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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用户手册的部分内容会随着产品的升级而有所变化。请检查我们的

网站，并及时下载使用最新版本的用户手册。

https://www.swellpro.cn/news/splash-drone.html  

  

https://www.swellpro.com/splash-drone-4.html#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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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感谢您购买 GC3-T 防水三轴云台热红外相机。 我们按照最高质

量标准设计和制造了 GC3-T。 

像其他精密设备一样，设备长期无故障的运行依赖于适当的保养

和维护。经过适当的保养和维护，您可以长期使用本产品。请仔

细阅读本手册以熟悉产品的功能非常重要。 

请访问 www.swellpro.cn 或关注“斯威普防水无人机”公众号来获

取最新的手册，软件和技巧。 请参阅本手册末尾的“版本信息”部

分，其中详细介绍了本手册的补充和更正。 

使用本手册 

此文档设计用于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打印或查看。如果以电子方式使用，您可以直接搜

索想要查询词语以查找参考。 此外，您可以单击内容表中的任何主题，直接导航到该主

题。 

教学视频 

拿到设备后，请先观看教学视频，在认真阅读本手册。观看教学视频或下载相关软件，

请登陆斯威普官方网站 www.swellpro.cn 或者关注斯威普微信公众号。  

 

注册产品保修  

请尽快注册您的产品，以确保保修范围。 

https://www.swellpro.cn/info/1586508702.html 

https://www.swellpro.cn/info/1586508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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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SDFly 应用程序  

对于 Apple 设备，请在 AppStore 上下载 SDFly 应用程序。 对于安卓设备，请在斯威普

官网（https://www.swellpro.cn/news/product-support.html）下载 SDFly 应用程序或者

扫码（下图）下载。 

 

 

出口合规免责声明  

您需要遵守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任何由于您使用、销售、转让、出租 GC3-T 相关产品

或其他行为违反前述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的，您将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斯威普在任何

情况下均不对您违反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的行为负责，并且您还应保障斯威普及其附属机

构、管理人员、员工、代理商、代表人免因您的前述行为而遭受任何法律责任和损害，并

承担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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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所有安全信息。 不遵守这些安全说明可能

会导致产品永久性损坏。 

 

请勿将热红外相机指向强能量源，例如太阳、激光束或熔岩。 被观察物体的温度不应超

过 800℃，因为高能辐射会损坏热红外相机。 

 

请勿将摄像机放置在任何热源附近，例如火、发动机、暖气或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的车

内。 

 

GC3-T 适宜的工作温度为-20℃～50℃。 

 

请勿用手指或任何其他物体接触热红外相机的镜头，因为油污或其他物质覆盖镜头会导

致图像模糊和温度检测不准确。 

 

请勿使用酒精或碱性清洁剂清洁相机镜头，因为它会腐蚀镜头的涂层。 请使用干净、干

燥的软布清洁镜头。 

 

请勿频繁开启/关闭相机，因为这可能会缩短产品使用寿命。 在电源打开/关闭的间隔至

少等待 1 分钟。 

 

请勿在相机开启时插入或拔出 microSD，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文件丢失或产生硬件问题。 

 

确保将橡胶 microSD 卡盖牢牢按入到位，以防止在使用过程中进水。 

 

请勿拆卸相机， 如果您对产品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斯威普的售后部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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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GC3-T 防水三轴云台热红外相机是搭载高分辨率热红外相机和带可调节 LED 补光的全高

清星光相机，可同时提供红外和可见光影像，并可在两者之间快速切换。 

 

热红外相机具有高分辨率（640 x 512）、高灵敏度（≤ 50mk@f/1.0）、宽范围（-20℃

至 500℃）。功能强大，适用于搜救、安全检测、精准农业和各种工业检查，如常规电力

线路巡检、太阳能板检测维护、桥梁缺陷检测等。 

 

当普通相机在弱光环境下无法看清影像时，星光相机可以在黑暗环境中拍摄全高清图像。

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操作时，可调节 LED 补光灯来使用星光相机。当您使用热红外相机

找到目标的物体时，您可以随时切换影像以对物体进行视觉确认。 

凭借斯威普的防水技术，再结合功能强大的水手 4 飞行平台，您可以在各自恶劣天气环

境下使用防水云台热红外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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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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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图示 

 

 

1. 云台减震支架 4. 云台接头 

2. 横滚电机 5. 旋转电机 

3. 俯仰电机 6. microSD 卡槽 

 7. 星光相机 

 8. 热红外相机 

 9. 可调节 LED 补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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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云台安装 

 

1. 用随机配带的螺丝刀松开云台相机防水盖板的螺钉，

取下防水盖板。 

 

2. 把云台的插头插到打开的接口位，再用螺丝刀锁紧螺

钉。  

 

    在固定云台接口之前，确定橡胶圈固定在云台接口上

再上螺丝。 

 

 

3. 把云台顶部固定件的螺丝孔对准机器底部的固定孔，

再用螺钉锁紧云台，完成云台安装。 

 

SD卡安装 

 

 

1. 请打开相机顶部软橡胶密封塞，按正确方向插入

Mirco SD 卡，用拇指指甲按压 Mirco SD 卡，听

到“咔嚓”声，表示安装到位。 

2. 安装好 Mirco SD 卡后，请把橡胶塞重新扣紧保证

密封。 

    为了保证相机防水，请确保橡胶塞完全密封好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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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GC3-T支持最高容量为 128GB的Mirco SD卡。由于相机要求快速读写高码流的视

频数据，请使用 Class 10或 UHS-1及以上规格的Mirco SD卡，以保证正常相机记

录数据。 

• 请勿在飞行器拍摄过程中插入或者拔出Mirco SD卡，避免造成数据文件的损坏或者

丢失。 

• 完成录像后，请先停止录像并保存文件。如果没有停止录像，而直接断电，录像文件

会丢失。 

相机指示灯 

摄像机背面有相机的状态指示灯，用于指示相机的工作状态。 它闪烁绿色或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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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云台控制 

遥控器操作 描述 

 

云台俯仰①：控制云台相机上下转动 0°~ -90°。 

 

调节 LED 亮度②：控制调节 LED 补光灯的亮度。 

（当飞行器距离拍摄对象 15 米时， LED 灯的补光

效果最佳） 

云台模式按键 

云台模式有跟随模式和锁头模式两种，默认为跟随模式。 

跟随模式：云台相机的镜头始终跟随无人机头，保持方向一致。 

锁头模式：将云台相机固定在角度并锁定，云台相机的镜头将固定朝向一个方向。 

 

 

 

按一下 GIMBAL MODE 按钮，云台相机复位到

中心位置。 

快速按下 GIMBAL MODE 键 3 次，切换云台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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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控制 

遥控器控制 描述 

 

拍照①：短按一次拍照。 

 

视频②：短按一次开始录像，再短按一次停止录

像并保存文件。 

 

       在拍摄照片或视频时，相机会同时拍摄热成像文件和 RGB 文件，并将它们一起存储在

存储卡中。 

校准 

如果云台在转动时候出现异常或者正常状态下相机不处于水平位置，你可以通过校准云台

来解决这些问题。 

云台的校准和飞机的陀螺仪校准同时进行的。如果你想校准云台，可以通校准飞机的陀螺

仪来完成。 

 

校准云台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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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将飞行器水平放置好，依次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待飞行器完

成自检，遥控器和飞行器正常连接。 

 

2. 将飞行器水平放置好，依次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待飞行器

完成自检，遥控器和飞行器正常连接。左手油门摇杆垂直拉至

最低，同时右手方向摇杆左右快速打杆，前后机臂灯交替闪

烁，或遥控器显示屏幕上提示“WARNING Aircraft Initializing, 

Please Wait”表示已经进入校准。在此过程中不要移动或操控飞

行器。 

 

3. 20 秒内，前后机臂灯退出交替闪烁，前机臂红灯快闪，后机

臂 绿 灯 长 亮 ， 或 遥 控 器 显 示 屏 幕 上 “ WARNING Aircraft 

Initializing, Please Wait”提示消失，表示校准成功，请重启飞行

器。 

     请不要在移动的平台上进行云台校准，比如船上或车上。 

 

  

平稳的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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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Fly App 

主界面 

 

1. 相机主视图 

相机主视图的切换，轻触右下角的相机视图缩略图，主视图会在热红外相机和星光相机之

间切换。 

 

2. 温度显示 

温度显示包含热红外相机检测到的最高、最低、平均、中心温度信息。 

Max: 图像上显示的最高温度。 

Min: 图像上显示的最低温度。 

Avg: 整个图像的平均温度。 

Center: 图像中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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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温度 

图像中心的温度，与显示的中心温度相同。 

 

4. 相机设置 

更改热红外相机和星光相机的设置并调整参数。 

 

5. 拍照按钮 

点击可同时拍摄热红外照片和 RGB 照片（星光照相机拍摄）。 

 

6. 录像按键 

点击可录制视频，再次点击可停止录像并保存视频。热红外视频和 RGB 视频（星光相机

拍摄）将同时录制并保存下来。 

 

7. 相机视图缩略图 

摄像机视图缩略图切换，轻触缩略图可在“热红外相机”视图和“星光相机”视图之间更改主

相机视图。 

 

8. 图库 

可以快速访问储存卡的图库，预览相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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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红外相机设置 

 

 

图像翻转 

垂直或水平翻转图像。 

 

调色板 

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调色板，以便更好地观看热红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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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准线 

在取景图像内的十字标记点。 

 

对比 

设置合适的对比度以便更好地观看红外热影像，设置内容为图像热区域和冷区域的比例。 

 

亮度 

设置合适的亮度以便更好地观看红外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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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E（图像增强） 

DDE（图像增强）是一种高级非线性图像处理算法，可以保留高动态范围图像中的细节。

图像细节得到增强，从而与原始图像背景的总动态范围相匹配。这样即使在温度变化十分

显著的场景中，也能够看清图像细节。 

 

温度显示 

打开或关闭温度显示。 

 

温度单位 

可选择摄氏度 (℃)、华氏度 (℉) 和开尔文 (K) 为温度单位。 

 

温度报警 

温度警报可以检测超出设定温度范围的任何温度。 温度报警有三种选择： 

• 高温警报 

• 低温警报 

• 高低温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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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格 

GC3-T 热红外云台相机 

基本 

防水等级 IP67 

重量 约 430 克 

尺寸 134.5*134.5*117 毫米 

存储卡 Micro SD 卡：最大支持 128GB 容量，写入速度≥

40MB/s，推荐使用 Class 10 或以上，或 UHS-1 等级。 

工作温度 -10°C - 40°C 

  

云台 

稳定轴 3 轴（旋转、横滚、俯仰） 

可控范围 俯仰：-90° 至 0° 

最大控制速度 俯仰：60°/s 

  

热红外相机 

热红外传感器类型 氧化钒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传感器分辨率 640 x 512 

镜头 焦距：19mm 

光圈：f/1.0 

视场：22°H x 18°V 

镜头空间分辨率 0.63 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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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间距 12 μm 

响应波段 8~14 μm 

热灵敏度（NETD） ≤50mK @25℃, f/1.0 

测温范围 -20℃ to +150℃ (± 3℃) 

光线频率 Auto, 50 Hz, 60 Hz 

照片格式 JPEG 

视频格式 MP4，MOV 

 

星光相机 

图像传感器 1/2" 2M 星光 CMOS 

镜头视场角 FOV: 92.6° 

连拍 3/5/10 shoots 

视频分辨率 FHD： 1920*1080 50fps | HD： 1280*720 50fps 

最大码流 64 Mbps  

光线频率 Auto, 50 Hz, 60 Hz 

照片格式 JPEG 

视频格式 MP4，MOV 

 

版本信息 

斯威普产品在持续改进升级中。您可以访问 www.swellpro.cn 或者关注斯威普微信公众号

查看和下载最新的用户指南。 

版本  

V1.0 测试  GC3-T 第一版使用说明 

V1.0 GC3-T 使用说明 V1.0 版 

   -新增出口合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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