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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纳港口管理局

拉文纳港口管理局的日常工作是分配、
规划、协调、推动和控制港口营运，以
及在港口的其他商业和工业活动。为了
达到最高的质量标准，港口管理局对港
口投入巨资以改善其基础设施并拓展其
服务项目。

近来，拉文纳港口管理局决定在拉文纳
港口安装FLIR Systems的HRC-S MS多
传感器红外热像仪。这种红外热像仪能

提高拉文纳港口滨海到相邻海岸的安全
级别。拉文纳港口安装的HRC-S MS是
一款最具创新性和功能强大的夜视系
统，这也是由港口管理局决定提高拉
文纳港口的安全标准而采取的另一项措
施。

HRC-S MS多传感器红外热像仪

A.ST.I.M. S.r.l.的市场营销主管
Elisabetta Minghelli小姐解释道：“
我们之前向港口管理局展示的系统设备

拉文纳港口管理局安装FLIR Systems
的HRC-S MS多传感器红外热像仪
红外热像仪提升拉文纳港口的安全级别

得益于在意大利东北部亚得里亚海畔得天独厚的战略地理位置，拉文纳海港因而
成为意大利与地中海东部和黑海地区商业贸易的主导港口。它在与中东和远东地
区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拉文纳港口是意大利散装货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之
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拉文纳港是进行陶瓷、谷物、肥料和动物食
品原料贸易的首要港口。它也是一个进行普通货物交易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木材
和金属线圈。拉文纳港口也是进行亚得里亚海上作业的最重的中心。意大利境内
消耗的甲烷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拉文纳海域。

是FLIR Systems的PTZ-35 x 140MS多传
感器红外热像仪。”该公司设计并开发
了完整的安全系统，也是FLIR Systems
在意大利境内安全、监视和海事产品的
经销商。“在之前的多传感器设备的展
示过程中，港口管理局立即意识到他们
需要一种更强大的解决方案。港口管
理局要求能看到海上约20公里之外的
小船只，这就需要带有制冷式探测器
的热像仪。于是我们决定向其推荐FLIR 
Systems的HRC-S型多传感器系统。”

“ 当 我 们 向 港 口 管 理 局 展 示 F L I R 
Systems的HRC-S MS时，他们立即被
它的强大功能所信服。HRC-S MS基于
军事技术而研发，且完全符合军事要
求。由于军队在世界上是要求最严格的
客户群体，因此港口管理局立即意识到
HRC-S MS也会在拉文纳港口发挥强大
的作用。”

拉文纳港口的HRC-S MS多传感器设备安装在高
14米的桅杆上，位于3公里长的码头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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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helli小姐解释道：“由于他们不
仅需要红外热像仪，而且也需要白光
摄像机，所以我们选择了HRC-S MS多
传感器系统。它不仅能安装在坚固的方
位/俯仰云台上，使操作员能够观测它
想看到的任何地方，而且它也配备有白
光摄像机。此外，他们订购了一台激光
测距仪。这使得探测器能够测量海上船
只或者其他物体所在位置与热像仪之间
的距离。”

安装HRC-S MS热像仪
“A.ST.I.M将HRC-S MS 安装在高14米
的桅杆上，以便能获得一个看清该地区
全貌的完美视角。”

M i n g h e l l i 小 姐 说 ： “ 之 前 一 段 时
间，HRC-S MS 的图像是通过无线传输
到距离其6公里之外的控制室。尽管这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还是要用光
纤电缆取代无线信号。这将进一步提高
HRC-S MS的图像质量。”

“ 港 口 管 理 局 并 不 亲 自 操 作 H R C - S 
MS。设备安装完毕时，这些设备的控
制权移交给了拉文纳港口的两个非常重
要的部门：海岸警卫队以及港口领航组
织。”

海岸警卫队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是Marina Militare（

意大利海军）的一支分队。意大利海军
的任务和职能主要与海事有关。意大利
海岸警卫队专门负责搜索和救援任务。
它通过港口国监督活动系统地检察整个
国家的商船舰队、捕鱼作业以及游船，
同时也检察停泊在意大利港口的外旗船
舶。海岸警卫队的其他任务包括对海洋
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海洋捕鱼和游艇的控
制。

拉 文 纳 港 口 的 海 岸 警 卫 队 的 长 官
Roberto Rufini上校说道：“我们的任
务是确保拉文纳港口的安全。我们不仅
控制和维护来我们港口的船舶的安全，
我们也为整个港口的安全负责。”

船舶航行监控

“每艘准备驶入或驶出拉文纳港的船只
必须提前至少24小时通知其之后的行
动并发出‘抵达通知’。我们可以通

过自动识别系统(AIS)随时监控他们的
举动。AIS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通过信息
和数据流来追踪和监控商业交通量的方
式。它有助于查明船只，明确船只的位
置、航向和速度、船上所载货物型号以
及该船只与周围其他船只和海上交通管
制站的‘关系’。”

“虽然绝大多数的船上自带有AIS，但
并非所有的船只都有。当然，我们亦
可以通过雷达来监控这些船舶。然而
现在，特别是在影响整个海港的敏感海
域，我们也有一种全新的方法。HRC-S
多传感器系统使得我们能够得到这些船
只的可视化实时图像。白天，我们可以
使用白光摄像机。而更棒的是，当夜幕
降临时我们则使用热像仪。HRC-S MS 
的确可以使夜晚如白昼一般。这使得我
们能够24小时全天候监控所有的来往船
只。”

HRC-S MS多传感器红外热像仪具有连续光学变焦功能，使我们能更近距离地观看远距离目标物。

Claudio Fuzzi先生，拉文纳港口领航组织的
HRC-S MS操控员之一。

HRC-S MS型多传感器设备由FLIR Sensors Manager软件实施控制。它不仅能显示HRC-S MS
的热图像和可见光图像，而且还能清楚地显示多传感器系统所安装的位置以及当时多传感器
镜头的朝向。它具有多种功能，比如视频动作探测功能、电子稳定功能，以及一键电子追踪
功能。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安全(ISPS)

拉文纳港海岸警卫队的Francesco 
Frisone上校补充道：“热像仪也有助
于我们遵守关于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
保安规则（ISPS）的规定。在美国9/11
恐怖袭击之后，为了保护船舶和港口设
施，避免恐怖威胁，一套全面的措施被
用于加强船舶和港口的安全。”

更多海岸警卫队应用

Frisone上校接着说“HRC-S MS不仅用
于海上船只的交通监控。在拉文纳海岸
前有几个开采天然气的海上平台。离海
岸最近的开采平台位于3英里外，其他
的基本都位于10英里之外。有了HRC-S 
MS，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监控到这些开
采平台周围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现未提
前通知就靠近开采平台的船只，我们将
会立即进行干预。HRC-S MS在远距离
侦测性能上也表现非常突出，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靠近开采平台处所发生的事
情。甚至在完全漆黑的环境中也不存在
任何问题。”

“另一个应用是控制和监督海滩上发生
的一切。在夏季，大量游客涌入，沙
滩活动也随之增加。有了FLIR Systems
的HRC-S MS热像仪，无论白天还是黑
夜，我们都能清楚地观测海滩上发生的
一切。如果出现需要采取应急计划措施
的问题，比如游泳者或游艇遇险时，我
们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定位1500米之外的潜水员

“最近，HRC-S MS用于水下工作，我
们在距离红外热像仪1,500多米之外的
地方探测到港内南坝码头附近的一名
潜水运动员。当他的头部伸出水面时，
我们发现了他。我们也在热图像中注意
到，他的腰带处挂着在禁区内非法捕捞
到的鱼。于是我们立即进行干预，结束
这一潜在危险。这一危险不仅威胁到港
口的安全，同时也威胁到潜水者自身。
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是大型船舶和机动船
舶经常往来的区域。”

“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是热图像尤其是
HRC-S MS的优点之一。我们深信，在
海岸警卫队，红外热成像及其应用将会
有一个光明的未来”，Frisone上校总
结道。

港口领航组织：侦查未被雷达发现的目
标物
另一个使用HRC-S MS的用户
是“CorpodeiPoloti del Porto di 
Ravenna”，即港口领航组织。这一
组织共有13名海运港口领航员。这些合
格的海上领航员每天24小时不间断轮流
工作，每班3名领航员。由一个船舶航
行服务组织保障他们在拉文纳港口内外
海域的安全领航和航行援助。

领航员队长Andrea Maccaferri先生
说：“港口航空组织负责将领航员运送
到船上。领航员乘坐小船到这些船上然
后由他们负责船舶进入港口的引导和控
制。”

“我们与海岸警卫队共享HRC-S MS。
虽然他们是这个设备系统的主要使用
者，我们可以随时要求对该系统进行控
制并使它为我们服务。我们用它监控大
型船只是否操控安全。因为经常有雷达
无法定位的小帆船或者游艇在这些船只
的周围出现。有了HRC-S MS，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存在。当它们出现
时，我们会向领航员发出警示通知，以
确保这些小型船只不会影响到大型集装
箱船的正常航行。”

热像仪与尘雾

“在白天，我们使用白光摄像机。但在
起雾的天气里，我们更乐意使用红外热
像仪，日照下也是如此。FLIR Systems
的HRC-S MS为我们雾霭天提供了巨大
的帮助。虽然热像仪的性能会受到雾霾
的影响，它能让我们看到的视线范围

拉文纳港口配置HRC-S MS

在拉文纳港口安装的HRC-S MS红外热像仪是
一种多传感器系统，其中包括一台带有制冷式
锑化铟（InSb）的热像仪，它能生成640 x 480
像素的热图像。它能在一片漆黑的夜晚产生清
晰的图像，无需要任何光线即可进行操作。它
也可以在轻雾、烟尘以及几乎所有的条件下工
作。红外热像仪产生的热图像可光学变焦，变
焦范围介于1.13°和14.6°视场角之间。在条
件允许时以长焦距白光摄像机作为辅助。它在
0.48°和28.7°视场角之间具有60倍的变焦能力。两台热像仪安装均安装在
坚固的方位/俯仰云台上。此外，还安装有可选激光测距仪。

仍然比闭路电视摄像机远得多。即使是
在大雾天，当我们几乎无法用肉眼看清
时，HRC-S MS红外热像仪仍然能使我
们看到大约两公里之外的小型船只。”

操控HRC-S MS 多传感器系统
FLIR Systems的HRC-S MS 多传感器是
由FLIR Sensors Manager软件进行控
制。这款开箱即用的软件为任何FLIR 
Systems的红外热像仪安保设备提供强
大、高效的管理能力。同时我还能切

HRC-S MS多传感器红外热像仪监控拉文纳港的
入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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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像仪或与其应用相关的更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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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热像仪或白光摄像机的视频或二者同
时查看。我还能获取数字图像细节增强
（DDE）等数据。这确保热成像在所有
天气条件下都能保持清晰。”

操控共享HRC-S MS多传感器热像仪
FLIR Systems的HRC-S MS多传感器是
由FLIR Sensors Manager软件进行控
制。这款开箱即用的软件为任何FLIR 
Systems的热像仪安保设备提供强大、
高效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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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HRC-S MS 型多传感器在拉文纳港口的安装情
况。光纤电缆不久将替代无线传送：HRC-S MS型多
传感器也将与雷达和AIS系统连接。

A.ST.I.M的ElisabettaMighelli与港口拉文纳港口管理局的Marco Forinnati以及港口领航组织队长
Andrea Maccaferri的合影

“FLIR探测器管理软件极易操作，”操
作HRC-S MS的领航员Claudio Fuzzi先
生解释道，“通过它可以获取到许多
有用的数据。我不仅可以调整这个系
统的方位或俯仰角度，“FLIR Sensors 
Manager软件也允许与海岸警卫队共
享HRC-S MS多传感器热像仪的操控”
，Claudio继续说道，“虽然海岸警卫
队是这一系统的主要应用者，而且对该
系统拥有操控权，但无论我何时需要
用到HRC-S MS时，我都可以通过FLIR 

Sensors Manager软件向海岸警卫队
的操作人员发出操控申请。他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允许或者拒绝我使用HRC-S 
MS。如果他想要继续追踪一个目标物
的话，他将会拒绝我的申请，否则他就
会允许。” 

今后的改进：雷达以及AIS连接
“一旦无线信号被光纤电缆完全取代，
将
HRC-S MS型多传感器系统与由雷达
和AIS构成的VTS系统集成则为新的目
标。这样一来，若雷达侦查到任何物
体，HRC-S MS 型多传感器热像仪就能
立刻转向目标位置，而使用者也能更
清楚地了解雷达信号提示所表明的意
思。HRC-S MS 也将与AIS连接，以便
白天或者黑夜有必要时都能获得船只的
动态视觉图像。”Minghelli小姐总结
道。

无线网络连接
相距6公里

未来将实现的连接

TCP / IP网络电缆
相距6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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