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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传感器新闻读者
您可能已经听说过InfraTec这个名字，并且

第二个支持我们追逐先进解决方案的是高

知道我们是一家生产热释电探测器的公

品质的生产线，其位于我们超过1,000 m2的

司，通过这份报道您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

超净室内。我们的产线操作者都是拥有很多

们公司的新想法和新动态。您不但可以知道

年经验的员工，并且熟悉原材料性能，应用

我们的产品用在何处？也能知道我们在市场

和加工，也熟悉热释电探测器的电子光学，

上的优势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您要选择我

电子机械设计，以及传感器等级的信号处

们的产品呢？

理和测试技术。我们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
应用领域非常明确，这也使我们能够为您
提供最优的产品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非常重视不断扩展专业领域。
Matthias Heinze博士和Matthias Krauß博士
两位公司创始人同时也持续为公司效力并管
理着InfraTec。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探索成功的
秘诀，所以从公司创立早期，开发高品质，先
进的热释电探测器就一直是宗旨。近几年公

研发团队的集思广益对于持续发展的产品有着推动作用

在某些操作步骤和小批量的生产中，手工操作的灵活
性不容忽视

关于最后那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三条企业支
柱的核心理念来给出了答案。第一个是基于

司的宗旨不变，规模一直在扩大，为广大客

我们创新性的思考，在传感器部门，五分之

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我们也开发测试产品的

一的员工是侧重于产品研发工作的。德累斯

设备和仪器，您可以完全信赖我们高品质的

顿是我们总部所在的城市，它被看成是德国

产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关于InfraTec

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学府所在地。我们公司正

的介绍，您在今天的传感器新闻稿中已经可

是仰仗此项优势，和高校，研究所以及其他

以获得足够的信息。更多的新闻持续发布，

科学机构紧密合作。

探测器的主要部件现在已经机械化生产

敬请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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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在沼气含量比例测定中的应用

自然界DNA的能量奇迹
您有没有想过，你周末早餐吃的鸡蛋，快餐店里的炸薯条和玉米都有什么共同点？其实他们都是沼气加工厂的原材料。有机物，例如鸡
蛋壳，玉米和土豆的皮在密闭罐中自然分解。这一产物就是极具能量和丰富用途的——沼气。

Awite公司的非分光红外多种气体传感器，低漂移率抗其他碳氢气体干扰可以用于沼气含量分析

沼气可以转化成电能，热能，气体或者燃料。

发了一种双光束非色散红外传感器正适用

定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不同

它最重要的成分是可燃的甲烷，甲烷含量在

于这一目的。为了确保测试的可靠，该产品

的能源供应商有不同的要求，对于进料，甲

50-65 %之间，这取决于沼气来自于哪种原

能降低甲烷与其他碳氢类气体的交叉干扰，

烷含量的要求最低在85-98 %范围内。有时

材料。此外一部分是35-50 %的二氧化碳，

并且气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传感器内部可以

候沼气可以在加油站的燃料泵里直接加进

并且还有少量的氮气，水，氧气和硫化氢。

得到补偿。

已有的天然气管道。正是由于液化生物燃料
（LNG=液化天然气）有更高的能量，能用来

沼气处理专家

当涉及到将沼气转化成生物甲烷时，比例含

任何一款用于测试沼气含量的传感器需要

量的准确测量是关键所在。因为甲烷气体可

同时关注测试甲烷(CH4)和二氧化碳(CO2)。

以直接供给德国的天然气管网，当然含量比

一家巴伐利亚公司Awite生物能有限公司开

例需要与天然气相同。确切的百分比含量测

驱动卡车或者船舶。

探测器新闻
在细分领域的尖端科技
InfraTec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满足工业和科学领域最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公司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系列小型化多通道探测器-LRM
系列。该系列所有产品都性能优异并且尺寸更小。最大的特点是坚固耐用的中心窗片，例如硅窗片，并且还可以采用焊接方式密封窗片。
更多的优势有
 通道滤光片在探测器内部避免受到压
力和恶劣环境干扰
 探测器可以采用电压模式或者电流
模式

 超级大视场角（FOV）
 模块化堆叠设计
 可带热补偿芯片
 批量化生产有价格优势

 双通道，四通道探测器系列齐全
小型化探测器适用于气体分析领域，例如医疗或者安防领域，无论是固定式仪器还是可移
动仪器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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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热释电探测器的非侵入式呼吸系统诊断用气体测试仪器

呼口气健康全知
“请把衣服脱到腰部”这句医生检查时常用的对话，很快会被下面一句代替“请用力呼气。”呼吸气体测量系统的研究成果正使这件事
情越来越近。目的很清楚：将医学诊断变的容易并且无痛。
在指尖上刺几针或者说抽一管血样，现在诊
断糖尿病都需要反复测量血液中的糖含量。
其实您都可以闻到血糖的味道，呼吸中似乎
带有点轻微的甜果香味大多能表明这种代谢
病的存在。
作为疾病指标的生物标记物
这个公认的却又很模糊的测试方式可以落到
实处了，因为每个人呼出的气体都可以看成是
他的包含健康状况的气体剖面图。它含有数百
种挥发有机物，许多这些化合物（所谓的生物
标志物）正是疾病的可靠标志物。例如，糖尿
病的标志物，丙酮，这是一种脂肪还原产物。
Würzburg-Schweinfurt大学的应用科学系
以及巴伐利亚公司Geratherm Respiratory有
限公司正在探索这种生物标志物。在Walter

医生可以通过测试数据直接全方位观看，完全无痛——将来只要呼口气稍等会诊疗就结束了

Kullmann教授协助的一个联合项目中，两

测量混合气体的透过率。这一测试结果为

家单位都开发出了一种非侵入式呼吸系统

医学诊断提供了依据。生物标志物丙酮的灵

诊断测量系统的原型器件。可以使我们检

敏度能够达到3-13单位每万亿个每数值。

测诸如肺部疾病，代谢疾病，甚至是癌症。
如此高的灵敏度可以为早期发现糖尿病创
红外光谱的使用

造可能，并且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此项检查要求病人对着气体收集器用力的
呼气。呼出的气体进入一个球形的测试腔
从Geratherm Respiratory公司的角度来看，呼吸气体分
析诊断仪无论从灵敏度还是临床医学角度都比过去的
解决方案有优势

内，内有金涂层。红外线在此腔体内来回撞
击，带有特殊滤光片的热释电探测器可以

2019年计划
新的生产能力

拜访我们

年轻工程师的交流

InfraTec公司已经开始扩大生产车间，到

您想要找机会来拜访我们吗或者说看更多

红外传感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同时也

2020年初，将会建成一个完整的新楼，能够

的产品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国际展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我们为自己设定了

大大地提高热释电探测器的生产能力。

会，论坛和会议找到我们。

一个目标，就是要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支持

 SPIE Photonics West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工程师。

目前我们用于生产的超净室大约在1,000 m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美国，

，建成后的新楼将提供数倍的面积。我们扩

2月2-7日，2019

2

大产能主要是因为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有
来自长期稳定合作的客户，以及全球很多新
客户的贡献。将建成的三层楼新楼在将来
会安放更多的新机器设备，增加自动化生
产的比例。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满足客户大
批量的生产需求。

 Photonics World of Lasers and Optics
莫斯科，俄罗斯，3月4-7日，2019
 SENSOR+TEST
纽伦堡，德国，6月25-27日，2019
 SENSOR CHINA
上海，中国，9月2-4日，2019

在2019年下半年我们将举办一个研讨会，
届时将会提供所有关于热释电探测器的实
用信息。我们会以实际应用出发，选择几个
非常有趣的主题，探索探测器是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我们鼓励参与者可
以在专业上进行深入的交流，此外，我们的
工程师还会现场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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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外光谱仪对药物类大麻成分分析的应用

药物的气味
大麻原料是很多油品，香料，织物，麻醉剂以及药品的基础成分。几千
年前，中国人就将其用作是治疗风湿病的药物。如今，全球的研究人
员再次想要认识该植物的医疗用途。红外传感器可以告诉您哪些品种
包含了哪些活性成分。

Big Sur Scientific BSS 2000型大麻成分分析仪支持药
物相关大麻分析

素和萜烯类物质。因此，一家来自加利福尼

局列为可以减少某种癫痫病发病次数的治

亚的科研和工程专业团队-Big Sur Scientific

疗手段。萜烯是一种小分子挥发性物质，是

公司，采用InfraTec的可调波长（FPI）探测

许多食品及饮料（如啤酒和柑橘类水果）的

器，以及衰减全反射（ATR）样品池技术相

香气来源。在多达200多种不同的萜烯中，

结合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一中红外光谱仪可

有几种几乎可以在所有样品中高浓度检出，

以轻松地测量液体和固体的中红外光谱，并

通常具有花香，果香，辛辣味，泥土等气味。

且无需制样设备，少量的样品损失，以及最

最常见的萜烯是闻起来像酸橙的柠檬烯，以

少的样品清理程序。

及一种像松针气味的松树香气。

分析医学相关物质

对于精准测量数据的需求

大麻素是在大麻中发现的并且也可以与人体

精准测量样品中几种大麻素的浓度和萜烯

药用大麻制品在北美越来越受到法律规范，

内源性大麻素受体相互作用的分子。最著名

含量是至关重要的。萜烯和大麻素可以相

也就是意味着更多的企业需要一种可以快

的大麻素是四氢大麻酚（THC），其具有精

互作用，从而产生全新的效果。关于这种相

速简便分析出大麻成分的仪器，以确保其安

神活性。其他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大麻素是，

互作用以及其对于医学研究的帮助都需要

全性和有效性。最热点的是量化其中的大麻

大麻二酚（CBD），刚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管

获得非常可靠的浓度数据。

公司全球分支
从这里起步

离您最近的办公地点

战略价值

InfraTec公司的总部以及创始地设立在德国

InfraTec在上海的直接分支机构已经成立6

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洲为主体是红外传感技

的德累斯顿。这里也是公司最为活跃的办

个年头了。我们在德中工商的依托下，进入

术发展的主要市场。InfraTec公司在美国设

公地点。总部大约共有200多位员工，我们

了这个全球最为活跃的新兴市场。我们在当

立分公司已经超过10年。我们有机会近距

的研发和生产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并且向

地的员工有非常强的红外探测技术背景，以

离接触高端的展会和技术会议，并且在短

世界各地输送最新的成功。

及高科技工业领域的应用。

时间内服务最高技术的客户。

德国德累斯顿的公司总部

上海办事处歌斐中心

美国的InfraTec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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