 

 

 

 

 

 

 

 

 

 

 

 

 

 

 

12.2 紅外線能量與成像概觀 

感熱成像器會根據溫度的差異來產生影像。在感熱影像中，場景中最熱的項目會顯示為白色，最冷的項目

會顯示為黑色，而其他所有項目則以在黑白之間的灰階表示。 

 

熟悉感熱影像技術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對感熱與日光相機之間的差異有基本認識可協助發揮 TG165 的最佳

性能。 

 

感熱與日光相機之間的差異之一就是形成影像時的能源不同。使用一般相機檢視影像時，必須有一些可見

光（通常是溫熱的，例如陽光或燈光）從物體反射到相機。這與人眼的原理相同；人眼所見的大部分內容

都是反射光能量為主。另一方面，感熱相機則會偵測場景中直接輻射自物體的能量。 

 

這就是為何炙熱的物體，例如，引擎與排氣管會出現白色，而天空、池塘與其他較冷的物體會出現暗色

（或冷色）的原因。場景中若有熟悉的物體比較容易靠經驗做出判斷。  

 

材料 發射 材料 發射 

瀝青 0.90 至 0.98 布料（黑色） 0.98 

混凝土 0.94 皮膚（人類） 0.98 

水泥 0.96 皮革 0.75 至 0.80 

砂粒 0.90 木炭（粉末） 0.96 

土壤 0.92 至 0.96 漆器 0.80 至 0.95 

水 0.92 至 0.96 漆器（霧面） 0.97 

冰 0.96 至 0.98 橡膠（黑色） 0.94 

雪 0.83 塑膠 0.85 至 0.95 

玻璃 0.90 至 0.95 木材 0.90 

陶瓷 0.90 至 0.94 紙張 0.70 至 0.94 

大理石 0.94 氧化鉻 0.81 

石灰 0.80 至 0.90 氧化銅 0.78 

研缽 0.89 至 0.91 氧化鐵 0.78 至 0.82 

磚 0.93 至 0.96 紡織物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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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能量屬於電磁光譜中的完整輻射範圍的一部分。電磁光譜包括 gamma 射線、X 光、紫外線、可見光、紅外

線、微波（雷達）與無線電波。它們的唯一差異就在於波長或頻率。所有這些輻射的形式都是以光速行進。紅外線

輻射介於電磁光譜的可見光與雷達之間。 

 

紅外線輻射的主要來源為熱源或熱輻射。任何有溫度的物體都會輻射出電磁光譜的紅外線部分。即使物體非常冷也

會發射紅外線，例如，冰塊。當某物體沒有熱到足以輻射可見光時，就會以紅外線形式發射其大部分能量。例如，

熱木炭可能不會發光，但是卻會發出讓我們感到熱的紅外線輻射。物體越熱，其發射的紅外線輻射就越強。 

 

紅外線成像裝置會產生不可見的紅外線的影像，或者無法由肉眼看進的「熱」輻射。紅外線中並沒有色彩或灰階的

「陰影」，只有不同的輻射能量強度。紅外線成像器可將此能量進行轉換成我們能解讀的影像。   

 

紅外線培訓中心提供與所有熱成像技術相關的培訓（包括線上培訓）與認證：http://www.infraredtraining.com/。 

13. 客戶支援 

 

主網站 http://www.flir.com/test 

技術支援網站 http://support.flir.com 

技術支援電子郵件 TMSupport@flir.com 

服務/維修支援電子郵件 Repair@flir.com 

支援電話號碼 +1 855-499-3662（免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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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固資訊 

14.1 FLIR 測試與測量成像產品 2 年/10 年有限保固 

恭喜！您（「購買者」）已成為世界級 FLIR 成像測試與測量產品的擁有者。直接從 FLIR Commercial Systems Inc. 或授權 FLIR 經銷商

購買的合格的 FLIR 成像測試與測量產品（稱為「產品」），一經購買者在線上與 FLIR 註冊後，即享有 FLIR 領先業界的 2-10 年有限

保固，且適用於本文件中的條款與條件。此保固僅適用於在 2014 年 7 月後所購買的合格產品（請參閱下文），且僅適用於購買產品的

原始購買者。 

 

請詳細閱讀本文件；本文件內容包含有關本產品符合 2-10 年

有限保固的重要資訊、購買者的義務、如何啟動保固、保固範

圍以及其他重要的條款、條件、排除條款與免責聲明。  

1.產品註冊。要符合 FLIR 的 2-10 年有限保固資格，購

買者必須在第一手零售客戶購買產品之日（即「購買日期」）

起的六十 (60) 天內，於網站 www.flir.com 直接與 FLIR 進行完

整的產品註冊。未能在購買日期起的六十 (60) 天內完成註冊

的產品，或者不符合 2-10 年保固的產品則將自購買日期起算

享有一年的有限保固。  

2.合格的產品。註冊時，可以在 

www.flir.com/testwarranty 網站上找到符合 FLIR 的 2-10 年保固

資格的感熱成像測試與測量產品的清單 

3.保固期間。2-10 年有限保固共提供兩個分別的保固範

圍期間（稱為「保固期間」），此需視成像測試與測量產品部

分而定：  

產品元件（不包括感熱成像感應器）的保固期間為自「購買日

期」起算的兩 (2) 年；  

感熱成像感應器的保固期間為自「購買日期」起算的十 (10) 

年；  

在 2-10 年有限保固期間進行過維修或更換的任何產品都享有

自 FLIR 將退還產品出貨日起算的一百八十 (180) 天的保固，

或者自適用的「保固期間」的剩餘時間的保固，以時間較長者

為準。 

4.有限保固。依本 2-10 年有限保固的條款與條件，除非

本文件有明確聲明排除或棄權，否則 FLIR 保證自購買日期

起，完整註冊的產品皆能符合 FLIR 所公布的產品規格，且在

適用的「保固期間」內不會發生物料或做工上的瑕疵。在本保

固下，購買者唯一與獨佔的補償為，在 FLIR 的獨力判斷下，

由 FLIR 授權的服務中心對有瑕疵的產品進行維修或更換。如

果此補償被視為不足，則 FLIR 應就購買者所支付之購買價款

退款，之後對買方即無任何義務或責任。  

5.保固排除條款與免責聲明。FLIR 對產品不做

出任何其他類型的擔保。本合約明確排除所有其他擔保，無論

是明示或暗示的擔保，包括但不限於對適銷性、符合特定用途

（即使購買者已經通知 FLIR 有關其對產品的預期用途）的擔

保，以及非侵權狀態。  

本擔保明確排除例行產品維護與軟體更新的責任。FLIR 進一

步明確聲明排除任何因正常磨損與感應器以外的損耗、改造、

變造、維修、嘗試維修、不當使用、不當維護、疏忽、濫用、

不當儲存、未遵守任何產品說明、損壞（無論是意外或其他方

式所造成），或者任何因非 FLIR 或 FLIR 明確授權的指定人

對產品進行之不當處理所指控的不相符的擔保範圍。  

本文件構成購買者與 FLIR 間的完整保固合約，並取代任何雙

方先前的保固協議、合約、承諾與理解。未獲得 FLIR 的書面

同意之前，不得修改本保固內容。  

6.保固退貨、維修與更換。要符合保固維修或換

貨的資格，購買者必須在察覺有材料或做工方面的明顯瑕疵後

的三十 (30) 天內通知 FLIR。在購買者退還產品進行保固服務

或維修前，購買者必須先從 FLIR 取得退貨物料授權 (RMA) 編

號。若要取得 RMA 編號，擁有者必須先提供原始購買證明。

如需其他資訊、通知 FLIR 有關明顯的物料或做工方面的瑕

疵，或者索取 RMA 編號，請瀏覽網站：www.flir.com。購買者

需完全負責遵守所有 FLIR 所提供的 RMA 指示，此包括但不

限於對要退還給 FLIR 的產品進行充分包裝，以及負責所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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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及運送費用。FLIR 將支付寄送保固內所維修或更換的任何

產品給購買者的運費。  

FLIR 保留自行判斷所退產品是否符合保固資格的權利。如果 

FLIR 判定任何退回的產品已經不受保固，或者因任何原因被

排除於保固範圍外，則 FLIR 可能會向購買者收取合理的處理

費用，並自費將產品退回給購買者，或者提供購買者以無保固

退貨的方式處理產品。購買產品時未有任何資料、影像或其他

資訊，因此 FLIR 對退還產品上可能儲存的上述資訊概不負

責。購買者將產品退回保固服務時，有責任必須先儲存任何及

所有資料。  

7.非保固退貨。購買者可以要求 FLIR 評估與服務或維

修不屬於保固範圍內的產品，而 FLIR 可能同意在其獨力判斷

下進行上述維修。購買者退回產品進行非保固評估與維修時，

需先瀏覽 www.flir.com 與 FLIR 取得聯繫，要求評估與取得 

RMA。購買者需完全負責遵守所有 FLIR 所提供的 RMA 指

示，此包括但不限於對要退還給 FLIR 的產品進行充分包裝，

以及負責所有包裝及運送費用。收到授權非保固退貨後，

FLIR 將評估產品並聯繫購買者有關其要求的成本與費用與維

修的可能性。購買者需支付 FLIR 進行評估的合理費用，以及

由購買者授權進行任何維修或服務的費用，以及將產品重新包

裝與返回購買者的費用。  

任何非保固維修的產品皆享有自 FLIR 出貨後的一百八十 (180) 

天的無材料與做工方面的保固，且適用於本文件中所述的所有

限制、排除內容與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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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Headquarters 

FLIR Systems, Inc. 

2770 SW Parkway Avenue 

Wilsonville, OR 97070 

USA 

Telephone: +1 503-498-3547 

 

Customer Support 

Technical Support Website  http://support.flir.com 

Technical Support Email  TMSupport@flir.com 

Service and Repair Email Repair@flir.com 

Customer Support Telephone +1 855-499-3662 (toll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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