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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救生器 OBT1000 pro 主机

1.1 OBT1000 pro 主机结构示意图

智能救生器主机结构示意图

智能救生器电量显示屏

显示电量显示屏外框屏

电量显示屏中间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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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BT1000 pro 主机状态速查表

1.3 OBT1000 pro 主机参数表

指示灯 颜色状态 指示信息及异常处理方法

电量显示屏 绿色常亮 电池电量指示，5 格满电，1 格电量耗尽

电量显示屏

红色外框

红框常亮 救生器动力正常

红框闪烁 动力组件异常

高亮警示灯

红色交替闪烁 救生器主机联遥控器机前待机状态

红色单边闪烁 电池不足，充电 5 小时后重启

红色同时闪烁 救生器主机与遥控器成功联机

红色常亮 救生器与遥控器无法联机，重新开机对联

备注 若出现上述异常，且无法恢复正常，请联系我们

整体尺寸 80cm/75cm/23cm 内填充材料 PS 泡沫塑料（可选）

外壳材料 高密度聚乙烯（HDPE） 重 量 10.3KG

技术规格

速度 空载：8.8 节

满载：2 节

后退：0.5 节

整机功率 1440w

提供浮力 >18KG 电池类型 锂离子电池

空载续航时间 >40 分钟 电池容量 30AH

满载续航时间 >25 分钟 电池电压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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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RT100遥控器

2.1 ORT100 遥控器结构示意图

遥控器与主机一对一配对使用，不能互换使用，多台取用注意编号对应。

遥控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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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RT100 遥控器状态速查表

2.3 ORT100 遥控器参数表

指示灯 颜色状态 指示信息及异常处理方法

故障灯 红色常亮 遥控器故障，充满电重启

电量灯

蓝色闪烁 遥控器状态正常

紫色闪烁 救生器主机处于自动返航中

黄色闪烁
遥控器处于充电过程中；处于使用

过程中且蜂鸣器报警为电量不足

黄灯常亮 处于充电中的遥控器已充满电

通信灯

绿色常亮同时蜂鸣器

发出滴滴声

救生器主机未开机

或处于遥控接收范围外

绿色闪烁 正常工作状态

绿灯熄灭 遥控器异常，关机重启

备注 若出现上述异常，且无法恢复正常，请联系我们

整体尺寸 外壳材料 重量

14.5cm/6.2cm/7.2cm ABS 300g

技术规格

按键 2个 通信距离 800 米

摇杆 1个 2D 摇杆 防水等级 IP65

工作时间 2小时 充电模式 无线充电

待机时间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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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RT100收置挂架

3.1 ORT100 挂架结构示意图

3.2 ORT100 挂架参数表

整体尺寸 50cm/44cm/25cm
外壳材料 铝合金(阳极氧化)
重量 2100 g

技术规格

电源 AC 100～240V，50/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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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使用

4.1 主机开机与关机

4.1.1标准版救生器将主机从挂架上取下便可开

机；便携版救生器将带式开关从主机上解开便

可开机；

4.1.2 电量确认：观察主机上电量显示屏，确

保主机每次工作之前至少有 4 格电，否则请更

换其他救生器，并将其充电；（请检查充电口盖

子并确认已经拧紧，以防充电口进水）。

4.1.3，标准版救生器将主机挂到挂架上进行关机，便携版将带

式开关扣上进行关机。

4.2 遥控器开机与关机

4.2.1 取下遥控器；

4.2.2 按一下遥控器“启动”键开机；

4.2.3 遥控器上的绿灯常亮、蓝灯闪烁时，可

开始使用；

4.2.4 如果电源灯显示为黄色闪烁且蜂鸣器发

出滴滴声或者故障红灯常亮，表示遥控器异常，

请按照“故障处理说明”提示操作。

4.2.5 按下遥控器“启动”键即可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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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联机试机

主机和遥控器开机后，主机警示灯由交替闪烁变为同时闪烁，

说明遥控器和主机已经联机。轻推控制手柄，救生器主机的双螺

旋桨（电机）正常工作，救生器联机成功可以使用。

注：为保护电机，主机未入水中时，请勿连续 10 秒以上的

长时间运转电机。

4.4现场援救操控

4.4.1 将主机投入水中，通过遥控器操控救生器驶向待救援目标；

4.4.2 当救生器到达救援目标附近时，应使用低速缓慢驶向待救

援目标身边，待救援目标抓住救生器。

4.4.3 待救援目标抓稳后，遥控救生器返回。必要时启动自动返

航模式（长按遥控返航键 2秒），返航至启动位置附近。

4.4.4 若救生器出现失联状况（主机离开遥控器控制范围），将

自动进入失联返航模式，救生器进入遥控器信号范围（遥控器紫

色灯闪烁），此时可以通过推动遥杆任意方向或长按返航键 2秒

切换手动操作模式。

注意：

 使用遥控器时，其防脱绳固定到手腕上，防止遥控器脱落。

 长头发及丝带衣物有进入推进器的危险，若发生此状况立即

停止运行。

 自动返航行驶模式受水域环境的影响较大，并且没有自动绕

开障碍物的功能，仅作为辅助功能使用。如果发现自动返航

时状态异常，请切换为手动模式。

 行驶途中若发生侧翻和倾覆，使用倒车操作可自行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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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使用后清洁及检查

4.5.1 使用后将智能救生器收回，按一下遥控器上的“启动”键，

待遥控器关机，主机进入待机状态（主机警示灯交替闪烁）；

4.5.2 智能救生器主机推进器清洁

去除杂物：确认对应的主机遥控器的电源关闭后，去除掉主

机推进器上的杂物（如水草等）。清洗：可以使用淡水冲洗推进

器清洁至没有海水或杂物残留；也可以将主机推进器放置于干净

的淡水中（推进器需完全浸没于水中），控制推进器中速运行

10-15 秒，进行自清洁。

 *安全提醒:确保遥控器已关机（或者主机关机），方可清理推

进器，徒手伸入推进器内部清理杂物时，有伤及到手的可能。

4.5.3 检查螺旋桨是否破损，检查螺

旋桨固定螺母有无松脱（蓝色线成直

线如下图所示则为无松脱，蓝色线错

开则为松脱），如果发现有松脱，请联

系我们；

4.5.4 检查螺旋桨防护网是否松动，

以及固定圈的螺栓是否松动与脱落，

若有发生，请停止使用并请联系我们。

4.6 智能救生器收置及充电



9

4.6.1 主机收置

便携版：将带式开关的磁钢放于主机背面的中上部，如右图。

移动调整其位置直至主机上的电量显示屏与警示灯熄灭，对扣扣

紧，如右上图。

标准版：将主机放置于挂具上，左右轻微

调整位置直至主机上的电量显示屏与警示灯熄

灭，如右图。

4.6.2 主机充电：可以保持长期充电状态。

标准版：将充电箱插入 220v 电源，将输出

插头正确（白点对准白点）插入主机上的充电

口，如右图。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从绿色变为红

色，即表示主机处于正常充电中，充满之后指

示灯从红色变为绿色。

便携版：便携版没有主机悬挂支架。将充

电器插入 220v 电源，将输出插头正确（白点对准白点）插入主

机上的充电口，如上图。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从绿色变为红色，即

表示主机处于正常充电中，如下图。指示灯从红色变为绿色表示

电量充满。

4.6.3 遥控器充电

标准版：将遥控器背面圆孔

挂到充电箱圆钉上，将背面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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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贴合到遥控器充电模块圆盘上，遥控器上中间电源指示灯成

黄色并不断闪烁为正在充电，黄灯不再闪烁则充电完成，如图。

便携版：将无线充电器插入 220v 电

源，将遥控器背面充电指示区域贴合到

无线充电器上，遥控器上中间电源指示

灯成黄色并不断闪烁为正在充电，黄灯

不再闪烁则充电完成，如图。

5. 救生器日常维护检查

注意事项：

 为使智能救生器能够长期高效、无故障的执行救援任务，请

务必做好以下维护工作

 主机与遥控器一对一，不可互换。

5.1 每次使用完成之后，清除推进器杂物，用干净淡水冲洗主机

推进器，或将推进器完全浸没入淡水中中速旋转 10-15 秒。

5.2 每次使用完成之后分别对救生器和遥控器进行充电，保证每

次使用时有足够的电量，充电后拧紧密封盖防止漏水。

5.3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主机，请使用带式开关关机，或者置于挂

架上关机；

5.4 定期检查智能救生器的状态，检查的范围包含但不限于：

5.4.1 检查智能救生器、遥控器、挂具的外观；

5.4.2 检查智能救生器主机的电量、遥控器的电量；

5.4.3 智能救生器主机、遥控器联机后的工作状态；

5.4.4 智能救生器主机、遥控器的充电功能；

5.4.5 参照 4.5.3/4.5.4 标准检查

5.5 请按照上述要求进行设备维护，对于任何改装、拆卸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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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者间接的不良后果，将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6. 救生器存放条件

6.1 救生器的长期储藏环境温度应在-20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

6.2 请勿将救生器长时间放置在阳光直射的场所。

6.3 主机充电器以及遥控器充电器均为不防水部件，请避免雨淋

或暴晒。

6.4 禁止踩踏主机或将重物压放在主机上。

6.5 在运输过程中或者长时间不用时，请将主机挂在挂架上或扣

上带式开关以保证整个机器处于关机状态（电量显示屏熄灭状态

时即为关机状态）。

7. 慎用水域提示

本产品不适合在以下列出的水域使用：

7.1 有大量漂浮物水域；

7.2 水草密集水域；

7.3 水下 30CM 有礁石水域；

7.4 风力超过 7级水域；

7.5 海浪超过 5级水域；

7.6 水流流速超过 4节水域；

7.7 狭窄的河道；

7.8 泥石流、洪水水域；

7.9 气温低于零下 5度环境（特殊情况必须使用，应该先在零度

以上（环境开机运行 5分钟后再投入水中使用）；

7.10 气温高于 55 摄氏度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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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处理及附表

制造商：上海欧迅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1021 弄 2 号 101 室

故障现象 故障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主机航行速度慢于正常

速度

主机电量不足；

螺旋桨卷入异物

主机确认关机后，进行充电处

理，清理螺旋桨

主机航向跑不直 螺旋桨卷入异物 主机关机后清理螺旋桨

遥控器开机后黄灯闪烁

且蜂鸣器发出滴滴声

遥控器电量接近耗尽 关闭遥控器对遥控器进行充电

后重启

主机双警示灯常亮 主机与遥控器失去连接 检查遥控器天线是否拧紧，分

别重启遥控器，重启主机

遥控器绿色信号灯常亮

且蜂鸣器发出滴滴的警

告声

主机未开机，主机远离

遥控器有效遥控范围

检查主机是否开机；举高遥控

器，观察遥控器，若情况依旧，

请重启遥控器

主机不按遥控命令自行

向投放地点移动

主机因与遥控器失联进

入失联返航模式

举高遥控器，观察电源蓝灯在

主机靠近后是否变为紫色，若

无此现象则重启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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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救生器故障处置记录表
序列号 检查日期 故障详情 记录人

服务热线：021-5767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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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救生器使用记录表
序列号 使用日期 详情记录（原因、位置、设备状况等） 使用人

服务热线：021-5767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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