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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2007 – 2008 新航海年由嘎纳国际船舶游
艇展拉开帷幕。这届展会将迎来它 30 
岁的生日，将在极负盛名的法国里维埃
拉海湾举办庆祝会。根据传统惯例，嘎
纳展之后还有有摩纳哥游艇展、热那亚
国际船舶展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船舶
游艇设备展览会等一系列展会，这里就
不一一列举了。

在嘎纳国际船舶游艇展上，Ferretti 集团
主席 Ferretti 先生，接受了 FLIR Systems 
有关 FLIR Systems 船载热成像仪的采
访，讲述了他对于自己的游艇 Ziacanaia 
上安装的热成像系统的使用体会。

Ferretti 集团：全球最富盛名的游艇制

造商之一

Ferretti 集团位于意大利弗利，全球领先
的设计和制造豪华摩托艇和运动艇的公
司之一，主要生产 7 到 80 米长的游艇
产品。

Ferretti 的故事要从 1968 年说起，当时 
Norberto Ferretti 和他的兄弟 Alessandro，
怀着对大海的满腔热爱，开始了一项新
的“历险”之旅，最终创建了世界上最
负盛名的造船厂之一。

Ferretti 造船厂开始销售各种规格的船
只，并于 1971 年生产出他们的第一款

Ferretti 先生，Ferretti 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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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acanaia 上安装的 FLIR Systems Mariner 热成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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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帆船。1980 年，预见到摩托艇市
场的日渐繁盛，Ferretti 造船厂将帆船
生产技能应用到机动船领域，专营豪
华摩托艇的生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它在弗利建了新
的生产基地（集团目前的总部），设
计和生产最长 18 米的船只。

在 20 世纪 90 年代，Ferretti 已成为制
造中型飞桥式运动游艇的知名厂家之
一。

今天的 Group 包括：Ferretti 游艇事业
部（飞桥式摩托艇，14 米 到  27 米）
、Pershing S.p.A.（高性能敞篷游艇，11 
米 到 35 米）、Itama Cantieri Navali 
S.p.A（敞篷摩托艇，13米 到 25 米）
、American Bertram Yacht, Inc.（海钓摩
托艇，12米 到 21 米）、Riva S.p.A.（
敞篷飞桥式摩托艇，10米 到 35 米）
、索伦托镇的 Apreamare S.p.A.（“gozzo 
sorrentino”，7米 到 20 米）、Mochi 
Craft 事业部（龙虾船，13米 到 23 米）
、Custom Line 事业部（26米 到 34 米
长双甲板复合材料大赛艇）以及 CRN 
S.p.A.（40米 到 43 米巡航艇以及 46米 
到 80 米钢制巡航艇）。

公司为获得高科技领域的协同效应，于 
1989 年参加了外洋赛，此举帮助 Ferretti 
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认知度，当然，这
也要归功于它取得的优秀赛绩。

1994 年，Norberto Ferretti 赢得了世界 1 
级外洋赛冠军。1997 年，Ferretti 团队
再次获得世界外洋赛冠军。

Ferretti 在 2007 – 2008 年航海季伊始
便现身嘎纳
Ferretti Group 自豪地在举世瞩目的嘎
纳国际船舶游艇展——2007-2008 航海
季世界七大展的首展上大放异彩。其
展台占地 1,100 平米，共展出 38 艘游
艇。

Ziacanaia
在嘎纳展出的游艇中有一艘是 Navetta 
26，这款半排水量先进船型是 Studio 
Zuccon International Project 和 AYT - 
Ferretti Group 工程事业部合作的结晶。
它的设计理念是打造船上生活质量的
新标准。 

嘎纳展示的游艇 Ziacanaia，是 Ferretti 
先生的私人游艇。

她长 ×26 米，宽 ×7 米，置身其中，让
人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轻松和幸
福。Navetta 26 引领了新的社交和船舶
发展趋势，体现出“成熟”主人的尊
贵选择，更好地满足了他们的期望：
渴望宁静、空旷、阳光，以及船上生
活的放松与幸福。 

这艘船上有三个方面的重大突破：视
野开阔的大窗户将每个船舱变成了海
上套房；休闲吧安装了活动玻璃墙，
可以利用外部休闲区域营造一个开放
空间，日光浴区域安装了舒适的日光
甲板和 Jacuzzi；还有保证船上生活舒
适度的减摇装置，它属于标准配置，
可以减少航行或停泊期间风浪引起的 
50% 以上的摇晃。

Ferretti 对于热成像系统的评论

作为世界领先的游艇制造商之一，它
不负众望，设计和制造的产品，均装
备了最先进的航海设备。这款游艇上
的新增设备是 FLIR Systems 热成像仪。
在嘎纳船舶展期间，Ferretti 先生亲切
地解释了他在决定安装船载热成像系

统时选择 FLIR Systems 的原因，并介绍
了他的使用体会。

“我经常在夜晚使用游艇，”Ferretti 集
团 的 Ferretti 先生说：“多数情况下，
我不会进港，我喜欢把游艇泊在海湾。
因此，当天气不太好或周围有很多船
只时，需要有人守在驾驶室，查看周 

 

 
围情况。但现在，有了 FLIR Systems 热
成像仪，只需看 LCD 屏幕上显示的热图
像就可以了。”

“真的非常神奇！你可以看到周围的一
切，就像在白天一样。简直太棒了，你
可以看到其它船只的所有细节：驾驶
舱、飞桥、锚，什么都看的到，哪怕是
在漆黑的夜晚。”Ferretti 先生继续说
道。

明辨细微温差

“有一天，我把船停泊在西西里北部的埃
利奥群岛。虽然肉眼没有看到那儿有火山
活动，但我清楚地看到岛上的热图像比周
围的温度高。”Ferretti 先生解释说。

实际上，热成像仪能够探测到极其细微
的温度差异。这些温差将被转换成实时
视频图像，显示在监视器上，这种视频
图像非常适合夜视应用。不像其它夜视
系统，需要微量的光才能生成图像，热
成像仪根本不需要任何光。因此，它是
漆黑夜晚、全黑环境下监视情况的最佳
工具。

Ferretti 先生的游艇：Ziacanaia

FLIR Systems Mariner



热成像可以弥补现有技术的缺陷

“如果你夜间用船的时候很多，或是
要早上天亮前出海，天黑后返港，那
么热成像仪将成为你的得力工具。它
用起来比雷达简单。使用雷达，你只
能看到屏幕上的小“光点”。热成像
可以提供全面的图像，而且方便了解
情况。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雷
达。雷达是游艇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仪
器，但热成像仪可以补充从雷达屏幕
上获知的信息。”Ferretti 先生细致地
解说道：

“而且，当你想在海湾中换个位置
时，很多情况下，你能看到的另一艘
船上的唯一的一件东西便是 180° 灯。
但仅凭这盏灯，就算有可能，也很难
看到那艘船是不是和你的游艇平行。
当你需要经过其它船只时，平行和不
平行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在热图像
上，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它船只的
方位，就像在白天一样。”

FLIR Systems：热成像的世界领导者

被问及 Ferretti 集团为何选择 FLIR 
Systems 热成像仪时，Marine Electronics 
采购师兼 Ferretti Group 顾问 Amaducci 
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Ferretti Group 很快就了解到 FLIR Systems 
是热成像系统的世界领导者。热成像
仪的其它制造商都在将 FLIR Systems 设
备集成到他们的材料中。我们希望向
领先的制造商采购。而且，

热成像仪安装非常简便。我们只需另
外安装一个 LCD 屏幕，并在飞桥上安装

从左到右：Amaducci 先生，Marine Electronics 采购师兼 Ferretti Group 顾问 – Ferretti 先生，Ferretti 集团主席 – Groenenboom 先生，FLIR Systems EMEA 海事产品的 – Fornicelli 先生，FLIR 
Systems 海事产品意大利经销商 New Technology 总经理 – Maras 先生，FLIR Systems 欧亚营销经理

LCD 显示器

控制 FLIR Systems 热成像仪和 LCD 图像显示器的操纵杆安装在 Ziacanaia 的飞桥上，非常美观

操纵杆控制装置 (J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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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热成像仪和此次应用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

FLIR商业视觉系统中国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座 A 座2308

邮编：100022
电话：+86 10 5869 8762 /9786
传真：+86 10 5869 8763
电子邮件：flir@flir.com

一个小小的操纵杆控制装置就行了。” 

热成像仪的新功能可以满足最苛刻的客

户需求

“FLIR Systems 热成像仪安装在云台上，
可以方便地观察各个方向的实际情况。
操纵杆操作起来很方便。不过，如果
不看屏幕上显示的热像仪观察方向的
指示，我又想知道是在向前看还是向
侧面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Ferretti 挑剔道。

“FLIR Systems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
题。”FLIR Systems 意大利分销商 New 
Technology 总经理 Fornicelli 先生迅速回
答了这个问题。“新的方位/俯仰导云
台在热图像底部的不远位置设置了小图
标窗，让船长即刻明白热成像仪正在观
察的方向。而且还不止如此，按下一个
按钮，热像仪就会移回到船长设定的“
原始”位置。还有其它诸如数字缩放功
能以及用于“夜间运行”、“白天运
行”、“有人落海”或“夜间停靠”的
不同场景设置，都可以通过新的操纵杆

控制装置轻松操作。此外，船长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将高温物体显
示为黑色、白色或红色。”

提高小型船只的安全性 

“在小船上安装小型热成像仪也非常
有用。”Ferretti 解释道：“在补给船上
安装小型热像仪也非常有意思。大船
一般照明都很好，但小船则不然。使
用补给船在港口内穿梭供应物资时，
很容易发生意外。漆黑之中，补给船
可能会撞到锚链、其它物体和船只。
但安装了小型热成像仪后，这一切都
可以避免。”

“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其它的海事应
用。我们想像一下威尼斯的水上出租
车。雷达在威尼斯完全没有用，因为
它显示的亮点太多了，而热成像仪就
可以帮助避免意外。 ”

热成像的未来

“ 热 成 像 绝 对 不 是 个 摆 设 而 已 。
它 是 一 项 非 常 有 用 的 游 艇 船 载 技

onderschrift

新的 FLIR Systems 方位/俯仰 导云台随附直观的操纵杆控制器，可以方便地操作热像仪的摄像功能。

左：Amaducci 先生，Marine Electronics 采购师兼 Ferretti 集团 顾问  
右：Fornicelli 先生，FLIR Systems 产品意大利分销商 New Technology 总经理

术。”Ferretti 继续说道：“我觉得热成
像技术会经历和海图标绘器一样的演变
过程。曾几何时，我们生产的每五艘船
只中，就有一艘安装了海图标绘器。到
如今，一般会在一艘船上安装两台海图
标绘器。”

“对于 ×30 米或超过 ×30 米的游艇，热
成像仪真的必不可少。当我听到热成像
系统的成本时，我都感到惊讶。虽然它
是一款分析工具，但它的价格真的非常
实惠。因此，我们鼓励我们的经销商也
尽可能将它列为游艇的选件之一。不安
装热成像仪，后果难以想象。而且，热
成像的价格与游艇总价相比，只是一个
零头而已。”Ferretti 总结道。

FLIR Systems 诚挚感谢 Ferretti 集团，特别感谢 N. 

Ferretti 先生和 Amaducci 先生接受采访，感谢 New 

Technology 的 R. Fornicelli 先生安排预约和访谈。

视觉图像

利用热图像底部不远处的小图标窗，船长可以立即了解
导航器正在观察的方向，无论它是否处于“原始位置”
。而且，热像仪的其它设置也会显示在图标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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