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案例

圣汐的历史源于40年以前。自那一刻
起，圣汐的产品范围就开始大幅扩展
开来。

普尔电动船（后更名为圣汐）最初是
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船舶的进口商和
经销商，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铸造
和装配自己的船舶。如今，圣汐在船
舶市场上已赫赫有名。它是世界一流
的游艇、飞桥摩托艇、高性能摩托艇
和邮轮制造商。圣汐游艇已经在过去
的四部詹姆斯·邦德电影“扮演”角

色。	 目前，享有圣汐“皇冠上的
宝石”之称的是37米长的Trideck游
艇。Trideck游艇有四层甲板，无比豪
华，这在极为挑剔的市场中奠定了新
标准。46米长的新旗舰游艇于2012年
首航，将圣汐推上世界巨型游艇的制
造商之位。

贯穿圣汐发展史的主线索是：秉承
在设计、性能、豪华或技术的不断
创新。圣汐游艇均配备了最先进的技
术，并一直坚持创新，以确保圣汐始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成功应用于
圣汐游艇上
每艘游艇都可以选购红外热像仪。

普尔是英国南海岸的一个小镇，拥有一个大型的天然良港。这个沿海城镇一直
以来都是多塞特郡的旅游胜地。但普尔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它还是圣汐国
际有限公司的所在地，而圣汐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游艇制造商之一。

很少有品牌可以自信地声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圣汐却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具
有超大全球实力的品牌。

终屹立于世界领先品牌的行列。
热成像技术
最近，圣汐游艇推出的一项创新是作

The Sunseeker yard in Pool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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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汐34米游艇的屏幕上显示来自FLIR	Systems	Voyager
红外热像仪的热图像，屏幕与控制杆控制单元集成在舵
轮控制台上，看上去十分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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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配件安装在船上的FLIR	 Systems
红外热像仪。

热像仪在漆黑的环境中能生成清晰的
图像。他们不需要光即可操作。能够
看穿薄雾、烟雾和几乎所有天气条件
下的目标。热像仪是帮助船长在夜间
安全航行的理想工具。其他船舶、浮
标、外露的陆地，这一切都可以在热
图像上清晰可见，即使是未被雷达发
现的目标。

	 但热像仪不仅可用于夜间导
航，还可用于船上安保和反海盗。他

们也可在“人员落水”时，抢在低体
温症出现前找到落水者。

圣汐游艇上的热成像技术
船舶电子服务有限公司是英国FLIR	
Systems公司的海事产品经销商，
该公司的营销总监保罗·里斯表
示，“当我向圣汐介绍FLIR	 Systems
红外热像仪时，他们立即表现出很
高的热情。圣汐对热成像技术并不
陌生，但是当他们看到FLIR	 Systems	
Navigator和Voyager
	 红外热像仪提供的优质热图像
时，诧异不已。传统上而言，热像仪

非常昂贵，当FLIR	 Systems公司决定
打入海事市场时，他们决定改变这一
格局。”

“圣汐把FLIR	 Systems公司的
Navigator和Voyager红外热像仪提
供给他们的一些客户。客户反应非常
积极，今天，FLIR	 Systems热像仪已
经安装在无数的游艇上。”
FLIR	Systems	Voyager红外热像仪
FLIR	 Systems	 Voyager红外热像
仪已经安装在34米和37米的游艇
上。Voyager红外热像仪非常适合
安装在大型游艇上。它包含两台红外
热像仪镜头，一台是宽视场角，一台
是窄视场角。由于这两台独立工作的
镜头，Voyager红外热像仪可以连
续调焦热图像。这样船长可以保持显
著的环境感知能力，一旦检测到潜在
的威胁，即可针对目标进行放大处
理。Voyager热像仪还包含一个白
光微光相机镜头，可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使用。Voyager红外热像仪也
具有稳定装置。该系统会适应任何一
种海况，即使在波涛汹涌的水域，在
监视器上仍能看到稳定的图像。得益
于其精准、快速的方位/俯仰云台系
统，Voyager红外热像仪可以跟随快

英国普尔造船厂正在建造34米的游艇

在伦敦游艇展上亮相的同样一艘34米游艇。	FLIR	
Systems	Voyager红外热像仪安装在桅杆顶部



速移动的船只或其他目标。

与 其 它 所 有 设 计 用 于 海 洋 环 境
中的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一
样，Voyager红外热像仪极其坚固、
耐用。其重要的核心部件受到充分保
护，通过IP66防护等级认证，具有防
潮和防水功能。与其它甲板用具一
样，热像仪可以用软管进行冲洗。防
腐外壳有助于保护驱动马达和确保使
用寿命。Voyager红外热像仪的工作
温度在-25°C和+55°C之间。

在圣汐游艇上安装Voyager红外热像
仪
保罗继续补充道：“为了获得最佳视
野，我们把它尽可能高地安装在游艇
的桅杆上，Voyager红外热像仪很容
易连接到控制杆控制单元（JCU）。
视频电缆可以与任何能接受复合视频
输入的多功能显示器连接。这使我们
能将JCU和显示屏美观地整合在游艇
的桥楼上。”
“V o y a g e r 红外热像仪使用简
单。JCU用于操作方位和俯仰云台，
切换热图像/白光图像，调焦/自动调
焦，放大和缩小功能。JCU采用背光
灯调光设计，这样始终保持您在夜视
环境中使用。通过JCU也可以开启/关
闭稳定系统。”
“JCU的“主界面”按钮方便用户自
动

返回热像仪操作人
员 定 义 的 位
置。另外，有
从四个不同位
置控制航海系
列红外热像仪
的JCU可供用户

选购。”	

船长的正面反馈
“船长们对使用Voyager红外热像仪
的反馈都很正面。Voyager红外热像
仪为他们夜间导航、夜间停泊和其它
所有必须在漆黑环境中从事的工作提
供了极大帮助。与雷达相比，热像仪
的优点是它提供综合的红外图像，而
雷达只在屏幕上显示光点而已。”	

“他们还证实，热像仪在白天也十
分有用。的确，Voyage r红外热
像仪可以检测任何光照条件下的目
标。此外，它可以检测到肉眼在白天
无法观察到的目标。它不受太阳强
光的影响。在日出货日落十分航行
时，Voyager红外热像仪可以穿透强
光，检测到可能的障碍物。”	

进一步完善的FLIR	 Systems	
Voyager红外热像仪
FLIR	 Systems公司现在正在销

售Voyager	 II系列红外热像仪。在
称之为STC系统配置中，Voyager	
I I系列红外热像仪可以连接到雷达
系统。通过使用国家海洋电子协会
（NMEA）0183协议，能够识别和跟
踪雷达目标。NMEA	 0183协议使热像
仪自动转向雷达屏上显示的船舶和其
他目标，并跟踪他们的动向。当启用
时，如果雷达检测到目标，Voyager	
II系列红外热像仪便会自动转向正确的
方向并跟踪目标，您可以看到雷达屏
上光点图像的真面目。
Voyager	 II系列红外热像仪的另一创
新是可以很容易连接到任何TCP	/	IP网
络，这样就可在世界任何地点通过互
联网控制您的热像仪。它可以让您看
到Voyager	 II系列热红外像仪在任何
位置生成的图像。无论您在世界的任
何角落，不必身在船上，都可以检查
您的游艇。

FLIR	Systems	Navigator红外热像仪
“FLIR	 Systems	 Voyager红外热像
仪不是安装在圣汐游艇上的唯一热像
仪。”保罗·里斯解释说。

v

使用热像仪随附的控制杆控制
单元，FLIR	Systems	Naviga-
tor方位/俯仰云台很容易操作,
无需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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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红外热像仪或此应用的更多
信息，请联系：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热像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www.flir.com

图片仅供说明之用，显示图像可能不代表该热
像仪的实际分辨率

onderschrift

“有几艘游艇安装了Navigator红外
热像仪，它们是圣汐86和圣汐82游
艇，以及72铁血战士游艇。”
“虽然Navigator红外热像仪提供两
种型号：固定式和方位/俯仰云台，但
所有的船主都选择了Navigator方位/
俯仰云台。直观的控制杆操作便于船
长将热像仪旋转+/	 -	 180°和倾斜+/	 -	
45°。这样，他可以扫描整个区域，
查看他要去的地方。”
	
“Navigator红外热像仪虽不能提
供Voyage r红外热像仪相同的距
离性能（后者可以检测6公里以外
的小船），但是对任何船舶上的夜

Visual image

得益于可以方便放置在热图像的底部的小图标，船长可以立即看到Navigator红外热像仪搜索的方
向，无论是否在“主界面位置”。热像仪的其他设置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些图标读取。

AS
_0
30
9_
00
25
_E
N

圣汐108铁血战士游艇。

圣汐34米游艇

视应用，它仍然是一种很好的工
具。”	 “与Voyager红外热像仪一
样，Navigator红外热像仪也非常容
易使用。Navigator的方位/俯仰云台

配备有标准的遥控板，与操作控制单
元整合在一起，用于操作方位/俯仰
云台。能从船上四个不同的位置控制
Navigator红外热像仪的遥控板可供
用户选购。”	

红外热像仪和圣汐游艇
“我们在圣汐游艇上引进FLIR	Systems
红外热像仪已取得了巨大成功，”保
罗阐述道。

“已经安装了多台热像仪，未来我们
还有更多热像仪的订单。”

“圣汐在世界各大洲都有经授权的经
销商网络。在年度圣汐经销商大会
上，圣汐将告知所有圣汐经销商能在
现有或新建游艇上安装热像仪的可能
性。”	

“在圣汐游艇上安装热像仪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但我并不吃惊。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安装在任何船只
上，无论是游艇或商用船舶，都是无
价之宝，”保罗最后总结到。

图片由圣汐国际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