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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使用
（1）设备充电

将Type-C充电器插入到热像模块的Type-C充电接口，进行充电。

显示屏右上角的电池图标表示的是剩余电量。关机充电状态下，

也可通过充电唤醒显示屏动画，查看剩余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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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的操作说明具体如下：

【SOS键】⸺发送SOS呼救信息/补光灯的开启与关闭

【开关键】⸺开机与关机/显示屏的息屏与唤醒

【选择上键】⸺选择菜单选项的上一项

【选择下键】⸺选择菜单选项的下一项

【菜单键】⸺打开菜单列表/确定选项

（2）开关机与按键说明
开机： 长按热像模块上的【开关键】

息屏或唤醒： 开机后短按【开关键】

关机： 长按【开关键】

键位分布

（3）画面测温
将热像模块的镜头面向被监测的区域，并与被测温物体保持一

定的距离，才能有效测温。

显示屏上出现被测温物体的清晰热力图像，并显示当前画面的

最高温和最低温。画面中漂移的红点数字光标代表最高温，蓝

点数字光标代表最低温。

物体测温

头盔智能热像探测模块⸺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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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抓拍、视频传输与录制

照片抓拍：

1. 短按【菜单键】，进入菜单列表，选择【照片抓拍】的功能选项

2. 再次短按【菜单键】即可进行红外照片和可见光照片的同时抓

拍，抓拍的照片会保存到Micro SD卡，照片格式为JPG。

先将Micro SD卡和4G SIM卡分别插入二合一卡槽
视频传输：

4G SIM卡插入后，热像模块自动连接4G网络，或者开启WIFI功以

连接WIFI无线网络。

网络开启后，可与后台软件进行网络通信，并自动进行视频推流，

将热像模块的红外视频流和可见光视频流传输到后台软件，并显

示现场视频画面。（注：后台软件支持手机端和电脑端。）

头盔智能热像探测模块⸺使用说明书

视频录制：

Micro SD卡插入后，热像模块自动进行红外视频和可见光视频

的录制。

录制的视频会保存到Micro SD卡，后续可通过电脑读取Micro 

SD卡的文件，查看并调取出红外和可见光的视频文件。

*每2分钟录制完成1个红外视频和1个可见光视频，视频格式为MP4，视频附

带现场声音；当micro SD卡的可存储空间不足时，后续录像会逐一覆盖前面

的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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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按热像模块的【菜单键】，进入菜单列表，选择【增益】

2. 再次短按【菜单键】即可开启图像增益功能，通过下图对比，

图像增益功能可以淡化其他温度偏低的复杂环境，更加清晰地

体现出高温物体的整体轮廓。

视频传输

存储在Micro SD卡的视频和图片

1. 短按热像模块的【菜单键】，进入菜单列表，选择【色谱切换】

2. 再次短按【菜单键】进入色谱切换列表，通过按动【选择上键】/

【选择下键】选择其中一种色谱后，再次短按【菜单键】确定即可。

（6）图像增益

常规图像

（5）色谱切换

含多种色谱

增益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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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时定位与语音传输
实时定位：

热像模块开机后会自动开启实时定位功能。

当热像模块连接4G网络或无线WIFI网络时，您可通过后台软件

获取其定位信息。（注：采用三模模块，支持北斗、GPS和伽利略）

语音传输：

当热像模块连接4G网络或无线WIFI网络时，您可通过自带麦克

风/蓝牙耳机麦克风/3.5mm耳机线麦克风将现场的语音传输到

后台软件，后台指挥人员也可以通过主动呼叫的方式与现场救

援人员进行实时语音通话。

语音传输标识与实时定位标识

（8）设置
1. 短按热像模块的【菜单键】进入菜单列表，选择【设置】

2. 再次短按【菜单键】即可进入设置列表，按动【选择上键】/【选

择下键】选择相应的功能设置项，比如【系统设置】、【网络参数】、

【气体传感器】和【温度设置】等。

【设置】菜单列表

WIFI设置:

按照【设置】→【系统设置】→【WIFI设置】路径进入后

1. 短按【菜单键】打开【wifi开关】的开关按钮，按动【选择上键】/

【选择下键】选择将要连接的无线wifi网络

2. 再次短按【菜单键】，在输入面板上输入wifi密码后，将光标移

动到“ok”并短按【菜单键】，即可连接该wifi网络

（注：如果需要删除该wifi网络，可以选择该wifi网络，并长按【菜

单键】，在弹出的窗口选择取消保存wifi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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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设置:

按照【设置】→【系统设置】→【蓝牙设置】路径进入后

1. 短按【菜单键】打开【蓝牙开关】的开关按钮，按动【选择上键】/

【选择下键】选择将要连接的蓝牙耳机

2. 再次短按【菜单键】后弹出窗口，选择【配对】按钮并短按【菜单

键】确认，即可成功配对蓝牙耳机

若需要使用蓝牙耳机的麦克风进行语音通话时，请打开【使用蓝

牙耳机麦克风】的开关。

WIFI设置

蓝牙设置

亮度设置:

按照【设置】→【系统设置】→【亮度】路径进入后

用【菜单键】短按【-】或【+】按钮进行显示屏的屏幕亮度调节。

声音设置:

按照【设置】→【系统设置】→【声音】路径进入后

用【菜单键】短按【-】或【+】按钮进行系统的声音大小调节。

亮度与声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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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参数】设置:

按照【设置】→【网络参数】→【蓝牙设置】路径进入后

可分别对【红外推流地址】和【高清推流地址】进行设置，选择右

上角的保存按钮并短按【菜单键】确定，即可完成网络参数设置。

（注：出厂前已设置网络参数，用户一般无需操作此项设置）

（9）气体传感器及温度报警功能

气体传感器:

按照【设置】→【气体传感器】路径进入后

分别设置氧气（O2）、一氧化碳（CO）和甲烷（CH4）的浓度阈值，

然后用【菜单键】短按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屏幕下方会显示当前环境中检测到氧气、一氧化碳和甲烷的浓

度，如果氧气浓度低于阈值，或者一氧化碳/甲烷浓度高于阈值，

屏幕下方对应的气体浓度标识就会闪烁，同时耳机会发出告警

声音。

气体检测浓度阈值设置

气体检测超标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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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设置：

按照【设置】→【温度设置】路径进入温度设置界面。

1. 顶部温度

进入温度设置界面后，短按【菜单键】打开【顶部温度】的开关按

钮，然后用【菜单键】短按右上角的保存按钮即可。

2. 低温报警

进入温度设置界面后，先用【菜单键】短按【-】或【+】按钮进行设

置低温报警的温度阈值，再用【菜单键】短按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即可。

3. 高温报警

进入温度设置界面后，先用【菜单键】短按【-】或【+】按钮进行设

置高温报警的温度阈值，再用【菜单键】短按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即可。

顶部温度设置

设置低温报警与高温报警

一旦画面中的最低温低于设置的温度阈值，或者最高温高于设

置的温度阈值，屏幕左上角顶部温度对应的温度标识就会闪烁，

同时耳机会发出告警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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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设备
1. 短按热像模块的【菜单键】，进入菜单列表，选择【关于设备】

2. 再次短按【菜单键】即可进入设备的相关信息列表，可查看设

备Id、设备名、Wifi ip、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

（11）一键SOS功能
当救援人员在现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向后台指挥中心请求支

援或通话时，可长按【SOS键】约5秒钟，直到显示屏下方提示“已

发送SOS信息”即可。

后台指挥中心可根据收到的SOS紧急呼救信息，查看热像模块

的相关设备信息，并向热像模块主动发出呼叫，与现场救援人员

进行实时语音通话，便于应急救援指挥。

一键发送SOS信息

（12）补光功能
短按热像模块的【SOS键】，可开启LED补光灯。

（13）电池仓拆卸与更换
1. 长按热像模块的【开关键】，直至彻底关机

2. 手动拧开热像模块背后的电池仓螺丝，将旧电池仓拔出后，

插入新的电池仓，并拧紧电池仓螺丝，即可进行开机。

（注：插入新电池仓时，要把电池仓螺钉的孔位保持同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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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电池仓

（14）头盔安装使用
先将导轨模块用螺钉安装固定在热像模块上，然后沿着头盔的

导轨直接推入，即可完成热像模块的装载。

头盔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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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客户端软件的使用

（1）安装电脑客户端软件
双击打开软件安装包（FireHelmets_Client_stup），

进入软件安装主界面。按如下步骤进行安装。

软件安装过程

（2）打开软件与登录账号
1. 双击软件程序的快捷方式（FireHelmets_Client），

打开软件进入智能装具系统FHC的账号登录界面

2. 单击设置按钮，在弹出的窗口分别输入服务器IP和服务器端

口，并单击【保存】按钮

3. 然后在账号登录框分别输入账号和密码并勾选【自动登录】，

最后单击【登录】按钮即可运行加载进入软件主界面。

账号登录界面

您可通过电脑客户端查看由热像模块传输来的实时视频，与设

备进行语音对话，对设备进行远程操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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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主界面
登录账号后，可加载运行进入软件主界面，软件的主界面主要包

括三个功能区，分别是设备列表、视频拉流和设备相关信息。

软件主界面

（4）查看设备列表
1. 设备列表在软件主界面的左侧。先点击刷新按钮，对设备列

表进行刷新

2. 通过双击【设备列表】的名称或者单击【设备列表】左侧的下

拉按钮，可展开一级列表，显示服务器上的所有设备

3. 通过双击设备名称或者单击设备名称左侧的下拉按钮，可展

开二级列表，显示该设备的红外拉流按钮和高清拉流按钮，重

复操作一遍可以收缩列表。

（注：如果设备名称是绿色字体，代表该设备处于在线状态）

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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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视频拉流
1. 在设备列表中，先展开设备的二级列表，显示该设备的红外

拉流按钮和高清拉流按钮

2. 单击选中一个视频框，并双击红外拉流按钮，可拉流显示红

外视频画面

3. 单击选中另一个视频框，并双击高清拉流按钮，可拉流显示

高清视频画面。

（注：红外视频画面会显示最高温和最低温，最高温为红色温度

值，最低温为蓝色温度值）

（6）视频框自定义操作
软件主界面的视频框，可进行分屏操作并将视频框自定义为

3/4/6/8/9/10/16/36分屏。在视频框右下角点击不同分屏的按

钮，进行自由切换分屏。

点击【关闭所有流】按钮，可将所有视频框拉流的视频画面全部

关闭。另外，还可以通过点击隐藏按钮来隐藏侧边栏和底部栏，

从而调整视频框的大小。

视频拉流画面

自定义设置视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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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状态栏显示
状态栏在软件主界面上方。

左侧显示服务器上所有设备的状态信息提醒和告警标识，如登

陆成功与否、所有在线设备实时参数值返回、设备在线或离线

状态返回、完成查询告警信息等等。

右侧显示客户端软件是否成功连接服务器，以及当前时间。

状态栏显示信息

（8）抓拍与录像
在软件主界面单击选中一个视频框，把鼠标光标移至该视频框

内，便会弹出工具栏，工具栏具备五项功能，其功能分别如下：

【关闭预览】⸺关闭所选视频框的视频画面

【抓拍】⸺对所选视频框的视频画面进行抓拍

【查看抓图】⸺查看存储在电脑本地的抓拍图片

【开始录像】⸺对所选视频框的视频画面进行录像，再次点击

则结束录像

【查看录像】⸺查看存储在电脑本地的录像视频

视频框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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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设备实时信息
软件主界面下方为设备的相关信息，默认选中【设备实时信息】

功能模块。

信息栏会显示每台热像模块的设备名称、连接状态、电池电量、

设备经度、设备纬度、一氧化碳值、氧气值、最高温度值、最低温

度值、甲烷值和设备信息按钮。单击【设备实时信息】每一个项

的名称，可以对该项数据进行自动排列。

设备实时信息

（10）修改设备信息
1. 在软件主界面下方，选中【设备实时信息】功能模块

2. 单击某一台设备的【设备信息】按钮，弹出设备信息窗口，可

对设备的基本参数进行修改，同时也可对设备进行相关操作。

修改设备信息框

基本参数:

1. 在基本参数的信息栏中，可以单击下方的【刷新】按钮，可获

取当前设备的最新基本参数

2. 可对设备名称、红外推流地址、高清推流地址、气体浓度报警

阈值、温度报警阈值等进行修改

3. 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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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基本参数下方的操作栏中，可对设备进行以下操作：

【呼叫】⸺后台指挥人员如需主动与现场救援人员进行语音通

话，或者接收到了现场救援人员发送过来的SOS信息。可以单

击【呼叫】按钮，快速与现场救援人员进行语音通话。

【设备升级】⸺如需对设备进行固件升级，可单击【设备升级】

按钮，通过服务器对现场设备进行远程固件升级。

【设备重启】⸺如需对设备进行重启，可单击【设备重启】按钮。

修改基本参数和远程操作设备

（11）当前告警信息
在软件主界面下方，单击选中【当前告警信息】功能模块。

信息栏会显示当前接收到所有在线热像模块的告警信息，包括

设备名称、告警时间、报警类型、数值和报警标识，其中报警类

型又包含了一氧化碳气体浓度报警、氧气气体浓度报警、甲烷

气体浓度报警、高温报警和低温报警。

报警标识由告警产生转变为告警恢复，代表着头盔智能热像探

测模块已处理了告警事件。单击【当前告警信息】每一个项的名

称，可以对该项数据进行自动排列。

当前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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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当前SOS信息
在软件主界面下方，单击选中【当前SOS信息】功能模块。

信息栏会显示当前接收到所有在线头盔智能热像探测模块的

SOS信息，包括设备名称、告警时间、电池电量、设备经度、设备

纬度、一氧化碳浓度值、氧气浓度值、甲烷浓度值、最高温度值

和最低温度值。单击【当前SOS信息】每一个项的名称，可以对

该项数据进行自动排列。

当前SOS信息

（13）历史记录
在软件主界面的视频框左下方，单击【历史记录】按钮，弹出历

史记录窗口。

1. 查询报警信息的历史记录，先选择报警信息后，对后面的选

项进行选择后，然后单击【搜索】按钮即可显示出报警信息的历

史记录。单击历史记录每一个项的名称，可以对该项数据进行

自动排列。

2. 查询SOS信息的历史记录，先选择SOS信息后，对后面的选

项进行选择后，然后单击【搜索】按钮即可显示出SOS信息的历

史记录。单击历史记录每一个项的名称，可以对该项数据进行

自动排列。

查询报警信息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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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SOS信息的历史记录

（14）电子地图
在软件主界面，单击视频框左下角的电子地图功能按钮，进入

电子地图界面。

可查看在线设备在地图上的定位，以及查询在线设备在电子地

图上的时间轨迹。

打开电子地图功能

在线设备列表:

在电子地图界面，点击刷新按钮，在左侧数据信息栏可刷新显

示当前所有在线设备。选择其中一台设备的名称，单击鼠标左

键可在电子地图上显示设备的定位，单击鼠标右键可在电子地

图上标定设备过去最新一小时内的轨迹。

地图切换:

 点击电子地图左下角的【地图切换】按钮，可以切换实景地图和

平面地图（高德地图），在电子地图上移动鼠标的光标，电子地

图右下角会显示该位置的地理信息，如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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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标定:

1. 点击电子地图左下角设备名的下拉菜单，选择其中一台在线

设备的名称

2. 接着自定义查询的时间段，然后点击【轨迹标定】按钮，即可

在电子地图下方显示该时间段内的设备名称、时间和经纬度，并

在电子地图上标出轨迹。如果需要删除轨迹，点击【清除轨迹】按

钮即可。

轨迹标定

（15）软件窗口控制
在软件主界面的右上角，单击用户名称可切换用户和取消自动

登录账号；单击第一个按钮可查看软件版本信息、sip用户名、

sip服务器IP和sip服务器端口；单击第二个按钮可以把软件窗

口最小化；单击第三个按钮可以把软件窗口最大化；单击第四

个按钮可以关闭软件。

控制客户端软件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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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软件的使用

（1）下载与安装

您可通过手机APP查看由热像模块传输来的实时视频，与设备

进行语音对话，对设备进行远程操作等等。

扫一扫下方手机APP软件的安装包二维码进行下载软件

（FHTI.apk）

安装包二维码

（2）打开软件与登陆账号
1. 点击手机APP软件的应用程序图标（消防头盔热成像），打开

软件进入账号登录界面。

2. 输入用户名、密码、服务器IP和服务器端口，然后勾选下方的

“记住配置”，最后点击【登录】按钮即可进入软件主界面。

登录账号 软件主界面

（3）切换用户
1. 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左上角的【切换用户】按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最后

点击确定即可切换到另一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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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用户

（4）实时预览
1. 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实时预览】的功能选项，可进行【视频拉流预览】、【分屏】、

【参数配置】、【抓图】、【录像】、【语音】和【关闭预览】的操作。

视频拉流预览:

1. 先点击选择其中一个视频框，弹出通道列表

2. 选择其中一台设备，点击该设备名称，弹出下拉菜单，点击

红外通道，则可显示红外画面。选中另外一个视频框，同样操

作后点击高清通道，则可显示高清画面。

视频拉流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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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屏:

点击【分屏】按钮，可以对实时预览的视频框进行分屏操作。

支持1分屏、4分屏、9分屏和16分屏，双击其中一个视频框，可以

单独放大显示该视频框的视频画面。

在软件主界面先点击选择其中一台设备的红外视频框或可见光

视频框，接着点击【参数配置】按钮，可对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进入参数配置界面后会自动刷新当前设备的最新相关参数，也

可以通过点击【刷新】按钮来手动刷新参数。

您可手动修改设备名称、选择网络类型、填写红外和高清的推流

地址、设置气体浓度报警阈值、设置温度报警阈值和查看设备的

固件版本号。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参数配置。

（5）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

您还可通过点击【重启】或【升级】的按钮，对设备进行重新启动

或升级固件版本，还可以通过点击【语音】按钮，呼叫前端设备，

与现场救援人员进行实时语音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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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图:

在软件主界面先点击选择其中一台设备的红外视频框或可见光

视频框，接着点击【抓图】按钮。

可以对该视频框的当前画面进行抓拍图片，并保存在手机本地

存储，图片格式为JPG。（注：支持抓拍红外图片和可见光图片）

录像:

在软件主界面先点击选择其中一台设备的红外视频框或可见光

视频框，接着点击【录像】按钮。

可以对该视频框的当前画面进行录像，再次点击【录像】按钮即

可结束录像，并保存在手机本地存储，视频格式为FLV。（注：支

持录制红外视频和可见光视频）

（6）抓图与录像

抓图 录像

（7）语音
1. 在软件主界面先点击选择其中一台设备的红外视频框或可见

光视频框

2. 点击【语音】按钮，即可向该设备发起呼叫，与现场救援人员

进行实时语音通话，再次点击【语音】按钮即可结束语音通话。

语音通话

（8）关闭预览
1. 在软件主界面先点击选择其中

一个视频框

2. 点击【关闭预览】按钮，

可以关闭该视频框的当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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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设备管理
1. 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设备管理】的功能选项，可以查看设备在电子地图上的

定位、视频画面、当前设备信息、参数配置，还可以查看轨迹标定

和设备列表。

设备管理

电子地图:

【设备管理】的功能界面为电子地图（百度地图），可显示当前在

线设备情况以及定位。点击右下角的“+”或“-”按钮，可以放大或

缩小电子地图。

·点击其中一台设备左边的下拉按钮可查看当前设备信息，包括

设备电量、经纬度、气体检测浓度情况和高低温情况；

·点击设备中间的显示按钮可以查看设备实时视频画面；

·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显示按钮，可以关闭视频画面；

·点击设备右边的配置按钮，可以对设备的参数进行配置。

（注：参数配置的操作和实时预览中的参数配置操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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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标定:

点击【设备管理】功能界面右上角的轨迹标定按钮，可以查询设备历

史轨迹。

1. 点击下拉按钮选择需要查询的设备名称

2. 通过上下滑动或手动输入的方式，分别选定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3.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显示所选设备在选定时间段的历史轨迹。

查询设备历史轨迹

设备列表:

点击【设备管理】功能界面右上角的设备列表按钮，可以查看设备

详细列表。

1. 点击其中一台设备左边的下拉按钮，可以展开当前设备信息

2. 点击横条可以进入设备参数配置，点击设备右边的定位按钮，

可以进入电子地图。（注：参数配置的操作和实时预览中的参数配

置操作一致）

查询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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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报警管理
1.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报警管理】功能选项，进入【报警管理】功能界面，可查

询告警历史记录

3. 点击右上角的查询按钮，再点击下拉按钮选择需要查询的设

备名称，通过上下滑动或手动输入的方式，分别选定起始时间和

结束时间，接着点击下拉按钮选择告警类型

4. 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显示所选设备在选定时间段内所

指定告警类型的告警历史记录。

查询气体报警和温度报警的历史记录

查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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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OS管理
1.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SOS管理】功能选项，进入【SOS管理】功能界面，可查

询SOS历史记录

3. 点击右上角的查询按钮，再点击下拉按钮选择需要查询的设

备名称，通过上下滑动或手动输入的方式，分别选定起始时间和

结束时间，接着点击下拉按钮选择告警类型

4. 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显示所选设备在选定时间段内的

SOS历史记录。

（注：当接收到SOS信息时，会自动弹窗显示设备名称以及当前

设备信息，可点击【忽略】按钮关闭窗口，也可点击【查看】按钮

进入参数配置界面，参数配置的操作和实时预览中的参数配置

操作一致）

查询操作

SOS历史记录 SOS信息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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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图像管理
1. 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图像管理】的功能选项，进入【图像管理】功能界面，可

查看抓拍的照片和录制的视频，图片格式为JPG，视频格式为

FLV。如果需要删除图片或视频，可长按图片或视频并勾选，然

后点击右上角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图片或视频。

查看图片和视频

（13）系统配置
1. 点击软件主界面左上角的菜单按钮，弹出左侧栏菜单

2. 点击【系统配置】的功能选项，进入【系统配置】功能界面，可

以进行系统的各项相关配置。

消息提醒：

·点击打开【消息推送提醒】的开关按钮后，当手机APP接收到相

关信息时，会推送消息到手机下拉的任务栏中

·点击打开【SOS提醒震动】和【SOS提醒铃声】的开关按钮后，当

手机APP接收到SOS信息时，手机会震动并发出铃声提醒

·点击【SOS提醒持续时长】按钮，可弹窗手动输入设置SOS提醒

的持续时长，时间单位为秒。

版本信息和SIP：

在【系统配置】功能界面下方，可以查看手机APP软件的版本信

息，和SIP（语音服务器）的IP地址、端口号、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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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

注意事项

1. 不要将热像模块用于非测温、非气体检测的其它用途

2. 热像模块的防护等级为IP66，可防尘和防喷射的水侵入，但

请勿尝试将其浸在水里或者其他液体里

3. 使用本产品时，严禁将热像模块的镜头直接对着太阳

4. 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将热像模块拆卸下来，放入配套的包装

盒或航空箱中，并保存至干净、干燥的环境

5. 请勿用手指头直接触摸镜头

6. 遮挡物可能会造成测量温度有所偏差，所以请正确使用，尽

量避免遮挡物，以确保正确的测量结果

7. 请勿擅自拆开电池仓的内部结构

8. 请勿跌落、擅自拆卸、修理和改造产品

9. 测量前请检查产品的外观是否正常，以确保产品没有被跌落

或者其它外部损伤而导致测量不准，如果有请停止使用，并联系

售后人员，请勿自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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