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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机⾃检

⾃检功能主要是判断接收机各个模块是否⼯作正常。当S5Ⅱ的指⽰灯不亮
或者有模块不能正常⼯作时，您可以使⽤⾃检功能来检测接收机。

S5Ⅱ⾃检部分包括GNSS、电台、WiFi、蓝⽛，传感器5个部分，⾃检过程中会
有语⾳播报检测结果。⾃检操作和结果显⽰如下：

3、按键及指⽰灯说明

在接收机⾃检过程中，每检好⼀个模块会有语⾳播报检验结果。若模块
检验成功，语⾳播报“成功”且指⽰灯常亮直⾄⾃检完毕。若有模块⾃检
失败，语⾳播报当前模块⾃检失败，模块指⽰灯会持续闪烁，蜂鸣器连续
鸣叫，直到⽤⼾重启接收机。

如果各个模块的指⽰灯亮⽽不闪，并且会有语⾳播报各个模块正常⼯作
（⽐如“⾃检GPS成功”），则表⽰各个指⽰灯所代表的模块能正常⼯作。
接收机在全部⾃检完成后，开始正常⼯作。

1、外观说明

⼀、主机说明

红绿双⾊�

指⽰灯� 状态及含义� 详细说明

红绿双⾊熄灭：未搜星
红灯闪烁：已搜星但未定位
绿灯闪烁：已定位但未固定
绿⾊常亮：固定解
红绿灯交替闪烁：GNSS主板异常

红绿双⾊

绿灯常亮：数据链设置成功
绿灯闪烁：数据传输正常
蓝灯闪烁：静态模式下根据设定的静态采样间隔闪烁

蓝绿双⾊�

绿⾊常亮：电量30%-100%
绿⾊闪烁：电量10%-30%
红灯闪烁：电量＜10%，并带有语⾔滴滴声
充电时⻓亮红灯，充电完成⻓亮绿灯

卫星

数据链

电源

蓝⽛
蓝⾊单⾊�

惯导指⽰灯

1PPS
绿⾊单⾊�

绿⾊单⾊�

常亮：与设备建⽴蓝⽛连接
熄灭：没有与设备建⽴蓝⽛连接

常亮：惯导正常输出固定时
熄灭：未开启惯导

有1PPS输出时绿灯亮，⽆IPPS输出灯灭

G

B、电源键 D、1PPS接⼝

F、Type-C接⼝

A、指⽰灯 C、SIM卡槽

E、5芯接⼝ G、UHF接⼝

c.�

b.�

接收机在开机状态下，⻓按电源键直⾄语⾳播报“是否关闭设备”后松开
电源键，再次⻓按电源键直到听到⼀声蜂鸣声，同时语⾳播报“开始⾃
检”后松开按键，松开按键后接收机进⼊⾃检状态（新机最好⾃检⼀次），
也可以通过屏幕操作进⾏⾃检。

a.�



4、WebUI⽹⻚设置�

主机开机后，WiFi搜索连接设备SN号的热点，连上之后，在浏览器输⼊地
址192.168.10.1(推荐使⽤⾕歌浏览器)，输⼊⽤⼾名：admin，密码：
password，进⼊WebUI。

WebUI的主要功能：
a、仪器状态信息查看：能查看定位状态、系统信息等；
b、参数设置：能进⾏⼯作模式设置、配置集、系统参数设置等；
c、数据下载：能下载静态数据、测量备份数据；
d、管理：能进⾏固件升级、仪器注册、格式化磁盘、⾃检、恢复出⼚设置、�����
---�重启���设备等。

A、�Type-C接⼝
B、�电话卡
C、�存储卡�

B

C

A ⾃定义功能键、
B、屏幕

菜单键C、
启动键/采集键D、

E、FN功能键启⽤
F、数字/⼤⼩写字⺟
�����切换键
G、电源键
H、主⻚
I、��回退
J、�回删
K、Tab，换⾏
L、回⻋确认

⼆、⼿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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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软件的简易操作流程，此流程只是我们提供的⼀种引导，初学者可以参
照使⽤。详细使⽤步骤请参照SurPAD4.0说明书、S5Ⅱ⽤⼾⼿册（注：可在
www.situoli.com下载专区下载，以及⽤微信扫⼀扫本册封底的⼩程序码）。

1、架设基准站�

基准站架设在未知点上时，使⽤单点坐标发
射，基准站架设在已知点时，可使⽤指定基准
站坐标发射。�

将S5Ⅱ基准站架设好，使⽤内置电台模式时，
接好UHF电台天线，按电源键将接收机打开，
等待基准站锁定卫星。

2、新建项⽬

打开SurPAD4.0⼿簿软件，【项⽬】【- 项⽬管理】【- 新建】，输⼊项⽬名称，坐标
参数类型，选择【本地坐标参数】，转换框架不使⽤；

椭球参数：选择和已知点的椭球⼀致，如果未知，则使⽤默认值即可；

投影参数：中国⼀般使⽤⾼斯投影，输⼊对应的中央⼦午线，软件默认格式为
度分秒。如果未知，则点击右⽅的⾃动获取图标获取，其他值默认。

三、外业测量简易操作流程

注：国家坐标系统⼀般有规定的中央⼦午线经度，⾃定义⼯程坐标的中
央⼦午线经度⼀般情况下建议不要和实际相差⼤于0.5度，以免因为投
影变形⽽带来的测量误差。���

3、⼿簿与主机连接�

【仪器】【- 通讯设置】，搜索对应主机编号，连接主机，⼀般情况使⽤蓝⽛连接。

a、⾼度⻆在�15�度以上开阔，⽆⼤型遮挡物；�
b、⽆电磁波⼲扰（200⽶内⽆微波站、雷达站、⼿机信号站等；50⽶内⽆
 ⾼压电线）；�
c、在⽤电台作业时，基准站架设在尽可能⾼的位置，基准站到移动站之
 间最好⽆⼤型遮挡物，否则差分传播距离缩短；�

下⾯就�RTK�在使⽤平⾯四参数+⾼程改正时的作业步骤作详细说明。

架设基准站。���注：接CORS差分信号时不需要架设基准站。�

打开P9II⼿簿，打开SurPAD4.0⼿簿软件、⼿簿连接基准站、新建项⽬、设
置坐标系统参数、设置好基准站参数，使基准站发射差分信号。�

连接移动站，设置移动站，使得移动站接收到基准站的差分数据，并达到固
定解。�

移动站到测区已知点上测量出固定解状态下的已知点原始WGS-84坐标，
根据已知点的原始坐标和当地坐标求解出两个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并
应⽤转换参数。�

到另外⼀个已知点检查转换之后的当地坐标是否正确。

开始作业（如果基准站重新开机或位置挪动后，移动站需要进⾏基站平移
校准，利⽤标记点校正。）

数据⽂件导出需要的格式。

基准站架设点尽量满⾜以下要求：�

由于我国⼤部分情况下使⽤的坐标系都为国家坐标系或地⽅坐标系，
⽽GNSS所接收到为WGS-84坐标系，因此如何进⾏坐标系统的转换，
成为RTK使⽤过程中很重要的⼀个环节。�

⼀般情况下，可以根据已知条件的不同⽽使⽤不同的坐标转换⽅法，
常⽤转换⽅法有：四参数+⾼程改正、七参数，使⽤四参数需要⾄少两
个已知点，⽽使⽤七参数需要⾄少三个以上已知点。

在作业过程中，⼀般的使⽤⽅法为：�

1、

2、

3、

4、

5、

6、

7、�



6、求解转换参数

⼀般情况下，已知点最好分布均匀且覆盖测区。以四参数为例，点击主界⾯下【⼯
具】【- 计算转换参数】，弹出参数计算界⾯。点击左下⻆【增加】，弹出添加点坐标
窗⼝，输⼊点的点名和已知坐标，将对中杆放到待测点对中整平，点击定位图标，
点击【开始】平滑采集，选择“天线⾼量取⽅式”，输⼊“量取⾼度”，� 采集完成后点
击【确定】。

再将移动站移动到第⼆个点，重复第⼀个点测量时的步骤，参数计算界⾯会显⽰
已知点的坐标，点击【计算】【- 应⽤】，则转换参数启动。

5、设置移动站

蓝⽛断开和基站主机的连接，连接移动站，S5Ⅱ移动站主机开机，点击【仪器】-
【移动站模式】�

7、已知点检核

到已知点上检核坐标是否正确，检查完成后进⾏后续的测量、放样等⼯作，
采集的数据会保存在测量点库中。

4、设置基准站

【仪器】【- 基准站模式】，在“基站ID”中输⼊⾃定义的ID值，在“启动参数”项⽬选
择【使⽤单点坐标】，“差分模式”选择【RTCM32】，“开机⾃动启动”⼀般默认打开。

注：在GPS参数报告中，可以对平⾯转换参数和⾼程转换参数进⾏查看，
⽐例尺参数⼀般为⽆限接近1的值，如果数值不符，请检查在操作过程中
是否出现操作错误或坐标错误等相关情况。点击【项⽬】【- 坐标系统】可查
看到四参数和⾼程拟合参数使⽤情况。

注：如果基准站架设在已知点，⽤⼾知道基准站的WGS84坐标，则可以选
择【指定基站坐标】，在【设置基站坐标】和【设置基站天线⾼】选项中输⼊
基准站坐标和仪器⾼来启动基准站。

在“数据链”选项中选择通讯模式

内置电台，选择【内置电台】，选择通道数，协议建议使⽤TrimMaskIII，选择
⾼功率。�【⾼级】菜单⾥的参数⼀般默认。点击【应⽤】则内置电台基站启
动，设置好以后S5Ⅱ主机上数据链灯每秒闪⼀次，表⽰正常发射差分数
据。（内置电台启⽤前，必须正确安装电台天线。）

主机⽹络，事先应该在S5Ⅱ主机⾥插上⼿机卡，选择【主机⽹络】，连接模
式选择NTRIP，⾃动连接⽹络打开，⽹络制式选择移动⽹络，使⽤⾃动
APN打开。CORS设置⾥，选择思拓⼒提供或⾃建的服务器。点击【应⽤】则
⽹络基站启动，设置好以后S5Ⅱ主机上数据链灯每秒闪⼀次，表⽰正常发
射差分数据。

（2）

（1）

（1）

（2）

内置电台，选择【内置电台】，选择通道数、协议与基站⼀致，PPK和星链续
航⼀般默认关闭，【⾼级】菜单⾥的参数⼀般默认。点击【应⽤】内置电台移
动站启动，设置好以后S5Ⅱ主机上数据链灯每秒闪⼀次，表⽰正常接收差
分数据。

主机⽹络，先将⼿机卡插⼊S5Ⅱ主机，选择【主机⽹络】，连接模式选择
NTRIP，⾃动连接⽹络打开，上⽹⽅式选择移动⽹络，⽹络制式选Auto。
CORS设置⾥，服务器的IP和端⼝需要和基站⼀致，� ⽤⼾名、密码任意输
⼊，PPK和星链续航⼀般默认关闭。⽹络中继可将差分通过电台转发给另外
的移动站，⼀般默认关闭，点击【获取接⼊点】，获取成功后，选择基站的主机
号作为接⼊点，【⾼级】菜单⾥的参数⼀般默认。点击【应⽤】则⽹络移动站启
动，设置好以后S5Ⅱ主机上数据链灯每秒闪⼀次，表⽰正常接收差分数据。

9、点校正

使⽤同⼀项⽬情况下，如果基准站重新开关机或基站移动后，如果还需要使
⽤之前的⼯作项⽬参数，需要找⼀个已知点，使⽤【项⽬】【- 基站平移校准】-
【利⽤标记点校准】，校准后的坐标才能和基站变换前的坐标统⼀。

8、数据导出

⼯作完成后可在【项⽬】“- 数据⽂件导出”“- 数据⽂件”中将⽂件转换成所需
要的格式，导出的数据保存在⼿簿中，使⽤USB线将⼿簿和电脑连接，将导
出的数据拷⻉到电脑，即可进⾏后续的成图作业。

（3）⼿簿⽹络，⼿机卡插到P9II⼿簿⾥，数据链选择⼿簿⽹络，使⽤⽅法主机⽹络
⼀致。⼀般情况下，移动站得到固定解表⽰已设置好移动站。



⒉�惯导初始化

在测量或放样过程中，软件会随
着RTK所处的精度状态⾃动引导
操作，若⽆提⽰则忽略。

S5Ⅱ加⼊了惯导技术，⽀持倾斜测量，解决测量死⻆问题，测量、放样⽆需对
中，⼤⼤提⾼了作业效率。

将对中杆在地上画圈即可完成校准，⼀
般只需画⼀两圈即可。如右图所⽰：

⒊�对中杆校准

S5Ⅱ⽆需专⽤的对中杆，若杆上⽓泡不准，或杆存在变形，建议在使⽤前对
杆进⾏校准。打开SurPAD4.0⼿簿软件，【仪器】【- 查验精度】【- 对中杆校准】

����������������������������������������������������������������������校准步骤：

四、S5Ⅱ倾斜测量功能

对中杆校准

校准步骤:

1 在解状态为“可⽤”情况下，点击“开始”进⾏校准。

根据图形提⽰，固定杆尖，将接收机前后晃动15秒。2

A

BC

D
A

BC

D A

CD

B

C

DA

B D

AB

C

惯导状态显⽰为“可⽤”，倾斜测量
图标（叻仔，⼈物形象）变为绿⾊，
即初始化完成。�

在解状态为“可⽤”情况下，点击“对
中杆校准”再点击“开始”进⾏校准。
根据图形提⽰，固定杆尖，将接收机
前后晃动⾄指定时间。
杆尖不动，将接收机旋转90°，继续步
骤 ，直⾄完成4个⽅向。如下图所⽰：②

❶

❷

❸

2.

1.【仪器】【- 仪器设置】【- 倾斜测量】【- 开启倾斜改正】；或者在点测量界⾯使
⽤倾斜测量图标开启倾斜测量功能。

【点测量】界⾯，此时会进⼊初始化界⾯，按照界⾯提⽰步骤进⾏初始化，初
始化成功后，倾斜测量图标（叻仔，⼈物形象）变为绿⾊，提⽰惯导可⽤，便
可开始使⽤倾斜测量。

倾斜测量使⽤步骤

倾斜测量使⽤注意事项

1.�

2．

3.�

4．

倾斜⻆度在0°~60°之间，精度2CM。

初始化开始时，仪器的杆⾼和软件中输⼊的仪器⾼要保持⼀致。

若接收机静⽌不动⼀段时间后，倾斜测量过程中若是⼿簿显⽰“惯导
不可⽤”，左右或前后轻微晃动RTK，直⾄该提醒消失即可继续使⽤；

如果初次使⽤，需要进⾏磁初始化、惯导初始化。若使⽤的对中杆存
在变形，则需要将对中杆进⾏校准。

将对中杆在地上画圆，完成磁
初始化

磁初始化

隐藏

初始化⽅式为：

将接收机前后晃动。

3 杆尖不动，将接收机旋转90度，继续步骤 ，直⾄完②
成四个⽅向。

⽅向A

固定解（惯导可⽤）

开��始清��除

⒈�磁初始化
仪器开机，达到固定解后，即可开始初始化。

倾斜初始化操作说明

注：在测量界⾯，软件会⾃动提⽰引导，
若⽆提⽰则忽略。

具体操作⽅式为：

将对中杆在地上画圆，完成磁
初始化

磁初始化

隐藏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