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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 Nautilus 设备提供声学定位、深度控制和自动转向功能。完全集成，并 
且与 Sentinel® 全系列产品兼容（Sentinel RD、 Sentinel MS），Nautilus 
直接通过拖缆供电，不再需要花费高昂成本进行电池维护。

极度省电，再加上更为出色的转向力，Nautilus 不但有助于减少测线改变，而且 
能够更好地控制任何拖缆配置（3D、高分辨率、扇形模式、可变深度），从而只需 
最少的补线采集操作，即可实现最高的作业能力。

采用主测线和创新设计，相比传统产品噪音更低，而且部署过程中安装更快速。

完全集成式拖缆转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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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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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 优点

集成式声音通信
发射和接收

紧急模式
10 小时*救援电池电量

深度测量
嵌入式压力传感器

出色的提升力和转向力 
• 400 N

• 2 个电动上部翅膀和 1 个智能龙骨

快速翅膀组装安装
只需 15 秒钟即可完成

由拖缆供电
无需更换电池

* 仅考虑完全充满的电池和深度控制



4

功能和 优点

更高效率//
可调节排列配置
从标准 3D 采集到高密度和可变深度拖缆配置，Nautilus 能够管理任何海洋勘测配置。

标准测量 (100 米间隔)

扇形模式勘测

高密度勘测
(拖缆间隔更短 - 从 25 米起)

可变深度勘测

更出色的定位能力
Nautilus 是一款适用于 3D 和 4D 拖缆配置的高效全声学网络拖工和电缆控制 
解决方案。

Nautilus 声学收发单元沿拖缆排列，并且排列在空气枪子阵列、头标和尾标上，为导 
航系统提供准确的质量受控声学范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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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产力//

容许故障的架构
Nautilus 充分利用冗余架构的优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确保所有元件进行通信和定位，避免任何中
断。 此外，通过提供连续模式和局部横向控制，Nautilus  能够有效避免 INS 中断。

减少补线
Nautilus 具有出色的转向性能，通过缩短作业时间最大程度提高生产力。高达 3°的
羽角补偿，减少补线数量，继而显著优化转向能力。

扩大气象窗口
由于 Nautilus 在深海中同样具备出色的垂直稳定性，因此即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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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色的安全性//
部署过程中
通过 Nautilus 提供转向力的 Sentinel 拖缆在关键作业期间能够表现出更出色的安全性。不但能够为 
拖缆部署和收回操作提供定位能力，Nautilus 与 SeaPro Nav 相结合，还有助于最大程度降低电缆打架
的风 险，从而减少所需罗盘的数量，或者罗盘只作为冗余备份使用。

操作过程中
由拖缆供电，Nautilus 不需要任何定期的电池检查和更换。从而就不再需要在船只上携带并储藏电池，从 
而减少工作艇的航程。

由拖缆供电， 
船上不需要储藏电池

不需要在工作艇上进行任何操作， 
无需更换电池

如果系统崩溃， 
可使用紧急模式

自 主 装 置



水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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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V
Nautilus 声速计

• 声速测量
• 主测线拖缆供电模块
• 通过 NSI 遥测和电源冗余

NVN
Nautilus 船载节点 

• 安装在船体、头标或尾标上
• 声学测量
• 通过 NAI 遥测和电源（船体安装和头标 NVN）或 NSI（尾标 NVN）

NSN
Nautilus 拖缆节点

• 声学测量
• 综合深度和横向控制
• 遥测冗余
• 电源冗余，内置可充电电池
• 提供 50 或 70 mm 直径连接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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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架构

NRTU  
(实时单元)

NAUTILUS® 服务器

导航

SEAL 428

NVN  
(尾标)

NVN  
(头标或空气枪阵列)

NSVNSN

客户机 1 客户机 2

以太网

IMPULSIV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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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
Nautilus 辅助接口

• NRTU 和辅助声学装置之间的接口
• 为船体(NVN)和枪(NGN)声学单元生成低压电源，并 
进行控制

• 遥测转换
• 最多每个 NAI 8 个

NRTU
Nautilus 实时单元

• 生成实时命令
• 机架式实时控制器（PXI 系统）

NAUTILUS 服务器
格式化和处理定位测量数据

• 导航系统接口
• NUI 的状态和控制接口
• 运行 Linux Red Hat 系统的机架式工作站

Nautilus 拖缆接口
• NRTU 和拖缆之间的接口
• 为海中设备生成高压电源，并进行控制 
（ 本地和远程操作）

• 遥测转换

NSI

NUI
Nautilus 用户界面

• 用于控制 Nautilus 操作的用户界面集
• 多客户机能力（本地或远程）
• Linux 操作系统



选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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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体
NSN 浮体是在没有安装翅膀组件的情况下，保护和压载 NSN 的浮选壳。尤 
其适用于负载可能会对 WA 引起损坏的前端或尾部位置。NSN 浮体与 NSN50 
和 NSN70 兼容。

测线夹
测线夹能够轻松地夹在拖缆的拖曳点，便于在敏感区域作 
业时切断渔网。配备刀片的四个夹子能够切断 的绳索。
位于刀片前部的指示器可用于评估系统的 工作效率。测
线夹与 SSAS50 和 SSAS70 兼容。

维护包
Sercel 提供全套的 Nautilus 预防性维护和维修工具包， 
适用于所有相关的水下设备：NSN (搭铁线、环等),翅膀组件 
等。

工具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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