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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手册适用于欧普士 IRP20 便携式红外测温仪。 

    欧普士 IRP20 便携式红外测温仪每一台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校准和检测，为更好地

使用和操作仪器，请你在使用前，仔细阅读以下相关章节。 

 

1.1 操作面板及功能 

 

 

 

 

 

 

 

 

 

 

    

 

1.2 显示面板及功能 

          

A 背景灯光标志 

B 最大/最小值 

C 激光标志  

D 高低温报警 

E 温度单位℃/℉ 

F 红外测量值 

G 保持功能 

H 发射率             

  

 

○  模式按键：中心处有圆形标志

的按键为模式按键。每次按此按键

一次，会进入下一个功能界面。例

如：按一次激活发射率，再按一次

则会保存发射率。并激活最大值/

最小值功能的设置。 

∧ 上行/激光按键：

设置激光或增加所

选模式参数值，在保

持状态下快速查询

最大和最小值。 

∨ 下行/背光按键：

设置背景光或减少

所选模式参数值。 

德国欧普士OPTRIS代理商深圳市格信达科技http://www.testeb.com/yiqi/optris/cewenyi.html  联系QQ：2104028976



 2 

 

1.3 外部功能简述 

 

  

1  -     开关扳机 

          2  -     电池盖  

          3  -     USB 端口(数字输出及充电共用) 

          4  -     望远镜 

    

说明：本仪器配置镍氢可充电电池，连接充电器时电池标志会闪烁指示。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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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和使用 

2.1 仪器的开启、测量和关闭 

仪器开启：扣住扳机，仪器将会自己启动 

测量：持续扣住扳机将测温仪对准测量目标，显示器上显示当前目标温度。 

关机：松开扳机，显示器会显示“HOLD”标识，在“HOLD”状态保持 7 秒后会自动

关机。 

 

2.2 保持功能 

在测量模式下松开扳机，显示器上会显示“HOLD”标识，当前温度就会保持 7 秒。 

 

2.3 激光设置 

扣住扳机，在测量状态下，按上行按键(∧)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激光。 

 

 

 

2.4 背景灯设置      

扣住扳机，在测量状态下，按下行按键(∨)可以打开或者关闭背景灯。 

 

警告：不要将激光对准人眼或动物眼睛照射！不要对着激光束直视！ 

避免照射反射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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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辅助测量模式选择 

在模式设置中进行模式选择和参数设置：发射率设置、最大/最小值显示、高/低温报警、

温度单位转换、温度偏移设置。 

松开扳机，在保持模式下每按模式按键一次可以激活一个新的模式：显示器上会闪烁指

示激活的模式。 

此时可以通过上行或下行按键选择或修改所需数值。再按模式按键一次储存选择设置，

同时将进入下一个功能设置。如果 7 秒内没有进行新的操作，仪器将会放弃当前的修改值并

自动关机。 

进入模式选择后显示器上依次出现的闪烁符号如下： 

 

 

2.6 设置发射率 

在保持模式下，按下模式按键(○)选择发射率设置： 

1）发射率(  )闪烁 

2）按上行按键(∧)增加发射率值 

3）按下行按键(∨)减少发射率值 

再次按模式按键进行设置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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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最大和最小值功能设置： 

在保持模式下，按下模式按键(○)，直至进入最大和最小值模式。使用上行按键(∧)或

下行按键(∨)进行切换。 

 

MIN 表示本次测量的最小值，MAX 表示本次测量的最大值。 

 

2.8 报警设置 

1) 高温报警设置 

在保持模式下，按下模式按键(○)，直至进入高温报警模式。并使用上行按键(∧)或下

行按键(∨)进行报警开关设置。 

 

屏幕上出现“ ” 标志，则表示高温报警功能启动。 

设置完高温报警开关后，按下模式按键(○)，进入高温报警点温度值设置： 

 

使用上行按键(∧)或下行按键(∨)进行报警点温度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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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温报警设置 

在保持模式下，按下模式按键(○)，直至进入低温报警模式。并使用上行按键(∧)或下

行按键(∨)进行报警开关设置。 

 

屏幕上出现“ ” 标志，则表示低温报警功能启动。 

设置完低温报警开关后，按下模式按键(○)，进入低温报警点温度值设置： 

 

使用上行按键(∧)或下行按键(∨)进行报警点温度值设置。 

 

2.9 温度单位选择 

在保持模式下，按下模式按键(○) ，直至进入温度单位选择模式。并使用上行按键(∧)

或下行按键(∨)选择您所需要的温度制式。 

 

摄氏温度：℃、华氏温度：℉ 

 

2.10 温度偏移 

在保持模式下，按下模式按键(○) ，直至进入温度偏移模式。并使用上行按键(∧)或下

行按键(∨)选择修改偏移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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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存储模式 

   IRP20测温仪具备 Data Logger 数据记录功能，带 2000 点数据存贮。 

3.1 存储数据 

在测量模式下，松开板机，按下行按键(∨)，将会有一行小数字和一张磁盘的图标及 MAX

图标在当前的温度结果上面显示。 

 

小数字代表存储位置，用户可通过上行按键(∧)或下行按键(∨)选择存储位置（1~2000），

按下模式按键保存本次测量最大温度值到当前显示的位置。 

 

3.2 读取数据 

在测量模式下，同时按下模式按键(○)，进入读取数据界面。 

 

使用上行按键(∧)/下行按键(∨)选择存储位置。 

 

 

3.3 清空存储器 

在保持状态下按下行按键(∨)并选择存储位置 0。按下模式按键(○)。三次声音信号确认

清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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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 

   IRP20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带有专用软件及连接电缆，您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仪器的参数、

采集存贮的数据、实时记录温度曲线及保存数据文件。 

 

4.1 系统要求 

Vista、XP 或 2000 操作系统 

USB 接口 

至少 30M 的硬盘空间 

至少 128M 的内存空间 

CD-ROM 驱动器。 

 

4.2 软件安装与连接 

请将安装光盘放入 CD-ROM 驱动器，软件会自动启动安装程序完成安装，如没有自动

进行安装可请双击光盘文件目录下的 SETUP.EXE 软件启动，即可通过提示进行安装。 

仪器 USB 接口驱动安装： 

1) 将 USB Cable 插入电脑的 USB 端口，电脑会发现新硬件，出现以下界面： 

 

2) 选择“否，暂时不（T）”，点击“下一步”，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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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S）”，点击“下一步”，出现以下界面： 

 

4) 点击“浏览”，找到光盘中的 USB 文件夹，如下图： 

 

5) 点击“确定”，如下图： 

 

 

德国欧普士OPTRIS代理商深圳市格信达科技http://www.testeb.com/yiqi/optris/cewenyi.html  联系QQ：2104028976



 10 

6) 点击“下一步”，系统有时会出现以下提示，点击“仍然继续”； 

 

7) 系统安装完驱动程序，会再次发现新硬件，按照上述操作重复一遍，直到系统提示“新

硬件已经安装成功，可以使用了”。 

8)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查看“属性”，选择->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如下图： 

 

我们会看到系统多了一个叫“Infrared Thermometer Adapter”的端口，后面是端口号。

到此，USB Cable 的驱动安装完毕。 

 

10) 当成功启动软件后，通信状态将会在窗口的状态条上显示出来。选择正确的串行通

讯端口：菜单→设置/端口。连接成功后窗口左下方会出现“P20 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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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下载 

从测温仪上下载已存贮的数据，请按下载按钮：测量→下载数据。这样就会显示全部被

存放的数据。 

 

 

4.4 软件界面 

 

1) 数字显示： 

IRP20 便携红外测温仪连接上了您的个人电脑上并启动软件后，目标温度将会以数字形

式在左边显示。 

 

2) 开始测量： 

请按测量按钮：测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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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度坐标轴的缩放比例： 

全局缩放：图表的温度坐标轴根据整条曲线的最大最小值自动调整。 

局部缩放：图表的温度坐标轴根据局部曲线的最大最小值自动调整。当某个峰值离开显

示区域，温度坐标轴会重新调整以达到局部曲线最佳显示效果。 

手动缩放：任何时候可以人为的控制温度坐标轴。 

 

4) 停止测量： 

停止当前进行的测量请按停止按键（菜单：测量/停止）保存按键（菜单：文件/保存为）

打开资源管理器窗口选择目标文件夹和文件名。 

 

5) 图表设置： 

目录选项：（菜单：图表/设置）有以下图表选项： 

颜色：温度图表和数字显示的颜色 

初始时间：设定时间轴的长度

德国欧普士OPTRIS代理商深圳市格信达科技http://www.testeb.com/yiqi/optris/cewenyi.html  联系QQ：2104028976



 13 

5  性能参数 

5.1 光学参数 

 

    IR P20 / IR P20L    D:S=120:1 

 

    IR P20LR    D:S=300:1 

 

    IR P20H2 / IR P20H1    D:S=300:1 

 

IR P20 05M           D:S=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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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性能  
 

型    号：     IR P20 

测温范围：     0~1300℃ 

准 确 度：     ±2℃(0~200℃) 

               ±1% (200~1300℃) 

重复准确度：   ±1℃(0~200℃) 

               ±0.5%(200~1300℃) 

距离系数：     120:1 

响应时间：     300ms (95%) 

发 射 率：     0.100~1.000 可调，步长 0.001 

瞄准方式：     红色双激光/望远镜瞄准 

测量模式：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扫描/保持功能 

报警方式：     高低温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     2000 点 

背 景 光：     三色背景光 

USB 接口：     USB 接口及软件 

存储温度：     -20~60℃（不含电池） 

工作环温：     0~50℃（不含激光） 

相对湿度：     10~95%，不结露 

电    源：     镍氢可充电电池或 USB 接口供电 

尺    寸：     264x203.5x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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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性能  
 

型    号：     IR P20L 

测温范围：     -30~600℃ 

准 确 度：     ±2℃(-30~200℃) 

               ±1% (200~600℃) 

重复准确度：   ±1℃(-30~200℃) 

               ±0.5%(200~600℃) 

距离系数：     120:1 

响应时间：     300ms (95%) 

发 射 率：     0.100~1.000 可调，步长 0.001 

瞄准方式：     红色双激光/望远镜瞄准 

测量模式：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扫描/保持功能 

报警方式：     高低温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     2000 点 

背 景 光：     三色背景光 

USB 接口：     USB 接口及软件 

存储温度：     -20~60℃（不含电池） 

工作环温：     0~50℃（不含激光） 

相对湿度：     10~95%，不结露 

电    源：     镍氢可充电电池或 USB 接口供电 

尺    寸：     264x203.5x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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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性能  
 

型    号：     IR P20LR 

测温范围：     -30~600℃ 

准 确 度：     ±2℃(-30~200℃) 

               ±1% (200~600℃) 

重复准确度：   ±1℃(-30~200℃) 

               ±0.5%(200~600℃) 

距离系数：     300:1 

响应时间：     300ms (95%) 

发 射 率：     0.100~1.000 可调，步长 0.001 

瞄准方式：     红色激光/望远镜瞄准 

测量模式：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扫描/保持功能 

报警方式：     高低温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     2000 点 

背 景 光：     三色背景光 

USB 接口：     USB 接口及软件 

存储温度：     -20~60℃（不含电池） 

工作环温：     0~50℃（不含激光） 

相对湿度：     10~95%，不结露 

电    源：     镍氢可充电电池或 USB 接口供电 

尺    寸：     264x203.5x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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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性能  
 

型    号：     IR P20H1 

测温范围：     650~1800℃ 

准 确 度：     ±0.3%±2℃(环温 23±5℃) 

重复准确度：   ±0.1%±1℃(环温 23±5℃) 

距离系数：     300:1 

响应时间：     100ms (95%) 

发 射 率：     0.100~1.000 可调，步长 0.001 

瞄准方式：     红色双激光/望远镜瞄准 

测量模式：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扫描/保持功能 

报警方式：     高低温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     2000 点 

背 景 光：     三色背景光 

USB 接口：     USB 接口及软件 

存储温度：     -20~60℃（不含电池） 

工作环温：     0~50℃ 

相对湿度：     10~95%，不结露 

电    源：     镍氢可充电电池或 USB 接口供电 

尺    寸：     264x203.5x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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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性能  
 

型    号：     IR P20H2 

测温范围：     385~1600℃ 

准 确 度：     ±0.3%±2℃(环温 23±5℃) 

重复准确度：   ±0.1%±1℃(环温 23±5℃) 

距离系数：     300:1 

响应时间：     100ms (95%) 

发 射 率：     0.100~1.000 可调，步长 0.001 

瞄准方式：     红色双激光/望远镜瞄准 

测量模式：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扫描/保持功能 

报警方式：     高低温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     2000 点 

背 景 光：     三色背景光 

USB 接口：     USB 接口及软件 

存储温度：     -20~60℃（不含电池） 

工作环温：     0~50℃ 

相对湿度：     10~95%，不结露 

电    源：     镍氢可充电电池或 USB 接口供电 

尺    寸：     264x203.5x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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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性能  
 

型    号：     IR P20 05M 

测温范围：     1000~2000℃ 

准 确 度：     ±0.3%±2℃(环温 23±5℃) 

重复准确度：   ±0.1%±1℃(环温 23±5℃) 

距离系数：     150:1 

响应时间：     100ms (95%) 

发 射 率：     0.100~1.000 可调，步长 0.001 

瞄准方式：     红色双激光/望远镜瞄准 

测量模式：     最大值/最小值显示、扫描/保持功能 

报警方式：     高低温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     2000 点 

背 景 光：     三色背景光 

USB 接口：     USB 接口及软件 

存储温度：     -20~60℃（不含电池） 

工作环温：     0~50℃ 

相对湿度：     10~95%，不结露 

电    源：     镍氢可充电电池或 USB 接口供电 

尺    寸：     264x203.5x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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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发射率 

发射率：指物体向外发射的辐射强度取决于目标物体的温度和物体表面材料的辐射特性。 

 

发射率对照简表 

物体名称  发射率 

  8-14µm 

铝 氧化 0.2-0.4 

石棉  0.95 

沥青  0.95 

黑陶器  0.7 

陶器  0.95 

混凝土  0.95 

铜 氧化 0.4-0.8 

纺织品  0.95 

玻璃 餐具 0.85 

黄金  0.01-0.1 

砂砾  0.95 

冰  0.98 

铁 氧化 0.5-0.9 

碳胶  0.9 

石墨 氧化 0.2-0.6 

纸 各种颜色 0.95 

塑胶 透明度>0.5mm 0.95 

橡胶  0.95 

沙子  0.9 

雪  0.9 

土壤  0.9-0.98 

钢铁 氧化 0.7-0.9 

水  0.93 

木头 原木 0.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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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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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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