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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华视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产品有大型光电自动跟踪云台、智

能烟火分析激光夜视仪、激光测距、热成像全屏测温系统，飞机与无人机陀螺稳定吊舱、船、舰载光电自动跟踪取证云台

等大型智能光电设备。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靠、有效、高品质产品，以及良好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并已取得了

优秀的市场经营业绩，赢得了社会各方的一致好评。公司现拥有一支学术精湛、素质过硬、高度合作且极富创新精神的专

业化员工队伍，为公司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标准提供了可靠保障，可以提供 OEM、代理、经销等多种合作方式。

可根据客户要求订做，解决突发安全事件，如：边防、海防、海上巡逻取证、岛屿看护、自然灾害、军事演习、公安系统、

边防巡逻、技侦勘察、气象监测、电力设备检测与防盗、暴乱、新闻实时报道等。

借助多年来所培育的成熟研发体系，积极地吸取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公司已成为高端视频分析专业型

生产企业。“质量第一，诚信为本，顾客至上”是公司永恒不变的经营宗旨，“科技创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是公司发

展的坚定目标。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专业经验，我公司和大学、研究所等系统联合研发光电云台系列产品已报批

国家科研项目。

为适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趋势，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我公司不断开拓国外市场。为方便国内外客户，适应市场

的多样化需求，公司承接设计、来样订做各种无线产品 OEM 订单。为使公司的产品更加深入而广泛地推广到全国，我公

司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提供极具优势的产品和优质完善的服务，我们愿以百倍的诚意与各地代理商以及广大新老客户合作，

一起共创伟业！ 

为世界和平积极贡献，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里，发展无限！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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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2000M-JGYS TH-3000M-JGYS TH-5000M-JGYS

3D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5KM的高清目标。

5 公里高清激光夜视透雾烟雾火苗智能分析一体机

TH-5000MJG-HD

TH-2000M-JGYS TH-3000M-JGYS TH-5000M-JGYS

3D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5KM的高清目标。

TH-5000MJG-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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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2000M-JGYS TH-3000M-JGYS TH-5000M-JGYS

3D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5KM的高清目标。

TH-2000M-JGYS TH-3000M-JGYS TH-5000M-JGYS

3D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5KM的高清目标。

TH-5000MJG-HD

www.tsinghuavideo.com
2 www.tsinghuavideo.com

3



TH-5000MGJ-COF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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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里热成像与光学双识别分析智能一体机

TH-5000M-RCX

TH-1000M-RCX TH-2000M-RCX TH-3000M-RCX TH-5000M-RCX

探
测
器
类
型

探测器类型 焦平面阵列、非制冷、制冷微测辐射热计
像素

光谱范围
镜头焦距

调焦

384x288、640X480
8-14μm

焦距：75mm、100mm 、150mm 、250mm 、320mm、450mm，变倍按照客户要求设计
电动调焦、或者自动聚焦

效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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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1000M-RCX TH-2000M-RCX TH-3000M-RCX TH-5000M-RCX

探
测
器
类
型

探测器类型 焦平面阵列、非制冷、制冷微测辐射热计
像素

光谱范围
镜头焦距

调焦

384x288、640X480
8-14μm

焦距：75mm、100mm 、150mm 、250mm 、320mm、450mm，变倍按照客户要求设计
电动调焦、或者自动聚焦

效果图片

www.tsinghuavideo.com
7



产 品 特 点

1、  可见光、热感应双通道成像技术，一体化结构，

昼夜不间断监控 ；

2、  热成像采用国际先进的非制冷多晶硅，微热探测

器 384x288 像元 ；

3、  热成像镜头固定焦距、视场切换、连续变焦镜头

可选，电动调焦获取更清晰的夜视图像 ；根据镜

头的焦距大小可以探测 1-20 公里的目标 ；

4、  热成像集成测温检测模块，实时分析林区温度变

化，探测到火情自动预警 ；

5、  高清晰透雾摄像机，机械式滤光片切换，135 级

灰度等级，自动黑电平、轮廓校正 ；

6、  大倍数变焦镜头，实现目标远摄的需要，具有自

动聚焦、预置功能 ；

7、  恶劣天气适应性强，利用远红外特性，即使全黑、

雨、雪、雾、烟尘环境都可以有效成像 ；

8、  预置位最大达成 80 个 ；支持削苹果皮扫描方式 ；

9、   抗恶劣环境，整机采用先进的加固处理，可防尘、

防淋雨、抗振、抗冲击 ；

10、  可结合 GIS 系统二次开发目标定位功能，定位精

度 0.01 度

11、   3D 定位功能

12、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13、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14、  最高温度显示、鼠标温度跟踪、多圈温度对比高

温报警、多模式测温报警

高清热成像与光学测温夜视仪

TH-3000MRCX-DH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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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热成像与光学测温夜视仪

重点领域应用

作用距离

技术参数

森林防火、旅游景区、水库、山体滑坡、边海防、变电站、发电厂、石油化工领域、

城市瞭望、烟火识别报警、交通智能分析、飞机跑道、机场精准设备、智慧城市目标跟踪识别。

注明：实际作用距离会随着环境条件、操作使用经验、监视器或使用的显示方式不同而有所变化。 
          上述作用距离是在天气睛朗、能见度较好时的测试数据。

可见光监控距离
单位：km
焦距

火情预警距离2mx2m
单位：km
焦距

森林防火  草原防火 城市高空防火 水库

物理特性

使用环境 室外
安装方式 平面底座安装
使用电源 AC24V ±10%  Iin≥10A
整机功率   ≤100W，含加热≤250W
温 湿 度  -35℃~+60℃  (冻结时除外，0 度以下的通电状态)；35%～90%( 相对湿度)
防尘防水 IP66防护等级、防锈、防腐涂装、防盐雾在PH值6.5-7.2，连续喷雾48小时
设备重 35Kg
尺寸 600（L）x244（W）x610（H）

可见光成像器件

成像器件   1/3或1/2 Interline CCD（高清CMOS/CCD）
分辨率 PAL：1280x720P、 1920X1080P
像素 (高清130万/200万/300万/500万/1000万像素)

最低照度 0.001LuxF1.2(night)；0.01LuxF1.2(DAY)
彩色黑白转换 日/夜自动转换,ICR机械式双滤光片切换，外部控制

镜头焦距（mm） 10~320MM、 15.6~500MM、12.5~750X2=1500MM、 16.7~1000X2=2000MM
镜头控制 电动变焦、光圈值F3.9-T1500
光学倍率 32X 、 60X 、 120X 

其它 透雾成像，日夜红外修正400-1100nm，镜头预置
热成像器件

探测器类型 焦平面阵列（FPA），非制冷氧化钒（VOx）微测辐射热计
像素 384x288、640X480

光谱范围 8-14μm
镜头焦距 固定焦距：75mm、100mm 、150mm 、250mm 、320mm、450mm，变倍按照客户要求设计

调焦 电调
电子放大 2X 
色板控制 黑热、白热等11种色板切换
图像处理 图像细节增强（DDE），自动增益控制（AGC）
火情识别 集成测温模块处理器，实时分析场景温度、温差，发现火情自动预警

全方位重载云台、防护罩 

水平旋转速度 恒速3°/s或变速0-30°/s
垂直旋转速度 恒速1.5°/s或变速0-25°/s
水平旋转范围 360°连续旋转
垂直旋转范围 ±45°（可调）

通讯控制 Rs-485/422，Pelco P、D，2400、4800、9600可选
预置位 80、255个

巡航功能 支持8条巡航，每条巡航10个巡航点，支持削苹果皮扫描
定位精度 ±0.01°
视窗尺寸 多视窗Ø100, Ø65，Ø40，含锗窗口
护罩功能 加热、风冷、遮阳罩、雨刷器
二次开发 云台具备RS422角度回传功能，可开发与GIS系统联动，实现目标经纬度定位

200 256.5 300 330 350 400 500 775 1000 1550 2000
1.5 2 2.3 2.5 2.7 3 3.8 6 7.5 12 15

19 35 50 75 100 130 150
2 3 4 5 8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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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光电陀螺防抖云台

TH-HD15KM-TL-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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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光电陀螺防抖云台

指标参数

船用光电跟踪监视系统稳像器安装在舰船的顶甲板上，显控台安装在驾驶室内。在白天通过高性能彩色 CCD 摄像

系统观察、监视搜索目标 ；在夜间通过红外热成像系统搜索观察目标，同时采用大功率激光照明器照射目标，通过

高灵敏度 CCD 黑白摄像系统对水上目标进行观察监视和搜索。

注：光电跟踪监控取证系统中安装的传感器类型可根据用户使用要求选装。

型    号 TH-HD15KM-TL-GR1 TH-HD15KM-TL-GR11 TH-HD15KM-TL-GR111

红外成像
系统

探测器类型 8～14μm非制冷探测器 8～14μm非制冷探测器 8～12μm制冷探测器

视场
7°×5° 15.2°×11.4° 15.2°×11.4°

3.1°×2.3° 3.1°×2.3° 3.1°×2.3°

图像制式 PAL制式、帧频25Hz PAL制式、帧频25Hz PAL制式、帧频25Hz

像素 384×288 640×480 640×480

摄像机及
镜头

CCD 1/2＂、1/3＂彩色可选 1/2＂、1/2＂彩色可选 1/2＂、1/3＂彩色可选

图像制式 PAL制式、帧频25Hz PAL制式、帧频25Hz PAL制式、帧频25Hz

像元 752（H）× 582(V) 1920（H）×1080P(V) 1920（H）×1080P(V)

镜头焦距 15.6～500mm 12.5～750mmX2=1500mm 16.7～1000mmX2=2000mm

放大倍数 32倍 60倍 60倍(2X120倍）

可视角度
23º11＇×17º30＇ 
～0°44＇×0°33＇

14º35＇×10º58＇ 
～0°15＇×0°11＇

11º46＇×8º54＇ 
～0°12＇×0°9＇

全景摄像机 选配 选配 选配

激光照明器

激光波长 808nm、850nm、980nm 808nm、850nm、980nm 808nm、850nm、980nm

激光发散角 0.3°-15° 0.3°-15° 0.09°-30°

激光功率 10W 17W 25W

稳定平台

方位搜索范围 360°连续 360°连续 360°连续

俯仰搜索范围 -25°～+100° -25°～+100° -25°～+100°

方位最大角速度 80°/s 80°/s 80°/s

俯仰最大角速度 80°/s 80°/s 80°/s

方位最大角加速度 120°/s2 120°/s2 120°/s2

俯仰最大角加速度 120°/s2 120°/s2 120°/s2

稳定精度 ≤2mrad（1σ） ≤1mrad（1σ） ≤0.5mrad（1σ）

电气接口
视频输出 PAL制式 PAL制式 PAL制式

通讯控制 RS422 RS422 RS422

环境条件
舱外设备工作温度 -25°～+60° -25°～+60° -25°～+60°

舱内设备工作温度 0°～+53° 0°～+54° 0°～+55°

防护等级 IP66 IP66 IP66

供电 220VAC 220VAC 220VAC

重量 120 120 120

外形尺寸 φ700×760mm φ700×760mm φ700×760mm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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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重型光学热成像测距云台
TH0HD20KM-GR-CJ

产 品 特 点

1、  可见光、热感应双通道成像技术，一体化结构，

昼夜不间断监控 ；

2、  热成像采用国际先进的非制冷多晶硅，微热探测

器 384x288 或者 640X480 线 ；

3、  固定焦距、视场切换、连续变焦镜头可选，电动

调焦获取更清晰的夜视图像 ；

4、  热成像集成测温检测模块，实时分析林区温度变

化，探测到火情自动预警 ；

5、  高清晰透雾摄像机，机械式滤光片切换，240 级

灰度等级，自动黑电平、轮廓校正 ；

6、  大倍数变焦镜头，实现目标远摄的需要，具有自

动聚焦、预置功能 ；

7、  恶劣天气适应性强，利用远红外特性，即使全黑、

雨、雪、雾、烟尘环境都可以有效成像 ；

8、  预置位达成 80 个以上 ；支持削苹果皮扫描方式 ；

9、  抗恶劣环境，整机采用先进的加固处理，可防尘、

防淋雨、抗振、抗冲击 ；

10、  可结合 GIS 系统二次开发目标定位功能，定位精

度 0.01 度

11、  3D 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12、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13、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14、  最高温度显示、鼠标温度跟踪、多圈温度对比高

温报警、多模式测温报警

15、  激光测距实时显示目标距离、可以联动雷达或者

火控系统

16、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 5KM 的高清目标。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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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重型光学热成像测距云台

指标参数

产品型号 TH-HD20KM-GR-CJ
物理特性

使用环境 室外
安装方式 平面底座安装
使用电源 AC24V ±10%  Iin≥10A
整机功率   ≤150W，含加热≤350W
温 湿 度  -45℃~+65℃  (冻结时除外，0 度以下的通电状态)；35%～90%( 相对湿度)
防尘防水 IP66防护等级、防锈、防腐涂装、防盐雾在PH值6.5-7.2，连续喷雾48小时
设备重 88Kg

尺寸 （mm） 980（L）x660（W）x610（H）
可见光成像器件      

成像器件   1/2 Interline CCD（高清CMOS/CCD）
分辨率 PAL：1280x720P、 1920X1080P
像素 (高清130万/200万/300万/500万/1000万像素)

最低照度 0.001LuxF1.2(night)；0.01LuxF1.2(DAY)
彩色黑白转换 日/夜自动转换,ICR机械式双滤光片切换，外部控制

镜头焦距（mm） 10~320mm、 15.6~500mm、12.5~750x2=1500mm、 16.7~1000x2=2000mm
O/I放大 2X 

镜头控制 电动变焦、光圈值F3.9-T1500
光学倍率 32X 、 60X 、 120X 

其它 透雾成像，日夜红外修正400-1100nm，镜头预置
热成像器件

探测器类型 焦平面阵列、非制冷、制冷微测辐射热计
像素 384x288、640X480

光谱范围 8-14μm
镜头焦距 焦距：75mm、100mm 、150mm 、250mm 、320mm、450mm，变倍按照客户要求设计

调焦 电动调焦、或者自动聚焦
测温模式 最高温度显示、鼠标温度跟踪、多圈温度对比高温报警、多模式测温报警

3D定位功能 3D定位功能
持续风载 12级

镜头自动聚焦 远近目标可以自动聚焦
色板控制 黑热、白热等11种色板切换
图像处理 图像细节增强（DDE），自动增益控制（AGC）
火情识别 集成测温模块处理器，实时分析场景温度、温差，发现火情自动预警

全方位重载转台防护罩 
水平旋转速度 恒速3°/s或变速0-30°/s
垂直旋转速度 恒速1.5°/s或变速0-25°/s
水平旋转范围 360°连续旋转
垂直旋转范围 ±45°（可调）

通讯控制 Rs-485/422，Pelco P、D，2400、4800、9600可选
预置位 80、255个

巡航功能 支持8条巡航，每条巡航10个巡航点，支持削苹果皮扫描
定位精度 ±0.01°
视窗尺寸 多视窗Ø100, Ø65，Ø40，含锗窗口
护罩功能 加热、风冷、遮阳罩、雨刷器
二次开发 云台具备RS422角度回传功能，可开发与GIS系统联动，实现目标经纬度定位

激光测距
测距 2、3、4、5、8、10、15、20、30KM
速度 10/s次，或1000/s次

激光照明
距离 1KM、2KM、3KM、5KM

自动变焦 自动变焦，240或无级光学变焦，标准接口与镜头自动跟踪同步
使用寿命 可靠性高，寿命大于20000小时

重点领域应用 森林防火、旅游景区、水库、山体滑坡、边海防、变电站、发电厂、石油化工领域、

城市瞭望、烟火识别报警、交通智能分析、飞机跑道、机场精准设备、智慧城市目标跟踪识别。

森林防火 军舰防空 边防 海防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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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特 点

1、  可见光、热感应双通道成像技术，一体化结构，

昼夜不间断监控 ；

2、  热成像采用国际先进的非制冷多晶硅，微热探测

器 384x288 或者 640X480 线 ；

3、  热成像镜头固定焦距、视场切换、连续变焦镜头

可选，电动调焦获取更清晰的夜视图像 ；根据镜

头的焦距大小可以探测 1-40 公里的目标 ；

4、  热成像集成测温检测模块，实时分析林区温度变

化，探测到火情自动预警 ；

5、  高清晰透雾摄像机，机械式滤光片切换，240 级

灰度等级，自动黑电平、轮廓校正 ；

6、  大倍数变焦镜头，实现目标远摄的需要，具有自

动聚焦、预置功能 ；

7、  恶劣天气适应性强，利用远红外特性，即使全黑、

雨、雪、雾、烟尘环境都可以有效成像 ；

8、  预置位达成 80 个以上 ；支持削苹果皮扫描方式 ；

9、  抗恶劣环境，整机采用先进的加固处理，可防尘、

防淋雨、抗振、抗冲击 ；

10、  可结合 GIS 系统二次开发目标定位功能，定位精

度 0.01 度

11、  3D 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12、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13、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14、  最高温度显示、鼠标温度跟踪、多圈温度对比高

温报警、多模式测温报警

15、  激光测距实时显示目标距离、可以联动雷达或者

火控系统

16、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 5KM 的高清目标。

高清光电自动跟踪测距仪

TH-HD20KM-GZ-CJ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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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光电自动跟踪测距仪

重点领域应用

技术参数

森林防火、旅游景区、水库、山体滑坡、边海防、变电站、发电厂、石油化工领域、

城市瞭望、烟火识别报警、交通智能分析、飞机跑道、机场精准设备、智慧城市目标跟踪识别。

物理特性
使用环境 野外
安装方式 平面底座安装
使用电源 AC24V ±10%  Iin≥10A
整机功率   ≤150W，含加热≤350W
温 湿 度  -45℃~+65℃  (冻结时除外，0 度以下的通电状态)；35%～90%( 相对湿度)
防尘防水 IP66防护等级、防锈、防腐涂装、防盐雾在PH值6.5-7.2，连续喷雾48小时
设备重 88Kg

尺寸 MM 980（L）x660（W）x610（H）
可见光成像器件      

成像器件   1/2 Interline CCD（高清CMOS/CCD）
分辨率 PAL：1280x720P、 1920X1080P
像素 (高清130万/200万/300万/500万/1000万像素)

最低照度 0.001LuxF1.2(night)；0.01LuxF1.2(DAY)
彩色黑白转换 日/夜自动转换,ICR机械式双滤光片切换，外部控制

镜头焦距（mm） 10~320MM、 15.6~500MM、12.5~750X2=1500MM、 16.7~1000X2=2000MM
O/I放大 2X 

镜头控制 电动变焦、光圈值F3.9-T1500
光学倍率 32X 、 60X 、 120X 

其它 透雾成像，日夜红外修正400-1100nm，镜头预置
热成像器件

探测器类型 焦平面阵列、非制冷、制冷微测辐射热计
像素 384x288、640X480

光谱范围 8-14μm
镜头焦距 焦距：75mm、100mm 、150mm 、250mm 、320mm、450mm，变倍按照客户要求设计

调焦 电动调焦、或者自动聚焦
测温模式 最高温度显示、鼠标温度跟踪、多圈温度对比高温报警、多模式测温报警

3D定位功能 3D定位功能
镜头自动聚焦 远近目标可以自动聚焦

色板控制 黑热、白热等11种色板切换
图像处理 图像细节增强（DDE），自动增益控制（AGC）
火情识别 集成测温模块处理器，实时分析场景温度、温差，发现火情自动预警

全方位重载转台防护罩 
水平旋转速度 恒速3°/s或变速0-30°/s
垂直旋转速度 恒速1.5°/s或变速0-25°/s
水平旋转范围 360°连续旋转
垂直旋转范围 ±45°（可调）

通讯控制 Rs-485/422，Pelco P、D，2400、4800、9600可选
预置位 80、255个

巡航功能 支持8条巡航，每条巡航10个巡航点，支持削苹果皮扫描
定位精度 ±0.01°
视窗尺寸 多视窗Ø100, Ø65，Ø40，含锗窗口
护罩功能 加热、风冷、遮阳罩、雨刷器
二次开发 云台具备RS422角度回传功能，可开发与GIS系统联动，实现目标经纬度定位

激光测距
测距 2、3、4、5、8、10、15、20、30KM
速度 10/s次，或1000/s次

激光照明
距离 1KM、2KM、3KM、5KM

自动变焦 自动变焦，240或无级光学变焦，标准接口与镜头自动跟踪同步
使用寿命 可靠性高，寿命大于20000小时

森林防火 军舰防空 边防 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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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重型陀螺防抖火控云台 

TH-HDFD-T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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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光电重型陀螺防抖火控云台

产品型号 TH-HDFD-TL-HK

产品参数

功
能

水平运动范围 0°～360°(连续旋转)

水平速度 0.05～45°/s
垂直运动范围 -60°～+90°

垂直速度 0.05～45°/s
预置位 可设置80个（可扩展）

巡航
1条，使用OSD菜单操作时,所有协议均可具有8条, 每条巡航路线可添加80个巡航点(巡

航停留时间可通过菜单设置)

自动扫描 1条，当使用OSD菜单操作时,所有协议均可具有8条（扫描速度可通过菜单设置）

守望
OSD菜单下可设置1个预置位或1条自动巡航路线或1条自动扫描路线 

(可设定时间定时启动各项自动功能)

OSD菜单 支持中英文菜单，实时显示云台信息

继电器输出 4路

角度回传 PELCO-D支持  默认查询回传（可实现实时回传）

加热装置 可选配

预置位精度 0.05°

抗雷击浪涌 GB/T17626.5-2008

远程升级 支持

视频输出 3路

持续风载 12级

一
般
规
范

电源 AC220V±25%

功耗 云台< 300W(无加热)

工作环境 温度：-35℃～+60℃,湿度：﹤90%RH

通讯协议 Pelco-P,Pelco-D

通讯波特率 2,400/4,800/9,600/19,200 bps

通讯方式 RS-485/RS-422

防护等级 IP66

产品重量 100kg

产品尺寸 656(L)×600(W)×985(H)

材料 稀土合金

安装环境 室内/室外

球舱外径 600mm

承载 25kg

角度控制功能 具备

外部出线方式 云台外部采用航插

产品介绍

技术参数

1、  可见光、热感应双通道成像技术，一体化结构，

昼夜不间断监控 ；

2、  可以安装各种大型光电镜头和火控系统联动雷达

设备 ；

3、  固定焦距、视场切换、连续变焦镜头可选，电动

调焦获取更清晰的夜视图像 ；

4、  热成像集成测温检测模块，实时分析林区温度变

化，探测到火情自动预警 ；

5、  高清晰透雾摄像机，机械式滤光片切换，240 级

灰度等级，自动黑电平、轮廓校正 ；

6、  大倍数变焦镜头，实现目标远摄的需要，具有自

动聚焦、预置功能 ；

7、  恶劣天气适应性强，利用远红外特性，即使全黑、

雨、雪、雾、烟尘环境都可以有效成像 ；

8、  预置位达成 80 个以上 ；支持削苹果皮扫描方式 ；

9、  抗恶劣环境，整机采用先进的加固处理，可防尘、

防淋雨、抗振、抗冲击 ；

10、  可结合 GIS 系统二次开发目标定位功能，定位精

度 0.01 度

11、  3D 定位功能、实时把图像传输到图像中心

12、  目标自动跟踪功能

13、  高清镜头自动聚焦功能

14、  最高温度显示、鼠标温度跟踪、多圈温度对比高

温报警、多模式测温报警

15、  激光测距实时显示目标距离、可以联动雷达或者

火控系统

16、  激光照明可以看见夜间 5KM 的高清目标。

光电重型陀螺防抖火控云台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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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多轴跟踪探测吊舱

TH260- II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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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多轴跟踪探测吊舱

指标参数

260-II 改进型光电吊舱采用高精度两轴稳定平台，内置 36 倍连续变焦可见光摄像机和高分辨率定焦照相，主

要用于机载对陆地及水上目标的搜索、观察、跟踪，满足航拍、飞行导航、侦查等各种应用需求，可根据需要配置

相应的传感器，用于民用和准军事领域的高压输电线路维护、使用管道巡视、森林防火、海关缉私、海事救援、渔

政取证、国境巡逻等。该产品结构紧凑、性价比高，既可装备于各型直升机、无人机、无人飞艇，也可装备于舰船、

车辆载体满足对空、对海使用。该光电吊舱系统可配备自动升降装置，方便固定翼无人机应用。

可见光摄像机
（可选配200万像素高清

CCD相机）

CCD芯片 1/4 英寸 HAD CCD

镜头 36 倍光学变焦，15.6~500mm

可视角度 57.8°~2° 

图像制式 PAL制式，帧频25Hz 

照相机

像素 1600万像素

镜头 40~150mm/F4.0~F5.6

视角 30.3°~8.2°

稳定平台

稳定精度 ≤0.1mrad（1σ）

测角精度 ±0.1°（1σ） 

搜索范围（方位） Nx360°

搜索范围（俯仰） -110°~+ 20° 或用户定制

俯仰最大角速度 ≥60°/s 

方位最大角速度 ≥60°/s 

俯仰最大角加速度 ≥100°/s² 

方位最大角加速度 ≥100°/s² 

电气接口
视频输出 PAL 

通讯控制 RS422

电源
外接电源 18~36VDC

额定功耗 ≤40W，峰值≤60W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30～+60℃

存储温度 -40～+70℃

图像跟踪

最小跟踪对比度 5%

跟踪速度 ≥20°/s

静态跟踪精度 ≤1像素

跟踪算法 相关、形心

重量 ≤10kg 

尺寸 Φ260mm×390mm 

www.tsinghua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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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多轴跟踪探测吊舱

TH-4ZGZ-HD

控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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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系统

工作波段 808~850~980μm

焦距 75mm/F#1.0

视场角 0.01°×40°

可见光摄像机

CCD芯片 1/4 英寸 HAD CCD

镜头 36 倍光学变焦,可以按照客户要求更换合适的镜头

可视角度 57.8°~1.7° 

图像制式 PAL制式，帧频25Hz 

稳定平台

稳定精度 ≤0.3mrad（1σ）

测角精度 ±0.1°（1σ） 

搜索范围（方位） Nx360°

搜索范围（俯仰） -110°~+ 20° 或用户定制

俯仰最大角速度 ≥60°/s 

方位最大角速度 ≥60°/s 

俯仰最大角加速度 ≥100°/s² 

方位最大角加速度 ≥100°/s² 

电气接口
视频输出 PAL 

通讯控制 RS422

电源
外接电源 18~36VDC

额定功耗 ≤60W，峰值≤120w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30～+60℃

存储温度 -40～+70℃

图像跟踪

最小跟踪对比度 5%

跟踪速度 ≥20°/s

静态跟踪精度 ≤1像素

跟踪算法 相关、形心

重量 ≤25kg 

尺寸 Φ285mm×450mm 

技术参数

飞机多轴跟踪探测吊舱

改进型光电吊舱采用高精度多轴稳定平台，内置 32 倍连续变焦可见光摄像机和 HD 高分辨率定焦照相，主要

用于机载对陆地及水上目标的搜索、观察、跟踪，满足航拍、飞行导航、侦查等各种应用需求，可根据需要配置相

应的传感器，用于民用和准军事领域的高压输电线路维护、使用管道巡视、森林防火、海关缉私、海事救援、渔政

取证、国境巡逻等。该产品结构紧凑、性价比高，既可装备于各型直升机、无人机、无人飞艇，也可装备于舰船、

车辆载体满足对空、对海使用。该光电吊舱系统可配备自动升降装置，方便固定翼无人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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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300M-HD-JG TH-100MIR TH-80MIR-3G

TH-HDZN TH-HDHW-HD TH-JGYT-HD

高清智能球
TH-HDZN

高清红外智能球
TH-HDHW-HD

3G/4G高清智能激光云台
TH-JGYT-HD

激光照射距离 300-400M无无

无120-150M120-150M红外灯照射距离

•  球机使用第三代高功率红外灯，多组角度配合，光亮度可调节，实

现最大化匀光照明。

•  红外灯和摄像机真正实现三舱隔离，彻底解决红外灯过快老化及球

机镜片起雾问题。

•  恒流调光设计，红外灯工作更加稳定，寿命可达 30000 小时。 

•  球机带雨刮功能，彻底解决球机无法清洁镜头的弱势。

•  水平 360° 无限位连续旋转，手动水平控制速度 0.1 ~220° /S, 

垂直控制速度 0 ~ 9 0 ° 。

•  水平预置位速度最大达 280°/s , 垂直预置位速度最大达 120° /S。

•  可存储 256 个预置位，数据断电记忆。

•  球机可智能设置六条巡航轨迹、四条线扫命令、一条花样扫描功能。

•  带归守位功能，可归位为轨迹、线扫、预置位。

•  断电记忆功能 , 上电后自动回到断电前的原始状态。

•  红外球机防护等级达 IP66, 支持三级防雷、防浪涌。

•  可增加遮阳罩（选配）。

•  4 路报警输入，1 路报警输出（选配）。

•  支架选配，壁装或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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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300M-HD-JG TH-100MIR TH-80MIR-3G

TH-HDZN TH-HDHW-HD TH-JGYT-HD

高清智能球
TH-HDZN

高清红外智能球
TH-HDHW-HD

3G/4G高清智能激光云台
TH-JGYT-HD

激光照射距离 300-400M无无

无120-150M120-150M红外灯照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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