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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s

©2015-2016 Trimb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product and brand names mention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
ers.

SP60 User Guide, Rev. C, August 2016.

Compared to Rev A, links to new website corrected; 
Page 14: Bluetooth LED blinking rates corrected.

Limited Warranty Terms and Conditions

Product Limited Warranty.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herein, Trimble Navigation Lim-
ited (“Trimble”) warrants that for a period of (1) 
year from date of purchase this Spectra Precision 
product (the “Product”) will substantially conform 
to our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s for the Prod-
uct and that the hardware and any storage media 
components of the Product will be substantially 
free from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Product Software. Product software, whether built 
into hardware circuitry as firmware, provided as a 
standalone computer software product, embedded 
in flash memory, or stored on magnetic or other me-
dia, is licensed solely for use with or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duct and is not sold. The term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govern the use of the 
Product Software, including any differing limited 
warranty terms, exclusions and limitations, which 
shall control ov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the limited Product warranty.

Warranty Remedies. If the Product fails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for reasons covered by this limited 
warranty and you notify us of such failure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we will repair OR replace the 
nonconforming Product with new, equivalent to 
new, or reconditioned parts or Product, OR refund 
the Product purchase price paid by you, at our op-
tion, upon your return of the Produ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product return procedures then in effect.

Notices

Class B Statement - Notice to Users. This equip-
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
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
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
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
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
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
ment and the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
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manufacturer or registrant of this equipment 

can void your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equipment 
under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rules.

Canada

The digital apparatus does not exceed the Class B 
limits for radio noise emissions from digital appara-
tus as set out in the radio interference regulations 
of the Canadia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Le présent appareil numérique n’émet pas de 
bruits radioélectriques dépassant les limites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numériques de Classe B 
prescrites dans le règlement sur le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édicté par le Ministère des 
Communications du Canada.

Europe

This produc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a Class B device pursuant 
to European Council Directive 89/336/EEC on 
EMC, thereby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CE 
Marking and sales with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These requiremen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
terference when the equipment is operated in a res-
idential o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Notice to Our European Union Customers

For product recycling instructions and more infor-
mation, please go to http://www.spectrapreci-
sion.com/footer/weee-and-rohs/.

Recycling in Europe: To recycle Spectra Precision 
WEE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products that run on electric power), call +31 497 
53 24 30 and ask for the “WEEE Associate”. Or, 
mail a request for recycling instructions to:

Trimble Europe BV
c/o Menlo Worldwide Logistics
Meerheide 45
5521 DZ Eersel, NL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We, Spectra Precision,
declare under sol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product:

SP60 GNSS receiver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
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2) and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Rechargeable Lithium-ion Battery

This receiver uses a rechargeable Lithium-ion bat-
tery.

WARNING - Do not damage the rechargeable Lithi-
um-ion battery. A damaged battery can cause an ex-
plosion or fire, and can result in personal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To prevent injury or dam-
age:

• Do not use or charge the battery if it appears 
to be damaged. Signs of damage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discoloration, warping, and 
leaking battery fluid.

• Do not expose the battery to fire, high tem-
perature, or direct sunlight.

• Do not immerse the battery in water.

• Do not use or store the battery inside a vehicle 
during hot weather.

• Do not drop or puncture the battery.

• Do not open the battery or short-circuit its con-
tacts.

WARNING - Avoid contact with a rechargeable Lith-
ium-ion battery if it appears to be leaking. Battery 
fluid is corrosive, and contact with it can result in 
personal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To prevent 
injury or damage:

• If a battery leaks, avoid contact with the bat-
tery fluid.

• If battery fluid gets into your eyes, immediate-
ly rinse your eyes with clean water and seek 
medical attention. Do not rub your eyes!

• If battery fluid gets onto your skin or clothing, 
immediately use clean water to wash off the 
battery fluid.

WARNING - Charge and use the rechargeable Lith-
ium-ion battery only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Charging or using the battery in unau-
thorized equipment can cause an explosion or fire, 
and can result in personal injury or/and equipment 
damage. To prevent injury or damage:

• Do not charge a battery if it appears to be dam-
aged or leaking. 

• USE EXCLUSIVELY the dual-battery charger 
(P/N 53018010-SPN) with the AC/DC power 
block (model ADP-65JH AB, P/N 78650) to 
charge the SP60 Lithium-ion battery. See in-
structions in this guide. These two devices are 
part of the SP60 standard accessories list.

CHARGE THE BATTERY ONLY IN THE TEM-
PERATURE RANGE 0° to +40°C (32° to 
104°F), at a maximum altitude of 2,000 me-
ters (6,562 feet).

• Discontinue charging a battery that gives off 
extreme heat or a burning odor.

• Use the battery only in Spectra Precision 
equipment that is specified to use it.

• Use the battery only for its intended use and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Disposing of Rechargeable Lithium-ion Battery

Discharge Lithium-ion battery before disposing of 
it. When disposing of a battery, be sure to do so in 
a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manner. Adhere to any 
local and national regulations concerning battery 
disposal or recycling.

Receiver Use and Care

The receiver can withstand the rough treatment 
that typically occurs in the field. However, the re-
ceiver is a high-precision electronic instrument and 
should be treated with reasonable care.

CAUTION - Operating or storing the receiver out-
side the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can damage 
i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hysical Specifica-
tions in this guide.

High-power signals from a nearby radio or radar 
transmitter can overwhelm the receiver circuits. 
This does not harm the instrument, but it can pre-
vent the receiver from functioning correctly. Do not 
use the receiver within 400 meters (1312 feet) of 
powerful radar, television or other transmitters. 
Low-power transmitters such as those used in cell 
phones and two-way radios do not normally inter-
fere with receiver oper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your Spectra Preci-
sion distributor.

Bluetooth Radio

The radiated output power of the wireless radio is 
far below the FCC radio-frequency exposure limits. 
Nevertheless, the wireless radio shall be used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 Spectra Precision receiver 
is 20 cm or further from the human body.

The internal wireless radio operates within guide-
lines found in radio-frequency safety standards and 
recommendations, which reflect the consensu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Spectra precision there-
fore believes the internal wireless radio is safe for 
use by consumers.

The level of energy emitted is far less than the elec-
tromagnetic energy emitted by wireless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However, the use of wire-
less radios may be restricted in some situations or 
environments, such as on aircraft. If you are unsure 
of restrictions, you are encouraged to ask for autho-
rization before turning on the wireless radios.

COCOM Limits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quires that all 
exportable GNSS products contain performance 
limitations so that they cannot be used in a manner 
that could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 is implemented on the re-
ceiver: Immediate access to satellite measure-
ments and navigation results is disabled when the 
receiver’s velocity is computed to be greater than 
1000 knots, or its altitude is computed to be above 
17,000 meters (59,055 feet). The receiver contin-
uously resets until the COCOM situation is cleared.

Technical Assistance

If you have a problem and cannot find the informa-
tion you need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con-
tact your local distributor. Alternatively, request 
technical support using the Spectra Precision web-
site at www.spectraprecision.com.

Your Comments

Your feedback about the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helps us improve it with each revision. Email your 
comments to documentation_feedback@spectra-
precision.com.



UHF Radios

Regulations and Safety. The receiver may be fitted 
with an internal radio as an option. It can also be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UHF radio.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use of Ultra High Frequen-
cy (UHF) radio-modems vary great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n some countries, the UHF kit may be used 
without obtaining an end-user license. Other coun-
tries require end-user licensing. For licensing infor-
mation, consult your local Spectra Precision dealer.

Before operating the receiver with the UHF kit, deter-
mine if authorization or a license to operate the UHF 
kit is required in your country. It is the end-user’s re-
sponsibility to obtain an operator’s permit or license 
for the location or country of use.

Exposure to RF energy is an important safety consid-
eration. The FCC has adopted a safety standard for 
human exposure to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energy.

Proper use of this radio modem results in exposure 
below government limits. The following precautions 
are recommended:

• DO NOT operate the transmitter when someone 
is within 20 cm (7.8 inches) of the antenna.

• DO NOT collocate (place within 20 cm) the ra-
dio antenna with any other transmitting device.

• DO NOT operate the transmitter unless all RF 
connectors are secure and any open connectors 
are properly terminated.

• DO NOT operate the equipment near electric 
blasting caps or in an explosive atmosphere.

• All equipment must be properly grounded ac-
cording to Spectra Precision installation in-
structions for safe operation.

• All equipment should be serviced only by a qual-
ified technician.



目录

关于SpectraPrecision SP60 ................................. 1

SP60装箱清单 .............................................. 2
基本配置 ............................................... 2

UHF 套件 PN92673-00 .................................... 2

办公电源套件零件号 94336 ............................... 3
外业电源套件P/N 94335 .................................. 3

标配项目 ............................................... 4

其它可选配件 ........................................... 5
固件选项 ............................................... 5

Trimble RTX Corrections Services ....................... 6

外部电台套件和天线 ..................................... 7

了解您的新设备 ............................................ 8

前面板 ................................................ 8
相位中心位置 .......................................... 9

高度标记 ............................................. 10

蜂鸣器 ............................................... 11

初次使用SP60 ............................................. 12

电池充电 .............................................. 12
插入电池 .............................................. 13

设置SP60 .............................................. 14

开始测量 .............................................. 14
结束测量 .............................................. 14

SP60控制面板说明 ......................................... 15

介绍SP60作为流动站 ....................................... 18

网络流动站 ............................................ 18
使用本地基站的流动站 .................................. 18

L波段流动站（Trimble RTX） ............................ 19

介绍SP60作为本地基站 ..................................... 20

可能的本地基站配置 .................................... 20

内置与外置电源 ........................................ 20

配置SP60 ................................................. 21

与Survey Pro一起使用 .................................. 21
与FAST Survey一起使用 ................................. 22

使用UHF套件选配件 ........................................ 24
将UHF模块装入接收机 ................................... 25

配置UHF模块 ........................................... 26

完成流动站电台安装 .................................... 27
使用外部UHF天线完成基站电台安装 ....................... 28

使用内部UHF天线完成基站电台安装 ....................... 29

防盗及启动保护 .......................................... 30
防盗保护 .............................................. 30

用途 ................................................ 30

启用/禁用防盗保护 ................................... 30
防盗保护启用时接收机如何工作 ........................ 30



防盗保护首先做什么 .................................. 30

哪些事件会触发防盗报警？ ............................ 30

当检测到盗窃时，会发生什么？ ........................ 30
如果小偷取下电池怎么办？ ............................ 31

关闭接收机之前禁用防盗 .............................. 31

丢失了您的防盗密码？ ................................ 31
启动保护 .............................................. 31

用途 ................................................ 31

启用/禁用启动保护 ................................... 31
在启动保护启用情况下SP60如何工作 .................... 31

启动保护和防盗保护之间的差异 ........................ 32

共享资源 ............................................ 32
防盗和启动保护功能可以同时处于活动状态吗？ .......... 32

在Survey Pro中使用防盗和启动保护功能 .................. 32

启用/禁用防盗保护 ................................... 33
在FAST Survey中使用防盗和启动保护功能 ................. 34

收集原始数据文件 ........................................ 35
独立模式中的原始数据记录 ............................. 35

外业软件的原始数据记录 ............................... 35

下载原始数据文件到USB闪存盘 .......................... 36
直接下载原始数据文件到计算机 ......................... 36

后处理原始数据文件 ................................... 36

从Android平台使用SP60 .................................... 37

连接Android平台到SP60 ................................. 37

安装SPace ............................................. 37
使SP60成为“位置提供器” .............................. 37

关于SPace的更多信息 ................................... 37

附录 ..................................................... 38

SP Loader软件实用工具 ................................ 38

安装SP Loader ....................................... 38
开始使用SP Loader ................................... 38

升级接收机固件 ...................................... 39

安装固件选项 ........................................ 39
验证RTX订阅 ......................................... 40

读取接收机保修到期日期 .............................. 40

SP File Manager软件实用工具 .......................... 41
安装SP File Manager ................................. 41

连接SP60到您的计算机 ................................ 41

开始使用SP File Manager ............................. 44
建立与接收机的连接 .................................. 45

复制文件到办公计算机 ................................ 45

从接收机删除文件 .................................... 45
恢复出厂设置 ......................................... 46

技术规格 .............................................. 46

GNSS的特点 .......................................... 46
实时精度（RMS） ..................................... 47

订用SP60支持的Trimble RTX修正服务 ................... 47

实时性能 ............................................ 47
后处理精度（RMS） ................................... 47

数据记录特性 ........................................ 48

物理特性 ............................................ 48

标配和选配的系统组件 ................................ 49
数据采集器和软件 .................................... 49



1

关于 SpectraPrecision SP60

恶劣环境对您或您的团队成员将不再是一场噩梦： Spectra 
Precision SP60 是新一代 GNSS 接收机，具有很好的灵活
性。 它的设计目的是满足任何测量要求，从简单的后期处
理，到标准的 UHF 或独特的远距离蓝牙基准站和流动站系
统，再到复杂的 RTK 和 Trimble RTX 流动站解决方案。

结合Z-Blade GNSS中心技术独特的全信号跟踪和处理以及
Trimble修正RTX服务的用于卫星传送的L波段能力，SP60
接收机可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提供最可靠的测量和尽
可能高的精度。

SP60的主要功能是：

• 扩展的测量能力

• 新 240 通道 6G ASIC 芯片组

• Z-Blade GNSS 核心技术

• 内部 TRx UHF 无线（可选）

• 长距离蓝牙

• 防盗及启动保护



SP60 装箱清单

基本配置 注意： Spectra Precision 保留随时更改下面提供项目清单
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取决于定购的 SP60 单个接收机套件，基本配置如下。

*: 410-430 MHz, 2 W TRx

**: 430-470 MHz, 2 W TRx

UHF 套件
PN92673-00

SP60 单个接收机套件 零件号
UHF
套件

办公

电源

套件

现场

电源

套件

标配项目

SP60 L1 GPS 104234-00 •

SP60 L1 GNSS 104234-01 •

SP60 L1/ L2 GPS 104234-02 •

SP60 L1/L2 GNSS 104234-03 •

SP60 GIS 7/2 (仅L1/
L2 GPS)

104234-85 •

SP60 GIS 30/30 (仅

L1/L2 GPS)
104234-80 •

SP60 L1/L2 GNSS+UHF 

电台 *
104234-10 • • •

SP60 L1/L2 GNSS+UHF 
电台 **

104234-50 • • •

项目 照片 零部件 (1)

UHF 模块 (2) （不适用）

基座延长杆，25 厘米 （9.5“）长，
长方形孔

95672

流动站测杆，2 米 （6.5 英尺）长，

玻璃纤维，两部分，顶部部分有特殊

螺纹

89937-10

测杆软袋 95860

T25 梅花螺丝刀，“L” 形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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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适用，可以单独订购该套件的项目作为备件，使用该列

中指定的零件号。

(2) 不包括 UHF 天线。 请参见下面的其它可选附件。

办公电源套件零
件号 94336

(1) 如果适用，可以单独订购该套件的项目作为备件，使用该列

中指定的零件号。

外业电源套件 P/N
94335

(1) 如果适用，可以单独订购该套件的项目作为备件，使用该列

中指定的零件号。
(2) 如果需要更换该电缆的保险丝，请使用与 初提供保险丝型

号相同的保险丝 （15A@32V）。 这是强制性的。

项目 图片 零部件 (1)

电源 / 数据线，1.5 米，DB9-f 到

OS/7P/M 到 SAE
59044-10-SPN

适配器电缆，0.15 米，SAE 到直流电
插座 （2.1 毫米）

88769-SPN

RS232 转 USB 适配器电缆 90938-SPN

项目 照片 零部件 (1)

电源线，0.6 米，7P Lemo 到 SAE 95715

电源线，1.8 米，SAE 到电池夹（2） 83223-02-SPN
3



标配项目

(1) 如果适用，可以单独订购标准装箱清单的项目作为备件，使
用该列中指定的零件号。

注意： 可以从如下地点下载 SP60 用户指南：

http://www.spectraprecision.com/eng/
sp60.html#.VdWdb5dWIQo

项目 照片 零部件 (1)

SP60 GNSS 接收机 （不适用）

锂离子电池，2.6 安时，7.4 伏，

19.2 瓦时
92600-10

双锂离子电池充电器（不包括
AC/DC 电源和线缆）

（不适用）

AC/DC 电源模块，65 瓦，19 伏，

3.42 安，100-240 伏交流电源
78650-SPN

电源线套件 （四种类型），用于

AC/DC 电源模块
78651-SPN

皮尺 （3.6 米 / 12 英尺） 93374

延长杆，7 厘米，用于三脚架 88400-50-SPN

USB 转 USB 迷你电缆 67901-11

软袋，外业携带 206490-ASH

产品软件和文档单页，快速入门

指南，防盗标签。
（不适用）

两年保修 （不适用）
4



其它可选配件

固件选项 可以单独订购这些固件选项。

项目 订购零件号： 图片

大号软袋，外业携带 95858

通用硬盒，灰色，Spectra 

Precision：
• 裸装

• 含两个软包
• 含一个大号软包

104342-02

104342-03
104342-04

UHF 鞭状天线，¼ 波，带有 TNC 适配

器：
• 410-430 MHz

• 430-470 MHz

67410-12

67410-11

同轴适配器电缆 （用于零件号 95672） 96845

Y 型电缆，接收机到 PacCrest HPB 和

电池，3.0 米 （OS7P 到 1S5P）
PCC-A02507

双锂电池充电器套件 （包括电缆和电
源）

53021010-
SPN

固件选项 零件号 增加的功能

SP60 GNSS 105759-01
GLONASS、Galileo、北斗 (L1, E1, 

B1)

SP60L2 105759-02
L2 GPS、L2/L3 GLONASS、 Galileo 
E5B、北斗 B2, L2 QZSS

SP60GNSS + L2 105759-03
L2 GPS、L1/L2/L3 GLONASS、L2 
QZSS、Galileo E1、E5B、北斗 B1、B2

7/2 109162-01 抖动双RTK 7/2： 7厘米水平精密，2

厘米垂直精度。

RTK 109163-01 完整RTK选项
5



Trimble RTX
Corrections

Services

在您订用其中之一后，您可以在SP60中使用以下服务：

• CenterPoint RTX®

• FieldPoint RTX®

• RangePoint RTX®

• ViewPoint RTX®

请参考在第46 - 技术规格以及其后内容，以便您选择您应
当订用的Trimble RTX服务类型，这取决于您需要的精确
度。

要订用这些服务之一，请执行以下操作︰

• 联系您的经销商，让其帮助您采取所需步骤，从Trimble
获得RTX服务。

• 一旦您获得了您的订用，请参考在第40 - 验证RTX订
阅，在您的SP60中激活它。

重要事项：  SP60所能提供的 佳精度取决于所安装的RTK
选项，而不论订用了什么RTX服务。 例如，如果接收机只能
在30/30 RTK中操作，订用CenterPoint RTX就没有意义。
6



外部电台套件和
天线

项目
订购零件

号：
照片

UHF 鞭状天线、Procom、半波，带有

TNC 适配器：
• 410-430 MHz

• 430-450 MHz
• 450-470 MHz

C3310190

C3310196
C3310188

ADL Vantage Pro附件套件. 根据所使
用的UHF频段选择零件号：

• 450-470 MHz
• 430-450 MHz

• 410-430 MHz

该套件包括以下项目：
• 单位增益天线 （与选择的波段兼容，

见上文）
• 测杆安装

• 三脚架安装系统

• 带电缆的 HPB 电池袋（特定于 ADL 
Vantage Pro）

• HPB 编程电缆

（套件不含 ADL Vantage Pro 单元）。

87400-10
87400-20

87410-10

ADL Vantage 附件套件 . 根据所使用的
UHF 频段选择零件号：

• 450-470 MHz
• 430-450 MHz

• 410-430 MHz

该套件包括以下项目：
• 单位增益天线 （与选择的波段兼容，

见上文）
• 测杆安装

• 三脚架安装系统

• 带电缆的 HPB 电池袋（特定于 ADL 
Vantage）

• HPB 编程电缆

（套件不含 ADL Vantage 单元）。

87330-10
87330-20

87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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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新设备

花几分钟时间来了解您的新 SP60。

前面板

• [1]: 控制面板，包括以下项目，从左到右 （见图）：

– [2]: 蓝牙指示灯

– [3]: 数据记录指示灯

– [4]: 电源指示灯

– [5]: 电源 / 配置按钮

– [6]: 卫星跟踪 / 位置指示灯

– [7]: UHF 电台指示灯

更多信息，请参考在第 15 - SP60 控制面板说明。

• [8]: 5/8”螺纹嵌件，用于安装杆。 该部件被牢固地安
装在可移动板上，从而构成一个可利用自身有特定螺纹
孔和用于天线连接的中央同轴插座的 UHF 模块 （可选附
件）进行更换的组件（见  在第 24 - 使用 UHF 套件选配
件 ).

• [9]: 电源 /数据连接器 （直流输入 + RS232 串行端口
A）。  通过连接到接收机外壳的黑色橡胶帽保护着连接器
插座。 未使用连接器时，请盖上保护盖。 该保护盖是非
偏振光部件之一。

重要事项：  连接电缆到该连接器时，推入 Lemo 插头之
前，要确保对准红色标记 （插头上的红点，插座上的红
线）。 相反，需要断开 Lemo 插头时，请使用附带的金属
带拉出插头。

[1]

[8]

[9]

[10]

[11]

[12]
[13]

[2] [4] [7]

[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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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电池仓。

注意：仅装入或更换电池时才可以取下电池仓门。  其余
时间，请永远保持电池仓门关闭 .

• [11]: 迷你 USB 接口（标准 USB 2.0，高达 12 兆赫，OTG
（主机与设备））。

• [12]: 减震器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带，可以防止接收机掉
落到地面。  高度标记嵌在减震器中。  见下文。

• [13]: 高度标记。

相位中心位置 请参考下图。  这些都是相对测量。

外业软件通常基于 L1 相位中心的位置计算仪器的实际高度。

无论您提供天线基座 （ARP）的垂直或斜高测量，您使用的
外业软件应该能够使用具体到所用 GNSS 天线型号的预加载
尺寸参数 （天线半径等），推算出该仪器的实际高度。

在斜高测量的情况下，该软件也将使用天线的半径来确定仪
器高度。

L1  68.7 mm
L2  65.3 mm
9



高度标记 高度标记 ([8]) 嵌在减震器中，靠近串行连接器。

当接收机被安装在三脚架上（例如用作基站），进行斜高测
量以确定仪器高度通常比从地面标记对天线基座进行垂直测
量更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高度标记可用于勾住皮尺 （标准附件），因
此可以拉出皮尺到地面标记，并方便测量这两个点之间的距
离。 然而，因为皮尺外壳被插入到两点间的路径，您应该进
行以下改正，以获得斜高测量的实际值：

斜高 = 测量距离 + Delta L

其中，“Delta L” 是皮尺外壳的长度。

Delta L = 0.073 米或者 0.2396 英尺 （2 7/8 英寸），如外壳上
所注明。

当外业软件要求您输入数值以确定仪器高度时，您可选择使
用斜高测量值，而不是垂直测量。 然后软件将能够从已知天
线尺寸参数和您将输入的斜高测量数值推算出仪器的真实高
度。

73
 m

m
0.

23
96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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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听到蜂鸣声：

• 蓝牙 :

– 当数据收集器与接收机建立蓝牙连接时，

– 当该连接丢失时。

• 内置电池 : 当内部电池电量变低（低于标称电量的 20
％），蜂鸣器会短暂鸣响。  当剩余电量低于 10％时，蜂
鸣器会持续鸣响几秒钟，直到接收机安全关闭。

• 电源按钮 : 长按该按钮（2-3 秒）后：

– 启动或停止数据记录 （见下文）。

– 进入电台模式

– 关闭接收机电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听到蜂鸣声意味着您的请求已被确认，
您可以松开按钮。

• 进入无线电模式时.

• 从电源按钮启用/禁用数据记录：  按住电源按钮最后2
或3秒后，蜂鸣器会鸣响并开始或停止记录数据（另见 
在第35 - 独立模式中的原始数据记录).

• 下载文件: 将USB闪存盘连接到接收机后，USB闪存盘可
以使用时，蜂鸣器会先发出声音，然后在您短暂按下电
源按钮后，会开始下载文件到USB闪存盘。 文件传输完
成时， 后会再一次听到蜂鸣声（参见 在第36 - 下载
原始数据文件到USB闪存盘).
11



初次使用 SP60

警告 - 该接收机使用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 为避免人身伤害
或设备损坏，请确保您已阅读并理解本指南前面的安全信
息。

该电池在出厂时部分充电。 取决于自出厂以来所经过的时
间，剩余的电量可能甚至更少。 因此，在首次使用前，您应
该先彻底为电池充电。 （参考本指南前面的警告和安全信
息。）

电池充电 1. 按照如下设置电池充电器：

– 将 AC/DC 电源模块 ([2]) 的输出电缆 ([1]) 连接到电
池充电器输入 ([3]).

– 选择适合您所在国家的电源线 ([4])。

– 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 AC/DC 模块输入 ([5])，另一端
到电源插座 ([6]). 这会启动电池充电器，使两个指
示灯 [8] 变成红色。

2. 将电池 ([7]) 插入到电池充电器的两个插槽之一 （正确
放置电池正负极）。 检测到电池时，相应的红色指示灯 
([8]) 将熄灭，旁边的指示灯 ([9]) 将开始闪烁绿色以
指示该电池正在充电。 

3. 电池充电将需要几个小时。 当电池完全充满时，指示灯 
([9]) 将变为纯绿色 （请参阅充电器附带的纸质说明）。

4. 充满电后，从充电器中取出电池。

注 1： 电池可一直留在充电器上，不会引起充电器或电池
的损坏。

注 2： 如果您也有一个备用电池，两块电池可以插入到充
电器。 将先后对电池充电。

[1]

[2]

[3]

[4]

[5]

[6]

[7]

[9]

[8][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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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电池 相对于以往的接收机型号，SP60 电池仓门完全可以从接收机
外壳中取下。

如下面所解释，该电池首先被插入到电池仓门的内侧，然后
与电池仓门一起插入到接收机外壳。

• 打开电池仓门： 用您的拇指和中指，同时按住两个锁以
释放并卸下电池仓门 ([10]).

• 将电池仓门倒置于水平平面，弧形边缘靠右侧。 如图所
示，将电池放在旁边，电极触点向上 ([11])

• 拿起电池，并插入其一端到仓门 ([12])，然后将另一端
轻轻推入，直到电池完全插入 ([13])。

电池仓门在电池两端都配有自动锁定系统 ([14]) ，一旦
电池完全插入，将确保电池牢固到位。

• 一只手倒持接收机外壳，另一只手拿着电池和电池仓门，
并将其插入电池仓 ([15]). 当电池仓门被锁定到接收机
外壳时，可以听到喀哒声。

Note: 要从电池仓门卸下电池，轻轻推开锁定臂之一，以释放电池
一端。 然后，很容易从电池仓门取出电池。

[10]

[11]

[14]

[15]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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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P60 1. 在测杆 （流动站）或三脚架 （基站）上安装接收机和数
据收集器。

2. 测量并记录从地面标记到接收机较低部分 （ARP）（流动
站）或到高度标记 （基站）的垂直 （HV）或倾斜 （HS）
距离（参见 [16]). 您的外业软件将在后面的步骤中需要
此测量值。

3. 按下 并保持 3秒钟打开 SP60。 电源指示灯（[17]）
变为橙色约 15 秒 （接收机启动 ...），然后为纯绿色
（使用内置电池）或纯红色（如果使用外部电源）。 这样
就可以使用接收机了。

4. 同时，开启数据收集器并运行您的外业软件。

开始测量 1. 请按照外业软件提供的说明，根据需要使用您的 SP60
（流动站或基站）。 与数据采集器建立蓝牙连接时，接收
机会发出蜂鸣声，蓝牙指示灯 （[18]）将保持纯蓝色。

在流动站中，计算固定位置解时，卫星 /位置指示灯
（[19]）将保持纯绿色。 对于使用内部无线（可选）的
流动站，接收到改正数据时，无线指示灯 （[20]）会变
为绿色。

2. 在准备就绪时开始您的测量工作。

3. 经常看看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 （[17]）。

当电源指示灯开始闪烁绿色时 - 先以缓慢的速度 （1
秒），然后以更快的速度 （每秒闪烁 5次） - 这将意味
着电池电量太低，接收机将很快关闭。

结束测量 1. 在您的外业测量完成后，按住 约 3秒钟。 当蜂鸣器
发出声音时放开按钮。 卫星 / 位置指示灯（[19]）开始
以很快的速度闪烁。 约 10 秒后，接收机将关闭。

2. 在您的一天结束时不要忘了给电池充电。 电池将在夜里
充电。

注意：需要从接收机下载原始数据文件吗？ 请参阅 在第 35 
- 收集原始数据文件 .

[16]

H
vH

s 

[17]

[18] (Raw Data
Logging)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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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P60 控制面板说明

        *: 所有用来形容闪烁速度的术语会在下页表中解释。

        ** 从数据接收 / 发送开始到结束，指示灯会一直亮着。
        *** 不一定意味着正在接收或发送改正数据。

编
号

闪烁速度 * 颜色 含义

电
源
指

示
灯

[
1]

• 开

• 慢
• 快速

• 使用内部电池。 剩余电量超过 20％。

• 使用内部电池。 10％< 剩余电量 <20％。 在剩余电量为 20％时听到
短的蜂鸣声

• 使用内部电池。 剩余电量少于 10％。 蜂鸣器发出连续的声音。 只剩
几秒钟就要安全关闭 SP60。

• 开
• 快速

• 使用外部电源。 输入电压在预期的范围内。
• 使用外部电源。 输入电压超出范围。 请立即更换电源 .

• 开 • 正在通电启动。

蓝
牙

指
示

灯
[2

]

• 慢
• 开

基站 ***：
•

•

流动站 ***：

•
•

• 已开启蓝牙，但没有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 与数据收集器进行通信的蓝牙连接是活动的。

基站：
• 两个蓝牙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远程蓝牙和数据收集器。

• 一个蓝牙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远程蓝牙 （发送改正信息至流动

站）。

流动站：

• 两个蓝牙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远程蓝牙和数据收集器。
• 一个蓝牙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远程蓝牙 （从基站接收改正信息）。

记
录

指
示

灯
[
3] • 关

• 开

• 慢
• 快速

• 没有正在进行数据记录。
• 数据正被记录到内存中。

• 内存可用空间越来越少。
• 没有更多的可用内存空间。 马上就要结束数据记录。

卫
星

/
位

置
指

示
灯

[
4]

• 慢

• 快速

• 没有跟踪卫星。

• 断电关闭过程中，蜂鸣器发出声音时启动。

• 混合 • 已跟踪卫星，但是还没有可用的位置。 绿灯闪烁指示已跟踪卫星的

数量。 5 个绿灯闪烁是指跟踪到 5 个或更多的卫星。 红灯闪烁只是
分隔符。

• 开 • 自治、DGPS 或 SDGPS 位置解算可用

• 慢
• 开

• 浮动位置解算可用。
• 固定位置解算可用。

电
台
指

示
灯

[
5] • 关

• 变数
• 没有接收到改正数据。
• 正在接收改正数据。**

• 关

• 变数

• 没有发送改正数据。

• 正在发送改正数据。**

[1]

[2]

[3] [4]

[5]

[6]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OFF



电源按钮 [6] 主要用于控制接收机电源：

• 打开接收机 : 按住按钮不放，直到电源指示灯变成纯橙色（这大约需要 2到 3
秒）。 然后松开按钮。 这将开始通电启动过程。 几秒钟后，电源指示灯会变成纯
绿色 （使用内置电池）或纯红色 （使用外接电源），这意味着接收机打开，并可
以使用了。

• 关闭接收机 : 按住按钮约 2 到 3 秒，直到蜂鸣器发出声音，那么您必须立即松开
按钮。 这将启动断电关闭过程，卫星 / 位置指示灯快速闪烁红色。 该指示灯将在
几秒钟后熄灭，这意味着接收机是关闭的。

电源按钮 [6] 也用于重置接收机 （见 ??46 - 恢复出厂设置），以及将原始数据文件下

载到 USB 闪存盘 （见 ??36 - 下载原始数据文件到 USB 闪存盘 ).

电源按钮 [6] 也用于访问下面的两种功能。 这是通过结合短按和长按按钮实现的。

• 原始数据记录 : 启用 / 禁用原始数据记录。

• 电台配置 : 如果使用内置电台，使其端口可通过接收机端口 A 访问以进行电台配
置 （稍后您将需要关闭 SP60 退出该模式）。

有关这两个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流程图。

闪烁速度 描述 一般意义

关 指示灯熄灭 接收机或功能关闭

开 指示灯常亮 （纯色） 正常运行

慢 0.5 秒 （相当于开 / 关时间） 正常运行

极慢 1.5 秒 （相当于开 / 关时间） 电台配置模式 （见下面流程图）

快速 0.1 秒 （相当于开 / 关时间） 警报

变数 指示灯在一定时间内常亮 请参阅电台指示灯； 请参考前页。

混合 混合色： 红色和绿色交替 参考前页的卫星 / 位置指示灯。

关闭，但是每 3 秒会有蓝色短暂闪烁。

特定到蓝牙指示灯； 请参考前页。

纯蓝色，每 3 秒有一次简短的“ 关闭

” 时间。

关闭，但每 3 秒有两次简短的蓝色闪
烁。

纯蓝色，每 3 秒有两次简短的“ 关闭
” 时间。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OFF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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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程图中，每一个步骤是由指示灯状态的特定组合确定的。 不管是什么步骤，在用
户不活动 10 秒后会恢复到正常操作模式。

注意： 可以从控制面板进行其它操作。 见 ??36 - 下载原始数据文件到 USB 闪存盘 和 

??46 - 恢复出厂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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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SP60 作为流动站

网络流动站 SP60 没有自己的网络连接设备，但是通过蓝牙与它连接运行
外业软件的数据收集器可具有这种能力（GPRS 模式中操作
的内置调制解调器，使用适当的 SIM 卡）。

因此，使用数据采集器调制解调器接收的网络改正数据也会
通过蓝牙转发到 SP60。

在这种使用情况下，SP60 将能够使用以下标准的网络连接类
型之一提供 RTK 位置：

• NTRIP

• 直接 IP （直接 TCP/IP）

此外，SP60 可以使用可能的 Trimble RTX 修正服务之一来计
算并提供位置，也通过称为“RTX”的网络连接。 该选项是
直接 IP 连接的一个特殊情况，其中预设改正提供商是 
Trimble RTX Services. 在该模式下需要订阅以操作接收
机。

使用本地基站的
流动站

“本地基站 ”是指您自己拥有并可以充分控制 （操作会
话、地点等）的基站。

流动站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从本地基站接收 RTK 改正数据：

• 长距离蓝牙

• 电台（流动站为内置，基站为内置或外置）。 见 在第 24 
- 使用 UHF 套件选配件 .

• Central （Spectra Precision 云应用）。 仅当 Survey 
Pro 用作外业软件时可用。

注意： 使用 Central 依赖于 NTRIP 类型网络连接的使用，
完全由 Survey Pro 管理。 本地基站接收机应集成 GPRS
调制解调器，以便可以自己支持这个连接 （无需外部设
备或数据采集器）。 通常情况下，使用的接收机是 SP80，
而不是 SP60。

• 以 CSD 模式使用的数据采集器调制解调器或手机 （仅当
FAST Survey 用作外业软件并使用了合适的 SIM 卡）。 在
“ 直拨” 模式中流动站将获得 RTK 改正数据 （流动站
将通过拨打预设电话号码与基站 （例如有内置调制解调
器的 SP80）开始类似电话的连接）。
18



L 波段流动站
（Trimble RTX）

SP60可用于L波段（无需固件选项），这意味着它可以通
过L波段地球同步卫星从Trimble RTX corrections services
接收改正数据，前提是您已经订阅了这项服务。 有了当前有
效的订阅，使用当前有效的订用，SP60将能够以所选服务公
布的准确度计算并提供位置，只要它与安装的RTK选项一
致。

有关Trimble RTX修正服务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第6 - 
Trimble RTX Corrections Services和 在第46 - 技术规格
.

注意： 使用来自Trimble RTX services的改正数据时，要
知道在默认情况下，位置是计算出来的：

• 如果您使用的是 Survey Pro，直接在本地基准中。 因
此，计算出的坐标非常接近您在 RTK 中获得的坐标。

• 如果您使用的是 FAST Survey，在 ITRF2008 epoch 2005
中 （但是可以进行基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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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介绍 SP60 作为本地基站

可能的本地基站
配置

SP60 可以用作本地基站，通过以下设备之一传送其改正数
据：

• 远程蓝牙： 对于不到 800 米（0.5 英里）的基线，本地
基站将可以通过远程蓝牙连接将其改正数据提供给流动
站。

• UHF 电台（可选配件）： 本地基站可装配一个内部电无线
模块（内部 UHF 电台，2W TRx），或一个外部电台以提供
更多 RF 功率。

要了解内部电台模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第 24 - 使用
UHF 套件选配件 .

内置与外置电源 设置本地基站之前，考虑如下事项：

• 如果整天无人值守运行基站，您可能希望使用外部电源
供电，为您的工作日提供足够电量。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外业电源套件（参见在第 3 - 
外业电源套件 P/N 94335）将接收机连接到外部的 12 伏
电池。 见图，其中 [1] 是电缆 （零件号 95715），[2] 是
电缆 （零件号 83223-02）。

注意： 如果需要更换电缆（零件号 83223-02）的保险
丝，请使用与 初提供保险丝型号相同的保险丝
（15A@32V）。 这是强制性的。

• 如果您打算工作时足够接近基站，或者有人负责保持基
站的全天运行，您可能决定从内部电池启动基站。

要进行一天的工作，您可能需要两块电池： 在一天开始
时将新电池插入到接收机，而在一天结束之前的某个时
候可能需要第二块电池。

_ +

[1]

[2]



配置 SP60

注意： 假设您对您正在使用的外业软件有很好的了解。 本节
将只专注于实现作为流动站或基站提供的每个 SP60 操作模
式的主要设置。 请记住，在您操作时可能需要其它设置。

要了解所使用的外业软件的更多一般信息，请参考相应的文
档。

与 Survey Pro 一
起使用

• 启动 SP60。 等到启动过程结束。

• 在数据采集器上，启动 Survey Pro 并打开一个任务。

• 选择切换到 GNSS 以选择 GNSS 测量模式。

• 使用光谱精仪自动配置功能，通过蓝牙将 Survey Pro 连
接到您的 SP60。

• 为您的 SP60 创建合适的接收机配置文件：

*: 在流动站端，数据收集器应首先连接到与发送改正数据的

本地基站相同的 Central 帐号； 然后选择名为 “Central 

Cloud Corrections”的网络以获取这些改正数据。

• 回到管理仪器，然后选择您刚才创建的接收机配置文件。

SP60 用作： 所需的接收机配置文件：

网络流动站 “ 网络 ” （如“SP60 0015 Net”）

L-Band 流动站 （RTX） “RTX” （如“SP60 0015” RTX”）

SP60 基站 /流动站系
统使用：

接收机功
能

所需的接收机配置文件：

1）长距离蓝牙，或
2）电台链路

基站
“ 基站 ”（如 “SP60 0015 基站
”）

流动站
“ 流动站” （如 “SP60 0015
流动站）

Central*

基站
“ 网捕基站 ” （通常为内置 GPRS
调制解调器的 GNSS 接收机，例如
SP80）

流动站
“网络 ”（如“SP60 0015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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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触 . 另外进行以下设置：

与 FAST Survey
一起使用

• 启动 SP60。 等到启动过程结束。

• 在数据采集器上，启动 FAST Survey，并打开一个任务。

• 在 E设备菜单中，轻触 GPS 流动站或 GPS 基站（取决于
您希望分配给接收机的功能）。 执行以下操作：

– 当前标签： 制造商 = “Spectra Precision” ， 型号
= “SP60”。

– 通讯标签： 类型 = “蓝牙 ”(Bluetooth)，找到

SP60 蓝牙设备，选中它，轻触 建立连接。

– 接收机标签： 输入天线高度，仅在 L-Band，选择一个
基准，或输入自定义基准的参数，如果它对于 FAST 
Survey 是未知的话 （见如下第一个表）。

– RTK 标签： 请参阅下面的两个表了解所需的设置。

– 对于基站，正如这两个表中所述，选择改正数据的格
式 （ATOM、RTCM、CMR）

– 轻触 完成接收机的配置。

SP60 用作： 参数：

网络流动站
调制解调器标签： 选择“ 当关 Internet”。
开始测量时，定义要连接到的网络 （轻触管理网络 , 
添加网络 ....，创建该网络，然后选择该网络）。

L-Band 流动站
（RTX）

测量标签： 选择一个基准
常规标签： 确保选择 “L-Band”

SP60 基站 / 流动
站系统使用：

接收机功
能

参数：

长距离蓝牙。 首
先设置基站！

基站
测量标签： 选择改正数据的格式
调制解调器标签： 设置数据调制解调器 = 
“ 长距离蓝牙 ”

流动站
调制解调器标签： 设置数据调制解调器 = 
“ 长距离蓝牙 ” ； 扫描基站蓝牙设备。 
与之配对

电台链路

基站
测量标签： 选择改正数据的格式
调制解调器标签： 选择 SP60 正在使用的电
台型号。 设置电台。

流动站
调制解调器标签： 选择 SP60 正在使用的电
台型号。 设置电台。

Central

基站

（通常不是 SP60）
测量标签： 选择改正数据的格式
调制解调器标签： 选择您要使用的设备，
让基站通过互联网提供其改正数据。
开始测量时，选择名为 “Central Cloud 
Corrections” 的网络。

流动站
开始测量时，选择名为 “Central Cloud 
Corrections” 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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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60 单独流动站

注意： 要在选择 “RTX” 后选择一个不同于 ITRF08 的基
准，回到接收机标签，然后轻触 14 Parameter Datum. 请从
Datum Name 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不同的基准。 要输入自定义
的基准，从同一列表中选择“< 新 >”，并在下面的字段中
输入基准参数。

2) SP60 基站 - 流动站系统

* 前提是数据采集器调制解调器支持该模式。

SP60 作为用作 :
设置 “ 设备 ”

为：
设置 “ 网络 ” 为： 其它设置：

网络流动站
“ 网络数据采
集器 ”

1) “ 直接 TCP/IP”
2) “ 直接 UDP/IP”
3) “NTRIP”

1）网络参数，
2）调制解调器
APN 和 PIN

L-Band 流动站
（RTX）

“LBand” (RTX)
接收机标签上的基
准 （参见下面的
注释）

基站 / 流动
站系统使

用：

接收机
功能

设置 “ 设备 ” 为：
设置 “ 网
络 ” 为：

其它设置：

长距离蓝
牙： 首先设
置基站！

基站
“Receiver 
Bluetooth”

( 无 )
1）保持波特率为
115200
2）消息类型

流动站
“Receiver 
Bluetooth”

( 无 )

1）保持波特率为
115200
2）扫描基站蓝牙
设备并与之配
对。

电台链路
基站

1) “Internal 
XDL”
2) ‘”Pacific 
Crest PDL”
3) “ADL Vantage 
(Pro)”

( 无 )
1）电台设置
2）波特率
3）消息类型

流动站 Internal XDL” ( 无 ) 电台设置

CSD 链接 *
流动站

“Data Collector 
Phone”

“Direct 
Dial”

1）定义基站名称
2）输入其电话号
码

（基站：通常不是 S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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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HF 套件选配件

UHF 套件是您可以用来实现基于电台、独立 RTK 基站 / 流动
站系统的选配件（要了解该套件中提供的所有配件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在第 2 - UHF 套件 PN92673-00）。

使用这个配置，您可以完全控制您的基站，您可以选择何时
何地进行安装和操作。

您将需要两个 UHF 套件以实现一个完整的基于电台的 RTK 基
站 / 流动站系统。 一个套件将被安装在基站端，另一个在流
动站端。

您还需要两个 UHF 鞭状天线，一个在基站，另一个在流动
站。 可以单独订购 UHF 天线，或者，如果您希望将用于基站
的 UHF 天线安装在单独的杆上，可以作为您可能需要的专用
配件套件的一部分订购。 请参阅在第 5 - 其它可选配件了解
更多详情。

在您使用它们之前，需要配置您的电台模块。 该程序的详细
介绍在在第 26 - 配置 UHF 模块 .

使用 UHF 电台发射器的基站的内置与外置电源 : 介绍可能的
基站安装时，已经讨论过这一点。 请参阅 在第 20 - 内置与
外置电源 .

在基站上使用电台时，需要的功率比任何其它基站安装更
多。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外置电源 （12 伏电池），特
别是如果一整天无人值守运行基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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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UHF 模块装入
接收机

• 关闭电源 SP60，然后将其倒置。

• 使用 SP60UHF 套件中提供的 L 形螺丝刀，拧松并卸下四
个固定 5/8” 螺纹插件板的螺丝 （[1]）。

• 将一个手指插入 5/8“螺纹孔 （[2]），然后将插件板轻
轻拉出接收机，并确保您在松开固定在板上的带状电缆
时不会损坏它 （[3]).

• 将 5/8“ 螺纹插件板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后面可能要
用。

• 查看印刷在凹槽底部的标签上的说明。

• 按照标签指示，将带状电缆端部（12 触点平面接头）连
接到 UHF 模块 （[4]）（位置 1）。

• 按照标签指示，将 UHF 模块插入到凹槽中 （[5]）（位置
2）。

• 重新使用四个螺丝和螺丝刀，将 UHF 模块固定到接收机。 
拧紧螺丝确保接收机防水 （扭力计：3牛米）。

重要事项：  在安装（或卸载）内置电台模块后，必须重
置接收机 （通过硬复位或通过外业软件）。

注意： UHF 模块的插入不会修改 GNSS 天线的 ARP （天线参
考点）。

[3]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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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UHF 模块 很容易从外业软件修改 UHF 模块的标准设置。

要进行更高级的电台设置，请使用以下步骤：

• 使用办公电源套件的电缆 （零件号 59044-10-SPN）将接
收机连接到计算机 （见下图）。

*: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办公电源套件（零件号 94336，选配件）
的一部分。

如果您的计算机配有 USB 连接器（没有 DB9 连接器），使用
RS232- 至 -USB 适配器连接线。

注意： 电缆（零件号 59044-10-SPN）是 Y 形电缆，也可
让您从交流电源插座 （通过 AC/DC 电源模块）而不是从
接收机电池给接收机供电（另见 在第 41 - 连接 SP60 到
您的计算机 ). 应用到接收机 DC 输入时，外部电源的优
先级高于所述内部电池，这意味着电池可以安全置于接
收机内部 （它不会耗尽电量）。

• 短按 三次，然后按下该按钮约 2 秒钟，直至听到蜂
鸣声。 其结果是，接收机切换到电台模式，通过接收机
的端口 A提供了对 UHF 模块的直接访问。

• 在计算机上运行 Pacific Crest ADLCONF 软件，配置电台
以满足您的要求。 请参阅 ADLCONF 说明来完成这一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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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流动站电台
安装

一旦 UHF 模块被固定在接收机（见在第 25 - 将 UHF 模块装
入接收机）并正确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 将 UHF 鞭状天线拧到 UHF 模块的同轴连接器 （[6]). 因
此，在使用时，天线将垂直倒置。

注意： 被放置在垂直位置，UHF 天线将保持与其它环形方
式一样的敏感度。

• 抓住 UHF 套件中提供的玻璃纤维测杆的顶部杆。 首先在
UHF 周围利用特殊螺纹，而不是 5/8“螺纹插入一端
（[7]).

注意 - 该特殊螺纹使用相对于标准 5/8“ 螺纹较薄的螺
纹。 为此，当您开始将杆拧到 UHF 模块时，要小心。 确
保杆非常适合 UHF 模块的螺纹部分。

• 将顶端杆拧到 UHF 模块的螺纹部分。 这样做时，要旋转
杆而不是接收机。

• 然后接收机 + 顶端杆组件可以被安装在测杆上的另一部
分 （底杆）的顶部。

• 通过将数据收集器附加到测杆，完成您的 SP60+UHF 电台
流动站系统的安装。 您现在已准备好进行测量了。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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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部 UHF 天
线完成基站电台

安装

使用外部 UHF 天线可能进行两种类型的基站安装：

• UHF 天线可以作为基站接收机安装在同一三角架的垂直位
置。

对于该安装，您可以使用两个可用的 PacCrest 电台附件
套件选配件之一。（见在第 5 - 其它可选配件 ; 就提供安
装 UHF 天线的硬件而言，这两个套件相似）。

按照以下说明：

– 将支架固定到三脚架其中一条腿 （见 [8]).

– 如果您想保持 GNSS 接收效果 佳，您可以过直接固定
天线平衡到支架上，使 UHF 天线保持在 GNSS 接收机下
方 （见 [9]). （该天线平衡是其中一部分，位于所
提供的同轴电缆一端。）

然后将天线支撑拧到平衡，并将 UHF 天线安装在它上
面 （见 [10]）。

– 如果您喜欢用这种安装优化电台范围，通过将提供的
两元件杆插入到支架和天线平衡之间提高 UHF 天线
（见 [11]).

• UHF 天线可以安装在离基站接收机有一定距离的单独的三
脚架上，但仍与将要使用的同轴电缆的长度保持兼容。 
UHF 天线应安装在尽可能高的高度。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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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收机端，在 UHF 模块已经固定到接收机并正确配置后，
无论您选择什么天线安装，应做到以下几点：

• 将同轴适配器电缆 （零件号 95672）的公连接器穿过延
长杆的长孔 （零件号 96845），并使其从杆上端穿出
（见 [12]).

• 将它连接到 UHF 模块的同轴输出。

• 将延长杆拧到 UHF 模块上的螺纹部分 （见 [13]). 旋转
延长杆，而不是接收机，这样做时注意不要卡住同轴电
缆延长线。

• 将接收机 /延长杆组件固定到三脚架上。

• 将同轴电缆延长线的另一端 （母连接器）从 UHF 天线连
接到同轴电缆。

• 在所选择的参考点上安装基站。

使用内部 UHF 天
线完成基站电台

安装

UHF 天线直接连接到 UHF 模块并隐藏在杆中。 杆被安装在三
脚架的顶部。 按照与流动站相同的说明 （见在第 27 - 完成
流动站电台安装），安装内置 UHF 天线，但这次您会使用：

• 四分之一波天线 （零件号 67410-11 或 67410-12，取决
于使用的频带），而不是一个半波天线。 这种较短的天线
作为可选附件提供 （见 在第 5 - 其它可选配件 ).

• 有长孔的延长杆 （来自 UHF 套件）。 您无需使用同轴适
配器电缆。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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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及启动保护

防盗保护 用途

SP60 集成了防盗功能，以在设备无人值守运行时保护您的设
备。

这种保护用于作为基站运行的 SP60。

没有防盗密码则无法使用，通过此方法防止 SP60 接收机被
盗。

启用 / 禁用防盗保护

从控制接收机的数据收集器启用和禁用防盗保护。 如果您在
数据采集器上使用 Spectra Precision Survey Pro 或 FAST 
Survey，有一个用户友好界面让您快速启用或禁用防盗保护
（见在第 32 - 在 Survey Pro 中使用防盗和启动保护功能和 
在第 34 - 在 FAST Survey 中使用防盗和启动保护功能 ).

如果您使用其它软件，请联系技术支持以获取更多信息。

防盗保护启用时接收机如何工作

启用防盗保护时，只要没有检测到盗窃，接收机将正常运
行。

防盗保护首先做什么

启用防盗保护时，接收机计算的 后一个有效位置被保存在
内存中。 该位置被保存为防盗位置。

注意： 您将不会被允许使用防盗保护，除非接收机可以在独
立模式中为其位置计算位置解。

哪些事件会触发防盗报警？

从启用防盗保护时起（且防盗位置已保存在接收机），会检
测防盗状态，并发出警报：

• 如果接收机意外在过去 20 秒左右未能提供有效的位置。

• 当受保护的接收机计算的有效位置距离防盗位置超过 100
米 （大约 330 英尺）时 .

当检测到盗窃时，会发生什么？

受保护的接收机将切换到“ 盗窃模式”，即：

• 蜂鸣器会定期连续发出声响报警，并且不会停止。

• 所有输出消息将被停止 （被保护的基站接收机将不再产
生和传送改正数据，或任何其它 NMEA 或原始数据消
息）。

• 受保护的接收机的电源按钮将变为非活动状态，这意味
着没有人可以：

– 重置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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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接收机。

如果小偷取下电池怎么办？

如果小偷取下电池，然后带着接收机逃之夭夭，其盗窃将迟
早被检测到。 下一次接收机重新通电后，因为仍处于保护状
态，一旦计算出有效的位置并发现距离记忆的防盗位置超过
100 米，或 20 秒左右没有传递有效的位置，将马上设置防盗
警报。

小偷绝无可能退出该模式，因此接收机将保持完全无法使
用。

关闭接收机之前禁用防盗

如果每天在同一地点设置您的基站，并且要日复一日保持防
盗保护开启，可在工作会话之间保持启用防盗保护。 这不会
触发任何误报的防盗警报。

反之，如果基站每天都移动到不同的位置，我们建议您在关
闭接收机之前禁用防盗保护。 否则，在一个新的位置开始下
一次工作会话时，会错误发出防盗警报，要求您在数据收集
器输入防盗密码以去除保护并停止报警，这可能既恼人又浪
费时间。

丢失了您的防盗密码？

如果丢失了密码，您将无法去除防盗保护。 您需要致电技术
支持，他们会提供一个特定的密码，以便您可以禁用防盗保
护。

启动保护 用途

SP60 集成了非法使用保护。 启用这种保护后，只有授权的
操作人员在输入其密码后才被允许使用接收机。

启用 / 禁用启动保护

可以从控制接收机的数据收集器启用或禁用这种保护。 如果
您在数据采集器使用 Spectra Precision Survey Pro 或
FAST Survey，一个用户友好界面会让您快速启用或禁用启
动保护（见在第 32 - 在 Survey Pro 中使用防盗和启动保护
功能和 在第 34 - 在 FAST Survey 中使用防盗和启动保护功
能 )

如果您使用其它软件，请联系技术支持以获取更多信息。

在启动保护启用情况下 SP60 如何工作

只要尚未从数据收集器键盘键入密码，该接收机会以 小的
功能工作。 只要输入所请求的密码，它将正常操作。

记住，只要启用了保护功能，每次开机启动后 （不只一次）
都需要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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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输入密码解锁接收机时，您可以决定停用启动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次启动新的工作会话时，不会要求输
入密码）。

启动保护和防盗保护之间的差异

不同的是，启动保护是为了防止接收机被非法使用，而防盗
保护是用于在接收机作为无人值守运行的基站时检测可能的
盗窃。

共享资源

防盗和启动保护使用相同的密码。 如果您更改了防盗密码，
那么您也更改了启动保护密码（反之亦然）。

防盗和启动保护功能可以同时处于活动状态吗？

可以。 两个保护功能之间没有矛盾，彼此相互补充。 如果启
动保护处于活动状态时发生防盗报警，则必须输入密码两
次： 第一个密码将停用防盗报警，而第二个密码会让您成为
接收机的合法用户。

在 Survey Pro 中
使用防盗和启动

保护功能

• 启动 SP60。 等到启动过程结束。

• 在数据采集器上，启动 Survey Pro 并打开任务。

• 选择切换到 GNSS，选择 GNSS 测量模式。

• 通过蓝牙将 Survey Pro 连接到您的 SP60。

• 为您的 SP60 创建合适的接收机配置文件。

• 回到管理仪器，然后选择您刚才创建的接收机配置文件。

• 轻触 .

• 打开防盗标签。 该标签包含您设置防盗和启动保护需要
的所有信息：

– 改变密码 : 轻触该按钮，输入并确认密码，以允许外
业操作者禁用防盗和启动保护。

注意： 在防盗保护处于活动状态时，您不能更改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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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 （防盗）： 该按钮允许您可以直接从该屏幕启用
防盗功能 （如您从测量 > 防盗 ).

在启用防盗之前，请阅读屏幕上以纯文本显示的当前
有效密码。 这是为了确保您会记住它（您需要它来禁
用防盗保护）。 在启用防盗之后，启用按钮会变为禁
用按钮。

– 提示启用防盗 : 如果勾选了该框，在用户设置基站或
启动一个独立、静态、后处理会话时，将提示用户开
启防盗。

不勾选此框意味着将不会提示用户。

用户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在任何时候启用或禁用防盗保
护：测量 > 防盗 .

– 启用 （启动保护）： 该按钮允许您启用启动保护。

在启用启动保护之前，请阅读屏幕上以纯文本显示的
当前有效密码。 这是为了确保您会记住它（您下次启
动接收机时需要此密码，以被允许使用接收机）。 启
用启动保护之后，启用按钮变为禁用按钮。

启用 / 禁用防盗保护

在设置接收机的防盗标签以满足您的要求之后，请前往测量
菜单，然后选择以下功能之一：

• 防盗 : 该功能显示了防盗保护的当前状态 ( 已启用 , 已
禁用或警报已发出 ). 它可在任何时间用于启用或禁用保
护。

在允许您禁用防盗保护之前，您需要输入先前在防盗标
签上定义的密码。 如果发出了防盗报警，您只能禁用防
盗保护。

• 开始测量 : 当您使该功能设置 RTK 基站时，假设已勾选
提示启用防盗复选框，将自动启用防盗保护。 （有消息
会警告您已激活保护，并将提供信息告诉您如何禁用
它。）

在您使用结束测量功能时，以后将自动禁用保护。

• 开始记录 : 当您使用该功能开始数据记录时，假设已勾
选提示启用防盗复选框，将自动启用防盗保护。 （有消
息会警告您已激活保护，并将提供信息告诉您如何禁用
它。）

在您使用停止记录功能时后来将自动禁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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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ST Survey
中使用防盗和启

动保护功能

• 启动 SP60。 等到启动过程结束。

• 在数据采集器上，启动 FAST Survey，并打开一个任务。

• 轻触设备访问设备菜单。

• 轻触 GPS 基站或 GPS 流动站 . 通过给出的四个标签，根
据需要配置您的 SP60。

提醒： 防盗保护仅对基站有意义。

• 触击 完成接收机配置。

• 仍从设备菜单轻触 GPS 附属工具按钮。 现在，这将打开
菜单，包括 Alert Setup 按钮（在选择 SP60 作为使用的
接收机类型后，该按钮被添加到菜单）。

• 轻触 Alert Setup 按钮。 这将打开显示以下参数的新窗
口：

– Enable Startup Protection 按钮： 在您按照如下定
义输入了正确的密码后，允许您激活启动保护。

– Enable Theft Mode 按钮： 在您按照如下定义输入了
正确的密码后，允许您激活启动保护。

– Anti-Theft Password 按钮： 用于定义激活 / 停用防
盗和启动保护所需的密码。

一旦已激活两个保护措施之一，您不能再更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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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原始数据文件

独立模式中的原
始数据记录

您可以直接从 SP60 控制原始数据记录会话，而不需要数据
收集器。 打开接收机后，请执行以下操作以启用原始数据记
录：

• 短按  . 接收机进入配置模式 （指示灯都在缓慢闪烁
状态）。

• 再次短按  . 数据记录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琥珀色。

• 按住 约 2-3 秒，直到蜂鸣器发出声音。  然后数据记
录开始，您将看到数据记录指示灯现在是纯琥珀色。  接
收机已经自动脱离配置模式，现在在正常模式下运行。

要停止数据记录，完全重复前面的三个步骤。  另见流程
图，位于 16 页 . 这将关闭数据记录指示灯。

外业软件的原始
数据记录

与 Survey Pro 一起使用：

• 要开始数据记录，打开测量菜单并选择开始记录 . 记录
数据时，在默认情况下，屏幕显示来自 GNSS 状态功能的
后处理标签。

• 要结束数据记录，打开测量菜单并选择停止记录 . 
Survey Pro 将提示您将原始数据文件下载到数据采集
器。

与 FAST Survey 一起使用：

• 要开始数据记录，打开测量菜单，选择记录 GPS 原始数
据，然后开始文 . 轻触 .

• 要结束数据记录，只需选择  关闭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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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原始数据文
件到 USB 闪存盘

您第一次将 USB 端口连接到计算机时，所需的驱动程序会自
动安装在计算机上。  该驱动程序安装完毕后，按照下面的
说明。

• 将 USB 闪存盘连接到迷你 USB 至 USB 适配器（见图
片）。  （未提供该适配器。）

• 将该适配器的另一端连接到 SP60。  大约 2 秒钟后，蜂鸣
器短暂鸣响，表示 USB 闪存盘可以使用了，记录指示灯
开始快速闪烁琥珀色。  如果您在接下来 4 秒什么也不
做，记录指示灯将关闭，您将无法启动下载程序。

• 因此，在记录指示灯还在闪烁时，按下电源按钮。  这使
蜂鸣器短暂鸣响，意味着接收机正在将所有的 G文件下
载到 USB 闪存盘。  文件传输完成时，蜂鸣器会再次发出
一个短暂声音。

• 从 SP60 断开迷你 USB 至 USB 适配器。

注意： 该过程将不从接收机中删除下载的文件。

直接下载原始数
据文件到计算机

使用 SP File Manager . 见 在第 41 - SP File Manager 软
件实用工具 .

也可以使用 Survey Pro （测量菜单 > 文件管理）或 FAST 
Survey （S 测量菜单，记录 GPS 原始数据 > 文件管理器按
钮）外业软件下载文件到数据采集器。

后处理原始数据
文件

可以通过使用 Spectra Precision Survey Office (SPSO）软
件来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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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ndroid 平台使用 SP60

可以从 Android 平台控制 SP60，例如 Spectra Precision 
MobileMapper 50。 本节说明如何将此类平台与 SP60 一起使
用。

连接 Android 平
台到 SP60

连接 Android 平台到 SP60 不只是通过蓝牙进行物理连接。 
在此之前，您还需要在 Android 平台上安装和运行特定的软
件界面。 此应用程序名为 “SPace”，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从 Spectra Precision 获取。

SPace 将让您的 Android 应用程序顺利获得 SP60 提供的定位
数据。

安装 SPace SPace 可以从 Google Play 下载（搜索
“Spectraprecision”应用程序，然后在可用应用程序列表
中找到“SPace”）。

安装文件的直达链接：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
details?id=com.spectraprecision.android.space

然后按照说明将应用程序安装到您的 Android 平台上。

使 SP60 成为 “
位置提供器 ”

您在 Android 平台上首次运行 SPace 时，会显示一条消息，
让您激活 允许模拟位置（除非已经激活）。

• 触按是 . 这将打开设置菜单中的开发人员选项子菜单。

• 向下滚动，直至看到允许模拟位置选项。

• 激活此选项，然后返回到主屏幕。

注意： 启用允许模拟位置允许 Android 平台使用 SP60 提供
的位置，而不是其内嵌 GNSS 接收机提供的位置。 结束使用
SP60 时，请在 Android 平台上禁用允许模拟位置。 “位置
提供者” 功能将恢复到内嵌的 GNSS 接收机。

关于 SPace 的更
多信息

通过打开联机帮助文件，您可以阅读关于 SPace 的更多信
息。 要打开此文件︰

• 触按 

• 触按帮助 .



附录

SP Loader 软件实
用工具

使用 Spectra PrecisionSP Loader 软件：

1. 升级接收机固件

2. 安装新固件选项

3. 验证 RTX 订阅。

4. 读取 GNSS 接收机保修到期日期。

安装 SP Loader

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SP Loader：

http://www.spectraprecision.com/eng/

sp60.html#.VdWdb5dWIQo
（单击 “支持” 按钮访问下载链接。）

安装文件是一个 exe 文件。 只要双击这个文件即可开始安
装。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安装。

开始使用 SP Loader

SP Loader 将使用串口 （RS232）、Bluetooth 或 USB 连接与
接收机通信。 推荐 USB

1. 使用 USB 连接方式将您的计算机连接到 SP60。

2. 在您的计算机上运行 SP Loader。

3. 选择用于与接收机通信的计算机的端口 ID。 该端口 ID 应
该对应于计算机的 USB 端口。

注意： 确定计算机上哪个端口 ID 是 USB 端口的一个简单
方法是：先不连接 USB 运行 SP Loader，在 SP Loader 中
读取可用端口的列表。 恢复与接收机的 USB 连接后，再
次检查该列表。 然后将会列出一个额外的端口 ID，作为
分配作为 USB 端口的端口 ID。 选择该端口。 （您并不需
要为 USB 端口定义波特率。）

4. 要升级接收机固件、安装新的固件选项或验证 RTX 订阅，
请参阅下面的子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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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接收机固件

将从 Spectra Precision 网站以“.tar” 压缩文件的形式下
载固件升级文件。 要获得 “.tar” 文件的名称，以及该分
步升级程序，请参阅随付的 发布说明 .

如果防盗或 / 和启动保护有
效，或者如果在进行中或已
过期的验证期内操作接收

机，您将不能升级接收机。

完成固件升级过程 多需要 10 分钟。 出于这个原因，升级
时接收机内置电池必须恰当充电或使用外部电源供电。

除非在升级包附带的发布说明中另有规定，请按照下面的说
明完成接收机的升级：

1. 按照此处中描述的前三个步骤 ： 在第 38 - 开始使用 SP 
Loader.

2. 单击 Upgrade. 等到 SP Loader 检测到接收机。

3. 浏览您的计算机，搜索升级文件。

4. 选择该文件，然后单击 Open. SP Loader 然后提供关于当
前安装的固件、新的固件以及电池当前状态（如果使用
内部电池）的信息。

这应该告诉您，您是否可以利用该电池运行升级，还是
使用新电池或外部电源。

5. 您准备好之后，单击 Update 按钮。

6. 让接收机进行升级 （出现状态窗口显示进度条）。 请注
意，在升级过程中不要关闭接收机 .

7. 成功完成升级后，单击 Close 关闭状态窗口。 检查新固
件是否已经安装完毕 （在 SP Loader 主窗口中显示版本
和日期）。

8. 再次单击 Close，然后单击 Exit 退出 SP Loader。

安装固件选项

在此程序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已经从 Spectra Precision 收
到一封电子邮件，该邮件含有对应于您所购买固件选项的
POPN。

注意： 您的计算机需要互联网连接来使用 POPN 安装固件选
项。

现在您有了 POPN，请执行下列操作安装新的固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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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此处中描述的前三个步骤 ： 在第 38 - 开始使用 SP 
Loader.

• 单击 Option. 等到 SP Loader 检测到接收机。

SP Loader 然后显示您的接收机序列号，并提示您输入
POPN。

（有另一种方法来激活一个固件选项，即输入对应于所需
固件选项的选项密钥（由 Spectra Precision 提供），并
在附近字段指定该选项。)

• 输入 POPN，然后单击 Update . 让接收机继续固件选项的
安装 （出现状态窗口显示进度条）。 请注意，在安装过
程中不要关闭接收机 .

• 成功完成安装后，单击 Close 关闭状态窗口。

• 再次单击 Close，然后单击 Exit 退出 SP Loader。

验证 RTX 订阅

在您购买了 RTX 订阅后，Trimble 定位服务会通过电子邮件
向您发送验证码。 您可以购买订阅以用在：

• CenterPoint RTX

• FieldPoint RTX

• RangePoint RTX

• ViewPoint RTX

使用与安装固件选项相同的程序（见在第 39 - 安装固件选
项 ; 可用 RTX 订阅列为固件选项）。 唯一的区别是，没有为
此程序提供 POPN。 只要输入由 Trimble 定位服务提供的代
码，指定您订购的订阅类型，然后单击  Update.

读取接收机保修到期日期

SP Loader 可用于在 Spectra Precision 数据库查询您的
GNSS 接收机的保修到期日期。 （在接收机保修期到期之
后，记住接收机固件升级不再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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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并不需要将您的接收机连接到 SP Loader 以读取它的保修
到期日期。 只要您的计算机有活动的 Internet 连接，并且
数据库识别该接收机，只需输入它的型号和序列号，SP 
Loader 会将该信息返回给您。

• 在您的计算机上运行 SP Loader。

• 单击 Warranty

• 选择接收机的类型，并输入其序列号

• 单击 Compute. SP Loader 在 Compute 按钮下方字段返回
保修到期日期。

此外，如果您想确保您的接收机在内存中有正确的保修
到期日期，SP Loader 可以生成一个您可以在您的接收机
上运行的专有命令。 仔细记下该命令

在 Survey Pro 中使用终端窗口，或在 FAST Survey 中使
用 GPS 附属工具 > 发出命令，将此命令应用于接收机。

注意： 使用与互联网连接的计算机升级接收机固件时，请注
意 SP Loader 将在同一时间自动检查您的接收机的保修到期
日期。 SP Loader 会问您如果发现日期错误是否可以更新该
日期。

SP File Manager
软件实用工具

SP File Manager 允许您可以直接从接收机内存将 “日志”
文件和 G 文件复制到您办公计算机上的目标文件夹。

此外，您可以从接收机内部存储器删除任意 G 文件或“ 日
志” 文件。

G文件是专有格式 （ATOM）的 GNSS 原始数据文件。 “ 日志
”文件是可编辑的文本文件，列出接收机在一天执行的所有
操作。

SP File Manager 可以从 Spectra Precision 网站获取，是
一个 exe 文件（SPFileManagerSetup.exe），下载链接为：

http://www.spectraprecision.com/eng/

sp60.html#.VdWdb5dWIQo

（单击 “支持” 按钮访问下载链接。）

安装 SP File Manager

SP File Manager 非常易于安装：

• 请从 Spectra Precision 网站下载 exe 文件（使用以上
链接）。

• 双击 exe 文件完成安装。

连接 SP60 到您的计算机

与接收机进行通信有不同的方式：

• 通过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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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RS232 线，使用接收机上的端口 A，和计算机端的
DB9 或 USB 接口（见下图）。 接收机端口 A的默认速度是
115200 波特。

*: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办公电源套件 P/N 94336 （选配件）的
一部分。

这种串行连接需要的办公电源套件的设计让您可以从交
流电源插座而不是从接收机电池给接收机供电 （见上
图）。

接到接收机 DC 输入时，外部电源的优先级高于内部电
池，这意味着电池可以安全置于接收机内部 （它不会耗
尽电量）。

重要事项：  推入 Lemo 连接器之前，要确保对准红色标
记 （连接器上的红点，插座上的红线）。 相反，需要断
开 Lemo 连接器时，请使用附带的金属带拉出连接器。

• 通过 USB. 通过提供的 USB 转 Mini 通用电缆连接 SP60 到
计算机。

第一次进行这种连接时，所需要的 USB 驱动程序将自动
安装在计算机上，使得连接成为可能。

使用接收机的 USB 端口时，您仍然可以使用以前的设置
通过直流输入给接收机供电 （在这种情况下，您并不需
要将电源 /数据线的 DB9 连接器连接到计算机）。

(

)

42



在该设置中，您可以使用来自外业电源套件（选配件）
P/N 95715 线缆替换办公电源套件中的电源 /数据电缆
（P/N 59044-10）。 请参考下图。

*: 此产品是办公电源套件 P/N 94336 （选配件）的一部分。

**: 此产品是外业电源套件 P/N 94335 （选配件）的一部分

重要事项：  拔下 USB 电缆后，在带着您的接收机回到外
业之前，请将保护盖重新盖到 US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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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SP File Manager

双击 . 下文详述随后出现的 SP File Manager 窗口。

[1]: SP File Manager 工具栏。 此工具栏包含以下项目：

• Port 和波特率下拉列表：  让您选择计算机端使用哪个串
行端口用于接收机连接 （仅当使用 RS232 串口线时，波
特率才有意义）。 使用 115200 波特与 SP60 通信。

• Connect/Refresh 按钮：  Connect 允许您通过选择的串
行线激活计算机与接收机之间的连接。

建立连接后，该按钮变为 Refresh，允许您更新这两个
SP File Manager 窗格的内容 （下面描述的 [2] 和 [3]）

• Disconnect 按钮：  允许您停用计算机与接收机之间当前
建立的连接。

• Copy 按钮：  将窗格 [3] 中选择的文件复制到窗格 [2] . 
在窗格 [2] 中，在单击 Copy 按钮之前，您要打开复制到
的目标文件夹。

注意： 与各自的原始文件相比，复制的文件有不同的创
建日期和时间。 新的日期和时间对应于复制文件的日期
和时间。

• Delete 按钮：  删除当前在窗格 [2] 或 [3] 中选择的文
件 .

[2]: 该窗格显示计算机端当前打开的文件夹的内容。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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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窗格显示接收机端当前打开的文件夹的内容。 接收
机的根文件夹包含两个或三个子文件夹：

• Internal memory : 列出接收机在其内存中记录的所有
G- 文件

• Log files : 包含日志文件（每天一个）。 每个日志文件
列出了接收机在一天中执行的所有操作。

• USB key，如果当前有一个 USB 闪存盘连接到接收机。

要打开文件夹，双击它。 要返回父文件夹，单击 .

[4] : 该窗格显示复制进行中的 / 删除操作，以及自接收机
建立连接以来所有那些已完成的操作。 在每一个新的 SP 
File Manager 工作会话开始时清除该窗格 .

建立与接收机的连接

• 建立物理连接 （RS232 或 USB 的解释见 在第 41 - 连接
SP60 到您的计算机 )

• 打开接收机。

• 启动您的计算机上的 SP File Manager。 这将打开 SP 
File Manager 窗口。

• 对于 RS232 连接，首先编辑行设置 （接收机的默认波特
率是 115200 波特），然后单击 Connect 按钮。 对于 USB
连接，选择正确的 COM 端口 （另见在第 38 - 开始使用
SP Loader 中的注意事项），然后单击 Connect 按钮。

其结果是，窗口右侧的窗格列出接收机上可以看到的两
个或三个文件夹。

复制文件到办公计算机

• 在窗口的右侧，双击包含您要复制到计算机的文件的子
文件夹。

（如果需要的话，请单击 回到父文件夹，并打开另一
个子文件夹。）

• 在窗口的左侧，浏览您的计算机，找到复制文件到的目
标文件夹 （接收文件夹）。

• 在窗口的右侧，突出显示要复制的文件。

• 单击 Copy 按钮。 然后文件将按要求复制。 在屏幕的下部
提供关于正在进行的复制操作的报告信息。

从接收机删除文件

• 在窗口的右侧，双击包含您要从接收机删除的文件的子
文件夹。

（如果需要的话，请单击 回到父文件夹，并打开另一
个子文件夹。）

• 还是在窗口的右侧，突出显示要删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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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Delete 按钮。 文件然后被删除。 在屏幕的下部提供
关于进行中的删除操作的报告信息。

恢复出厂设置 可以从一个已关闭电源的接收机开始这一操作。 只要按住电
源按钮约 10 秒钟。 这将导致启动一个重置过程。 在该程序
结束时，除了如下保持不变，会恢复所有出厂设置：

• Bluetooth

– PIN 码

– 接收机蓝牙名称

• 防盗及启动保护

– 当前状态 （启用或禁用）

– 密码

– 防盗位置

– 计算的 后一个位置

以下情况之一不允许恢复出厂设置：

• 防盗保护激活

• 启动保护激活

• 在验证期内 （不论是进行中或已结束）。 （验证期的设
计是为了让用户使用预定义的配置并在有限的期限内使
用接收机。）

技术规格 GNSS 的特点

• 240 通道 GNSS 系统

– GPS L1 C/A, L1P (Y), L2P (Y), L2C

– GLONASS L1 C/A, L2 C/A, L3

– 北斗 B1 （第二步），B2

– Galileo E1, E5b

– QZSS L1 C/A, L2C, L1 SAIF

– SBAS L1 C/A

– L 波段

• 获得专利的 Z-Blade 技术，优化 GNSS 性能：

– 完美使用所有 6 种 GNSS 系统（GPS、GLONASS、北斗、
Galileo、QZSS 和 SBAS）

– 经过强化的 GNSS 核心算法： 完全独立的 GNSS 信号跟
踪和优化数据处理，包括仅 GPS、仅 GLONASS 或仅北
斗解算 （自治到完整 RTK）

– 快速的搜索引擎进行快速采集并重新捕获 GNSS 信号。

• 获得专利的 SBAS 范围在 RTK 处理中使用 SBAS 代码及载
波观测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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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nted Strobe ™相关器，可降低 GNSS 多路径

• 可高达 10 赫兹的实时原始数据 （代码和载波以及位置输
出）

• 支持的数据格式： ATOM、CMR、CMR+、RTCM 2.1、2.3、
3.1 和 3.2 （含 MSM）。 仅流动站：  CMRx 和 sCMRx。

• NMEA 0183 信息输出

实时精度 （RMS）

(1) (2)

SBAS (WAAS/EGNOS/MSAS/GAGAN):

• 水平： < 50 厘米 （1.64 英尺）

• 垂直： < 85 厘米 （2.79 英尺）

实时 DGPS 位置 :

• 水平： 25 厘米 （0.82 英尺）+ 1ppm

• 垂直： 50 厘米 （1.64 英尺）+ 1ppm

实时动态位置（RTK）:

• 水平： 8 毫米 （0.026 英尺）+ 1ppm

• 垂直： 15 毫米 （0.049 英尺）+ 1ppm

订用 SP60 支持的 Trimble RTX 修正服务

(1) (2)

(*) 首个数字是 RAM 不可用的情况 （RAM：区域大气模式），第

二个数字是 RAM 可用的情况。

(**) RAM 可用或不可用的情况。

实时性能

• Instant-RTK® 初始化

– 对于不到 20 公里的基线 ，通常情况下是 2 秒

– 可靠性：  高达 99.9％

• RTK 初始化范围： 超过 40 公里

后处理精度 （RMS）

(1) (2)

服务 水平精度 (RMS) 初始化时间
GNSS频

率

CenterPoint RTX < 4 厘米
< 30分钟，或 <5 
分钟 (*)

L1+L2

FieldPoint RTX < 10 厘米
< 15分钟，或 <5 
分钟 (*)

L1+L2

RangePoint RTX < 30 厘米 <5 分钟 (**) L1+L2

ViewPoint RTX < 50 厘米 <5 分钟 (**)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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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和快速静态 :

• 水平： 3 毫米 (0.118”)+ 0.5ppm

• 垂直： 5 毫米 (0.196”)+ 0.5ppm

高精度静态  (3):

• 水平： 3 毫米 (0.118”)+ 0.1ppm

• 垂直： 3.5 毫米 (0.137”)+ 0.4ppm

数据记录特性

记录间隔： 0.1 – 999 sec

物理特性

• 尺寸： 21×21×7 厘米 （8.3×8.3×2.3“）

• 重量： 0.930 kg (2.08 lb)

• 用户界面： 五个 LED 用于电源、跟踪、蓝牙、数据记录
和电台

• I/O 界面：

– RS232 串行链路

– USB 2.0/UART 和 USB OTG

– 蓝牙 2.1 + EDR，远距离：  1 类 （19 dBm）

• 内存 :

– 256 MB 内存 NAND 闪存

– 保存 14 颗卫星的 15 秒原始 GNSS 数据超过一个月

• 操作：

– RTK 流动站和基准站

– RTK 网络流动站： VRS, FKP, MAC

– CenterPoint RTX （IP 地址和卫星）

– NTRIP, Direct IP

– 后处理

• 环境特性：

– 工作温度： -40°至 + 65°C （-40° 至 + 149°F） 
(4) (7)

– 储存温度： -40°至 +85°C (-40° 至 +185°F) (5)

– 湿度： 100% 冷凝

– IP67 规格的防水、防沙、防尘密封

– 冲击： 从 2米高标杆上跌落到水泥地面上不会损坏

– 冲击 MIL-STD 810 （图 516.5-10）（01/2000）(8)

– 振动：  MIL-STD-810F （图 514.5C-17）（01/2000）
(8)

• 功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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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电池，7.4 V，2600 mAh

– 电池续航时间：  10 小时（GNSS 打开，UHF 接收关
闭）;  或 8 小时（GNS 打开，UHF 接收打开）

– 外接直流电源： 9-28 V

• 可选的系统组件：

– UHF 套件 （410-470 兆赫、2 W、TRx）

– 外业电源套件

– 办公电源套件

– 数据采集器： Ranger 3、T41、MobileMapper 20、
ProMark 120

– 外业软件： Survey Pro、FAST Survey、ProMark 
Field

标配和选配的系统组件

请参阅 在第 2 - SP60 装箱清单 .

数据采集器和软件

下列选项可用于与 SP60 一起使用。

数据采集器：

• Ranger 3

• T41

• MobileMapper 20

• ProMark 120

外业软件：

• Survey Pro

• FAST Survey

(1) 精度和 TTFF 特性可能受到大气条件、信号多路径、卫星几
何分布以及校准可用性和质量的影响。

(2) 性能值假设至少有五颗卫星，遵循产品手册中推荐的程序。 
高多路径区域、高 PDOP 值以及严酷的大气条件可能会降低性

能。

(3) 长基线，长时间作业，用到精密星历
(4) 在非常高的温度下，UHF 模块不应该在发射器模式中使用。

(5) 不含电池。 电池存储温度可以高达 +70°C。
(6) 基于 GNSS 星座健康情况、多路径水平和接近障碍物（如大

型树木和建筑物）的距离，接收机的收敛时间会不同。

(7) 使用超高频模块 （可选套件）时，用作发射器和发射功率
为 2W 的 RF 电源，工作温度范围应限制在 -40° 至 +55℃ （-40°

至 +131°F）之间
(8) 三维振动及冲击测试结果显示未检测到机械或 GNSS 性能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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