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rad ES70
分裂波束探鱼器

测深仪
高分辨率 -高精度
缩放功能识别鱼的大小
创新显示增益功能
无缝自动范围
自动调整脉冲长度
无限数量的快速
操作简便的个人设置
改进的底部检测功能
24小时“屏幕上的”历史
有多国语言的菜单系统
多达六个频率显示共存的宽屏显示器优化(16:9)

www.simrad.com



SIMRAD ES70 分裂波束

Simrad ES70是一个模块化系统，这意味着，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频率单光束系统启动
之后，您可以扩大系统使用单和/或分束传感器多频测深仪。您可以选择一个先进的多种
软件功能的软件，传感器和收发器.
Simrad ES70是一个适合任何类
型的渔业的分裂波束测深仪
Simrad ES70是新一代的回声测深
仪,最新创新的计算机技术，已被用来
满足我们苛刻的客户的日益增长的需
求:“最佳性能，在任何深度，便于操
作！”

菜单系统使用自己的语言
SimradES70的菜单系统使用自己的
语言与文字的图标和按钮确保快速和
容易操作

Colour Scale

ES70分裂波束模型
• 五种不同的频率: 18, 38, 70, 120和
200KHZ(千赫)
• 单独的萤幕上信息窗格：
		
缩放视图
		
深度
		
彩色门槛
		
底硬度（选项）
		
鱼类（选项）
• 鱼的大小分布
• 鱼的位置
• 回声的位置
• 超声回波与纠正鱼的大小演示
• “峰值”和“样本数”中的“鱼的
大小窗口”
• 独立设置测量鱼的大小范围
• 新的“锥视图”与“个体鱼的迹象
显示”
• 无限数量的个人设置
• 优化脉冲长度范围

• 无缝自动量程
• 改变“增益”设置适用于整个屏幕
• 新的底部探测器完善的检测接近底
部和在斜坡上的鱼.
• 多达六个屏幕上共存的频率
• 24小时“实时记录”
• 个别频率可以调整颜色阈值
• 64或16颜色简报
• 优化宽屏显示器
• 扩底，远洋扩张或拖网的显示面积
• 当地语言的菜单系统
• 具有单或双频率收发器
• 发射功率高达4KW(千瓦)
• 适用范围
• 深度标记
• 屏幕上的经纬度，航向，速度和温
度的读数
• 至Simrad渔获物监测系统和声纳接
口。

• 平率，距离或时间的速度调整
• 屏幕截图功能

可选功能
• 生物量的计算
• 底部硬度的计算
• 升沉补偿

SIMRAD ES70 分裂波束

Simrad ES70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和不受干扰的超声回波
图。如果想添加更多的信息，您可以打开专门的信息窗
格。

信息窗格
Simrad 引入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呈现
可选信息 - 信息窗格。
只要点击顶栏上的图标，你想添加
到超声回波图的信息，将呈现在一个专
门的框架。你可随意放置框架或调整框
架成任何形状，甚至将它设置成透明，
以至你不会因此而从超声回波图丢失任
何信息。

新的缩放功能
Simrad ES70新的变焦功
能非常创新与高效能，也非
常容易使用。你可使用轨迹
球鼠标在超声回波图上选定
探测区域。选定区域的信息
将会显示在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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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窗格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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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也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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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放大区
Zoom
域也可用来探
测中上层区域
的鱼群或接近底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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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硬度
回声定位
“回声定位”窗格提供
了目前位于回声测深仪波束里的个
体鱼的3D演示。回声的颜色是与大
小分布窗格的颜色相同的。

新的底部硬度窗格让你可
探讨底部状况。ES70测算反射率，并
根据1到100的比例来计算底部硬度 。
信息可以输出到导航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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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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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m

SIMRAD ES70 分裂波束

ES70分裂波束

无限的能力

悠久的历史，长期的经验

分裂波束回声测深仪是可以从鱼类
测量目标强度。不同的鱼儿体积和物种
有不同的目标强度。随着渔业科学家的
帮助下我们能够计算出不同品种的鱼
儿大小。
Simrad拥有超过25年的分裂光束经
验，我们成为世界领导者使用这种技术
来确定鱼儿的大小。

Simrad ES70不是一般的回声测深
仪。它超越任何竞争对手的能力。你可
以连接多个传感器和频率来设置一个你
梦想的探测系统。可向下看或向侧看，
鱼量，浅水以及深水的个体鱼探测，
超声回波图记录，录音设备，不受限制
的个人设置，数据输出到绘图仪等。

Simrad拥有超过60年制造回声
测深仪的经验。在1951年，Simrad
已制造出第一台测深仪。这给渔民
带来优势，他们能够看到深度，
底部的轮廓，甚至鱼！从那时
起，Simrad一直是世界领先的测
深仪制造商。遍布世界的渔民信任
SIMRAD可提供最好的质量，创新的
功能和更好更先进的设计。这也塑
造了Simrad对测深仪技术的路径。

提供多种频率
不同的频率和传感器用于不同的渔
业。鲭鱼，金枪鱼，沙丁鱼，鲱
鱼和其他鱼群最好使用高频系
统，通常是120或200 kHz，
据深度而定。鳕鱼和其他
底层鱼类使可用70或38
kHz的系统来探测。而
18 kHz是适用于深水
品种。

最强大的变焦功能！
选定和规模超声回波图的任何
区，并探讨在缩放窗格的回声。
让选定区域与船只保持固定，
或让它跟随超声回波图。放大区域
可观察存在的总生物量。
大小分布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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