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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1 年 GroundProbe 建立以
及第一台边坡稳定雷达 (Slope Stability 
Radar) 走下生产线以来, 我们亲身体验了
世界各地不同矿山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 GroundProbe, 我们不相信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

能满足每一个矿山的需求。每个矿山都是独一无二的, 存
在于世界上最远, 最具挑战性和最多样化的环境中。

	 在过去的 17 年里我们深度参与全球采矿行业以了

解这些矿山的环境及其独特的挑战, 确保根据我们的所学

和经验来调整产品开发。我们致力于开发一系列产品, 以
保证每个矿山都有满足其具体需求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断努力重新定义和改进我们的边坡稳定雷

达产品, 确保我们始终站在创新的最前沿并满足客户需求, 
同时始终依赖于在我们的发展历程上经过验证的机械工程

技术积累。

	 因此, GroundProbe 自豪地宣布我们业界领先的边

坡稳定雷达家族的最新产品 —— SSR-Omni。

	 具有一系列创新的特性和功能, 该产品是全覆盖, 
高分辨率, 实时监控的全新市场引领者。

John Beevers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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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边坡稳定雷达家族的高端新成员

 GroundProbe 自豪地宣布我们迄今
为止最先进的监测解决方案 SSR-Omni。

 GroundProbe 在实时亚毫米级变形监测方面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变形会成为一个问题, 
并预测和警示可能发生滑坡的时间。SSR-Omni 是我们雷达

系列中最新的旗舰产品。

	 该系统是一种全覆盖, 高分辨率的监测解决方案, 
提供完美的数据。不仅是一种雷达, 它还将最好的雷达技

术与超高分辨率成像系统, GNSS 和气象站相结合, 提供一套

优异的, 满足需求的监测解决方案。

	 它结合了真实孔径雷达 (RAR) 和合成孔径雷达 
(SAR) 的最佳特性。SSR-Omni 是一款能够提供唯一的真实

孔径测量的真实孔径雷达技术, 是您可以信赖的, 从不会错

过任何滑坡的技术。使用 RAR 技术, 每一次测量都是独立

的, 不容易受到影响, 但与合成孔径雷达技术类似, 它还能在

超快速的全覆盖扫描中提供数百万像素点。

	 结果就是这样一款即使在最复杂的岩土和作业环

境中也能实现高可靠性, 实时监控和报警的系统。	

SSR-Omni 与 SSR-Viewer 完全兼容, SSR-Viewer 是我公司著名

的分析预警软件, 对我们所有的监测系统通用。



 SSR-Omni 生成最高分辨率和最高
清晰度的完美可用的数据进行顶级的监
测和分析。

最高分辨率, 最高清晰度

 SSR-Omni 是目前市场上分辨率最高的旋转雷达, 
可靠地将监测坡面分割成众多可靠, 独立的像素点进行评

估和预警。凭借其 2.74 米孔径基线产生的精细空间分辨率, 
用户可以轻松, 自信地定位和识别真实的变形区域。

	 拥有精细的像素点意味着拥有更早的发现更小的

运动的能力。在安全攸关的情况下, 更早的发现意味着更

快的响应。

 SSR-Omni 不仅具有高分辨率，而且具有高清晰

度。它配备最高清晰度模式, 在 0.08, 0.24 和 0.33 度像素点

之间可选, 每个模式的精度都是 0.1 毫米。

高分辨率, 可控的数据量

	 对于 GroundProbe 系统来说, 高分辨率并不意味

着超大的数据量。尽管它具有超高分辨率和高清晰度, 但
我们能更好地管理数据, 以确保对终端用户来说它清晰可

用。

 GroundProbe 享有盛誉的智能处理算法可以将原

始数据量减少 96.5%, 保持尽可能小的文件大小。

 0.24° 像素分辨率全覆盖 360 度的扫描只有 9 兆字

节的数据, 内置处理和降低的原始数据量使得用户可以在

慢速的 Wi-Fi 连接上精确地监测持续演进的风险区域。

更快的数据生成速度

 SSR-Omni 不仅能产生清晰可用的数据, 而且还能

更快的生成数据。仅需 4 秒它就可完成 360 度扫描并采集

一组原始数据, 无需任何拼接。

	 但数据采集只是一个起点, 其超高效率的内置处

理能力才是确保它能够更快的生成数据的关键。

	 我们在雷达上实时处理数据, 从而仅仅需要 2 分钟

就可以完成 360 度全覆盖的端对端扫描。

 GroundProbe 的扫描时间概念包括数据采集, 数据

处理和传输以及报警, 这意味着每两分钟扫描结束时, 清晰, 
完全处理的数据立即就可以用于分析和采取行动。在数据

传送到 PMP 时没有额外的等待或延迟。

 SSR-Omni 40 秒的快速采集速度也有助于系统更

有效地控制大气变化的影响。

高分辨率, 精确,

可控大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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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端到端扫描时间

(2 分钟)
数据采集

(40 秒)
数据处理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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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结构强固,

一贯的高可靠性

 SSR-Omni 基于 GroundProbe 最新
的 SSR 平台构建, 由长时间的可靠性记
录, 正常运行时间和经验证的机械工程能
力作为支撑。

	 我们已经拥有超过 17 年的生产世界上最耐用的雷

达产品的经验。像我们所有的系统一样, SSR-Omni 针对一

些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可靠的运行进行了设计和测试, 包括

强烈的阳光, 雨水, 风, 雪和湿度等。

	 全球所有雷达系统正常运行时间超过 99.8%, 
GroundProbe 拥有最可靠和最强固的雷达系统。搭载在 
SSR-Omni 上的是雷达行业中最可靠的复合柴油发电机系

统。它的构造坚固, 运行不受天气影响, 符合全球范围内的

所有现行排放标准。

 SSR-Omni 可以 360° 全方位覆盖, 
测量距离远至 5.6 公里范围。

360°扫描全覆盖

	 拥有 360° 的扫描范围, SSR-Omni 是 GroundProbe 
的全覆盖监测解决方案。通过扫描其周围完整的一周, 其
提供了尽可能广的监测。每 40 秒完成一次 360° 数据采集, 
用户可以快速地发现新的风险或变形区域, 从而迅速采取

行动。

长测程,

广泛覆盖

	 雷达的扫描区域完全由用户自行定义, 以便提供

矿山对于设置位置和扫描时间的灵活性。

最长的监测距离

	 最远扫描距离至 5.6 公里, 矿坑内覆盖范围可达 
11.2 公里, SSR-Omni 的长测距和 360° 扫描范围可以轻松满

足世界上最大矿山的需求。即使在其 5.6 公里扫描距离上, 
该系统也可以保持其亚台阶级别的最高分辨率品质, 确保

数据精确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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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第一的

超高分辨率

成像系统

 SSR-Omni 配备了一个业届前所未
见的高分辨率的全景成像系统。

四千万像素白天/夜间功能全景照相机

 SSR-Omni 搭载了一台四千万像素的成像系统, 可
一次性拍摄 180 度全景图像, 支持 21 个级别的缩放。借助

于系统的全景功能, 该系统能快速获取 360 度全景图像, 以
便于部署或在需要时即时更新照片。

	 其高灵敏度镜头及其真正的红外夜视和创新像素

分箱处理技术, 使得相机可以在弱光场景中表现强劲。

 SSR-Omni 的照相机也具有抗冲击和耐气候

性。IP66 的防护等级可以使其免受恶劣采矿作业环境的影

响。照相机内部的加热器和风扇确保冷凝和极端环境得到

控制, 可以在 -40° 至 +55° 温度范围内, 所有的湿度条件下获

取清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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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实时远程巡视

 通过其机载成像系统, 用户可以进行远程实时巡

视监测, 一次 180 度。

	 它具有双回路实时视频流与缩放功能, 能在一个

屏幕上显示完整的 180° 全景视频和感兴趣的缩放区域。

	 用户通过 SSR-Viewer 软件远程控制 SSR-Omni 照
相机, 可以无需进入现场即可以检查关心的区域。用户可

以在办公桌前实时的或事件后回放历史视频和图像放大, 
以检查和分析目标区域在滑坡前, 期间和之后的情况。



超精确密定位,

内置倾斜传感和自动地理参考影像配准

	 配备一体式 GNSS, 陀螺传感器, 磁
力计和测斜仪, 提供有关雷达地理空间定
位的超精确信息。

厘米级精度和自动地理坐标参考

 SSR-Omni 配备了一体化 GNSS, 内置最先进的算

法, 为用户提供关于他们的雷达位置, 方位角和倾角的信息, 
具有厘米级精度, 可用于数据的自动地理坐标参考。

 1 对 17 年来采集的业界最大的边坡监测数据这些

数据分析告诉我们, 大约三分之一的雷达放置在发生位移

的边坡上。

	 先进的定位仪器使系统能够检测到其部署在变形

边坡上, 将其与被监测边坡的位移区分开来, 以确保最高的

数据准确性。

	 通过内置的地理空间定位技术, 雷达的位置也能

在 SSR-Viewer 中自动完成地理坐标参考。

	 和我们所有的边坡稳定性监测硬
件一样, SSR-Omni 完全兼容 GroundProbe 
公司拥有专利的市场领先的分析软件 
SSR-Viewer。

 SSR-Omni 用户可以使用我们的 SSR 雷达客户已经

习惯的所有功能——比如强大的数据可视化, 图表和分析

工具——另外还有一些附加的额外工具。

全新业界创新性的大气校正算法

	 随着 SSR-Omni 的推出, GroundProbe 很自豪地提

出了我们正在申请专利的大气校正算法。这是我们的数据

处理专家已经研究了三年的一个全新思路。

	 我们利用了我们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经验以及世

界上最大的边坡文件数据库, 来开发和完善我们的最新算

法。

	 新算法与目前的大气校正方法截然不同, 能对大

气干扰的控制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从而给用户提供最清

晰的数据。

DTM 可视化中的 3D 像素选择

 GroundProbe 的 3D 像素选择工具使得我们拥有了

在三维可视化界面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制图能力。

	 数据的变形热图覆盖在矿坑的 3D 模型上, 用户可

以选择其中单个或多组像素点进行分析。

SSR-Omni 和 SSR-Viewer 9

	 在 SSR-Viewer 中, GroundProbe 所有强大的制图工

具——包括形变, 相干性和速度分析——都显示在 3D 可视

化数据和场景模型旁边的一个屏幕上, 用户可以使用这些

工具进行完整的分析。

数据和图像对应, 市场领先的可视化

	 在 SSR-Viewer 中, 高清图像与 SSR-Omni 生成的数

据相对应, 是 GroundProbe 特有的技术。

	 数据被可视化为变形热图, 并直接链接到照片中, 
提供每个点的空间信息。

 SSR-Omni 用户可以在两种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中

选择 —— 3D 数字地形模型视图或平面视图。通过点击图像

的任何部分, 可以实时查看和评估边坡的运动。

一流的分析工具和预警能力

 SSR-Omni 提供快速, 精确的数据分析用以探测变

形趋势, 并能够发送立即采取行动的警报。

 SSR-Omni 能够使用 SSR-Viewer 所有强大的分析和

警报工具。丰富的图表库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工具, 用户可

以分析数据以识别趋势并使用速度倒数理论预测滑坡。

 SSR-Omni 的预警功能是可联网的, 可分级的和精

确的, 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设备上实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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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ber of the Orica Group

    从我们开发的产品到我们提供的解决方
案，我们的愿景始终是让采矿更加安全。

GroundProbe中国全资子公司: 朗博（南京）矿业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麒路东山国际企业研发园E座

电话: 025-84189710   传真: 025-84189726
邮箱: infoCN@groundpr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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