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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n infrared choosing apparatus and an infrared
choosing method.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the application fields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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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By means of the infrared choosing apparatus and the infrared

I choosing method, specified information of a thermal image of a specific shot
object can be automatically detected ：from a multiframe thermal image dataI 比
：frame stored in a storage medium; or a factor of auxiliary information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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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is and storage. Therefore, the problem i s solved that a thermal imag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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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公开了一种红外挑选装置和红外挑选方法，涉及热像装< 置、热像处理装置和红外检测的应用领域。这种红外挑选装置和
红外挑选方法能从存储介质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自动检测出
特定被摄体热像的规定信息，或还考虑辅助信息的因素，以此自
动选择与符合规定条件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以利于进
一步进行通知、分析、存储处理或操作。从而，解决了拍摄时需
依靠使用者的主观经验来拍摄被摄体热像的问题，使拍摄的操作
简单，拍摄速度快，热像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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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
本发明的红外挑选装置和红外挑选方法，涉及红外检测的应用领域。

背景技术
自热像检测技术应用以来，使用者一直困惑于对正确拍摄部位、拍摄角度下被摄体成像

形态的认知和拍摄距离的控制，这些取决于使用者的主观意念和经验，导致 目前如果要确保

检测的质量则需边拍摄边思考，拍摄速度很慢，如果加快速度则易遗漏关键拍摄部位或被摄
体缺陷，影响状态评估的效果。通常需要数年的实践积累，使用者才能达到较高的检测水平。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存在这样的技术，将体现了被摄体预定形

态特征的参考图像与拍摄获得的红外热像进行连续重叠显示，使用者以该参考图像作为拍摄
被摄体热像的视觉参照，进行被摄体的拍摄，来确保被摄体热像在红外热像中的位置、尺寸

和被摄体热像的形态特征的正确，以保证了拍摄的质量。例如专利文献申请号：
201210008404.6 公开了这样的热像拍摄装置。

然而，上述方式需要使用者通过视觉人工来判断参考图像和被摄体热像的匹配程度，使

用者容易产生视觉上的疲劳；当使用的是手持的热像装置时，对准拍摄的操作容易疲劳，反

复的瞄准延长的拍摄的时间，并影响了拍摄的热像质量。并且，这种方式操作呆板，对拍摄

对准的要求高。
因此，所理解需要一种红外挑选装置，其能解决现有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一种红外挑选装置和红外挑选方法，在红外热像中显示参考图像，并能自动

检测出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中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尺寸、倾斜角度、相关度的值等规定
信息，或还考虑辅助信息的因素，以此 自动选择符合规定条件的热像数据帧，以利于进一步

进行通知、分析、存储等处理或操作。从而使拍摄的操作简单，拍摄速度快，热像质量高。

为此，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红外挑选装置，包括，拍摄部，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

像数据帧；热像存储部，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部，用于控制使显

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图像； 检测部，基于热像存储部中

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

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与规定的对比值进行比

较；选择部，基于比较部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也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红外挑选装置，包括，获取部，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热

像存储部，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部，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

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图像； 检测部，用于基于热像存储部中存储的多

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与规定的对比值进行比较；选择

部，基于比较部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本发明的红外挑选方法，包括，拍摄步骤，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热像存储步
骤，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

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图像； 检测步骤，基于热像存储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

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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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也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红外挑选方法，包括，获取步骤，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
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图像； 检测步骤，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
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
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与规定的对比值
进行比较；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也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红外挑选方法，包括，拍摄步骤，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
帧；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
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图像；检测步骤，用于基于热像存储
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用于基
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对多个热像
数据帧进行比较； 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
定信息。

也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红外挑选方法，包括，获取步骤，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存储所述获取步骤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
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图像； 检测步骤，用于基于
热像存储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
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对多
个热像数据帧进行比较； 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
关的特定信息。

本发明的其他方面和优点将通过下面的说明书进行阐述。
附图说明：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例 1的热像装置 100的概略构成的框图。
图 是实施例 1 的热像装置 100 的外型图。
图 3 是实施例 1存储介质中存储的被摄体信息、被摄体识别信息等的示意图。
图 4 是不同参数的检测窗口的示意图。

图 5 是检测区域中设置检测窗口进行检测的示意图。
图 6 是实施例 1 的控制处理的显示界面的显示例。
图7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例2的热像装置 100的概略构成的框图。
图 8 是表示实施例 1 的控制流程图。
图 9 是表示实施例 的控制流程图。
图 10 是实施例 的处理过程的显示界面的显示例。
图 11-12 是表示实施例 3 的控制流程图。
图 13 是实施例 3 的控制处理的显示界面的显示例。

具体实施方式
现在将根据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典型实施例。注意，以下要说明的实施例用于更好地

理解本发明，所以不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并且可以改变本发明的范围内的各种形式。而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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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可 以使用要进行特定被摄体热像检测 的任意热像数据源 。因此本发 明广泛用于接收和

处理热像 的热像处理设备 。所述热像处理设备包括如个人计算机 、个人数字助理等各种装置 。

实施例 1

实施方式 1 的热像装置 100 ( 红外挑选装置 100 ) 基于 由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

并存储在临时存储部 2 中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根据规定的指示 ，检测临时存储部 2 中存储 的

多帧热像数据帧与被摄体识别信息之间的相关度等 ，基于 比较结果，来选择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

图 1 是表示本发 明的实施例 1 的红外挑选装置 100 的示例 的的热像装置 100 的概略构成

的框 图。

具体而言，热像装置 100 具有拍摄部 1、临时存储部 、闪存 3、通信 I/F4 、存储卡 I/F5 、

存储卡 6、图像处理部 7、检测部 8、显示控制部 9、显示部 10，控制部 1 1、操作部 12、控

制部 1 1 通过控制与数据总线 13 与上述相应部分进行连接 ，负责热像装置 100 的总体控制 。

拍摄部 1 由未 图示 的光学部件 、镜头驱动部件 、红外探测器 、信号预处理 电路等构成 。

光学部件 由红外光学透镜组成，用于将接收的红外辐射聚焦到红外探测器 。镜头驱动部件根

据控制部 1 1 的控制信号驱动透镜来执行聚焦或变焦操作 。此外，也可为手动调节 的光学部件 。

红外探测器如制冷或非制冷类型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把通过光学部件 的红外辐射转换为 电

信号。信号预处理 电路包括采样 电路、AD 转换 电路、定时触发 电路等 ，将从红外探测器输 出

的电信号在规定的周期 内进行取样等信号处理，经 AD 转换 电路转换为数字的热像信号，该热

像信号例如为 14 位或 16 位 的二进制数据 （又称为热像 AD 值数据 ，简称 AD 值数据 ）。在实施

例 1 中，拍摄部 1 作为获取部的实例 ，用于获取热像数据帧 。

所谓热像数据帧，根据获取部不 同的实施方式，可 以是热像信号 （红外探测器输 出信号

经 AD 转换后获得 的热像 AD 值数据 ），或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 ，或温度值 的阵列数据 ，或其他

基于热像信号生成的数据等 。在下文 中热像数据帧 以热像信号为例 。

临时存储部 2 如 RAM、DRAM 等易失性存储器 ，作为对拍摄部 1 输 出的热像数据帧进行临

时存储 的缓冲存储器 ，例如重复如下处理，将获取的热像数据帧临时存储规定时间份 ，并在

由所述获取部 （拍摄部 1 ) 获取新 的帧时，删除 旧的帧后存储新 的热像数据帧；同时，作为

图像处理部 7、检测部 8、控制部 1 1 等 的工作存储器起作用，暂时存储进行处理的数据 。不

限于此 ，图像处理部 7、检测部 8、控制部 1 1 等处理器 内部包含 的存储器或者寄存器等也可
以解释为一种临时存储介质 。

临时存储部 2 中分配 了特定的区域临时存储多帧份 （例如 50 帧）的热像数据帧的循环存

储 区 （热像存储部的例子 ），循环存储 由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多个热像数据帧。或者也可 以单

独配置能临时存储多帧份 （例如 50 帧）的热像数据帧的循环存储器 。但不限于临时存储部 2，

也可在其他 的存储介质 中分配作为热像存储部 。

闪存 3，存储有用于控制的程序 ，以及各部分控制 中使用的各种数据 。本实施例 中，如

图 3 所示 的表 3，与参考 图像 、检测等有关的数据存储在存储介质如闪存 3 中，例如存储被

摄体识别信息的数据库 （表 3 ) ，将每个被摄体 的被摄体信息、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 、被摄体

识别信息相互对应 ，存储在该特征数据库 中，此外，也可 以以特定格式的数据文件等来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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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 。其 中模板数据可 以与参考 图像相 同或不 同。

被摄体信息为与被摄体有关的信息，例如代表被摄体地点、类型、编号等 的信息，此外，

还可 以例举被摄体有关的归属单位 、分类等级 （如 电压等级、重要等级等 ）、型号、制造厂商、

性能和特性、过去的拍摄或检修 的履历、制造 日期 、使用期限等各种信息。根据应用的不 同

可 以准备各种适用的被摄体信息。

通信 I/F4 是例如按照 USB、1394、网络等通信规范，将热像装置 100 与外部装置进行连

接并数据交换 的接 口，作为外部装置 ，例如可 以列举个人计算机 、服务器 、PDA ( 个人数字助

理装置 ）、其他 的热像装置 、可见光拍摄装置 、存储装置等 。

存储卡 I/F5, 作为存储卡 6 的接 口，在存储卡 I/F5 上 ，连接有作为可改写的非易失性

存储器 的存储卡 6，可 自由拆装地安装在热像装置 100 主体 的卡槽 内，根据控制部 11 的记录

控制单元 （省略 图示 ）的控制记录热像数据帧等数据 。

图像处理部 7 用于对通过拍摄部 1 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的处理，例如其在显示定

时每次到来之际，从临时存储在所述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时间份 的热像数据帧中，选择并读

出每个规定时间间隔的帧；图像处理部 7 的处理如修正、插值 、伪彩 、合成、压缩 、解压等，

进行转换为适合于显示用、记录用等数据 的处理 。图像处理部 7 例如可 以采用 DSP 或其他微

处理器或可编程 的 FPGA 等来实现 ，或者，也可与检测部 8、控制部 11 对应 的处理器为一体 。

图像处理部 7 用于对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 （如热像信号）实施规定的处理来

获得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 。具体而言，例如，图像处理部 7 对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

帧进行非均匀性校正、插值等规定处理，对规定处理后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伪彩处理，获得红

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 ；伪彩处理的一种实施方式，例如根据热像 AD 值数据 的范围或热像 AD 值

数据 的设定范围来确定对应 的伪彩表范围，将热像数据在伪彩板范围中对应 的具体颜色值作

为其在红外热像 中对应像素位置 的图像数据 。从 图像处理部 7 伪彩处理后获得 的图像数据传

送到作为缓冲存储器使用的临时存储部 2 中。

另外，图像处理部 7 具备合成单元 （未 图示 ），所述合成单元基于参考 图像指定部 11F 所

指定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 ，及位置设置部 11G 设置 的位置参数 ，来获得参考 图像 ，并与 图

像处理部 7 生成的红外热像 ，进行合成后产生合成 图像 的图像数据 。具体地说，图像合成单

元根据规定的透 明率，将参考 图像与红外热像进行合成；包括这种情况，参考 图像 的透 明率

为 1 ( 如参考 图像为边缘轮廓 的线条 图像 ），即不透 明与红外热像合成 。

图像处理部 7，用于基于所指定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及位置设置部 11G 所设置 的位置

参数 ，对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生成体现 了参考 图像 的红外热像 。

此外，合成也可 以是根据这样 的处理，例如根据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像素位置 ，

来对热像数据帧进行伪彩处理，以生成体现 了参考 图像和红外热像 的显示用 图像数据 （类似

重叠的效果 ）；例如，根据参考 图像 的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像素位置 ，对该像素位置 的热像数据

不进行伪彩处理，将参考 图像 的像素位置 以外的热像数据进行伪彩处理，而后结合参考 图像

的图像数据 ，来生成显示用 图像数据 。

或者，也可 以将参考 图像对应热像数据帧中的像素位置 的热像数据 ，进行与生成红外热

像 的其他像数位置 的热像数据 的伪彩处理所不 同的处理 （如不 同的伪彩处理 ），来生成带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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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合成的图像合成单元 。

所谓的参考 图像 ，与红外热像共 同显示 ，可帮助使用者拍摄特定被摄体 。例如，体现该

特定被摄体 的形态特征的图像 ；参考 图像也可 以是其他 的形状 ，如方形、圆形；例如，体现

被摄体热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期望成像位置 的的标识 图像 ；例如体现红外热像 中的检测 区域

(检测 区域可 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检测窗 口）的标识 图像 ；例如体现 了期望的被摄体热像 的分

析 区域 的标识 图像等 。优选 的方式，参考 图像按照规定的位置参数 （位置 、或还包括尺寸，

或还包括旋转角度 ）与红外热像重叠显示 。

此外，参考 图像也可显示于显示部 中，红外热像窗 口之外的区域 ；此外，也可 以将代表

参考 图像与红外热像 的位置及尺寸 比例等关系的缩略 图显示在红外热像窗 口之外的显示部的

区域 。

检测部 8 基于临时存储部 2 ( 热像存储部 ）中存储 的多帧的热像数据帧，进行与被摄体

识别信息之间的相关度计算；其 中，可 以是对临时存储部 2 中的部分或全部热像数据帧进行

检测处理，例如依次读取全部的热像数据帧进行检测处理，例如只读取规定间隔的热像数据

帧进行检测处理；例如当第一次检测到与相关度和 / 或评价值大于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时，即

不再继续检测 ；例如响应使用者的预定操作来开始进行检测或停止检测 ；或者还对读取的热

像数据帧或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检测前进行 了缩小处理；以此 ，能减轻伴随着检测 的处理

负担 。

与检测相关的热像数据帧，可 以是热像信号 （热像 AD 值数据 ），或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 ，

或热像温度值 的阵列数据 ，或其他基于热像信号获得 的数据等 。例如，检测部 8 基于控制部

11 的控制，可 以通过读取临时存储部 2 中所存储 的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或通过

读取临时存储部 2 中所存储 的图像处理部对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获

得 的数据 （例如伪彩处理获得 的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 ），来执行与所登记 的被摄体识别信息之

间的相关度 的检测处理 。

不限定于拍摄部 1 拍摄获取的热像数据帧，在其他 的例子 中，如也可 以从外部输入 的数

据获得 的，例如通过 I/F4 从其他热像装置所连续接收并解码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

在实施例 1 中，检测部 8 包括特征登记单元 、检测窗 口设置单元 、检测单元 （未 图示 ）。

特征登记单元 ，用于登记用来相关度计算有关的被摄体识别信息。例如，可根据存储介

质 中预先存储 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来登记被摄体识别信息；例如，根据使用者的选择 的被摄体

信息关联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来登记用于相关度计算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此外，也可 以由用

户来指定被摄体识别信息，例如可 以通过从显示 图像 中指定被摄体 区域来获得被摄体识别信

息 （例如模板数据 ，或提取的特征量 ）。所登记 的被摄体识别信息例如被存储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位置 ，或存储时 以标记与存储 的其他被摄体识别信息区别 。

所谓被摄体识别信息可 以是用于模板匹配 的模板数据 （如模板 图像 ）；此外，被摄体识别

信息也可 以是参数描述 的特征量 ，所谓特征量 （点、线、面等特征），例如，为根据检测窗 口

中所包含 的像素的状态所决定的值 ，如为特定检测窗 口中的规定部分像素的比例 、像素值 的

平均值 、特定被摄体 的轮廓 的中心点、面积等 。例如，对于表 3 中的被摄体 1，被摄体识别

信息为模板数据 301 ，对于表 3 中的被摄体 2，被摄体识别信息为特征量 302 。在具体应用 中，

可 以根据情况选择其 中一种或多种被摄体识别信息方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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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检测 区域 G1 中设置多个检测窗 口 （例如按照质量要求来预定检测窗 口的参数 ），可 以是

多个不 同尺寸的检测窗 口，也可 以是近一步倾斜后 的检测窗 口，如 图 4 所示 ，其 中图 4 (a)

为标准 的检测窗 口，图 4 (b) 为根据缩小尺寸的检测窗 口，图 4 (c) 为放大尺寸设置 的检测

窗 口，图 4 (d) 为按照规定角度倾斜而设置 的检测窗 口。为 了等于检测窗 口的尺寸，此处模

板 图像 以缩小或放大或还倾斜 的状态被使用，或者，也可 以准备及存储尺寸等于窗 口尺寸的

模板 图像 以备使用 。此外，也可将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 以缩小或放大或还倾斜 的状态被使

用，以对应模板 图像 。检测窗 口不限定于方形，也可 以是其它形状 ，例如可 以根据模板 图像

的形状来定 。

检测 区域可 由使用者根据拍摄 习惯来设置 ；或者也可 以是预存 的如与被摄体信息关联的；

也可 以根据上次检测 出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位置生成的；也可不设置特定的检测 区域 ，而将热

像数据帧的范围为检测 区域 。也可 以是使用者指定的位置和尺寸来设置多个检测窗 口。此外，

并非必须设置多个检测窗 口，也可 以只设置一个检测窗 口。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红外检测 的应用领域 ，例如变 电站 中充斥着大量外形类似 ，但名称

不 同的设备，为避免误导使用者及误拍摄 ，优选 的是设置检测 区域 。在红外热像上重叠显示

检测 区域 的标识，使用者易于 明白所拍摄 的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大致位置 、尺寸等 ，便于拍摄

参照，并且能加快检测处理的速度 ，但检测 区域也可不显示 。

检测单元 ，将所读取的热像数据帧中基于检测窗 口设置单元所设置 的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

数据 ，根据被摄体识别信息，获得用于评价相关度 的值 。当设置 了多个检测窗 口时，例如可

将其 中检测获得 的最大相关度 的值作为该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 的值 。

检测部 8 的检测处理可 以是基于模板匹配 的检测方式，基于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与模

板 图像进行相关度 的计算和 比较 ；例如，检测单元计算检测窗 口中的红外热像和作为模板 的

红外热像相互对应 的位置 的像素之间的差的和 ，所计算 出的差的和越小，相关度越高。例如，

也可配置为提取特征量进行匹配 的实施方式，利用模板 图像与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 的

特征量之间的比较来确定相关度 。例如，提取检测窗 口中的被摄体 图像 的特定像素的比例 ，

与模板 图像 中的特定像素的比例越接近 ，相关度越高。

检测部 8 的检测处理可 以是基于参数描述 的特征量 的检测实施方式，进行规定的运算来

获得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 的特征量 ，并与特征量 的基准值 （被摄体识别信息）进行 比较 ，

来获得相关度 的值 。例如，所述特征量 的基准值为特定像素值 的像素的比例 ，检测单元计算

热像数据 中特定像素值 的像素的比例 ，与特征量 的基准值进行 比较 ，来获得二者之间的相关

度 的值 。

优选 的方式，采用轮廓 图像作为匹配 的模板 ，检测部 8 例如通过 以下的处理来计算相关

度 ，首先，检测部 8 提取位于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 ，按照 AD 值 的预定 阀值对读取的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进行二值化 ；接着 ，提取该二值 图像 的具有预定像素值 （1 或 0 ) 的像素相连

通 的连通 图像 ；而后判断该连通 图像是否具有预定范围的大小；如果判断出该连通 图像 的大

小在预定范围内，则近一步在提取的连通 图像与所登记 的模板之间执行 比较处理，例如计算

二者之间的重叠面积在各 自总面积 中的比例之和 ，由此 ，获得所提取热像数据与模板之间相

关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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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右下角移动窗 口 J 1 以进行检测 ，剪切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 ，并检测其与模板 图像 T1 的相关

度 。具体而言，窗 口 J 1 从左端 向右 以规定值 的窗 口位移 （例如一个像素 ）逐步地移动，并在

到达右端后 ，被设置返 回左端并 向下移动窗 口位移 ，以及随后再次逐步地 向右移动 。为高精

度地检测被摄体 ，检测 的窗 口尺寸、窗 口位移 、窗 口的倾斜角度 的变换范围被预先定义，例

如窗 口尺寸的变化范围从 150X 50 像素到 120X 40 像素，窗 口位移 的变化范围从 10 个像素到

1 个像素，窗 口的倾斜角度 的变化范围为基于 中心点的 0 ° 到 10 ° 。检测部 8 逐次的，每次 5

个像素地改变窗 口尺寸，并每次 1 个像素地改变窗 口位移 ，并每次 2 ° 地改变窗 口倾斜角度 。

检测部 8 进行模板 图像 T1 和热像数据帧 501 的相关度计算；在完成所有检测窗 口的检测后 ，

从 中选择相关度最高的检测窗 口所获得 的相关度 的值 ，作为该热像数据帧 501 对应 的相关度

的值 。

注意，可 以基于被摄体识别信息，来计算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 的各种方法 ，上述例举 的

处理仅是可使用方法 的示例 。

显示控制部 9，用于将临时存储部 2 所存储 的显示用的图像数据显示在显示部 10。例如，

在拍摄待机模式 中，连续显示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生成的红外热像 ；在 回放模式，显示从存

储卡 6 读 出和扩展的红外热像 ，此外，还可显示各种设定信息。具体而言，显示控制部 9 具

有 VRAM、VRAM 控制单元 、信号生成单元 （未 图示 ）等 ，并且 ，信号生成单元在控制部 11 的

控制下，从 VRAM 中定期读 出图像数据 （从临时存储部 2 读 出并存储到 VRAM 的图像数据 ），产

生视频信号输 出，显示在显示部 10。在热像装置 100 中，显示部 10 例如是液 晶显示装置 。

不限于此 ，显示部 10 还可 以是与热像装置 100 连接 的其他显示装置 ，而热像装置 100 自身的

电气结构 中可 以没有显示部，这时显示控制部 9 也可作为 图像输 出部件 的实例 。

另外，在实施例 1 中，显示部 10 基于通知部 11C 的控制，用于对通知信息进行显示 ；例

如 以文字和 图像进行警告，如显示最大相关度 的信息，显示最大相关度 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

红外热像 ，或者还伴随着文字、图像 的透 明率、颜色、尺寸、线形、粗细 、闪烁 、亮度 、边

框 的变化等方式来进行通知 。

其 中，通知的方式可 以持续规定的时间。此外，也可控制热像装置 100 中的振动部件 、

指示灯 （未 图示 ），分析部件 （未 图示 ），诊断部件 （未 图示 ），在检测到最大相关度 的热像数

据帧时，也可 由指示灯产生灯光变化 ，由振动装置产生震动，由分析部件进行分析并显示分

析结果，由诊断部件进行诊断并显示诊断结果；或 同时 以上述方式之一或多个进行通知，只

要是使用者可 以感知的方式都可 。

控制部 11 控制 了热像装置 100 的整体 的动作 ，在存储介质例如闪存 3 中存储有用于控制

的程序 ，以及各部分控制 中使用的各种数据 。控制部 11 例如 由 CPU、MPU、S0C、可编程 的 FPGA

等来实现 。在本实施例 中，控制部 11、显示部 10 等还作为被摄体信息选择部的构成，用来

选择被摄体信息。

另外，控制部 11 具备 比较部 11A，用于对检测部 8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

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所述规定信息，至少包括特定被

摄体热像 的位置 、尺寸、倾斜角度 、相关度 的值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实施例 1 中，

将检测部 8 所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 的值 ，与相关度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注意，相关度

的对 比值可 以是预先准备的相关度 的判断值 （例如与被摄体识别信息对应存储在表 3 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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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必预先准备的相关度 的对 比值 ，而根据热像数据帧中的相关度 的值来获得 ，例如将第一

次检测处理获得 的相关度 的值作为后续对 比相关度 的对 比值 ，并且 ，当后续检测到相关度大

于该对 比值时，予 以更新 。

另外，控制部 11 具有选择部 11B，基于 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

帧有关的特定信息。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可用于将经历的规定处理，如分析 、记录、通知等 。

其 中，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为在临时存储部 2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的一

帧或多帧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例如，基于 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选择具有最大相

关度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但并不限定于所检测到的最大相关度 的那一帧热像数据

帧，例如，也可 以选择次优 的，或例如检测到最大相关度 的帧的时序之前或之后 的那一帧，

或 由多帧运算获得 的那一帧，或最早检测到大于规定的对 比值 的相关度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有

关的特定信息。也可 以配置为选择多个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例如选择相关度第一、

第二、第三 的三帧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也可能选择多帧相关度一样 的热像数据帧的

特定信息。

所述特定信息为从临时存储部 2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从多帧热像数

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获得 的数据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基于检测获得 的

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所述评价值生成的提示信息，其 中

的一项或多项 。

其 中，从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获得 的数据 ，例如将所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后获得 的数据 ，例如从该热像数据帧中提取的特定被摄体热像 ，

例如生成的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 ，例如将该热像数据帧转换为分析数值例如温度数值 的阵列

等 。

其 中，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所述规定信息例如至少包括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位置 、尺寸、

倾斜角度 、相关度 的值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

其 中，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例如为根据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根据

加权系数进行加权获得 、或可根据规定信息与评价值 的对照表等来获得评价热像质量等 的评

价值 。

其 中，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所述评价值生成的提示信息，例如将检测获得 的规

定信息和 / 或所述评价值转换为使用者便于理解 的百分 比信息的提示等 。

选择部 11B 对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进行保持/ 或不保持 的控制；所保持的特定信息保持在临

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 ，此外，也可保持 （存储 ）在例如闪存 3 等存储介质 中。在下文 中，

选择部 11B 将热像数据帧等特定信息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为例 。

选择部 11B 可 以将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始终保持，也可 以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保持，例如

当前选择 的特定信息保持规定的时间；例如在检测到更大相关度 的热像数据帧之前始终保持

当前的特定信息；例如在用于检测 比对 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或选择 的被摄体信息被变更之前始

终保持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例如根据使用者的指示 （如使用者选择 了显示部 中显示 的某个特

定信息来确定保持 ）来保持或不保持的特定信息。此外也可不保持，例如通过通信 I/F4 发送

至其他外部装置 ；例如经历其他处理如在通知后 即删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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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部 11B 后续选择 的特定信息。所谓规定的条件 ，例如规定的时间，例如检测 了规定数量 的

热像数据帧，例如根据 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 （获得 了相关度大于所保持的热像数据帧的相

关度等情况 ），例如使用者的指示等 。此外，还可将之前予 以保持的特定信息继续保持 。

实施例 1 中，基于 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选择部 11B 对特定信息进行选择 、保持及更

新 的控制 。如当检测部 8 检测到的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相关度 的值大于相关度 的对 比值时，将

选择该相关度 的值及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等特定信息予 以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等存储介质 中；

当之前有相关度 的值及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等特定信息时，将替换之前的特定信息；直到后续

有相关度更高的热像数据帧时，可被替换 （也可保持规定数量 的相关度较高的热像数据帧）。

这样 ，作为最大的相关度 的值及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等特定信息得 以保持 。此外，还可将之前

予 以保持的特定信息继续保持 。

优选 的，控制部 11 具备通知部 11C，基于选择部 11B 所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

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通知部 11C，优选 的，将 当前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获得 的通知信息与获

取部连续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红外热像 、参考 图像等共 同显示 。例如将 当前所选择 的并

保持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红外热像 （如缩小后 ）与拍摄部 1 获取的连续的红外热像 、参考 图

像等共 同显示 ，此外，也可 以同时或单独显示其他 的通知信息，例如相关度 的值 ，评价值等 。

此外，也可将动态红外热像切换为显示该热像数据帧的冻结 图像 。

其 中，当选择部 11B 选择保持 了多个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时，通知部 11C 可 以对

其 中之一或多个进行通知，例如，将多个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缩小的红外热像与拍摄部 1 获取

的连续的红外热像共 同显示 。

其 中，根据选择部 11B 所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来获得通知信息，

例如可 以将相关度 的值换算为示意类似程度 的便于使用者理解 的信息，进行显示 ；例如根据

相关度 的值与百分 比的规定的对照表 ，或计算的方式 （如所提取的特定被摄体轮廓与轮廓 T1

重叠面积在各 自总面积 中的比例之和 ，除 以 200%，即可换算为相关度 的百分 比值 ）将相关度

的值换算为百分 比值 ）；也可 以是其他 的方式，例如直接将计算相关度 的值显示 ，如直接显示

像素值之差的和 的数值等 。注意，当未与代表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与否的规定对 比值 （代

表特定被摄体热像与被摄体识别信息匹配与否的判断值 ）做对 比时，所显示 的相关度 的信息

并不一定代表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 （匹配 ）与否。为便于说 明，在下文 中，将相关度 的值 、

评价值 、对 比值换算的百分 比值作为示例 ，但实际中并不必须换算成百分 比值 。

其 中，通知的方式可 以持续规定的时间。并且 ，基于通知部 11C 的控制，可 以使显示部

10 产生显示 内容的变化 、热像装置 100 中的振动部件 的振动、指示灯 的灯光变化 、声音部件

的声音、分析部件 的分析处理 （并使显示部 10 显示分析结果 ），诊断部件进行诊断 （并使显

示部 10 显示诊断结果 ）、参考 图像 闪烁显示或变色等 、红外热像 的伪彩变化等之一或多项的

变化 ；只要是使用者可 以感知的方式都可 。

另外，控制部 11 具有记录部 11E ( 未 图示 ），响应规定的记录指示 ，将选择部 11B 所选

择并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中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记录到存储卡 8。例如响应使用者对所通知的

热像数据帧的选择等指示 ，例如定时的 自动记录等指示 ，将所述热像数据帧进行记录到存储

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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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 ；例如，基于存储介质 中存储 的被摄体信息关联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

据 （点阵数据或矢量数据 ），根据使用者对被摄体信息的选择 ，来指定与被摄体信息关联的参

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 ；并不限定于通过被摄体信息，也可从存储介质 中选择例如热像文件等来

获得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 ；此外，也可 以根据热像装置 100 的默认配置 ，来指定参考 图像 的

构成数据 ，例如默认 的检测 区域 的数据 ；此外，也可 以例如从显示部显示 的红外热像 中指定

区域 ，并将该区域 的红外热像作为参考 图像等各种指定的方式 。

另外，控制部 11 具备位置设置部 11G ( 未 图示 ），用于设置参考 图像位于显示部 中的位

置参数 （位置 ，或还包括尺寸，或还包括旋转角度 ）。优选 的，位置设置部 11G 用于设置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例如，根据红外热像 中规定的 自适应显示 区域 ，根据所计

算的参考 图像在该 自适应 区域 中最大化居 中显示 的位置参数 ，从而来设置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

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例如，也可根据参考 图像所 附带的参数 （例如体现 了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

参数 ），根据该参数来设置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或者，也可 以根据热像装置

100 的配置 （居 中，原始尺寸 ）来设置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或者，也可 以

根据使用者输入 的位置参数 。

操作部 12: 用于使用者进行各种指示操作 ，或者输入设定信息等各种操作 ，控制部 11

根据操作部 12 的操作信号，执行相应 的程序 。参考 图 2 来说 明操作部 12，提供使用者操作

的按键有记录键 1、调焦键 2、确认键 3、回放键 4、菜单健 5、方 向键 6 等 ；此外，也可采

用触摸屏 7 或语音识别部件 （未 图示 ）等来实现相关的操作 。

参见 图 8 来说 明热像装置 100 的检测模式的控制流程 ，参考 图 6 来说 明拍摄过程 中的显

示界面的变化 。本应用场景如使用者手持热像装置 100 对变 电站的被摄体进行拍摄 。控制部

11 基于闪存 3 中存储 的控制程序 ，以及各部分控制 中使用的各种数据 ，控制 了热像装置 100

的整体 的动作及执行多种模式处理的控制 。在接通 电源后 ，控制部 11 进行 内部 电路的初始化 ，

而后 ，进入待机拍摄模式，即拍摄部 1 拍摄获得热像数据帧，图像处理部 7 将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的处理，存储在临时存储部 2 中，显示部 10 上 以动态 图像形

式连续显示红外热像 ，在此状态 ，控制部 11 实施其控制，持续监视是否按照预定操作切换到

了其他模式的处理或进行 了关机操作 ，如果有 ，则进入相应 的处理控制 。检测模式的控制步

骤如下：

步骤 A01 ，显示部显示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临时存储部 2 循环存储拍摄部 1 拍

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

基于控制部 11 的控制，显示部 10 显示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临时存储部 2 中循

环存储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

具体而言，为保证拍摄质量规范，通过操作部 12 的预定操作选择参考 图像 的显示模式，

控制部 11 基于闪存 3 中存储 的表 3，将被摄体信息生成的被摄体指示信息显示在显示部 10

( 未 图示 ）;

而后 ，当使用者根据拍摄现场 的被摄体 " 被摄体 1 "，通过操作部 12 来选择显示部 10 上

所显示 的 " 被摄体 1 " ;

参考 图像指定部 11F 根据使用者的选择 ，就确定 了参考 图像 T l ，从 闪存 3 中读取参考 图

像 T1 的构成数据 ，传送到临时存储部 2 ; 并且位置设置部 11G 设置参考 图像 T1 位于红外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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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中的位置参数 。此外，也可根据规定的 自适应显示 区，或使用者指定的位置参数 ，来确定

参考 图像 T1 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

图像处理部 7 对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例如伪彩转换 ，获得红外热像 的图像

数据 ，并且 ，合成单元将所确定的构成数据根据设置 的规定尺寸获得参考 图像 T1 的图像数据 ，

按照所设置 的规定位置 ，与生成的红外热像 的图像数据进行合成 （重叠 ），将合成的图像数据

存放在临时存储部 2 ;

接着 ，显示控制部 9 将合成 图像显示在显示部 10，如 图 6 (a) 所示 ，被摄体热像与轮廓

图像 T1 之间存在位置 、尺寸的差异，使用者可根据参考 图像来拍摄被摄体热像 。

并且 ，临时存储部 2 中循环存储拍摄部 1 拍摄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

步骤 A02 ，以往使用者会 困惑于根据轮廓 图像 T1 对被摄体热像 的对准操作 ，为保证拍摄

质量并操作简单，通过操作部 12 的预定操作选择发 出检测指示 ，当控制部 11 检测到使用者

的检测指示 （步骤 A02: 是 ），则进入检测处理 。

并且 ，检测 的指示并不限定于使用者发 出，也可 以是规定的定时，或与热像装置 100 连

接 的外部装置 的触发信号等 ，控制部 11 响应并进行检测部 8 检测 的控制 。

在步骤 A03 ，特征登记单元登记被摄体识别信息。 特征登记单元根据使用者的之前选择

" 被摄体 1 "，就确定 了用来匹配 的被摄体识别信息，在此 ，假定将参考 图像 T1 作为计算相

关度 的模板 图像 。（此外，也可 以从 闪存 3 中读取模板数据 301 来作为计算相关度 的被摄体识

别信息）。该步骤也可 以在 A02 步骤之前完成，如选择 了被摄体信息后完成 。

接着 ，在步骤 A04 ，从临时存储部 2 中读取热像数据帧；

步骤 A05 ，检测窗 口设置单元 ，设置检测窗 口。例如，基于规定的检测 区域 G1 的左上角，

首先设置 了检测窗 口；

步骤 A06 ，进行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与被摄体识别信息之间的相关度计算的处理 。

检测部 8 基于检测窗 口设置单元所设置 的检测窗 口，抽取位于该检测窗 口中的热像数据 ，

根据特征登记单元所登记 的轮廓 图像 T l ，计算二者之间的相关度 。例如，根据检测窗 口中的

热像数据所提取的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轮廓 ，与轮廓 图像 T1 的轮廓对 比，计算二者之间的重叠

面积在各 自总面积 中的比例之和 ，由此获得相关度 的值 。

并且 ，在步骤 Α07，将所得到的相关度 的值存储在临时存储部 2。

在步骤 Α08 中，检测部 8 判断在热像数据帧中设置检测窗 口时，是否 已经针对所有检测

窗 口计算 了相关度 。如果剩余还没有计算相关度 的区域 （步骤 Α08 中为否）则 回到步骤 Α05

中，检测窗 口设置单元在预定方 向上将检测窗 口的位置偏移预定像素数 ，将该位置设置为检

测窗 口的下一位置 ，并重复后续的处理 。

此外，从热像数据帧中搜索与模板类似 的帧部分时，对于放大及缩小、以及将检测窗 口

J 1 倾斜规定角度后 的检测窗 口时，也进行类似上述说 明的检测处理 。

如果 已经针对要在热像数据帧中设置 的所有检测窗 口计算 了相关度 （步骤 Α08 中为是 ），

则在步骤 Α09 中将检测到的最大相关度 的值 （或还有所对应 的检测窗 口的位置参数 ）保持在

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 ；获得该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 的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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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后续的处理 。如是，则在步骤 All 中，将所检测 的多帧份 的热像数据帧中，挑选 出最大

的相关度 ，与相关度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在步骤 All 中，与相关度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其 中，相关度 的对 比值可 以是预先准备的起始的相关度 的对 比值 （例如将判断是否检测

到特定被摄体热像与被摄体识别信息匹配与否的判断值 ，作为起始的相关度 的对 比值 ）。

如果小于该对 比值 ，则表示未检测到与相关度优于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进入步骤 A13;

如未退 出，则 回到步骤 A01，显示为动态红外热像 ，或也可在显示部 10 中显示 " 未检测到特

定被摄体热像 " 的字样来通知使用者，如 图 6 (a) 所示 ；而后 ，使用者通过改变拍摄 的位置

和调整热像装置 100 的光学部件和被摄体热像之间的拍摄距离、成像位置 、角度 ，当再次发

出检测指示时，重复后续的处理 。

当检测获得 的相关度 的值大于该判断值 ，则进入步骤 A12，选择相关度最高的热像数据

帧 （也可选择相关度高的若干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并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以便进行后续

的处理 。并且 ，所保持的特定信息，在选择部 11B 未重新选择 的特定信息之前，可一直被保

持在临时存储部 2 中。

如 图 6 (b) 所示 ，检测到的最大相关度 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为 80%，则选择部 11B 将与

该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例如相关度 的值 、该热像数据帧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或者，

还 由通知部 11C 进行通知，将该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红外热像 601 与动态 的红外热像 、参考 图

像共 同显示 。

不限定于显示红外热像 601 ，也可 以是其他 的方式，如 图 6 (b) 所示 ，将相关度 的值换算

为示意匹配程度 的信息，进行显示 ；例如将相关度 的值换算为百分 比作为示例 （根据相关度

的值与百分 比的规定的对照表 ，或换算获得 ），也可 以是其他 的方式，例如直接将计算相关度

的值显示 ，如直接显示重叠面积在各 自面积 中的比例之和 的数值等 。注意，当未与判断是否

具有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对 比值 （代表特定被摄体热像与被摄体识别信息匹配与否的判断值 ）

做对 比时，所显示 的相关度 的信息并不一定代表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与否。此外，也可将

显示动态红外热像切换为显示该热像数据帧的冻结 图像 ；优选 的方式，还可将所检测到的具

有最大相关度 的检测窗 口的区域 （或被摄体 的位置参数等 ）进行通知 。例如在冻结的红外热

像 中示意检测到的具有最大相关度 的被摄体热像 的位置 的标识等 。或将显示动态红外热像切

换为显示该热像数据帧的冻结 图像 ，而后 ，响应使用者的指示 ，再切换 回动态红外热像 的显

示状态 ，或该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图像与动态 的红外热像共 同显示 的状态 。此外，也可不显示

该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红外热像 ，而显示提示信息；或 以振动、指示灯 闪烁等 ，各种使用者能

察觉的方式 。

这时，如果使用者按下记录键 ，则将红外热像 601 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的处理 （如

压缩等 ）记录到存储卡 8。并且 ，即便是不显示提示信息或红外热像 的方式，例如指示灯 闪

烁 的方式，由于该热像数据帧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等存储介质 中，同样可 以在使用者的按下

确认键或记录键时，进行显示 、记录等处理 。此外，也可选择 了热像数据帧直接进行记录，

而不必须使用者的操作 。此外，也可 以对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与热像拍摄有关的分析 、诊

断等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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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为指示保持多帧热像数据帧时，则可以同时显示多个所保持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红外热
像，如图 6 (c) 所示，或还按照相关度的高低来排序显示。使用者可以从中选择将要经历后
续处理的热像数据帧等。

此外，相关度的对比值，也可以没有预先准备，这时，例如，选择部 11B 根据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选择临时存储部 2 中相关度最大的热像数据帧或若干帧予以保持。注意，当未

与作为判断是否与被摄体识别信息一致的对比值做对比时，所选择的相关度最大的热像数据
帧并不一定代表具有特定被摄体热像 （匹配）与否。

步骤 A13，判断是否退出，如未退出，则回到步骤 A01，重复后续的处理。并且，在下一
次检测处理后，之前选择部 11B 所选择的特定信息，可以被配置为继续保持，并且，通知部
11C 可以将前后不同检测处理时，选择部所指示保持的特定信息共同显示。或者，也可以将

后续获得的特定信息来替换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上所述，在本实施例中，由于设定了规定的检测区域，能便于使用者理解拍摄的范围，

当接收到检测的指示，则检测临时存储部 2 中所存储得热像数据帧中的相关度最高的帧，并

且，能保持该特定信息以便于后续的记录、分析等处理；能减低视觉匹配对准的操作强度，
普通使用者容易掌握这种拍摄技能，操作简单，并能降低处理器的运算速度负担，降低热像
装置 100 的成本等的有益效果，并适用于对快速运动目标的拍摄。

此外，也可去除通知部 11C 的结构，如当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时，进行记录、分析等
处理。

实施例 2

实施例 2，与实施例 1 的不同之处在于，热像装置 100 (红外挑选装置 100) 具有对比值
更新部 11D，用于将对比值进行更新。图 7 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例 2 的红外挑选装置 100 的
示例的的热像装置 100 的概略构成的框图。对与实施例 1相同的构成赋予了相同的编号，省

略了说明。
并且，当对比值更新后，所述比较部 11A，对检测部 8 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

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与更新后的对比值进行比较；由于根据使用者对拍摄的
调整，对比值可能会不断提升，这样，更加易于在多次检测处理中获得的最大相关度对应的
热像数据帧的特定信息，来通知使用者。

其中，对比值的更新条件，例如使用者的指示来更新；例如根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更新；
例如根据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将对比值进行更新。

用于更新的对比值，可以是根据预先准备的多个对比值，依次进行更新；例如准备了三
个相关度的对比值，当检测部 8 检测到的相关度大于第一个对比值时，后续将更新为第二个

对比值，当大于第二个对比值时，将更新为第三个对比值。
用于更新的对比值，也可以是根据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来获得；例如根据检测部 8 检测

获得相关度的值，当该相关度的值大于预先准备的相关度的对比值时，将根据所获得相关度
的值来替换对比值进行更新。其中，所述规定信息，至少包括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尺寸、
倾斜角度、分析值、相关度的值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的信息。

根据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将对比值进行更新，也可以是根据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来
自我更新，其中，没有预先准备的对比值；例如根据检测部 8 检测获得相关度的值，当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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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相关度的值相应替换对比值进行更新。
优选的，具有通知部 11C，基于选择部 11B 所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和/ 或对比值更新的信息，进行通知。
并且，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选择部 11B，用于将对比值更新之前所保持的多个热像数据

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在对比值更新之后，根据比较部的比较结果，至少替换其中一个之前所

选择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但不限定于此，也可保持更新前后的特定信息。并且，
通知部 11C，通知选择部 11B 所新选择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参见图 9 来说明热像装置 100 的检测模式的控制流程，参考图 10 来说明拍摄过程中的显

示界面的变化。
步骤 A01- 步骤 A02，类同于实施例 1 的步骤 A01-A02, 省略了说明；

步骤 B03，类同于实施例 1 的步骤 A03-A10, 检测获得多帧份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省

略了说明；
在步骤 B04，与相关度的对比值进行比较；即将其中最大相关度的值与对比值进行比较 ;

如果小于该对比值，则表示未检测到与相关度优于之前的对比值或之前所获得的热像数
据帧的最大相关度 （作为更新后的对比值）；回到步骤 A01，显示未检测到更好的热像数据帧
的字样；也可配置为到步骤 B08，如未退出则回到 A01。而后，使用者通过改变拍摄的位置和
调整热像装置 100 的光学部件和被摄体热像之间的拍摄距离、成像位置、角度，当使用者再

次发出指示，则重复后续的处理。

其中，优选的方式，可设置一个起始的相关度的对比值 （例如将判断是否具有特定被摄
体热像的对比值，作为起始的相关度的对比值），当检测获得的相关度的值大于该判断值，代

表所检测的特定被摄体热像的相关度优于所准备的判断值，则将该判断值替换为当前所检测

的相关度的值所获得的对比值；作为后续检测相关度的对比值，以便后续是否能获得相关度
更高的特定被摄体热像。本实施例中，假定热像装置 100 起始相关度的对比值为 72%，该起

始的对比值为判断是否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的判断值，如果所获得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
小于该对比值，则代表该热像数据帧中未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其效果是当使用者反复拍

摄也无法获得通知信息时，意味着是否拍摄了错误的被摄体。

此外，相关度的对比值，也可以没有预先准备，这时，例如，当将第一次检测到的热像

数据帧的相关度的值，作为后续检测热像数据帧获得的相关度的值的对比值，当后续检测到
大于该对比值时，则替换该对比值。

在此，以是否大于对比值为评价相关度的依据，但也有小于对比值或接近对比值 （预先

准备的判断值）作为评价相关度的情况。并且，对比值可以是相关度的值，也可以是相关度

的值经过换算获得的值等。
当在步骤 B04 检测到的相关度大于相关度的对比值，则进入步骤 B05; 其中，如果之前

没有存储了相关度的对比值，可将第一次获得的相关度的值作为相关度的对比值。
步骤 B05，对比值更新部 11D，将根据所检测到的具有最大相关度的值，来更新相关度的

对比值，并且，更新后的对比值作为后续的热像数据帧的比较相关度的对比值。
步骤 B06，选择部 11B 将所检测到的具有最大相关度的值对应的热像数据帧等特定信息，

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替换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果有）。此外，也可以保持规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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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特定信息。而后 ，在步骤 B07 ，可 以进行后续的通知、分析 、记录、诊断等处理 。并且 ，

不限于通知选择部 11B 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也可对对 比值进行更新 的事件或还进一步通知更

新后 的对 比值 。

步骤 B08 ，判断是否退 出，如未退 出，则 回到步骤 A01 ，重复后续的处理 。这时，当使用

者再次发 出检测 的指示 ，由于对相关度 的对 比值进行 了更新 ，因此 ，在后续从热像存储部 中

读取并检测热像数据帧时，将与更新后 的相关度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并且 ，当大于相关度 的

对 比值时，将所保持的特定信息予 以更新 ，并且 ，在步骤 B07 ，进行通知 。

在实施例 1 中，由于仅与规定的比较值 （例如，代表被摄体热像与被摄体识别信息匹配

与否的对 比值 ）进行 比较 ，并且不更新 比较值 ，因此 ，在后续的拍摄 中，如发 出检测指示 ，

有可能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的质量 比之前的要差 。

而在实施例 中，如先检测到如 图 10 (a) 所示 的红外热像 1001 ，因为对相关度 的对 比值

(假定起始的对 比值为 72%) 进行 了更新 （更新为 85%) ，因此 ，当再次发 出检测指示后 ，临

时存储部 2 中所检测到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低于 85%时，将不会选择 、通知，或通知 " 未

拍摄到更好 的红外热像 " 的字样 。而后 ，当发 出检测指示后 ，当检测到拍摄 了如 图 6 (b) 所

示 的红外热像 1002 (95%) 时，才进行选择 ，并进一步进行通知；并且 ，选择部 11B 始终选

择最大相关度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保持，这样使用者就可放心地调整热像装置

100，以追求拍摄最佳效果的热像 。

需要指 出，在实施例 1 和 2 中，对是否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 ，并不限于相关度 的值与

相关度 的对 比值之间的比较 ，也可变形为例如根据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规定信息获得 的

评价值及预定的对 比值 的比较结果，来作为是否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依据 。

如上所述 ，在本实施例 中，当检测到相关度高于 比较值 的热像数据帧时，才选择该热像

数据帧或还予 以通知，并在后续每 当检测到高于之前的相关度 的对 比值时，能不断更新对 比

值 ，并保持后续所挑选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或还替换原有保持的特定信息；显然 ，

根据选择部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分析等后续的处理，能提高处理的效力；并能达

到大幅度 降低视觉匹配对准 的操作难度 ，大幅度 降低拍摄 的体力强度 ，提高最终获得 的热像

数据帧的质量 的有益效果 。普通使用者容易掌握这种拍摄技能。当然 ，实施本发 明的实施方

式的任一产 品并不一定需要 同时达到 以上所述 的所有优点。

并且 ，在红外检测 的领域 ，由于考虑到特定被摄体热像在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 、尺寸、倾

斜角度等 的不 同，对应 了不 同的拍摄质量 ，即便相关度高，如果上述参数不理想，所获取的

热像数据帧的质量不一定高；因此 ，优选 的，考虑特定被摄体热像位于热像数据帧中的位置 、

尺寸、倾斜角度 、相关度 的值等 因素，例如根据上述 因素来获得评价值 （可 以是一个或多个 ），

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作为进行规定热像数据帧的选择和进行通知的因素，来提示使用

者注意拍摄 的质量 ，或选择最佳拍摄质量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后续的处理 。

实施例 3

与实施例 1，2 的不 同之处在于，热像装置 100 ( 红外挑选装置 100) 基于临时存储部 2

中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根据规定的指示 ，检测临时存储部 2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的与

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其 中，所述规定信息，例如至少包括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位

置 、尺寸、倾斜角度 、相关度 的值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控制部 11 具有辅助信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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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获取部获取的辅助信息、检测部 8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辅助信息获取部获

取的辅助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检测部 8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及辅助信息获取部获取的辅助

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其 中的一项或多项，与对应 的一个或多个对 比值进行 比较 ；选择部 11B，
基于 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当有多项 比较 ，根

据不 同的比较结果，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可能是一帧或多帧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通知

部 11C，基于选择部 11B 所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对 比值更

新部 11D，用于对 比值 的更新 。

在红外检测 的领域 ，由于考虑到特定被摄体热像在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 、尺寸、倾斜角度

等 的不 同，对应 了不 同的拍摄质量 ，即便相关度高，如果上述参数不理想，所获取的热像数

据帧的质量不一定高；因此 ，考虑特定被摄体热像位于热像数据帧中的位置 、尺寸、倾斜角

度等 因素，作为生成通知的因素，来提示使用者注意拍摄 的质量 ，或选择最佳拍摄质量 的热

像数据帧进行后续的处理 。

其 中，所述辅助信息，例如至少包括分析值 、环境温度 、背景因素、风速 、湿度 、距离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或其他 由热像装置 100 所获取的辅助信息 （包括 由使用者进行

设置 ），包括其他各种对选择部 11B 所选择 的规定热像数据帧有关的信息和 / 或对通知部 11C

所通知的信息有影响的因素都在其范围中。

在红外检测 的应用领域 ，根据上述 的辅助信息的不 同，所获得 的热像数据帧的质量及重

要程度不 同，应有不 同的条件来应对规定的热像数据帧的比较 、选择 、通知等处理；例如，

当获得 的特定被摄体热像 中具有大于规定的对 比值 （例如缺陷的阀值 ）的分析值时，代表被

摄体具有缺陷，那么，应 引起使用者的重视 ，这时在相关度接近 的情况下，也优选选择并通

知分析值超标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将立 即引起使用者的注意，对红外检测 的意义

重大；例如考虑环境温度 、背景、风速 、背景因素 （例如背景与被摄体热像 的差异性，背景

的热场分布等 ）等 的影响因素，在相关度接近 的情况下，这些影响因素可能会导致不 同的热

像质量及后续分析 的价值 降低 ，应选择并通知其他影响因素干扰小的热像数据帧。

其 中，辅助信息获取部，例如可 以根据热像装置 100 或与热像装置 100 中连接 的装置或

相应功能的部件 （未 图示 ）来获取上述辅助信息，例如，通过分析部件获取分析值 （分析值

可 以是分析获得 的温度值 ，并不限定于温度值 ，例如，也可 以是 AD 值 、伪彩热像 中的颜色值 、

特定像数值 的比例 ，或还将这些数值按照规定公式计算获得 的值等 ，分析部件所获取的分析

值可 以针对热像数据帧中的全部像素或特定分析 区域 中的像素 ），通过温度传感器来获取环境

温度 ，通过湿度计来获得湿度 ，通过测距仪来获得热像装置 100 与被摄体 的距离等 。也可 以

根据存储介质 中预先存储 的上述辅助信息来获取，例如，辅助信息的历史数据 ；或结合 当前

测量获取的辅助信息与存储介质 中预先存储 的辅助信息的历史数据 的对 比来获得辅助信息。

各种辅助信息的获得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的技术 。

并且 ，可 以通过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来获得综合 的评价值 ；例如，可 以采用所检测 的

规定信息中的特定信息对应 了不 同的系数 ，而 由所检测 的规定信息中的其他 的规定信息结合

该系数来获得评价值 ；例如，可 以采用不 同的信息所 占的权重，通过加权来获得评价值 。可

以通过各种不 同的计算方式来获得最终的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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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而红外热像 1302 根据窗 口系数为 0 . 8 的检测窗 口获得 ，评价值 =相关度 的值 X 窗 口系

数 （检测窗 口如可体现粗略 的位置 、尺寸 ），因此 ，即便红外热像 1301 的相关度小于红外热

像 1302 的相关度 ，但评价值反而高 。

例如 ，可通过所述规定信息和所述辅助信息，来获得综合 的评价值 。例如 ，获得综合 了

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位置 、尺寸 、倾斜角度 、分析值 、相关度 的值获得 的评价值 ，例如根据下

式来获得综合评价值 ，综合评价值=位置 X 位置加权系数+尺寸 X 尺寸加权系数+倾斜角度 X 倾

斜角度加权系数+分析值 X 分析值加权系数+相关度 的值 X 相关度加权系数 ；或者 ，另一种优

选 的方式 ，根据所检测 的规定信息和所获取 的辅助信息与综合评价值 的对照表来获得评价值 。

并且 ，也可 以根据所述规定信息和所述辅助信息，将其 中部分来获得评价值 ，而后 ，根

据其 中的未参与获得评价值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与获得 的评价值一起 ，作为 比较部与

规定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的对象 。

其 中，对 比值更新部 11D，根据 比较部 11A 的比较结果 ，将对 比值进行更新 ；并且 ，当

有多项对 比值时，将对应 的对 比值 中的至少一项进行更新 ；其 中，当多项对 比值全部更新 ，

在更新后 ，所述 比较部 11A，用于对检测部 8 后续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 ，基于辅助信

息获取部获取 的辅助信息，和 / 或 ，由所述规定信息和 / 或所述辅助信息而得到 的评价值 ，与

多项更新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其 中，当多项对 比值 中的部分更新 ，在更新后 ，与多项对 比值

中的更新项 的对 比值及未更新项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优选 的，根据 比较部 比较获得 的最优 的

规定信息、或最优 的辅助信息、或最优 的根据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获得 的评价

值 中的一项 ，将相应 的至少一项对 比值进行更新 。

其 中，当检测部 8 被配置为检测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多个规定信息，并且 比较部 11A，对

检测部 8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 的评价值与规定 的多项

对 比值进行 比较时，基于 比较 的结果 ，选择部 11B 可能选择多个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

这时，通知部 11C 可 以对其 中之一或多个进行通知 。优选 的，所述选择部 ，基于 比较部 的比

较结果 ，选择相关度 的值和 / 或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 （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

息获得 的评价值 ）优于规定 的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进行保持 。所述通知部 ，

基于选择部所选择并保持 的与规定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选择相关度 的值和 / 或规定

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 （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获得 的评价值 ）优于规定 的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

参见 图 11、 1 来说 明实施例 3 的热像装置 100 的检测模式 的控制流程，在本例 中，配置

了三个对 比值为例 。将检测部 8 所检测 的热像数据帧 中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 的规定信息 （相

关度 的值 ）、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及辅助信息获取部获取 的辅助信息 （分析值 ）而得到 的

评价值 ，与第一 、第二 、第三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第一对 比值预先准备 （在本实施例 中为相关度 的第一对 比值 ），用来判断是否具有特定被

摄体热像 的对 比值 （代表特定被摄体热像与被摄体识别信息匹配与否的判断值 ），第一对 比值

不更新 。

第二对 比值 （在本实施例 中为相关度 的第二对 比值 ），为大于第一对 比值 的相关度 的对 比

值 ，其根据检测到 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 的值而获得 ，当后续 的热像数据帧检测到更高的相

关度 的值时，第二对 比值将 随之更新为更高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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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应 （例如预先准备的）第三对 比值进行比较，当后续的热像数据帧检测到更高 （更优）

的综合评价值时，第三对 比值将随之更新为更高的值。

最终，选择部 11B 将选择优于第二对 比值和/ 或优于第三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

信息；便于后续的通知、分析、诊断、记录等处理。
步骤 C01- 步骤 C02，类同于实施例 1 的步骤 A01-A02, 省略了说明；

步骤 C03，类同于实施例 1 的步骤 A03-A10, 检测获得多帧份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省

略了说明；

步骤 C04，判断所检测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的值，是否大于第一对 比值，如否，表示

未检测到特定的特定被摄体热像，回到步骤 C01，例如还显示未检测到匹配的热像的字样。

重复后续的处理；也可配置为到步骤 C32，如未退出则回到 C01 。

当在步骤 C04 检测到的相关度大于第一对 比值，则进入步骤 C05。

步骤 C05，辅助信息获取部对相关度大于第一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和/ 或该热像数据帧检

测窗口中的热像数据，获得辅助信息例如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分析值等，例如控制分析

部件进行分析获得分析值。此外，例如，当检测部 8 配置为通过检测像素比例等来计算相关

度时，不限于根据检测窗口的位置参数来决定所检测到的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参数，这时，

也可根据检测到的检测窗口中进一步提取特定被摄体的轮廓，来获得更为精确的位置、尺寸、

倾斜角度等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

步骤 C06，获得评价值，获得综合了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尺寸、倾斜角度、分析值、

相关度的值获得的评价值，例如根据下式来获得综合评价值，综合评价值=位置 X 位置加权系

数+尺寸 X 尺寸加权系数+倾斜角度 X 倾斜角度加权系数+分析值 X 分析值加权系数+相关度的

值 X 相关度加权系数；或者，另一种优选的方式，根据所检测的信息与综合评价值的对照表

来获得评价值。

步骤 C07，判断所检测的热像数据帧中的最大相关度和最大评价值的热像数据帧是否是

同一帧？

如是 （步骤 C07: 是），则进入步骤 C08，将评价值与第三对 比值进行比较。

如小于第三对 比值时 （步骤 C08: 否），则在步骤 C09，将检测获得的相关度的值与第二

对 比值进行比较；如否，则跳到步骤 C32，例如代表之前已检测到相关度、比当前检测的热

像数据帧高的热像数据帧。如是，则在步骤 C10-C11,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根据所检测到的

最大相关度的值，来更新第二对 比值。并且，选择部 11B 将该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替换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果有之前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

定信息，并且之前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小于当前检测的热像数据帧，并且评价值在所保持

的热像数据帧中并不最大时，才进行替换），并且在步骤 C12，对相关度大于第二对 比值的热

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如综合评价值大于第三对 比值 （步骤 C08: 是），则在步骤 C13，将相关度的值与第二对

比值进行比较；

如果大于第二对 比值 （步骤 C13: 是），则在 C14-C15,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根据该热像

数据帧所检测到的最大相关度的值，最大综合评价值来更新第二对 比值、第三对 比值。并且，
选择部 11B 将与该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替换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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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如果小于第二对 比值 （步骤 C13: 否），则在 C17-C18,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根据所检测

到的该热像数据帧的综合评价值，来更新第三对 比值 。并且，选择部 11B 将所检测到的具有

最大综合评价值对应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替换

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果有之前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并且之前的热像数据帧的评价

值小于当前检测的热像数据帧，并且相关度在所保持的热像数据帧中并不最大时，才进行替

换 ），并且在步骤 C19，对综合评价值大于第三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如步骤 C07 ( 否 ），代表 了在所检测的热像数据帧中，相关度最大的热像数据帧及评价值

最大的热像数据帧为不同的二帧 （也可能有多帧），则进入步骤 C20，将最大评价值的热像数

据帧的评价值与第三对 比值进行 比较，见图 12。

如小于第三对 比值时 （步骤 C20: 否），则在步骤 C21，将检测获得最大相关度的热像数

据帧的相关度的值与第二对 比值进行 比较；如否，则跳到步骤 B32，代表之前 已检测到相关

度、评价值 比当前检测的热像数据帧高的热像数据帧，显示部将不显示，或显示未检测到更

好的热像数据帧的字样 。如是，则在步骤 C22-C23,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根据所检测到的最

大相关度的值，来更新第二对 比值 。并且，选择部 11B 将该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保

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替换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果有之前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

信息，并且之前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小于当前检测的热像数据帧，并且评价值在所保持的

热像数据帧中并不最大时，才进行替换 ），并且在步骤 C24，对相关度大于第二对 比值的热像

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如综合评价值大于第三对 比值 （步骤 C20: 是），则在步骤 C25，将相关度的值与第二对

比值进行 比较；如果大于第二对 比值 （步骤 C25: 是），则在 C26-C27,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

根据热像数据帧所检测到的最大相关度的值，最大综合评价值来更新第二对 比值、第三对 比
值 。并且，选择部 11B 将与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

替换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果有 ），并且在步骤 C28，对相关度大于第二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

综合评价值大于第三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例如二帧同时显示 ）。

如果小于第二对 比值 （步骤 C25: 否），则在 C29-C30,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根据所检测

到的该热像数据帧的综合评价值，来更新第三对 比值 。并且，选择部 11B 将所检测到的具有

最大综合评价值对应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保持在临时存储部 2 的规定区域，替换

之前的特定信息 （如果有之前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并且之前的热像数据帧的评价

值小于当前检测的热像数据帧，并且相关度在所保持的热像数据帧中并不最大时，才进行替

换 ），并且在步骤 C31，对综合评价值大于第三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步骤 C32，判断是否退出检测模式，如退出，则结束，如未退出，则回到步骤 C01，显然，

如选择有特定信息，则可显示所选择的特定信息获得的通知信息、红外热像、参考 图像；重
复上述的处理。这样，对连续拍摄获得的热像数据帧并循环存储在临时存储部 2 中时，当响

应检测指示，将根据所检测的规定信息，将优于第二对 比值和/ 或优于第三对 比值的热像数据

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选择和通知；便于后续的通知、分析、诊断、记录、保持等处理。其

中，将检测的热像数据帧的相关度是否大于第一对 比值作为进一步检测规定信息的条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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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图 13 来说 明拍摄过程 中的显示界面 的变化 。

如 图 13 (a) 所示 ，当响应检测指示 ，如未检测到相关度大于第一对 比值 （假定第一对 比

值换算 的相关度百分 比为 72%) 的热像数据帧时，显示动态 的红外热像 。

响应第一次检测指示 ，如 图 13 (b) 所示 ，当第一次检测到相关度大于第一对 比值 的热像

数据帧时，显示动态 的红外热像 、参考 图像与所检测到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通知信息，该通

知信息基于选择部 11B 所指示存储 的该热像数据帧的特定信息例如该热像数据帧、相关度 的

值 、评价值来生成 ；通知信息包括该热像数据帧生成 的红外热像 1301 ，相关度 的值换算 的相

关度百分 比 85%，评价值换算 的评价值百分 比 80%。并且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第二对 比值例

如更新为 85%，第三对 比值例如更新为 80%; 并且 ，当后续未检测到大于第二对 比值和 / 或大

于第三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时，显示部 10 将保持显示红外热像 1301 等通知信息及动态红外

热像 的状态 ；并且 ，由于红外热像 1301 为 当前所新获得 的特定信息生成 的通知信息，加粗 的

边框予 以提醒使用者 。

响应第二次检测指示 ，如 图 13 (c) 所示 ，当检测到大于第二对 比值或第三对 比值 的热像

数据帧时，显示动态 的红外热像与所检测到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该特定信息包括

该热像数据帧生成 的红外热像 1302 等 ，在此 ，由于红外热像 1302 所对应 的相关度大于红外

热像 1301 ，而其评价值又小于红外热像 1301 ，于是 ，选择部 11B 将该二个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

特定信息进行保持 ；并且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根据红外热像 1302 所对应 的相关度 ，将第二对

比值进行更新 ；通知部 11C 将使显示部 10 显示二个不 同的热像数据帧所获得 的特定信息生成

的通知信息 。这时，由于红外热像 1301 、1302 所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等特定信息保持在 临时存

储部 2，使用者可 以从显示部 10 显示 的信息如红外热像 1301 、 1302 中，来选择后续进行记

录或分析 的所对应 的热像数据帧 。

响应第三次检测指示 ，并且 ，如 图 13 (d) 所示 ，当第检测到 的相关度大于第二对 比值并

且评价值大于第三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时，选择部 11B 将与红外热像 1303 有关 的特定信息进

行保持 ，或还将红外热像 1301 、1302 有关 的特定信息予 以删除；并且 ，对 比值更新部 11D 将

根据红外热像 1303 所对应 的相关度 （95%) 和评价值 （95%)，将第二 、第三对 比值进行更新 ；

通知部 11C 将使显示部 10 显示动态 的红外热像 、参考 图像与所检测到 的该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

特定信息，该特定信息包括该热像数据帧生成 的红外热像 1303 等 。

这样 ，选择部 11B，基于 比较部 的比较结果 ，选择并保持相关度 的值和 / 或评价值大于规

定 的对 比值 （第二对 比值 、第三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在显示部 10 的界面

中，总是能显示通知相关度最高和 / 或评价值最高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信息，对使用者 的拍摄

帮助极大 。

如上所述 ，在本实施例 中，不仅可 以获得实施例 1 的效果 ，并且 ，设置 了根据检测到 的

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规定信息及辅助信息，来作为 比较 的因素 ，当检测到更优 的热像数据帧时，

选择部则选择并保持该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对 比值更新部对对 比值进行相应 的更新 ，

从而能选择到更为理想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 的特定信息；能达到进一步减低视觉对准 的操作难

度 ，提高拍摄时的热像数据帧的质量 ，提示特定状态 的有益效果 ，普通使用者容易掌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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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 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此外，虽然例举 了三个对 比值，也可 以更多的对 比值，对应 了几个不同侧重的评价值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例如 由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尺寸、倾斜角度获得

的评价值，由分析值、环境温度等获得的评价值等 。

此外，虽然实施例 2 中例举 了多个对 比值 （三个，或者也可 以减少为二个 ），其中部分更

新、部分不更新；但也可 以配置为全部更新；或也可去除对 比值更新部 11D 的结构，而预先

准备多个相应的对 比值，全部不更新 。

在实施例 3 中，介绍了根据相关度的值及评价值作为示例，也根据将根据检测部 8 所检

测到的规定信息来获得多个评价值，根据多个评价值与相应的对 比值的比较，来决定是否进

行进行特定信息的选择和保持；或者，还将通知多个根据不同的评价值所获得的热像数据帧 ;

或者，还将相关度的值及多个评价值按照次序或优先等级来进行通知。并且优选的，将选择

部最新选择 （通常是相关度和 / 或评价值大于对 比值 ）的规定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

通知。这样，使用者非常的方便；例如将热定被摄体的位置、尺寸、倾斜度、相关度的值，

作为评价因素，便于获得高质量的热像数据帧或特定拍摄要求的热像数据帧；将热像分析值、

相关度的值作为评价因素，便于获得及时地被摄体分析状况。使用者易于把握和 了解到拍摄

的质量等关注点。

并且，当检测到大于之前的相关度和 / 或评价值的热像数据帧时，选择部 11B 将之前的热

像数据帧所获得的特定信息予以删除，但也可继续保持，这时，通知部 11C 也可显示多个热

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例如按照相关度和 / 或评价值的高低等因素来排序显示这些特定信

息。

在上述实施例 中各 自说明了示例的热像装置 100 ，显然可适用于便携拍摄或在线拍摄的

各种热像装置；然而，本发 明不仅适用于带有拍摄功能的热像装置，还适用于接收和处理热

像的热像处理设备，如从外部连续接收和处理热像 （如按时序获取热像数据帧）的热像处理

装置 （如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与拍摄功能的热像装置配套使用的显示装置等 ），该热像处

理装置例如为计算机，通过通信 口 （获取部的例子，例如按照 USB、 1394 、网络等通信规范，

将热像处理装置与外部设备连接 ）与热像装置进行有线或无线连接，通过连续接受与其连接

的热像装置输 出的热像数据帧，来实现一个实施例子，其检测处理、比较处理、选择处理等

处理方式与上述实施方式类 同，省略了说明。

并且，不限于拍摄或从外部获取热像数据帧，也可作为热像装置或热像处理装置 中的一

个构成部件或功能模块，例如从其他部件来获取热像数据帧，这时，也构成本发 明的实施方

式。

此外，热像存储部并不限定于循环存储 由拍摄部 1 拍摄获得的多个热像数据帧的实施方

式，也可 以是间隔或其他获取方式获取 （如使用者多次按下记录键来拍摄存储的）而存储的，

或多种方式的混合来获得热像数据帧并存储 。

此外，优选的具有通知部，但也可 以没有通知部，如 由使用者通过操作来查看所选择的

特定信息；

此外，也可设置规定的检测时间或规定数量帧的检测，来通知其中最优 （如相关度最高）

的帧。也不限定于仅通知最优的帧，也可 以通知多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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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检测窗 口，这样 ，能够更精确检测 ；其 中，对于各部件 ，与整体相 同，准备对应 的被摄

体识别信息 （可 以是模板或特征量 ）。也可根据模板 的多个特征量 ，来计算相应 的检测窗 口中

的多个对应 的特征量 ，并根据多个特征量所对应 的对 比值 ，来获得判断结果，例如，根据多

个特征量 的加权 ，来获得最终的判断结果 。也可根据多个特征量 ，先计算其 中的一个特征量

与红外热像 的比较结果，当大于规定的阀值 ，计算下一个特征量与红外热像 的比较结果，根

据多次 比较 ，来获得最终的判断结果 。

在实施例 中，可显示检测 区域作为参考 图像或部分；显然 ，例如当参考 图像体现 了形态

特征时，也可根据该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来设置检测 区域 （如根据参考 图

像 的外包矩形来放大规定 比例获得 的检测 区域 ）；可加快检测处理的速度并确保拍摄 的质量 。

注意，在上述 的实施例 中，可 以对热像数据帧的检测 、选择 、通知、对 比值 的数量 、对

比值 的更新 、辅助信息的获取等处理，进行不 同的组合 ，这些组合均在本发 明的范围之 内。

并且 ，对是否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 ，并不限于相关度 的值与相关度 的对 比值之间的比

较 ，也可变形为例如根据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辅助信息、规定信息获得 的评价值 、辅助信

息获得 的评价值 、规定信息和辅助信息获得 的评价值 ，其 中的一项或多项，与规定的对 比值

的比较 ，来决定是否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 。

在上述实施例 中，对 比值更新部，可根据 比较部 比较获得 的最优 的规定信息、或最优 的

辅助信息、或根据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获得 的最优 的评价值 中的一项，将相应

的至少一项对 比值进行更新 。选择部，基于 比较部的比较结果，可选择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

息和 / 或评价值其 中的至少一项优于规定的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或还进行保

持；选择 的条件如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 ，其 中的至少一项，优于

规定的对 比值 。所述通知部，基于选择部所选择并保持的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

息，可对相关度 的值和 / 或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最优或优于规定的对 比值 的热

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这些所说的优于，可能存在小于对 比值 、或大于对 比值 、

或位于对 比值 的范围、或超 出对 比值 的范围、或接近对 比值等 的各种情况；当有多个对 比值

时，可能存在其 中之一或全部大于、小于对 比值 、位于对 比值 的范围、或超 出对 比值 的范围、

或接近对 比值等 的情况；所说的最优 ，如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等

相关的值 ，可能有最大的情况、或最小的情况、或最接近对 比值或对 比值范围中的某个值等

的情况，应能理解优于和最优 的含义 。

所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可用于后续的显示 、分析 、诊断、发送 、记录等处理；所述分析如

可获得分析值如温度值 、特定像数值 的比例值 、或还将这些数值按照规定公式计算获得 的值

等 ，所述诊断如将分析值与规定的阈值进行 比较可获得诊断结果如诊断结论 （例如缺陷、正

常等信息）、触发信号等 ，这些处理的含义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 。

在上述 的例子，是按照一定的步骤次序来描述 ，但根据不 同的实施方式可 以有各种先后

顺序 ，并不限于上述例子所描述 的处理次序 。当控制部 11 和 图像处理部等包含 了多个处理器

时，还可能存在部分步骤适用的并行处理 。

存储被摄体识别信息等 的存储介质 ，可 以是热像装置 100 中的存储介质 ，如闪存 3、存

储卡 6 等非易失性存储介质 ，临时存储部 2 等易失性存储介质 ；还可 以是与热像装置 100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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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热像装置 、电脑等 中的存储介质或网络 目的地 的存储介质 。

采用被摄体信息关联被摄体识别信息的实施方式，为优选 的方式，可根据应用的不 同可

以准备各种适用的被摄体信息。例如对于 电力行业 的应用，优选 的，被摄体信息为使用者可

辨识的代表被摄体 的身份信息，如代表被摄体地点、类型、相别的信息；但也可 以是代表被

摄体类型的信息。显然 ，被摄体识别信息并不限于必须与被摄体信息关联 。

本发 明的方面还可 以通过独处和执行记录在存储装置上的程序来执行上述实施例 的功能

的系统或设备的计算机 （或诸如 CPU 、MPU 等 的装置 ）、以及通过其步骤 由系统或设备的计

算机通过例如读 出和执行记录在存储装置上的程序来执行上述实施例 的功能而知性的方法来

实现 。为此 目的，例如经 由网络或从用作存储装置 的各种类型的记录介质 （例如，计算机可

读介质 ）中将程序提供至计算机或热像装置 。

本发 明提供一种计算机程序 ，计算机程序构成的数字信号记录在计算机或热像装置可读

的记录介质 中，例如硬盘 、存储器等 中。该程序运行后执行如下步骤 ：

拍摄步骤 ，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热像存储步骤 ，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

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步骤 ，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

和参考 图像 ； 检测步骤 ，基于热像存储步骤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

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 ，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

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选择步骤 ，基于 比较步骤 的比较结果，

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或可执行如下步骤 ，获取步骤 ，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热像存储步骤 ，用于存储连

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步骤 ，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

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 检测步骤 ，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 ，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

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选择步骤 ，基于

比较步骤 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可读存储介质 ，其存储用于 电子数据交换 的计算机程序 ，

其 中，所述计算机程序使得热像装置 中的计算机执行如下步骤 ：

包括 ，拍摄步骤 ，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热像存储步骤 ，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

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步骤 ，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

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检测步骤 ，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

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 ，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 比较 ； 选择步骤 ，基于 比较步

骤 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或可执行如下步骤 ，获取步骤 ，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热像存储步骤 ，用于存储所

述获取步骤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显示控制步骤 ，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

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 检测步骤 ，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 中存储 的多帧

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信息；比较步骤 ，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

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 比较 ；

选择步骤 ，基于 比较步骤 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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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对应方式来实现功能块 的结构 。可 以通过一个软件或硬件模块来实现多个功能的块 。或

也可通过多个软件或硬件单元来实现一个功能的块 。此外，也可 以用专用 电路或通用处理器

或可编程 的 FPGA 实现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 中的部分或全部功能部的处理和控制功能。

此外，例子 以电力行业 的被摄体应用作为场景例举 ，也适用在红外检测 的各行业广泛运

用 。上述所描述 的仅为发 明的具体例子 （实施方式 ），各种例举说 明不对发 明的实质 内容构成

限定，并且 ，各种实施方式进行相应 的替换和组合 ，可构成更多的实施方式 。所属领域 的技

术人员在 阅读 了说 明书后可对具体实施方式进行其他 的修改和变化 ，而不背离发 明的实质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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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外挑选装置 ，包括 ，

拍摄部，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部，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部，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

像 ；

检测部，基于热像存储部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规定

信息；

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

价值 ，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选择部，基于 比较部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

2、红外挑选装置 ，包括 ，

获取部，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部，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部，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

像 ；

检测部，用于基于热像存储部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

规定信息；

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

价值 ，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选择部，基于 比较部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3、红外挑选装置 ，包括 ，

拍摄部，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部，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部，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

像 ；

检测部，用于基于热像存储部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

规定信息；

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

价值 ，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 比较 ；

选择部，基于 比较部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

4、红外挑选装置 ，包括 ，

获取部，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部，用于存储所述获取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部，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

像 ；

检测部，用于基于热像存储部 中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

规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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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

价值 ，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 比较 ；

选择部，基于 比较部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

5、如权利要求 3-4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辅助信息获取部，用于获取辅助信息；

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辅助信息获取部获取的辅助信息、所述

规定信息及所述辅助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所述辅助信息得到

的评价值 ，其 中的一项或多项，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 比较 。
6、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辅助信息获取部，用于获取辅助信息；

比较部，用于基于检测部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辅助信息获取部获取的辅助信息、所述

规定信息及所述辅助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所述辅助信息得到

的评价值 ，其 中的一项或多项，与规定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7、如权利要求 1-6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部，用于响应规定的指示 ，执行检测处理 。

8、如权利要求 1-6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规定信息，至少包

括检测获得 的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位置 、尺寸、倾斜角度 、相关度 的值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

信息。

9、如权利要求 5-6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规定信息，至少包

括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位置 、尺寸、倾斜角度 、相关度 的值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所述

辅助信息，至少包括分析值 、环境温度 、风速 、背景因素、湿度 、距离 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

10、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定信息至少包

括 ，基于热像存储部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基于热像存储部存储 的多

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按照规定处理后获得 的数据 ，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

基于所述规定信息生成的提示信息，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基于所述评

价值生成的提示信息，其 中的一项或多项 。

11、如权利要求 5-6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定信息至少包

括 ，基于热像存储部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基于热像存储部存储 的多

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按照规定处理后获得 的数据 ，基于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

基于辅助信息获取部获取的辅助信息，基于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基于所述辅助信息

得到的评价值 ，基于所述规定信息和所述辅助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基于所述规定信息生成的

提示信息，基于所述辅助信息生成的提示信息，基于上述评价值之一或多个生成的提示信息，

其 中的一项或多项 。

12、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当符合规定的选择条

件时，选择部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选择条件包括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 ，其 中的至少一项，优于规定的对 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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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选择条件包括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 ，其 中的至少一项，大于规定的对 比值 、或小于规定的对 比值 、或位

于对 比值 的范围、或超 出了对 比值 的范围、或接近对 比值 。

15、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选择部，基于 比

较部的比较结果，根据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其 中至少一项优于规定的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可选择该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16、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与规定的热像数

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至少包括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或规定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后获得

的数据 。

17、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

至少包括 ，基于热像存储部存储 的的热像数据帧所检测到的最优 的热像数据帧、或相关度最

大的热像数据帧、或所检测到的评价值最优 的热像数据帧、或与参考 图像位置 、尺寸、旋转

角度最为接近 的热像数据帧、或检测到特定被摄体热像 的热像数据帧，其 中之一或多项 。

18、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选择部对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进行保持或不保持的控制 。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选择部，用于按照规定的条件将所保持的特定信息，替换为选择部后续选择 的特定

信息。

20、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对 比值更新部，用于将对 比值进行更新 ；当对 比值更新后 ，所述 比较部，用于对检测部

后续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所述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 ，与更新后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2 1、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对 比值更新部，用于将对 比值进行更新 ；当对 比值更新后 ，所述 比较部，用于将检测部

后续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辅助信息获取部后续获取的辅助信息、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

值 ，所述辅助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所述规定信息及所述辅助信息得到的评价值 ，其 中的一项

或多项，与更新后 的对 比值进行 比较 。

22、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对 比值更新部，可根据 比较部 比较获得 的最优 的规定信息、或最优 的辅助信息、或根据

检测获得 的规定信息和 / 或辅助信息获得 的最优 的评价值 ，其 中的至少一项，将相应 的至少一

项对 比值进行更新 。

23、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通知部，对选择

部选择 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

24、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通知部，对选择

部最新选择 的特定信息和 / 或对 比值 的更新信息和 / 或对 比值 的更新事件 ，进行通知 。

25、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通知部，基于选

择部所选择 的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可对相关度 的值和 / 或规定信息和 / 或辅

助信息和 / 或评价值 ，最优或优于规定的对 比值 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

26、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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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通知部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动态 的红外热像 、规定位置参数 的参

考 图像 、体现 了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的通知信息。

27、如权利要求 26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知信息，至少包括基于所选择 的一个热像数据帧获得 的缩小的红外热像 、所选择

的一个热像数据帧对应 的相关度 的值 、所选择 的一个热像数据帧对应 的评价值 ，其 中之一或

多个 的信息。

28、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规定处理部，用

于对选择部所选择 的特定信息进行规定处理 。

29、如权利要求 28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第二选择部，用于对所保持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选择 ；所述规定处理部，对所选择 的热像数据帧进行规定处理 。

30、如权利要求 28 或 29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规定处理至少包括记

录、发送 、分析 、诊断、显示等一种或一种 以上的处理 。

3 1、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 图像位于红

外热像 中，具有规定的位置参数 。

32、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 图像体现 了

被摄体 的形态特征 。

33、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部，根据热

像数据帧中规定的检测 区域来进行检测处理 。

34、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部，所述检测 区域 ，为

根据参考 图像位于红外热像 中的位置参数 ，而设置 的检测 区域 。

35、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被摄体信息选择部，用于基于存储介质所存储 的被摄体信息，来选择被摄体信息；所述

存储介质 ，用于存储被摄体信息及其关联的被摄体识别信息；

检测部，用于根据所选择 的被摄体信息关联的被摄体识别信息，而配置 的与检测处理有

关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来进行检测处理 。

36、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具有

被摄体信息选择部，用于基于存储介质所存储 的被摄体信息，来选择被摄体信息；所述

存储介质 ，用于存储被摄体信息及其关联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和 / 或被摄体识别信息；

与红外热像共 同显示 的参考 图像 ，为根据所选择 的被摄体信息关联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

据 ，而获得 的参考 图像 ；

检测部，用于根据所选择 的被摄体信息关联的参考 图像 的构成数据和 / 或被摄体识别信

息，而配置 的与检测处理有关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来进行检测处理 。

37、如权利要求 1-9 任意一项所述 的红外挑选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像存储部，用

于循环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38、红外挑选方法 ，包括 ，

拍摄步骤 ，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步骤 ，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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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检测步骤，基于热像存储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关的

规定信息；
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

的评价值，与规定的对比值进行比较；
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39、红外挑选方法，包括，
获取步骤，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检测步骤，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

关的规定信息；
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

的评价值，与规定的对比值进行比较；
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40、红外挑选方法，包括，

拍摄步骤，用于连续拍摄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检测步骤，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

关的规定信息；
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

的评价值，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比较；
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4 1、红外挑选方法，包括，

获取步骤，用于连续获取热像数据帧；
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存储所述获取步骤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显示控制步骤，用于控制使显示基于所获取的热像数据帧获得的动态的红外热像和参考

图像；
检测步骤，用于基于热像存储步骤中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检测与特定被摄体热像有

关的规定信息；
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

的评价值，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比较；
选择步骤，基于比较步骤的比较结果，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

42、如权利要求 38-41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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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信息获取步骤，用于获取辅助信息；
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辅助信息获取步骤获取的辅助信息、

所述规定信息及所述辅助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所述辅助信息
得到的评价值，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对多个热像数据帧进行比较。
43、如权利要求 38-41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辅助信息获取步骤，用于获取辅助信息；
比较步骤，用于基于检测步骤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辅助信息获取步骤获取的辅助信息、

所述规定信息及所述辅助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所述辅助信息
得到的评价值，其中的一项或多项，与规定的对比值进行比较。
44、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步骤，用于响应规定的指示，执行检测处理。
45、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规定信息，至少包
括检测获得的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尺寸、倾斜角度、相关度的值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的
信息。
46、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规定信息，至少包
括特定被摄体热像的位置、尺寸、倾斜角度、相关度的值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的信息；所述
辅助信息，至少包括分析值、环境温度、风速、背景因素、湿度、距离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的信息。

47、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定信息至少
包括，基于热像存储步骤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的热像数据帧，基于热像存储步骤存
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的热像数据帧按照规定处理后获得的数据，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
信息，基于所述规定信息生成的提示信息，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基于
所述评价值生成的提示信息，其中的一项或多项。
48、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定信息至少包括，

基于热像存储步骤存储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的热像数据帧，基于热像存储步骤存储
的多帧热像数据帧中选择的热像数据帧按照规定处理后获得的数据，基于检测获得的规定信
息，基于辅助信息获取步骤获取的辅助信息，基于所述规定信息得到的评价值，基于所述辅
助信息得到的评价值，基于所述规定信息和所述辅助信息得到的评价值，基于所述规定信息
生成的提示信息，基于所述辅助信息生成的提示信息，基于上述评价值之一或多个生成的提
示信息，其中的一项或多项。

48、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符合规定的选择

条件时，选择步骤选择与规定的热像数据帧有关的特定信息，所述选择步骤对所选择的特定信
息进行保持或不保持的控制。

49、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对比值更新步骤，用于将对比值进行更新；当对比值更新后，所述比较步骤，用于对检
测步骤后续检测获得的规定信息和/ 或所述规定信息而得到的评价值，与更新后的对比值进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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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通知步骤，对

选择步骤选择的特定信息进行通知。
5 1、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规定处理步骤，

用于对选择步骤所选择的特定信息进行规定处理。
52、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图像位于

红外热像中，具有规定的位置参数；所述参考图像体现了被摄体的形态特征。
53、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被摄体信息选择步骤，用于基于存储介质所存储的被摄体信息，来选择被摄体信息；所
述存储介质，用于存储被摄体信息及其关联的被摄体识别信息；

检测步骤，用于根据所选择的被摄体信息关联的被摄体识别信息，而配置的与检测处理
有关的被摄体识别信息，来进行检测处理。

54、如权利要求 38-43 任意一项所述的红外挑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热像存储步骤，用于循环存储连续获取的多帧热像数据帧。
55、红外挑选方法，包括的方法或步骤实现如上述权利要求 1-37 所述的红外挑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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