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案例

NSSR成立于1891年7月9日，其拥有一个明
确的目标：那就是营救海上生命。从那一天
起，NSSR的船只和船员已把6,200多人从死
亡边缘营救回来，50多万人次已接受援救。

包括夜视技术

要覆盖整条挪威的海岸线，从瑞典南部边境
到俄罗斯北部边境，25艘载人救生快艇长
期驻扎在沿海岸的战略要点，并辅以额外的
16艘由训练有素的志愿者驾驶的快艇。最近
NSSR舰队决定增加六艘新救援艇。“沿海交

通正在不断变化并逐渐趋向现代化，这意味
着作为一个救援组织，我们必须跟上新的发
展，”	 佩德森解释道，“我们觉得，为了
跟上现代的步伐，我们的装备应该包括某种
夜视设备。”在比较几种选项后，NSSR决
定选择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在同等
夜视效果的产品中，FLIR红外热像仪价格最
低。”

为整个救援队配备红外热像仪

为进行测试，NSSR在不同类型的救援艇上

FLIR红外热像仪在挪威水域帮助拯救
生命
“世界各地的所有搜寻和救援队都应配备FLIR红外热像仪”

相信夜间在海上度过漫长黑夜的人们都会认同，在漆黑的环境中能够看清物体对水
手来说是多么重要，但对挪威海上救援协会（NSSR）而言，那却是生命营救的关键
所在。

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挪威的北部地区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这严重降低NSSR船员紧
急救援的效率。但是，他们的船上已经安装了FLIR红外热像仪，黑夜不再是NSSR船
员的难题，漫长的冬夜也不在话下。“每个搜索和救援组织应该在他们的船上装备
FLIR红外热像仪，”搜寻和救援督察罗尼·佩德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
红外热像仪将挽救人的生命。这真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使用Voyager红外热像仪在晚上也能观测物体，使
Stormbull的船员更有效地拯救人的生命。

从Voyager红外热像仪白光相机镜头可以观测到四人一
起泛独木舟。

四名同样的独木舟爱好者在Voyager红外热像仪的热图
像清晰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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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FLIR红外热像仪。“我们订购了9台
Voyager红外热像仪和4台Navigator红外
热像仪，最近我们已安装了1台M系列。由
于NSSR船员的积极反馈，我们正考虑在整个
NSSR舰队上都安装FLIR红外热像仪。”

这将开创NSSR的先河。挪威救援组织是在世
界同类组织中最早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佩
德森说：“正如我之前的解释，我们在不断
寻找新的技术，帮助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完
成救援任务。FLIR红外热像仪就是最新的设
备配置。”

在NSSR救助艇上安装红外热像仪的工作
由Navy	 Electronics公司完成。Navy	
Electronic公司是挪威唯一的全国性海事电
子设备经销商。按照安德烈森的说法，相对
于其他的导航工具，安装红外热像仪比较容
易。“非常简单，只需要为红外热像仪选择
合适的安装位置，然后钻几个孔，再然后确
保防水，诸如此类。”

热成像技术无所不能

获悉NSSR准备在其他船队中安装红外热像
仪的意向，安德烈森非常高兴，他还敦促其
他船舶效仿NSSR的做法。“在我联系到FLIR
那一刻，我立刻看到这些红外热像仪在各类
海事应用中的潜力。我相信，红外热像仪对
任何拥有或操作海上船只的人而言均价值连
城，例如在黑暗或有雾的条件下的航行，或
当有人落水时的营救活动。”

安德烈森在RS146	 Stormbull号救援艇上安
装了红外热像仪。这艘Petter	C.G.	Sundt级
救援艇的基地设在奥斯陆（Oslo）附近的奥
斯卡博格（Oscarsborg）。Stormbull长17
米，重量近28吨。其最高时速可达39节，它

是NSSR最快捷的救援船之一。Stormbull始
建于2009年，配有最先进的设备，拥有最新
的FLIR	Voyager红外	 热像仪。

Voyager：不单单是红外热像仪
FLIR	 Voyager红外热像仪包含两个而不是一
个热像仪镜头。一个镜头是广角相机镜头，
主要用于导航。你能很容易检测到附近的其
他船只或危险物。另一个是远距离相机镜
头，让你可以放大目标。更远的观测能力使
你意识到远处潜在的危险，从而有更多时间
作出反应。

Voyager红外热像仪不仅配备两个热像仪
镜头，而且还配备了白光/微光相机镜头，
可以让你在黎明和黄昏的暗光条件下清楚地
看到海港入口和其他船只。配备三个镜头的
Voyager红外热像仪每天24小时提供理想的
热图像。

热图像提供重要的信息

Stormbull救援艇上的Voyager红外热像仪
与两个多功能屏幕相连，屏幕可显示雷达、
海图仪或者显示FLIR红外热像仪的热图像，
它也可以连接到一个专用的屏幕上，持续显
示FLIR的热图像。这确保了三组船员都可以
看到热图像，利用专用屏幕，其中一组船员
始终查看FLIR热图像，以防止忽视一些关键
信息。

现在Stormbull号的船员已使用Voyager红
外热像仪大约一年时间，谈到这一点，他们
都非常高兴。船长格伦·佩特森说：“在冬
季期间，海水格外寒冷，营救时间至关重
要。没有适当的保护而暴露在寒冷的挪威海

域，将在10至20分钟内死于体温过低。FLIR	
Voyager红外热像仪帮助我们快速、及时赶
到落水海域。”	 简单直观
红外热像仪一般由救援艇总工程师安德烈
亚斯·格鲁德操作。“在我看来，红外热像
仪非常容易使用，特别是如果你与其他导
航工具（如雷达）相比。与雷达不同之处在
于，FLIR红外热像仪非常直观，我发现我可
以马上开始使用。”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Voyager红外热像仪控制
杆控制单元（JCU）可以便捷直观地操作。
手指只需轻轻一推，你可以很容易地摇摄和

从左至右依次为：Navy	Electronics培·安德烈森，和
NSSR搜寻和救援督察罗尼·彼得森。

...

在Stormbull号救援艇客舱内安装有两个多功能显示器和一个专用显示器，三组船员能连续观测Voyager红外热像仪
生成的热图像。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控制杆控制单元（JCU）安装在中间位置。

使用Voyager红外热像仪在夜间观测的同一邮轮，特别
观察下图像中可以看到船体上油漆。

使用Voyager白光相机镜头看到的邮轮。



倾斜热像仪，并且热像仪的其他命令都在你
的指尖控制之下。也证明自己是一种非常实
用的工具。”

前有冰山！

“在冬天，我们还用它来避免撞上浮冰，”
船长佩特森补充说，“当有很多大冰块漂浮
在海湾时，航行变得非常危险。除非冰块非
常大，就像冰山一样大小，否则雷达检测不
到。设计Stormbull号救援艇时没有考虑需经
受浮冰的考验。所以过去，当我们在冬季黑
夜笼罩的几个月里出航时，必须非常小心。
但现在，我们配有Voyager红外热像仪后，
就能十分容易地在浮冰环境中导航。由于液
态水和冰冻水间存在明显的温差，我们从很
远的距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冰，从而轻松地
避开它。我们在执行任务时无需放缓速度，
要知道，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时间最为宝
贵。”

西姆拉德级RS	 128	 Gideon号救援艇上的志
愿者肯特·安德森赞同道：“过去，在夜间
和冬季的救援工作相当棘手。Gideon号是在
浅水区活动的小型救援艇，其他船只无法前
往。在黑暗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用火把和
探照灯观测漂浮物或其他危险物，速度放慢
了许多。随着我们新的FLIR红外热像仪的安
装，我们比以前快了很多，我们不必减慢速
度。”

M系列红外热像仪

Gideon号救援艇以奥斯陆以北1500多公
里的特罗姆瑟市为基地，由船员志愿者负
责。特罗姆瑟市是大多数事故发生的中心区

域，Gideon号救援艇长近13米，重9.7吨，
最高时速34节，是最轻和最小的NSSR救援艇
之一。
格鲁德对Voyager红外热像仪坚固构造十分
满意。“天气条件恶劣时，红外热像仪有时
需要经受严酷的考验，海水几乎天天喷溅在
红外热像仪上，但这些并不妨碍红外热像仪
的工作。即使在冬季，海水与船只一接触就
冻结时，仍然没有损害Voyager红外热像仪
的有效性。”

Stormbull号救援艇的船员大多在漆黑条件
下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导航，但是，按照格
鲁德的说法，如果有人落水，红外热像仪就
显示出亮点。“由于水和人体之间的温差明
显，你可以很容易从遥远的地方发现落水
之人。我们测试过Voyager红外热像仪，

当有人跳进水中时，只要他的头部露在水面
上，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一千多米的距离发现
他。”

Voyager具有自动稳定功能
新款Voyager红外热像仪测试显示，漂浮在
水中的人，只要头部浮在水面上，可以检测
的距离达2.2公里。大约2米x2米的小物体，
可以检测的距离为5.8公里。

格鲁德很高兴地指出，在如此远的距离使用
FLIR红外热像仪，Voyager红外热像仪具有
自动稳定功能。“在波涛汹涌海面，为了能
在远距离条件下使用FLIR热像仪，稳定性必
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关闭稳定功
能，我大部分时	 间看到的只能是大海或天
空，根本无法看到我想观测的事物。”

白天同样实用

据格鲁德称，FLIR红外热像仪在白天也非常
实用。“当然，红外热像仪是一种强大的工
具，在夜间甚至可以在薄雾缭绕的环境中导
航。因此，红外热像仪在这些条件下至关重
要。但有时，我们也可以在白天使用。不久
前，我们接到一个求救电话，一根大的木电
线杆被大风卷走，在水面上左右浮动，对在
该水域航行的船舶构成一种潜在的危害。肉
眼很难发现黑色树干大小的电线杆，因为它
被黑色的水掩饰起来。但是，当我们切换上
热像仪时，就轻而易举地识别出了漂浮的电
线杆，因为木头与冷水之间存在温差，能在
热像仪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即使在白
天FLIR红外热像仪	最近，海事电子设备经销
商Navy	Electronic在救援艇上安装FLIR	M系
列红外热像仪，安德森感到惊喜。“事先我

据NSSR	Gideon号救援艇志愿者所述，目前为止，FLIR	M系列红外热像仪没有负其结构坚固的美誉。

Stormbull号救援艇的三名船员从左到右分别是：救援者斯韦恩·拉森，总工程师安德烈亚斯·格鲁德和船长格伦·
佩特森。Voyager红外热像仪已经安装在客舱顶棚，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稳定性和远距观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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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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担心红外热像仪在恶劣天气下或当我们在
全速加速时，会产生不稳定的图像，但即使
FLIR	 M系列红外热像仪没有配备像Voyager
红外热像仪那样的稳定系统，我很惊讶即使
在恶劣的条件下它生成的图像质量。”
M系列的控制杆控制单元（ J C U）比
Voyager红外热像仪的JCU更容易使用。
手指轻轻一拍，就可采用红外热像仪的连续
360°摇摄和+/	 -90°俯仰视场角的功能，获
得三镜头航空视角。灵活的M系列红外热像
仪提供了各种传感器和分辨率，满足各种海
事需求，其坚固耐用的防水外壳，可持续耐
久使用热像仪。

Gideon号救援艇上安装的M系列红外热像
仪集成了两个传感器：分辨率为320	 x	 240像
素的热像仪镜头和微光低照度TV相机镜头，
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尽可能最
佳的夜视效果。红外热像仪与舱内的三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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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屏幕相连，船员可以随时选择同时观看
的界面：雷达，海图或FLIR红外热像仪的图
像。安德森表示，夜间作业期间，他几乎总
是观看FLIR红外热像仪屏幕上的图像。“不
时地检查FLIR红外热像仪，很快就成了我的
日常检查的一部分。”

结构坚固
根据热心志愿者的评价，目前为止，M系列
红外热像仪没有辜负其结构坚固的声誉。像
Gideon号那样相对较小的船比大船在恶劣
天气更不稳定，所以FLIR红外热像仪可以承
受很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红外热像仪即
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能应付自如。安德森
尚未能在寒冷的冬季测试红外热像仪。“M
系列红外热像仪有一个内置的加热系统，所
以它应该能够应对寒冷，但在冬天，这里的
条件实在艰难。冰冷的海水一触及船身就被
冻结，这个地区常常大雪纷飞，所以我真的
很好奇，想看看M系列热像仪将如何应付这
种情况。”

热成像技术：营救生命的实惠技术
Gideon号将配备FLIR红外热像仪，这个消
息使安德森很是兴奋。“我一直希望能有部
这样的热像仪。几年前，我参加了军用直升
机上的FLIR红外热像仪演示，我立刻意识到
在该地区搜寻和救援任务中的潜能。但在过
去热像仪价格相当昂贵，超出我们的预算。
近几年，它的价格跌到我们可以承担的水
平。”	 “尽管过去几年，红外热像仪的价
格已大幅下降，FLIR红外热像仪售价仍然较
高，但是根据搜寻和救援督察罗尼·佩德森

的意见，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我们尚
未使用新热像仪营救生命，但我相信，这些
热像仪有潜力成为真正的救援之星。这只是
一个时间问题。而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投资
购买FLIR热像仪物有所值。”	

肯特·安德森在Gideon号艇上桥楼上操作FLIR	M系列红外热像仪。“检查FLIR红外热像仪很快就成了我日常检查中
的一部分。”

RS146	Stormbull号救援艇Voyager红外热像仪安装图。

NSSR志愿者肯特·安德森说：“我一直希望能有部FLIR
红外热像仪。”

RS	128	Gideon号救援艇上M系列红外热像仪的安
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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