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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ad是Sercel公司的系列可控震源产品，具有高的可靠性、 
施工效率、安全性及高品质信号输出。维护简便和出色的人体

工学设计结合，树立了震源激发性能的新标准。

适应任何地形（沙漠、北极、丛林、城区等）作业的设计，即使在
最恶劣的环境(-50°C/+56°C)下，Nomad震源可以通过定制方案，
适应任何施工地形。

// 地震可控震源系列

Nomad
Nomad 90 Neo

FDU-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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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ad 65 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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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地兼容新开发的Sercel震源自动

导航系统

指标
峰值输出 278 kN / 62,400 lbf

压重 28,294 kg / 63,610 lb

额定频率 1-250 Hz (满驱起始频率5,4Hz)

重/平比 3.01

作业温度 -50°C / + 56°C**

满驱起始频率 @ 62,000 lbf 5.4 Hz

长度 10.64m (34 ft-11 in)

宽度* 3.42 m (11 ft-3 in)

高度* 3.22 m (10 ft-7 in)

爬坡能力 60 %
*According to tires type

**特定使用条件

// 宽频性能

更好的低频: 5,4 Hz @ 满驱 

// 环境友好

IPM选项可节油达15% 

// 可靠性高

经验证的设计，拥有60多用户

Nomad 65 Neo 是Sercel公司的新型62,000 lbf宽频震源，
满驱起始频率为5.4Hz，可提供较强的低频能量。采用最新
的震动器创新技术和液压回路设计，使其性能的提升得以
实现。

另外一个新开发的功能是IPM(智能功率管理)，通过优化发
动机效率，IPM可节省油耗达15%.*

* IPM选项也可适用于现有的 Nomad 65震源

Nomad 65 Neo
去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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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峰值出力 400.3 kN / 89,920 lbf

压重 36,357 kg / 80,082 lb

额定频率 1-250 Hz

满驱起始频率 @ 80,000 lbf 5 Hz

满驱起始频率 @ 62,000 lbf 4.4 Hz

长度 10.82 m

宽度* 3.32 m

高度* 3.68 m

爬坡能力 58% (30°)
*According to tires type

完全地兼容新开发的Sercel震源自动

导航系统

// 最佳宽频性能

较强的低频 : 5 Hz @ 满驱

 高频信号保真度高

// 最具效率的震源

最高峰值出力 : 90,000 lbf
减小扫描长度

// 优化HSE
IPM选项可节油达15%
改进的紧凑设计

Nomad 90 Neo是Sercel最新的超大可控震源。

先进的设计包括长重锤行程，大重锤和高液压能力，使其非
常适合高品质激发和低频扫描。Nomad 90 Neo具有 90,000 
lbf液压峰值出力和超强刚性平板，提高了高频信号保真度。

与常规震源相比，Nomad 90 Neo的超低满驱起始频率设
计，具有极高的生产效率。

Nomad 90 Neo 完全兼容 IPM – 专门为Nomad系列震源开
发的独特选项。

* IPM选项也可适用于现有的Nomad 90

Nomad 90 Neo
去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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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宽频性能

较强的低频 : 5 Hz @ 满驱

 高频信号保真度高

// 最具效率的震源

最高峰值出力 : 90,000 lbf
减小扫描长度

// 优化HSE
IPM选项可节油达15%
改进的紧凑设计

主要选配件 
// 中央轮胎冲放气系统
 专门为便于操作而设计，在沙漠地区作业时，通过合理的胎压操作，减少停工时间，从

而可节省时间和轮胎磨损。

// 后置摄像头
 摄像头显示集成于新的智能多功能仪表板，可连接4个摄像头（倒车、

重锤监视、发动机监视等）

// 隔音罩
 在要求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地区(城镇、欧洲等)，SERCEL可提供隔音罩选项，将发动机和液压

泵总成罩起来。

// 中央润滑油加注系统
 为了便于维护，现推出自动润滑油系统。包括一个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控制的电子润滑油

泵，按照预先设定量，为主要部件 导柱、插销、转向缸和提升缸万向节等加注润滑油。

// 快速加油系统
 快速加油系统使加油更加快速、简便和安全。兼容标准1000升油箱，及加大油箱（1430升）

。专门为高效施工或环境、地形使得加油困难的地震队而设计。

// 履带
适用于雪地湿滑路面，震源可更换防滑链代替轮胎。
防滑车链可以直接在工厂安装，也可以在现场安装。安装后，可以快速地从一种配置切换到
另一种配置，以满足操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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