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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详细介绍了国外舰载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的研制与装备，包括各国典型系统的特点、 

研制历史、试验以及装舰服役现状等 ，提 出了舰栽红外搜 索与跟踪 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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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hipborne IRSTs 

HAN Gen-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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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test development status of oversea shipborne infrared search and track system 

(IRST)are present，including characteristics，develop histories，tests and services of typical system in 

various countries．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RST is also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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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红外搜索与跟踪(IRST)系统是基于红外特征， 

如气动蒙皮加热和／或发动机废气羽烟的一种被动 

的全景监视设备，能够探测和跟踪低高度空中和水 

面威胁 目标，如入侵的反舰导弹，当雷达性能下降时 

成为一种重要的雷达辅助设备。IRST系统对近程 

监视、舰船识别、海岸成像和夜间导航都发挥很好的 

作用。而且，通过采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可以 

进一步地利用好雷达与 IRST系统的互补特性。将 

雷达与红外的绘图数据组合起来可以提高冗余性， 

提供更可靠的目标跟踪、分类和识别 ，并缩短跟踪报 

告时间。 

舰载 IRST系统的主要优点在于：① 隐蔽和电 

磁静默式的工作方式；② 分辨率较高，通常情况下 

在高度和方位上都为 1 mrad；③ 红外波谱可避免雷 

达在海面或接近海面的区域所产生的多路径效应。 

1 各国典型 IRST系统的研制及装备 

现状 I4] 

1．1 法国 VAMPIR系列 

1．1．1 系统概 述 

法国早在 20多年前就开始 了舰载 IRST系统的 

设计与研究工作。由 SAT公司负责研制的第 1代 

双波段 DIBV一1A VAMPIR系统被认为是首套服役 

的舰载 IRST系统，安装在法国海军的2艘F70(AA) 

Cassard和 Fean Bart级驱逐舰上。1993年 6月 SAT 

公司归并到 SAGEM公 司后 ，获得 了为法 国海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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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双波段模块化 DIBV一2A VAMPIR MB系统的全 

尺寸研究与试 制 的合 同。VAMPIR MB系统 的 

HgCdTe探 测元 采 用 4个 Sofradir公 司 的 288×4 

FPA，采用闭路分置式斯特林循环冷却方式，采用 

CCD技术完成读出和时间延迟积分(TDI)，采用倒 

装晶片混成工艺制成 FPA，铟凸起融化在一起形成 

探测器阵列与多路器之间的机械与电连接。与以前 

的产品相比，VAMPIR MB的质量大大减小，可安装 

在桅杆顶部。扫描速率为90 r／min，视场为5。，方位 

覆盖范围为 360。，俯仰覆盖范围为 一20。～+45。。 

可同时跟踪 100个 目标。据预测，对亚声速导弹的 

跟踪距离为 16 km，对战斗机为 18 km，对超声速导 

弹为 27 km。 

1．1．2 装备现状 

VAMPIR MB舰载系统已交付法国海军装备到 

Charles de Gaulle航母，F70 Georges Leygues级 Du— 

pleix，Montcalm和Fean de Vienne号反潜战护卫舰。 

法国一意大利 Horizon防空战护卫舰定购了2套 

该系统，目前这些系统的交付已经完成。 

2004年韩国海军选中了VAMPIR MB装备其首 

批 LPX多功能两栖舰船 。SAGEM公司还为韩 国海 

军的3艘新型 KDX一3 AEGIS制导导弹驱逐舰提供 

VAMPIR MB系统。另外，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及其 

防御科技组织也对 VAMPIR MB系统进行了评估， 

1999年在 HMAS Canberra舰上进行 了试验 ，试验中 

对系统在各种海上环境中的性能进行了评估。另 

外，瑞典 Visby级轻巡洋舰和法国FREMM多任务护 

卫舰也有可能装备这种 IRST系统。 

图1 VAMPIR MB系统加入到法国海军 OP3A 

舰载自防御系统升级中 

Fig．1 VAM PIP M B f0rm s part of the Frech Navy S 

OP3A ship defense upgrade 

1．2 荷 兰 

1．2．1 SIRIUS 

1．2．1．1 系统概述 

SIRIUS是一种双波段系统 ，能对掠海导弹进行 

远距离视距搜索，能在战区弹道导弹防御中作为预 

警和目标指示传感器。由Thales Nederland(当时的 

Hollandse Signaalapparaten公司 )于 1993年底开始 

研制，1994年底加拿大 Spar Aerospace加入到该研 

究项 目中，Signaal公司负责稳定楔形平台、冷却机 

柜、伺服与电源机柜和整个系统的组装，Spar Aero— 

space公司负责光学系统和处理器机柜。SIRIUS采 

用的是 300×10 HbCdTe 3—5 m探测器和 300×8 

HbCdTe 8～10 m探测器，都具有时间延迟积分 

(TDI)和瞳孔 直径 150 mm 的高速 折射光学系统。 

每个摄像机的俯仰范围为 一4。～+68。，视场为 

3．8。，分辨率为0．23 mrad。具有单独的光学和电通 

道的红外摄像机采用 Thales Nederland的获得专利 

权的楔形稳定系统后在三维方向上是稳定的。使用 

了2个楔形分段，受无刷直接驱动伺服电机的驱动， 

彼此之间相对转动；2个摄像机相对于水平方向能 

独立地倾斜70多度；甲板上的质量为280 kg。SIRI— 

US系统能够保持 1 500个 目标跟踪，具有 128个最 

优先跟踪；能 自动拦截其中32个最具威胁性的目 

标。经试验证实 SIRIUS还具有探测浪急海面上小 

目标的能力，如潜水员、刚性橡皮艇。 

1．2．1．2 装备现状 

荷兰皇家海军计划在其 4艘 De Zeven Provin． 

cien级防空和指挥护卫舰上装备 SIRIUS对舰船进 

行改装，加拿大政府也投资购买 l3套 SIRIUS系统。 

1．2．2 IRSCAN 

1．2．2．1 系统概述 

荷兰研制的另一种典型的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是 IRSCAN系统 ，工作于 8～12 m的 IRSCAN最初 

是想作为一种被动红外告警器为该公司研制的 

“Goalkeeper”近程武器系统提供指示信号。探测器 

采用 CMT和 CMOS读出技术，闭路斯特林致冷方 

式。质量为 100 kg的 IRSCAN稳定传感器头以78 

r／min的速度扫描 360。范围，俯仰角度为 14．6。，能 

对 32个跟踪目标进行告警，对典型的来袭亚声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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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告警距离为 12 km，对超声速导弹和飞机 目标 

的告警距离达到20 km，目标指示精度可达 1 mrad， 

虚警率小于 1次／h。 

1．2．2．2 装备现状 

荷兰海军购买了 3套 IRSCAN系统，装备到 

HrMs Rotterdam两栖舰和 HrMs Zuiderkruis和 HrMs 

Amsterdam辅助油轮加油舰上。卡塔尔海军也采购 

了该系统，装备在4艘 56 m Barzan级攻击舰上。 

1999年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处(FMV)签订了IR— 

SCAN演示系统 2年的租用合同，在此期间将 IR— 

SCAN系统安装在瑞典 皇家海军的 Goteborg级制导 

导弹驱逐舰上，对不同的传感器配置、不同的环境条 

件下的作战、功能和技术性能进行了评估。进行这 

些试验和评估的目的在于支持5艘新型 Visby级驱 

逐舰的IRST系统的采购计划。 

图2 SIRIUS红外搜索与与跟踪系统 

Fig．2 SIRIUS infrared search and track system 

1．3 美国 

1．3．1 SIRST 

1．3．1．1 系统概述 

美国海军一直以来对 IRST技术在舰船 自防御 

方面的应用持有兴趣。但大量的研发样机仍需转化 

为能投入实战的装备，这其中包括 AN／SAR一8、水 

天线红外监视传感器(HISS)。 

至今为止最重要 的工程研 究工作是 Martin 

Electronics and Missiles与前 Hughes Electro—Optical 

Systems公司合作研制的舰载 IRST系统(SIRST)。 

研制工作于 1996年 8月开始，第 1阶段研制出的系 

统包括一个桅杆顶部扫描装置、甲板下信号处理和 

控制装置以及标准的 AN／UYQ一70操作控制台，从 

1997年 12月起进行了 I2个月的确认和数据收集 

试验 ，装在 USS O Bannon(DD一987)驱逐舰上 ，IRST 

系统在导弹发射演习过程中实时探测和跟踪反舰巡 

航导弹目标。另外，试验还证实系统能够探测和识 

别水上目标，包括浮出水面的潜艇和潜入水下的潜 

艇所伸出的潜望镜。1999年中期进行了进一步的 

陆基试验，包括与 AEGIS系统通过 Cooperative En— 

gagement Capability(协作交战能力)组合在一起。 

1999年6月开始该计划的第 2阶段的研制工 

作，包括工程研究样机的更新设计和试验、新型 

MWIR摄像机 (采用 480×6探测器 )的有关开发研 

制、以及稳定楔形平台与新型扫描头的组合等。但 

是，2003年 SIRST计划宣布终止，美国海军指出他 

们更愿意对其它的红外传感器进行技术上的研究。 

1．3．1．2 发展方 向 

美国海军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凝视红外系统 

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海军研究所(ONR)资助 

了 Rockwell公司研究和试验凝视红外全景传感器 

系统，被称为“超广角舰载光电系统”，能以连续凝 

视 的 方 式 提 供 360。水 平 监 视。这 种 具 有 双 色 

(3～5 mm和 8～10 mm)同时工作 的焦平 面阵列 的 

凝视红外全景传感器系统已接受了野外试验，与单 

色红外阵列相比，对导弹威胁目标的探测性能有惊 

人的提高。 

ONR还资助了一个宽视角 MWIR阵列计划，为 

此，Raytheon Vision Systems已研制出采用硅上分子 

束外延生长 HgCdTe的2 560×512 FPA。该阵列安 

装在一个密封的杜瓦瓶内，杜瓦瓶内还有长寿命低 

温致冷器、电子线路、常平架上的电源调节器和标准 

热源。于是这种子系统就能为用户提供一个多摄像 

机分布孔径式传感器，进行连续的水天线监视。 

1．4 以色列 

以色列光 电公司 E1．Op在过去的 30年里间断 

性地进行了IRST技术的研究、样机的生产以及数据 

处理技术研究 。公 司的 DS一35舰载被动红外 目标 

捕获系统(SPIRTAS)据称是世界上第一台可工作的 

舰载 IRST，1978至 1980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陆上 

和舰载评估试验。系统对助推阶段的导弹的跟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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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为37 km，对巡舰阶段的导弹的跟踪距离为 12 

km。但是，由于虚警率过高，该系统的研制工作最 

终被放弃。 

20世纪 90年代公司重新开始 8～10．5 m成 

像场景红外数据收集传感器(SIRDAS)的研制工作， 

公司还使用了 TEDIS(红外传感器评估和设计工 

具)、多元性能预测软件工具来支持其研究工作。 

TEDIS考虑了各种输入参数，如扫描器类型、探测器 

性能、处理能力、目标特征、背景与入射环境等，具有 

这些参数后，TEDIS就能对各种性能进行预测计算， 

如距离与 SNR的关系、距离与探测概率的关系、大 

气透过率和传感器灵敏度等。 

E1．Op公司的第2代舰载 IRST系统的概念是， 

扫描系统采用带时间延迟积分 8～10．5 m长线性 

探测器阵列，并借鉴成熟的 MSIS光电跟踪与火控 

系统中采用的塔台和俯仰装置技术，使用新型的三 

轴稳定系统。 

1．5 意大利 

2艘意大利 Horizon护卫舰已装备 VAMPIR MB 

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目前意大利决定资助 Galileo 

Avionica公司研制一种新型的红外搜索与捕获系 

统，被称为安静型捕获与监视系统 SASS，装备到 

Cavour航空母舰。另外，该系统也有望装备到意大 

利海军的10艘 FREMM护卫舰。 

SASS系统是一种双波段系统，采用的探测器为 

3．7～4．2 m和 7．75～10．25 m 的时间延迟积分 

探测器。质量为 120 kg的稳定传感器头的扫描速 

率为78 r／min。俯仰范围 一20。～45。，在方位与俯 

仰上的目标分辨精度为 1 mrad。 

1．6 英国 

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已对舰载 IRST技术进行 

了各种应用研究，并已经确认了IRST系统对全面提 

高舰船的生存能力所提供的优点，特别是与一些辅 

助传感器连接后，如多功能雷达和雷达电子支援措 

施等。第 1代 IRST演示器被称为 ARISE，1991年 

由当时的 Thom EMI(现已与 Thales Optronics公司 

合并)交付给目前大部分已合并到 QinetiQ的前海 

军研究所)。 

ARISE是一种实验性的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采用红外扫描器对掠海导弹进行探测，8～12 m和 

3～5 m双波段工作。 

为满足皇家海军装备能实战的 IRST系统的目 

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探测与跟踪鉴别的延迟，沿海 

环境下的虚警率，单桅杆安装扫描传感器头带来的 

盲弧区以及在出现致命的系统故障时冗余性不足。 

为解决这些问题，英国防部资助了一项先进的 IRST 

技术演示器计划(TDP)。QinetiQ负责 TDP处理技 

术的开发，采用 FPGA和 PowerPC硬件来实现。采 

用点目标探测算法和具有帧 一帧图形相关性能的跟 

踪器模块来进行处理以形成目标跟踪，传送给视频 

显示和以太网络接 口。同时，Thales Optronics负责 

演示器传感器头的开发和组装。采用了2个 640 x 

512 FPA的 MWIR摄像机，水平视场为 40。，垂直视 

场为4。，更新率为 25 Hz(典型的扫描 IRST系统的 

更新率为 1 Hz)，演示器还使用了分像视场光学系 

统。其输出通过一个光纤接 口传输到处理器硬件。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系统将采用由 BAE Systems和 

QinetiQ联 合 研制 的第 3代 ALBION 3～5 mm 

1 024 x 768探测器。 

摄像机 

2输出 

图 3 英国 IRST演示器采用了分置视 场的原理 使 

覆盖 360。所 需要的摄像机 的数 量减 半 

Fig．3 The advanced IRST demonstrator uses a 

split field-of-view concept to halve the 

num ber of cam ere required to cover 360。 

公司已构想出一种采用4个稳定传感器塔台的 

系统，每个塔台装有大阵列的3个摄像机，安装在桅 

杆上或上层建筑的顶部以提供连续 360。的覆盖范 

围。产品型系统将作为 Type 23舰船性能改造、 

Type 45舰船 目标捕获性能增强计划以及 Future航 

母的候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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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趋势 

2．1 由单波段系统向双波段系统发展 

由于 3～5 m中波红外和 8～12 Ixm长波红外 

波段在大气 中被吸收得最少 ，这 2个波段成为 IRST 

系统最有用的2个波段。水蒸气和二氧化碳是大气 

中最主要的吸收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相对而言保 

持恒定，而水蒸气或湿度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 

化。 

在有些海上条件和气候条件下，中波红外和长 

波红外的性能都容易降低，例如，尽管 8～12 m窗 

口比中波红外窗口对目标和背景间的微小温差更灵 

敏，因此能提供更远的探测距离，但在潮湿的条件下 

其性能仍严重下降。 

与此相反，3～5 Ixm波段受潮湿条件的影响要 

小一些，但当温度下降到低于 20~C时性能会变差， 

并容易受到阳光闪烁的影响。解决这种矛盾的一种 

方法就是研制将 MWIR和 LWIR探测器组合使用的 

双波段系统。 

2．2 由扫描型系统向凝视型系统发展 

目前的第2代 IRST系统是扫描型系统，其传感 

器头部转动，通常情况下更新率约为 1 Hz，采用的 

是长线性焦平面阵列(FPA)探测器。随着转动的传 

感器扫描通过每个位置，时 间延迟和积分处理 

(TDI)将多个探测元的输出按顺序延迟，然后采用 

多路器对所有的单个输出进行积分以增强总的灵敏 

度，提高信噪比(SNR)。 

但是，扫描系统的确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性。 

采用的扫描速率要求花在每个像素上的时间都在微 

秒级，因此输出的信号强度较低，SNR相对也就较 

低。除结构影响外，分辨率也取决于光学系统的质 

量。 

下一代 IRST系统将采用凝视阵列传感器，这类 

传感器的积分时间长得多，更新速率高得多，因此探 

测与跟踪性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帧频更高后就 

可将目标和背景的时域特性用于目标探测。随之而 

来的是同时传输与处理的信号也越多，要求有容量 

更大，处理速度更高的处理机以及更先进的快速算 

法与之相配。DSP技术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设计应用于反舰导弹防御的凝视 IRST系统的 

主要的难点在于将水天线视场的窄条带与传感器的 

矩形 FPA匹配起来。凝视系统更复杂的一点还在 

于每个像素传感器具有不同的灵敏度和漂移特性， 

于是需要进行一定形式的非均匀性校正。 

2．3 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综合系统发展 

法国通用机械电气公司(SAGEM)研制的 EM— 

Os光电多功能系统就是一种典型的多功能综合光 

电系统。它将 VIGY 105光电跟踪系统与“旺皮尔” 

MB双波段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组合在一个独立光 

电综 合系 统。该 系统工作 于红外搜 索 与跟踪 

(IRST)功能方式时能自动周视搜索 目标，自动探测 

空中及水面目标，对目标边扫描边跟踪，并将精确的 

目标指示信号提供给作战系统。该系统工作于光电 

跟踪仪功能方式时，能根据 目标指示信号完成三维 

目标跟踪、弹道滤波和弹道计算以及对小口径火炮 

的控制。系统采用了 SAGEM公司的3～5 Ixm或 

8～12 Ixm IRIS热像仪，基于 288×4探测元 IRC． 

CD，可能工作于成像模式或扫描模式。IRST功能 

采用了 VAMPIR MB IRST系统中得到应用的最先 

进的红外数据处理算法。 

2．4 采用分布孔径红外系统(DAIRS)概念技术 

分布孔径红外系统是军用被动光电学系统研究 

领域的新概念 ，是 21世纪初军用被动光 电系统发展 

的新方向，将它应用于红外警戒系统是一个新的发 

展趋势。DAIRS采用一组精心布置在平台上的传 

感器阵列实现全方位、全空间敏感，并采用各种信号 

算法实现空中远距离搜索跟踪，导弹威胁逼近告警， 

态势告警，地面海面目标探测、跟踪、瞄准，战场杀伤 

效果评定，武器投放支持及夜间与恶劣气候条件下 

的辅助导航等功能。能够用单一的系统完成以前要 

多个单独的专用的红外传感器系统完成的功能。 

DAIRS的技术基础 是大面阵红外焦平 面阵列技术 

和高速大容量信息处理技术。DAIRS应用大致分 

为成像应用和未分辨 目标(如远距离导弹或飞机) 

探测两大类，前者的目的是使目标的细节最清晰，后 

者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灵敏度且抑制干扰，使探测距 

离更远，虚警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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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9)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试验方法 3中， 

三轴转台的误差和目标模拟的误差对导引头视线角 

速度测量的影响可以忽略。 

2．4 试验方法 4的导引头视线角速度测量误差 

在试验方法 4中，三轴转台静止，因此∞ =0。 

目标运动模拟系统模拟的是弹体坐标系下的视线角 

速度 一∞，实际目标运动模拟系统复现的角速度为 

口。，因此有 

q。=q一∞+△q． (10) 

在试验中，捷联导引头测量到视线相对弹体坐 

标系的视线角速度 j̈，忽略导引头测量误差，有 

ap=留p一∞p=留p． (11) 

由于惯测不参试，给导引头信息处理机注入发 

射坐标系下的弹体角速度信息∞，进行解耦后，导引 

头测量输出发射坐标系下的视线角速度为 

qp =ap+∞=q+△qp． (12) 

从式(12)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试验方法 4中， 

半实物仿真系统误差引起的导引头视线角速度测量 

误差主要取决于目标运动模拟系统的误差。 

2．5 试验方法 5的导引头视线角速度测量误差 

在试验方法 5中，实际目标运动模拟系统复现 

的角速度为 。和捷联导引头测量到视线相对弹体 

坐标系的视线角速度与方法 4相同。利用惯测的测 

量输出同式(4)。通过获得惯测输出进行解耦后， 

则导引头测量输出的是 

qp8 ap+∞i qp+A ∞i =q 一∞ +A q +A ∞i ． 

(13) 

从式(13)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试验方法 5中， 

半实物仿真系统误差引起的导引头视线角速度测量 

误差主要取决于目标运动模拟系统的误差。 

3 结 束 语 

从本文分析的结论 中，可以看到 ，不 同的试验方 

法，引入的误差是不同的。半实物仿真试验设计时， 

应具体分析仿真设备的误差，区分重点考核的试验 

对象。如目标模拟系统的误差大，就应选择试验方 

法 2或 3；如三轴转台的误差大，就不应选择试验方 

法 2；以考核导引头的测量精度为主，可选择试验方 

法 2和4。另一方面，根据分析的结论，三轴转台的 

运动模拟精度和目标运动模拟精度对导引头视线角 

速度的测量产生直接影响，应下力气提高仿真设备 

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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