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y In The Cloud
飞翔在云端

i80



以“4F”的设计理念

为用户带来飞一般的测量体验

Free Faster FurtherFairy



“镁”体：镁合金整机工艺，流线型外壳，质轻

坚固，屏蔽电磁。工业级三防设计，抗3米跌落，

保障仪器在极端恶劣条件下正常作业。

“芯”动：进口主板，支持全卫星多系统220通

道，核“芯”动力带来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测量

体验。

智能供电：双电池智能供电系统，热插拔电源，

1000次充放电过程,持久续航满足您一天高强

度测量所需。

防水透气膜：最新工艺，机身自带透气孔，保证

主机内外气压一致，透气同时绝不漏水。保护

传感器不受污染物、水、盐分和其它腐蚀性液

体的影响，确保传感器测量精确、性能稳定。

高度集成

体积国内最小，直径≤12.4cm；

机身内置主板、核心控制板、MEMS、电台、

天线、智能双电池、4G、多模蓝牙、Wi-Fi模

块，方寸之间汇聚精华，挑战GNSS接收机技

术极限。

工艺

　　打造国内体型最小的GNSS接收机，极致

小巧的机体设计，为您带来至臻完美的用户体

验。是时候放下沉重而繁复的设备行囊，手提

作业箱，轻松上阵去。

小巧
掌上精灵，迷你便携airyF

本图产品为实际尺寸大小



倾斜测量应用场景：墙角、房檐、树木、冰川...

应用领域：国土、国防、农业、交通、林业、考古...

应用

（外业测量其实是一种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您无法预测

下一个项目将要面对的野外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也许您要

翻过荆棘密布的山岭，亦或是穿过水流湍急的河流，为了

完成测量任务，面对大自然带来的种种困难，您都要一一

克服。

艰难时刻，i80应运而生。为高山量体，为大地立标，所到之

处，无往不利！）

RTK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倾斜测量技术。

i80内置的倾斜传感MEMS系统，在30°以内倾斜状态下，

MEMS系统可以根据航向角和倾斜角计算出精确的实际偏

移量，使得倾斜状态下的精度也可以满足高精度测量要

求，让用户在实际测量中不需要考虑对中杆气泡居中即可

测量。

倾角30°以内，精度1至3公分。

倾斜测量
自由定位，随心测量reeF

30°

测地通软件是华测为测量人员专门设计的一款手簿测量软件。其功

能专业、全面、界面清晰、易学易懂，软件可运行Android、iOS和

Mobile等多种操作系统。软件具有全面的应用功能，能够最大限度

的满足室内外工作的需要。

软件 全新      版测地通LS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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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全星座系统

全面支持GPS：L1C/A、L1C、L2C、L2E、L5；
GLONASS：L1C/A、L1P、L2C/A、L2P、L3；
B D S ： B 1 、B 2、B 3 ；
G a l i l e o ：G I O V E - A 和GIOVE-B、E1、E5A、E5B；
全星座全频段卫星接收，初始化时间5s以内，抗干扰能力更强，
超长基线解算更优，测量精度更高，出色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最先打破国内GNSS产品与进口接收机
联合使用的技术壁垒，对于原有进口RTK
仪器用户，无需其它辅助设备即可无缝兼
容，实现RTK1+N作业。

制定不同移动速度区段与不同更新速率
的关系模型，运用嵌入式系统命令，充分
调动剩余处理器源，双重同步解算，合理
输出高动态状态的更新数据。

主机可通过U盘、网页、云服务器等多
种方式进行升级，真正脱离了单纯使
用RS232串口升级的束缚，操作方便
实用，更加的智能、更加的人性化。

全星座系统的应用实现了RTK百公里
超长基线的快速解算，百公里Fix时间
10-90s。可广泛应用于工程项目。

内置低功耗收发一体电台模块，实现基准站和移动站互换，多
种作业模式自由组合。无需外挂电台便可小范围（10km）作业，
轻便快捷。

TSC3采用59键全键盘设计，包含所有的数字及字母按键。通过了美国军工MIL-STD-810G防水、防
尘、抗摔标准。TFT-LED显示屏在强光下更易看清。内置Wi-Fi、500万像素相机、罗盘、GPS、加速计
搭载最新800MHZ的ARMCortex™-A8处理器使得手簿运行更加流畅，功能更加强大。FCC、CE、
ROHS的认证也让TSC3成为市面上一款非常强大、独一无二的手簿控制终端。

无缝兼容进口GNSS FIX百公里百秒

内置收发一体电台 高动态数据更新 智能升级

即插即用的高速USB，无需安装驱
动，连上电脑即可传输数据。

U盘式数据下载 多功能TSC3控制器

新式载体带来便捷、高速的操作体验

asterF 划时代的新式载体为您带来便捷的操作享受与更高的测量效率。

只要您手上有一台带Wi-Fi的智能手机，就能代替手簿轻松管理i80，通过Wi-Fi手机网页功能

设置主机信息。i80和智能手机一方联网即可实现双向传输，同步实现多点链接状态下的数据

传导，数据传输链更加稳定，传输速度更快，让您的测量工作从此更有效率。

手机上的GNSS

i80可连接任何带有Wi-Fi功能的移动终

端（包括智能手机、PDA），进行数据传

输、读取、设置，为用户提供除蓝牙、串口

以外的第三种连接方式。

32GB原装标配，可扩展64GB内

存。全星座多频数据标准模式下可容

纳10年存储量。

装标配3.75G网络通讯模块，可扩展

工业级最高端4G芯片，真正实现4G

网络通讯，突破移动终端通讯慢的壁

障，网络制式全球可用。

Wi-Fi热点技术

10年数据存储

4G高速网络 

可扩展支持多模蓝牙，支持iphone、ipad、

Mobilephone、PDA,全面兼容iOS、

Android、Mobile及Win7/Win8系统。

多模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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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云端实现远程版本升

级、软件调试、故障诊断等

功能，让 您的仪器始终保

持最佳工作状态。

二次开发的空间，不断完善的云平台，

带来无限可能的未来。

通过云后台，可轻松实现项目信息团队共

享、测量数据实时记录、远程智能专家服

务，将测量作业从野外延伸到室内，从个人

拓展至团队，从用户连结到服务商。

【Z轴】
面向未来

【Y轴】
纵深交互

【X轴】
广域延展

新一代云服务产品
云端智慧 让测量突破时空界限

urtherF 云端升级：开机自动上网登陆云平台，检

测主机当前最新固件版本，与自身固件版

本作对比，将对比信息显示在手簿端，用

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升级，实现了更加

智能、人性的远程功能服务。



GNSS测量系统
北斗全星座



2015.上海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WWW.HUACE.CN
400-620-6818

201702传真：021-54500735 邮编：电话：021-5150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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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采用3.75G网络通讯模块，旗舰版可扩展4G。②：旗舰版可扩

展多模蓝牙。③：倾斜测量精度随倾斜角度不同略有变化。④：可

能会受障碍物、磁场、电场等影响。⑤：电池使用时间根据工作模

式不同而有变化。

物 理 特 性

存储和记录

环境参数

I/O端口

体积(W×H)

重量     

材质

外观

内置

特性

存储格式

内置存储器

原始数据记录率

传输数据方式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湿    度

防水防尘

冲击震动

1个外置UHF天线接口

1个七针LEMO数据口，支持供电，USB数据下载，U盘升级功能

1个七针数据传输串口，支持供电，差分数据输出。

1个SIM卡槽

12.4cm×14.0cm

1.02Kg

镁合金

流线型圆柱体，LCD显示屏

精密MEMS倾斜传感器

防水透气膜

HCN、RINEX

32GB,可扩展为64GB

1Hz，其他可选

即插即用的USB传输数据方式

-45℃~+75℃

-55℃~+85℃

100%无冷凝

IP68标准

抗3米跌落

按键

一个开关键、1个FN键

网络功能

Wi-Fi

蜂窝移动

多模蓝牙
② 支持iphone、ipad、Mobile phone、PDA,全面兼容iOS、

Android、Mobile及Win7/Win8系统。

免费24小时上海、北京多网络服务器支持

802.11 B/G/N，支持AP

3.75G（可扩展4G）内置调制解调器，
HSPA+ 21Mbps （下载），5.76Mbps（上传）
WCDMA850/900/1700/1900/2100
EDGE/GPRS/GSM 850/900/1800/1900

UHF电台

数据格式

内置高性能电台(标配)

支持PDL电台，协议支持TT450S、透明传输

RTCM2.X、RTCM3.X、CMR、CMR+、CMRx、RTCA
NMEA0183、PJK平面坐标、二进制码NTRIP协议

屏幕

液晶屏幕（可显示卫星数、电池电量、主机模式、静态信息、主机信息等）

可视化设置（主机工作模式、电台频率、服务器地址、差分格式）
指示灯（1个卫星灯，1个差分信号灯）

测 量 精 度

单机定位精度

码差分定位精度

初始化时间

初始化可靠度

电 气 参 数

产品配置

接收机特性

i80 旗舰版

 

 

 

 

 

 

 

i80经典版

北斗-全星座系统

倾斜测量系统

无缝兼容进口GNSS

内置收发一体电台

云端诊断 闪电升级

液晶屏显示

4G高速网络①

Wi-Fi功能

多模蓝牙② 

FIX百公里百秒 

U盘升级

PPK 

内置存储32GB

U盘式数据下载

双电池

高动态数据更新

多服务器网络通讯保障

手簿型号配置

国内体型最小的GNSS接收机

倾斜测量系统2米高度倾斜30°内自动补偿③

Wi-Fi功能 150米移动互联④，54Mbps数传

Linux操作系统

内置WEB页面，支持移动终端设置

4G高速网络①

双电池无缝切换技术

北斗全星座，220通道

未经过滤与平滑的伪距观测值数据用于低噪声、低多路径误差、低时域相关

和高动态响应；                     

1 Hz频宽内，优于1毫米的精度

支持以dB-Hz为单位的信噪比，可靠的低高度角跟踪技术

主机功耗

双电池容量

电池电压

电池寿命

电池工作时间⑤

外接电源

专业测量手簿(TSC3可选)      LT30(Mobile/Android手簿可选)

1.5米

0.45米

5s

＞99.99%

3.2W

6800mAh

7.4V

1000次充放电过程

RTK模式12小时，可外接直流电，双电池电源自动切换

高精度静态精度

静态和快速静态精度

RTK精度

CORS RTK精度

平面精度：±(3+ 0.1×10-6×D) mm 
高程精度：±(3.5+0.4×10-6×D) mm

平面精度：±(3+0.5×10-6×D) mm
高程精度：±(5 + 0.5×10-6×D) mm   

平面精度：±(8 + 1.0×10-6×D) mm  
高程精度：±(15+ 1.0×10-6×D) mm

平面精度：±(8 + 0.5×10-6×D) mm  
高程精度：±(15+ 0.5×10-6×D) mm

12-36VDC

*本公司产品技术参数及配置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