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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操作说明 

1.1 设备连接-蓝牙连接 

主机开机，打开手簿软件星矩 APP 

点击【仪器】-【通讯设置】，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 

仪器厂家选择千寻位置，仪器类型选择 RTK（SR1,SR3），通信模式选择蓝牙 

    

点击【搜索】搜索主机蓝牙，蓝牙名称为主机 SN 号，进行蓝牙配对，主机蓝牙信息会出现在

设备列表里，点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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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主机蓝牙变为黄色，点击【连接】，等待连接完成，连接完成后自动返回主界面 

    

 

1.2 移动站设置-手簿网络 

 点击【仪器】-【移动站模式】，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 

高度截止角默认 5 度，可设置为 10 度，数据链选择手簿网络，连接模式选择千寻知寸，自动

连接网络打开，其他参数保持默认不变，点击【应用】 

注意事项： 

 如果手簿连接过多个主机蓝牙，使用时尽量只保留目标主机蓝牙，将其余不用的蓝牙都

删除掉 

 若蓝牙连接失败可以断开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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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站设置成功后自动返回主界面，再次点击【移动站模式】，查看接收数据进度条是否循环

读取，循环读取则设置成功，返回即可 

 

注意事项： 

 SIM卡放在手簿里或手簿连接 WIFI热点时，使用手簿网络模式； 

 设置前确保手簿软件与主机已连接 

 使用手簿网络一定要确保手簿网络通畅，可以正常访问互联网 

 接受到差分数据后，进度条是实时动态循环读取的，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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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建项目与坐标系统设置 

1.3.1 新建项目 

点击【项目】-【项目管理】-【新建】，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项目名称】推荐使用默认日期， 比如 20201118， 

【坐标参数类型】选择“本地坐标参数” 

【操作人员】、【工程说明】等根据实际需要填写也可不填，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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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设置坐标系统参数 

进入坐标系统参数设置，框架转换不使用， 

点击【椭球参数】，椭球参数可以根据项目要求选择相应椭球这里以 CGCS2000 椭球为例，点

击【确定】返回坐标系统参数界面 

 

点击【投影参数】,投影方式选择高斯投影，中央子午线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自动获取，点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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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图标即可自动获取，点击【确定】返回坐标系统参数界面 

 

当椭球参数和投影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新建项目完成并自动返回到主界面，再次

点击【项目管理】，可以在项目列表里查看到新建的项目 

 

注意事项： 

 新建项目时坐标参数类型一定要选择本地坐标参数 

 新建项目完成后，默认直接打开新建的项目，可在项目管理中更换项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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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子午线：一般是要求与“坐标系的投影中央子午线”一致，如果确实不清楚，可点击

中央子午线后面的测量图标自动获取中央子午线即可。 

 坐标系统参数：新建的项目要确保坐标系统详情里除了椭球参数和投影参数左边的图标

为蓝色其他参数左边的齿轮为黑色。 

 

1.4 参数计算操作流程 

计算参数目的： 

一般情况下国内需要的成果是平面直角坐标，而 RTK 接收的原始坐标系为椭球坐标系

（CGCS2000），为了实现从 GPS坐标系转换到平面直角坐标系需要进行点校正的操作。 

1.4.1 一、新建任务 

 参考 1.3 条 

1.4.2 二、测量控制点 

分别用移动站测量测区内的至少两个控制点。 

测量方法： 

点击【测量】→【碎步测量】→【设置】→【平滑点数 5】→【确定】，输入点名，点【确

定】；依次测量其他已知控制点，测量时须扶稳对中杆保证气泡居中。 

            

测量后点自动保存在【项目】→【坐标点库】里面，可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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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设置：状态限制选择固定解，平滑点数一般选择 5（多采集几次求平均提高测量精度）。 

 天线高：根据对中杆的刻度进行调节，天线量取方式选择杆高。 

 解类型：解类型必须显示为固定。 

 测量：测量的时候要确保对中杆气泡居中。 

 控制点：控制点选取的时候尽量选择在测区分布均匀的控制点，避免短边控制长边。 

1.4.3 三、参数计算 

输入已知点坐标，点击【项目】→【坐标点库】→【增加】，输入点名及已知坐标后属性类型

选择控制点，点【确定】，重复操作输入其他已知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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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计算，点击【工具】→【计算转换参数】→【…】→【选项】选择坐标转换方法“平面平

差+垂直平差”，点击【确定】； 【增加】进入坐标选择界面，分别点击红框位置选择【当前坐

标系已知点】坐标及对应的【椭球原始坐标】（测量点坐标），重复操作，将所有已知点添加进

去，点计算。 

     

 

点击【应用】刚才解算的参数就应用到当前项目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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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旋转角：数值很接近于 0。 

 比例尺：解算完比例尺越接近于 1越好一般在 0.999x-1.000x之间。 

 在【项目】-【坐标系统】可以看到除了椭球参数和投影参数左边的齿轮变成了蓝色外，

四参数/水平平差参数和垂直平差参数左边的齿轮图标也变成了蓝色，点进去可以看到

解算的平面校正参数及高程拟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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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点测量 

注意：确认解状态为“固定解”时，才能进行点测量操作 

1. 点击【测量】-【点测量】，进入测量操作界面 

 

2. 点击【天线图标 】输入对中杆高度，即对中杆刻度尺显示高度，【天线量取方式】选择

杆高，点击【确定】，自动返回测量界面  

    

3. 点击【测量点类型 】选择测量点类型，通常选择地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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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设置图标 】进入测量设置界面，可以根据需要对编码，平滑点数等进行设置，

平滑点数默认为 1，测一次即保存该点坐标 

 

5. 将对中杆放于目标点上，气泡保持居中点击【测量图标 】测量点坐标，点击完成后会自

动跳转坐标信息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确定】，保存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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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点库图标 】进入坐标点库，可查看所有测量点信息 

         

注意事项： 

 一定要在固定解状态下才能进行坐标测量采集 

 杆高会影响测量点的高程，如需高程值务必输入正确杆高 

 设置界面的精度限制参数不建议做修改，保持默认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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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点放样 

注意：确认解状态为“固定解”时，才能进行点放样操作 

点击【测量】-【点放样】，进入选择放样点界面，坐标点库中的点会自动加载进来，也可以批

量导入坐标点（详情见《千寻星矩 SR1&3-数据导入》）或者点击【增加】手动输入放样点坐标，

点击【确定】 

 

选择需要放样的点，点击后变成黄色，点击【确定】进入放样界面，点放样提示方式默认使用

距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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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距离式放样界面显示介绍 

a) 左侧：当前位置到放样点向南或向北，向西或向东的距离，填挖是放样点高程与实际高

程的差值 

b) 右侧：依次为杆高，惯导，放样最近点，全屏，测量点居中，放样上一点，放样下一点 

 

c) 上左：打开关闭放样语音提示，关闭开启状态栏提示，切换距离式与罗盘式放样界面 

d) 下中：放样点设置，坐标点库 

 

2. 点击图标 进入放样设置界面，可以设置提示范围，是否自动标记为已放样点，放样限

差等       

 

3. 按照信息栏提示找到放样点，气泡保持居中，点击图标 测量点坐标，点击完成后会自

动跳转放样点信息界面，查看该点与目标点的各方向距离，满足放样精度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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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完成 

 

4. 在距离式放样界面点击左上图标可以切换为罗盘式放样界面，罗盘式放样分为两个阶段，

放样距离是设置的提示范围两倍时，阶段一（左图）变为阶段二（右图） 

a) 阶段一（左图）：红旗代表目标点，蓝色箭头表示从目前接收机位置到放样点的移动方

向，下方红字表示距离目标点的距离 

b) 阶段二（右图）：灰色的圆圈中心红旗表示放样目标，蓝色圆表示接收机位置，当放样

距离满足放样限差时，蓝色圆会变成绿色圆 

注意事项： 

 放样点数量少可以手动输入，放样点数量大时可以提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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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式与罗盘式可以根据个人习惯选择，不影响放样精度 

 

1.7 测量点数据导出说明 

数据导出 

将手簿里测量的数据转成我们需要的格式导出到电脑上，以便我们进行数据的做图、分析等

工作。 

1.7.1 1、数据导出 

打开千寻位置 APP，点【项目】→【数据文件导出】，选择文件格式、导出点类型点【导出】，

在弹出的导出文件界面记住导出路径、输入文件名，点击【导出】即可在电脑上进入手簿盘符

内相应的文件目录，即可找到导出的数据。 

     

注意事项 

 数据文件：如果一个项目里面建立了多个数据文件，数据文件这里要核对一下是否正确。 

 根据数据存放的位置进行选择，示例中导出的是采集的碎步测量保存在测量点点库里

面，所以测量点要打开。 

 

 

1.7.1 2、手簿连接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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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簿用 USB 数据线跟电脑进行连接，在弹出的【USB 连接用途】选择【文件传输】方式，电

脑界面会出现手簿的存储盘符。 

1.8 放样点数据导入说明 

数据导入 

将电脑上保存的点坐标数据导入到手簿，进行点放样、点校正等工作。 

 

1.8.1 1、准备数据 

如果是 Dat 或者 DXF 格式的文件直接将导入的文件复制到手簿里，如果是自定义文件在电脑

上将点坐标按指定格式整理（格式为：点名,N,E,Z），并将文件保存为 csv 格式，将准备好的数

据文件复制到手簿里。 

 

1.8.2 2、手簿连接电脑 

将手簿用 USB 数据线跟电脑进行连接，在弹出的 USB 连接用途选择文件传输方式，电脑界面

会出现手簿的存储盘符。 

1.8.3 3、数据导入 

进入千寻星矩软件后，点【项目】→【坐标点库】，点击左下角…图标选择【导入】。由于软件

里面默认的文件格式只有 Cass、AutoCAD 等两个常用的格式，如果导入的数据是 Cass 或者

AutoCAD 等已经支持的数据直接点确定找到文件点确定看预览没问题说明导入成功了，如果

准备的数据没有刚才准备的 CSV 这种表格模式，咱们可以点格式管理新建一个 CSV 格式方便

后面数据整理及导入数据。 

（1）软件已有格式的数据导入，以 Cass 数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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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坐标点库】，点击左下角…图标选择【导入】，文件格式 Cass 格式，点【确定】

然后找到文件目录下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点确定，在弹出的预览对话框中显示导入的数据没问

题，点确定数据导入成功。 

    

       

（2）自定义数据格式进行导入： 

点【项目】→【坐标点库】，点击左下角…图标选择【导入】选择【格式管理】，点击【新建】，

即可根据需要 新建导入文件格式。设置分隔符号，扩展名称，角度格式，是否写文件 头，选

择自定义导出格式内容。选中需要导出的内容，点击【添加】，即可添加到自定义格 式描述中。

完成设置后点击【确定】即完成自定义导出格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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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坐标点库】，点击左下角…图标选择【导入】，文件格式选择新建的（测试数据.CSV）

模板，点确定然后找到文件目录下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点确定，在弹出的预览对话框中显示导

入的数据没问题，点确定数据导入成功。 

    

注意事项： 

 属性类型：属性类型根据导入点的目的进行选择，如果导入的数据是用来放样属性类型

就选择放样点。 

 自定义格式描述：自定义格式描述添加的顺序要跟准备数据列的顺序一致。 

 

1.9 导入 CAD 底图放样 

1. 点击【测量】-【CAD】，进入 CAD模块界面，CAD模块共分四个功能界面，分别是数据，绘

图，测量，工具 

数据：图层管理，数据导入导出      绘图：绘制点，线，几何图形 

测量：测量关键点，要素交点坐标    工具：计算图形要素角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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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数据】，弹出操作选项卡，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图层和点样式的设置 

 

3. 打开手簿文件管理，将要导入的底图存放在路径 QXWZ-Input 下，点击【导入】，在存储目

录下找到目标文件，点击【确定】即可导入*dxf 格式图形数据，点击全屏按钮可进行导入

图形的全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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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底图导入成功后，图形上的点，线，几何图形信息会显示出来，可以直接在图上选取点线

等要素进行放样操作 

a) 选点放样：直接点击图上点即可选中目标点，目标点被选中后会变成蓝色，点击【放样】

即进入放样界面 

 

b) 选图形放样：直接点击图形即可选中目标要素，目标要素被选中后会变成蓝色，点击

【放样】进入放样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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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样中心点开启后，就是自动放样到所选图形的几何中心那一个点 

 

6. 图形放样的选择方式有两种：使用选择折线和使用选择线段，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a) 使用选择折线：放样到距离当前位置最近的所选图形要素上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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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使用选择线段：放样到距离当前位置最近的所选图形要素被点击的那条线段所在的直线

上 

 

7.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在图形放样设置中开启按逐桩坐标方式放样，将图形按照指定距离，

线段等分和关键节点三种方式进行逐点放样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1.9 导入 CAD 底图放样 

25 

 

a) 指定距离：输入指定的距离间隔，将图形要素按指定的距离分段，进行各节点放样 

 

b) 线段等分：输入分段数目，将图形要素等距离分成输入段数，进行各节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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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键节点：关键点放样会自动放样图形要素的端点，中心等关键节点 

 

8. 在图形作业过程中，如果对图形进行了编辑，可以进行*dxf 格式图片导出，点击【数据】

-【导出 dxf】，在导出设置界面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相应设置，点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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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底图使用过后可以进行删除，点击【数据】-【图层】-【CAD 图层】，将不需要的图层全部

删除掉即可 

 

注意事项： 

 *.dwg请在电脑使用 CAD软件打开，另存为 2004版、*.dxf 格式。  

 导入的图层有块体，需要炸开，详细操作网上搜索”CAD炸开块体方法” 

 导入的底图不宜过大，图层不宜过多，尽量只保留需要的图层 

 可被导入和导出的图形格式为*.dxf。 

 底图导入手簿时一定要按【文件管理】-【QXWZ】-【Input】路径存放，方便导入时查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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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底图作业时，一定要保证底图坐标系与测量坐标系一致，且为同一测区 

 根据不同的项目需求，灵活运用不同的放样方式组合，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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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放样 

2.1 平曲线交点法输入手薄说明 

2.1.1 梳理直曲表内容 

1. 查看直曲表 

 

2. 梳理交点法需要输入的信息 

标准交点只需输入：交点、北坐标（N、E），东坐标（E、Y），交点桩号，半径，缓和曲线。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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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标准交点，指第一缓和曲线长度与第二缓和曲线长度相等或同时为 0，不包含虚交、非

对称缓和曲线。  

 交点桩号：软件计算线路时，如果交点列表输入的第一个点的桩号非零时，软件以第一

个点桩号作为里程起算点，如果交点列表输入的第一个点的桩号为 0，软件以第二个点

的桩号作为里程起算点。故第一个点在线路上，交点桩号输入实际里程，第一个点不在

线路上，交点桩号输入 0，缓和曲线说明： 

 缓和曲线：一般直曲表只有一列缓和曲线，表示第一缓和曲线长度等于第二缓和曲线，

如果缓和曲线值为空表示无缓和曲线，输入时，缓和曲线长度直接输 0。 

 

3. 梳理断链信息 

断链是由于勘察设计阶段更改线路设计导致里程不连续，分长链和短链，一般在直曲表备

注栏会标明。 

以上直曲表中，在 JD120 和 JD121 后备注：“短链： 56.462m K28+170=K38+226.462”，

表示 JD120 和 JD121 附近有断链。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2.1 平曲线交点法输入手薄说明 

31 

 

录入平曲线时，如果有断链必须先录入断链信息，没有则忽略。 

2.1.2 进星矩 APP 新建道路设计文件 

1. 进入星矩 APP，点击【测量】，再点【线路施工放样】或【线路逐点放样】，软件会提

示选择已有线路文件，如果没有线路文件点击新建。 

2. 点击新建后，切到【道路设计】界面，以上述直曲表为例，线路名称输入“xxxx 二级公路”，

线路参数分：断链、平曲线、竖曲线、标准横断面、边坡，根据需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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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输入断链信息 

录入平曲线时，如果有断链必须先录入断链信息，没有则忽略。 

1. 点击【断链】，在断链列表里，依次输入断链信息。 

     

2. 点击【增加】，输入断链点信息。 

以上直曲表中，在 JD120 和 JD121 后备注 “短链： 56.462m K28+170=K38+226.462”。

断前里程输：38170，断后里程输：38226.462。 

输入完后，点击【确定】保存断链信息，并返回到断链列表， 

3. 检查断链信息是否正确，如果错误长按可以编辑、删除，检查无误后，点击【确定】，

断链输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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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输入平曲线 

1. 点击【平曲线】，支持线元法、交点法、坐标法。 

     

2. 选择【交点法】，点击【增加】， 

① 第一个点作为起点，仅需输入：交点名、北坐标、东坐标、桩号，依次输入 JD112 的

信息。 

JD112 输好后，点击【下一个】继续输入，点击【确定】返回列表，点击【下一个】继

续输入交点。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2.1 平曲线交点法输入手薄说明 

34 

② 一个标准交点需要输入：交点名、北坐标、东坐标、桩号、第一缓和曲线、第二缓和

曲线。添加 JD113 内容时，按照以上内容进行输入。 

   

③ JD113 输入完毕后，点击下一个依次输入剩余交点信息，直到全部交点输入完毕，点

击【确定】，返回交点列表，如下图。 

3. 点击计算，检查逐桩坐标。 

点击计算生成逐桩坐标列表，，依次检查检查每一个里程桩号显示的坐标，是否直曲表对

应逐桩坐标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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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桩号坐标不一致，返回检查交点坐标、半径、缓和曲线是否有有误并更正，待全部检

查正确后，方可用于道路测量与放样。 

 

4. 预览验算线路 

在道路设计列表里，每一项前面都有一个黑色的图标，蓝色表示已经输入内容。 

① 点击预览图，生成线路图。 

     

 

②点击【验算】，计算方式选择【输入里程和偏距】，输入里程和偏距，点击【计算】，生成

坐标，检查坐标是否与逐桩坐标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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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曲线直曲表导入手薄说明 

2.2.1 编排直曲表内容 

 

1. 新建 Excel 文件，将上述直曲表内容按照以下顺序，依次填入： 

交点名，北坐标，东坐标，里程，半径，第一缓和曲线，第二缓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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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完毕后，另存为“.csv (逗号分隔符) 格式 ”，示例文件：xxxx 二级公路.csv 

注意事项： 

 如果第一个点在线路上，交点里程输入实际里程，软件计算线路时，以第一个点位里程

起算里程 

 如果第一个点不在线路上，交点里程输入 0，软件计算线路里程时，以第二个交点里程

作为起算里程。 

2.2.2 把文件导入手薄 

1. 可选两种导入方式： 

① USB 方式，用 USB 数据线将手薄连接上电脑。 

 

② FTP 方式，电脑以 FTP 方式访问手薄文件。 

 

注意：导入的时候拷贝到 QXWZ\INPUT 文件夹里， 

2.2.3 .进星矩 APP 导入直曲表 

1. 进入星矩 APP，点击【测量】，再点击【线路施工放样】或【线路逐点放样】，软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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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选择已有线路文件，如果没有线路文件点击新建或导入。 

2. 点击【导入】，点击【文件类型】，选择【直曲表(交点法)】, 

   

选中文件“平曲线-直曲表导入演示数据.csv”,点击确定，进入配置参数界面，依次选择，点名列

数、北坐标列数、东坐标列数、交点桩号列数、半径列数、第一缓曲长度列数、第二换曲长度

列数，对于标准交点(不是非对称、虚交)，可以不导入缓和曲线参数、以及直线长度。 

     

3. 导入之后，软件会自动新建道路，道路名称可以，例如改为：“xxxx 二级公路”。 

4. 点击【平曲线】，查看导入交点信息，检查每一项是否准确导入，点击【计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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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每一个交点的要素点里程和坐标。 

     

注意： 

 如果有断链，需要先输入断链信息，否则断链点后的里程与坐标计算会错。 

 目前交点法已支持非对称缓和曲线，导入非对称缓和曲线线型时，需要导入、第一第二

缓和曲线参数、直线段长度。 

 

2.3 平曲线线元法输入手薄说明 

2.3.1 梳理直曲表内容 

1. 查看直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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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梳理线元法需要输入的信息 

① 线元法基本概念 

线元法，又称积木法，从起点开始，把道路线路一段一段的拼接起来。 

线形分为：直线、园曲、缓和曲线。 

起点参数：北坐标、东坐标、起点里程、方位角 

直线参数：长度、方位角 

圆曲参数：起点半径、长度、方位角、方向(左、右) 

换曲参数：起点半径、终点半径、长度、方位角、方向(左右) 

注意：直线、圆曲、缓曲方位角一般会根据前一点自动计算得到。 

② 直曲表解析， 

用线元法输直曲表，必须能看懂直曲表才能输对。 

用线元法输直曲表，必须能看懂直曲表才能输对，下图是 JD112、JD113、JD114 的平

面示意图。 

红色线段表示两交点之间的连线，蓝线表示缓和曲线，紫线表示圆弧，黄色表示交点

间直线。 

起点须在线路上，JD112 没有在主线上，不能作为起点，使用 JD113 直缓点作为起点，

JD113 直缓点里程为 K36+205.375 ，在逐桩坐标中查到坐标（ 3073313.164, 

E:429176.544）。 

起点方位角为 JD112 到 JD113 的方位角，在直曲表中 JD112、JD113 之后两点间方位

角位 72°07′37.9″。 

从起点开始， 

第 1 段线：缓曲，起点半无穷大∞，终点半径 250.5，长度 80，方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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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线：圆弧，半径 250，长度 30.61，方向右 

第 3 段线：缓曲，起点半径 250，终点半径无穷大∞，方向右 

第 4 段线：直线，长度 85.607 

第 5 段线：缓曲，起点半无穷大∞，终点半径 246.828，长度 40，方向左 

第 6 段线：圆弧，半径 246.828，长度 104.05，方向左 

第 7 段线：缓曲，起点半径 246.828，终点半径无穷大∞，长度 40，方向左 

….. 

从线路起点一段一段的拼接到线路终点，把以上信息用线元法输入手薄，构成整条线

路。 

 

3. 梳理断链信息 

断链是由于勘察设计阶段更改线路设计导致里程不连续，分长链和短链，一般在直曲表备

注栏会标明。 

以上直曲表中，在 JD120 和 JD121 后备注：“短链： 56.462m K28+170=K38+226.462”，

表示 JD120 和 JD121 附近有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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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平曲线时，如果有断链必须先录入断链信息，没有则忽略。 

 

2.3.2 进星矩 APP 新建道路设计文件 

1. 进入星矩 APP，点击【测量】，再点【线路施工放样】或【线路逐点放样】，软件会提示选

择已有线路文件，如果没有线路文件点击新建。 

2. 点击新建后，切到【道路设计】界面，以上述直曲表为例，线路名称输入“xxxx 二级公路”，

线路参数分：断链、平曲线、竖曲线、标准横断面、边坡，根据需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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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输入断链信息 

录入平曲线时，如果有断链必须先录入断链信息，没有则忽略。 

1. 点击【断链】，在断链列表里，依次输入断链信息。 

   

2. 点击【增加】，输入断链点信息。 

以上直曲表中，在 JD120 和 JD121 后备注 “短链： 56.462m K28+170=K38+226.462”。

断前里程输：38170，断后里程输：38226.462。 

输入完后，点击【确定】保存断链信息，并返回到断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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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断链信息是否正确，如果错误长按可以编辑、删除，检查无误后，点击【确定】，

断链输入完毕。 

   

 

2.3.4 线元法输入平曲线 

5. 点击【平曲线】，支持线元法、交点法、坐标法。 

  

6. 选择【线元法】，点击【增加】。 

① 增加第一行默认为起点，输北坐标、东坐标、起点里程、方位角。依次输入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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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 

② 提示输入线元参数，【线型】可以选择直线、圆曲、缓曲三种，根据实际选择。 

   

③ 按照之前整理的线元参数，起点接缓和曲线； 

选择缓曲，方位角根据起点自动推算，只需输入起点半径、终点半径、长度、方向信

息。依次输入后，点击【下一个】。 

④ 按照之前整理的线元参数，缓曲曲线之后接圆曲； 

选择圆曲，方位角根据上一线元自动推算，只需输入起点半径、终点半径、长度、方

向信息。依次输入后，点击【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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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按照之前整理的线元参数，圆曲接缓和曲线； 

选择缓曲，方位角根据起点自动推算，只需输入起点半径、终点半径、长度、方向信

息。依次输入后，点击【下一个】。 

⑥ 按照之前整理的线元参数，缓曲之后接直线； 

选择直线，方位角根据上一线元自动推算，只需输入长度，点击【下一个】。 

 

     

⑦ 点击下一个依次输入剩余线元信息，直到全部交点输入完毕，点击【确定】，返回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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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如下图。 

7. 点击计算，检查逐桩坐标。 

① 点击计算生成逐桩坐标列表，依次检查检查每一个里程桩号显示的坐标，是否与直曲

表对应逐桩坐标表一样。 

     

② 线元法检查技巧 

线元法原理是一段一段地累加拼接构成整条线路，因此只要其中任何一段的信息输错，

之后线路都是错的。检查线路时，建议先从起点开始，检查每一段线元末端里程桩号

坐标，如果末端里程桩号坐标错误，检查该段信息是否输对，如果正确，说明该段输

入正确，再检查下一段，直到全部检查完毕准确无误，方可用于测量。 

8. 预览验算线路 

在道路设计列表里，每一项前面都有一个黑色的图标，蓝色表示已经输入内容。 

② 点击预览图，生成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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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验算】，计算方式选择【输入里程和偏距】，输入任意里程和偏距，点击【计算】，生成

坐标，检查坐标是否与已知坐标一样。 

  

 

2.4 竖曲线输入手薄说明 

2.4.1 梳理直曲表内容 

1. 查看竖曲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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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梳理竖曲线需要输入的信息 

竖曲线仅需输入每一个变坡点桩号、高程、半径。 

 

2.4.2 手工输入竖曲线 

3. 进入星矩 APP，点击【测量】，再点【线路施工放样】或【线路逐点放样】，选择已有选录，

例如：xxxx 二级公路。点击【编辑】，切到【道路设计】界面，竖曲线进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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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竖曲线】，计算方式可选圆曲线和抛物线，一般选择抛物线。 

  

5. 点击【增加】，依次输入每一个点的里程、高程、半径。  

注意：输入时半径不区分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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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竖曲线批量导入 

1. 整理竖曲线表，在 Excel 表中按桩号、标高、凸曲线半径、凹曲线半径顺序依次填入竖曲

线信息，另存为.csv(逗号分隔)格式，例如：竖曲线-竖曲线导入演示数据.csv 

   

2. 将手薄连接上电脑，把”竖曲线.csv”文件拷贝到 QXWZ/INPUT 文件夹里。 

3. 进星矩 APP 将“竖曲线-竖曲线导入演示数据.csv”导入手薄。 

① 进入星矩 APP，点击【测量】，再点【线路施工放样】或【线路逐点放样】，选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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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录，例如：xxxx 二级公路。点击【编辑】，切到【道路设计】界面。 

② 点击【竖曲线】，计算方式可选圆曲线和抛物线，一般选择抛物线，点击【导入】 

③ 选中“竖曲线-竖曲线导入演示数据.csv”，点击【确定】。 

  

④ 参数设置：桩号列数设置为 1、标高列数设置为 2、凸曲线半径列数设置 3、凹曲

线半径设置 4，点击【预览】查看读取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点击【导入】。 

   

 

2.4.4 竖曲线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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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部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返回竖曲线列表，软件自动计算坡比 1、坡比 2 切线长。

可与竖曲线表作对比，以检核是否输对。 

     

2.竖曲线信息输入正确后，点击【验算】，计算方式“输入里程和偏距”，输入任意里程计算设计

高程，将计算结果与纵断面图设计高进行比较，从线路起点检查到线路终点，检查无误后，方

可用于测量。 

   

 

2.5 线路逐点放样使用说明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2.5 线路逐点放样使用说明 

54 

线路里程桩号放样有两种方法： 

①线路逐点放样放样中桩左右边桩 

②加桩放样线路任意点 

2.5.1 加载线路文件 

点击【线路逐点放样】，选中之前编辑好的线路文件“xxxx 二级公路”，点击【确定】。 

     

2.5.2 线路逐点放样 

 放样设置 

自动放样最近点关闭； 

范围显示可以放样的里程桩号，下图中显示从 36102.339~28536.421； 

计算方式：按照整桩号计算； 

间隔：一般都是 20 米； 

里程：输预开始放样里程 

偏距：输左偏或右偏，左负右正； 

左边桩矩：输左边边桩偏距； 

右边桩矩：输右边边桩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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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放样 

根据提示信息找到放样桩号， 

目标：放样桩号。37200 表示中桩，L20[37200]表示左边桩，R20[37200]表示右边桩 

向小(大)：往小里程移动或大里程移动。 

距离：移动站与目标里程点的距离 

填(挖)：填挖量 

里程：移动站当前所在位置投影到线路的实时里程。 

偏距：左或右偏离中线距离。 

点击【上\下箭头】，按照 S 形切换依次切换左边桩、中桩、右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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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加桩放样 

 点击【加桩图标】， 

输入加桩信息，放样任意里程和偏距。 

 加桩设置 

输入里程和偏距，例如里程输入 37220、偏距输入 15， 

偏角默认 90°； 

将放样坐标加入坐标点库关闭。 

点击【确定】 

软件根据里程和偏距计算坐标，点击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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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放样 

根据提示移动星矩，找到放样点。 

 

 

2.6 线路施工放样使用说明 

线路里程桩号放样有两种方法： 

①线路逐点放样放样中桩左右边桩 

②加桩放样线路任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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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加载线路文件 

点击【线路逐点放样】，选中之前编辑好的线路文件“xxxx 二级公路”，点击【确定】。 

     

2.6.2 线路逐点放样 

 放样设置 

自动放样最近点关闭； 

范围显示可以放样的里程桩号，下图中显示从 36102.339~28536.421； 

计算方式：按照整桩号计算； 

间隔：一般都是 20 米； 

里程：输预开始放样里程 

偏距：输左偏或右偏，左负右正； 

左边桩矩：输左边边桩偏距； 

右边桩矩：输右边边桩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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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放样 

根据提示信息找到放样桩号， 

目标：放样桩号。37200 表示中桩，L20[37200]表示左边桩，R20[37200]表示右边桩 

向小(大)：往小里程移动或大里程移动。 

距离：移动站与目标里程点的距离 

填(挖)：填挖量 

里程：移动站当前所在位置投影到线路的实时里程。 

偏距：左或右偏离中线距离。 

点击【上\下箭头】，按照 S 形切换依次切换左边桩、中桩、右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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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加桩放样 

 点击【加桩图标】， 

输入加桩信息，放样任意里程和偏距。 

 加桩设置 

输入里程和偏距，例如里程输入 37220、偏距输入 15， 

偏角默认 90°； 

将放样坐标加入坐标点库关闭。 

点击【确定】 

软件根据里程和偏距计算坐标，点击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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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放样 

根据提示移动星矩，找到放样点。 

 

 

2.7 道路功能横断面测量说明 

2.7.1 横断面采集方法说明 

从起点开始，一般每隔 20 米采集一个断面，从左依次采集每一个横断面线上的特征点。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2.7 道路功能横断面测量说明 

62 

 

2.7.2 加载线路文件 

点击【测横断面】，选中之前编辑好的线路文件“xxxx 二级公路”，点击【确定】。 

     

2.7.3 采集横断面 

 横断面采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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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横断面 

     

2.7.4 导出断面数据 

 查看横断面点 

点击【坐标点库】查看测量的横断面点，每一个点后都有里程和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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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横断面数据 

点击【数据文件导出】，导出道具断面数据选项打开，文件格式可以选择纬地、天正、CASS

断面、海地、断面测量数据 5 中格式(此处演示以纬地格式为例)。排序方式选择排序，高差方

式选择相对于前一点，点击导出。 

   

文件名称输入“xxxx 二级公路横断面”，点击导出，提示导出成功。 

导出文件默认存放在“内部存储/QXWZ/Export 里”，把手薄连接上电脑导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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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操作 

3.1 惯导使用（仅高级版支持） 

注：只用千寻星矩 SR3（高级版）才具有惯导功能，使用前请先确所用星矩 SR3是否为高级

版，主机底部铭牌处有版本标识 

 

1. 确保设备已经在“固定解”状态下，点击【测量】-【点测量】进入测量界面，点击杆高按

钮，输入此时对中杆高度值。 

 

2. 杆高正确输入后，点击惯导开启按钮，开启惯导测量模式，会自动弹出惯导初始化操作引

导动画和文字说明，首先进行磁校准，根据文字提示及动画完成操作 

 

3. 完成磁校准后，引导动画会自动跳转到惯导初始化操作，根据动画和文字提示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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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始化成功后，引导动画自动关闭，进入惯导测量模式，测量按钮变为绿色，并有惯导可

用字样，如果当前条件不足以满足惯导测量，会自动弹出重新初始化界面，只需摇晃设备

直至惯导可用即可 

 

5. 在惯导测量使用过程中，会有两个精度提示“惯导精度不足”和“GNSS 精度不足” 

a) 当提示“惯导精度不足”时，只代表惯导模块的测量精度不满足精度要求，此时对中杆

气泡居中测量，不会影响精度 

b) 由于环境因素，卫星信号，倾斜角度等多种原因造成 GNSS 误差过大，此时对中杆气泡

居中也不满足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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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惯导测量模式下，当环境条件不满足惯导使用条件时，可以将惯导功能关闭，防止初始

化界面频频弹出影响正常使用 

注意事项： 

 惯导初始化只有在固定解状态下才能成功 

 惯导模块开启后，所有测量操作均与之前相同 

 惯导使用时倾斜角度不要超过 60 度 

 初始化开始时，要保证输入天线参数是正确的，软件输入杆高与实际杆高务必一致 

 惯导初始化以后，必须保持运动状态，如果停顿超过约 50s，就要重新初始化 

 在倾斜测量时，不能旋转对中杆，IMU 感受到旋转的加速度，可能会提示重新初始化 

 

3.2 开通 NTRIP 功能 

3.2.1 一、获取开通 Ntrip 功能注册码 

把仪器编号发给分销商/BD申请开通 NTRIP 功能注册码 

3.2.2 二、输入注册码 

点击"仪器注册"，进入仪器注册界面，输入注册码，软件提示"仪器注册成功"并进入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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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三、检查注册是否成功 

注册增减了某个选项后，可通过相应菜单检查是否成功开通或关闭选项，以打开无限制 NTRIP

选项举例，注册成功后，连接模式的选项会增加 NTRIP 的选项  

CORS 设置选项的名称下拉菜单处增加了自定义选项，选择"自定义"，并点击√，可对 IP 地址，

端口，用户名密码等信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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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机绑定千寻知寸账号 

3.3.1 一、安装手薄 app 

1. 请扫描快速手册或千寻官网上 SR1&3千寻星矩 APP软件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 

2. 千寻手薄默认已经安装。 

3.3.2 二、在千寻官网获取账号二维码 

1. 使用电脑浏览器访问千寻位置 www.qxwz.com 官网，点击右上角【请登录】对话框，使用所

购产品或服务的注册账号登录，登录后点击【控制中心】→【千寻知寸 FindCM】→【服务

实例】，请选择所购千寻星矩接收机对应的服务实例点击进入（服务实例备注名：千寻星矩

SR3 网络 RTK 服务套装），点击【服务详情】，进入如下图示界面，将设备服务号绑定方式

和激活方式更改为【自动绑定】、【手动激活】，然后【保存更改】； 

http://www.qx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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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当前页面，点击【设备服务号】→【操作】→【激活】，服务开始生效、计时。 

3. 点击【账号二维码】，把二维码保存发给客户，或者直接用手薄扫码。 

 

3.3.3 三、扫码绑定账号 

1. 打开 SR1&3 接收机，点击手簿千寻星矩 APP中【仪器】→【通讯设置】，蓝牙连接 SR1&3设

备成功后，再点击【仪器】→【千寻服务注册】，选择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进行注册，对准

上图中的二维码扫码。 

 

 

2. 扫码成功后点击【千寻服务注册】，手簿端会提示设置参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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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服务注册后，终端第一次连接时会自动完成绑定，在上述页面，SN号及设备类型会自

动完成写入。用户可与千寻星矩 SR1&3 接收机外壳底部标签上的 SN 号（14 位）进行核查

确认。 

3.3.4 四、设置移动站固定解 

1. 运行手簿上的千寻星矩 APP，确认手簿能够正常访问互联网，点击【仪器】→【移动站模

式】，选择【连接模式：千寻知寸】工作模式，点击【开始】等待接收数据开始读条后，再

点击【应用】完成移动站自动启用设置。 

 

注意事项： 

 首次使用千寻星矩 SR1、SR3接收机前，用户需完成千寻知寸服务注册与绑定操作。 

 请确认手簿已能正常访问互联网（SIM 卡安装在手簿，或连接到 WiFi）。 

 绑定账号写在主机里，主机绑定账号以后，手薄可以任意更换。 

 

3.4 静态数据采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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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手簿连接上仪器的前提下，点击【仪器】->【静态模式】。 

     

图 1-1           图 1-2 

2、进入“静态站设置”界面，根据实际情况输入或选择①~⑧选项的参数。 

①点名：输入静态数据的点名 

②PDOP限制：输入PDOP限制，可使用默认值3.5，如现场有遮挡可适当调高，PDOP值高于所

输入的数值将不记录静态数据。 

③高度截止角：根据现场环境，输入0~45度的数值范围。 

④采集间隔：根据项目要求选择数据的采样间隔，最好把参与静态采集的主机采样间隔设置

成一致，采样间隔越小，数据量越大，静态解算时可选择的数据就越多。 

⑤是否自动记录静态数据：如果选择“是”，点击应用后，接收机收到卫星信号会自动开始

记录，每次接收机开机后接收到卫星信号也会自动开始记录；如果选择“否”，开机后需要手动

设置开始记录静态数据。  

⑥量取高度：根据实际量取的地面点到量高位置的高度输入。  

⑦天线高度：一般是指天线相位中心距离地面点的垂直高 h。此处根据天线量取方式自动计算，

无需填写。 

⑧天线量取方式：如图 2-1所示，根据实际量高方式来选取不同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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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进入“高级设置”，把全部星座开关打开。  

3、静态站设置中各项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应用】或者【保存&应用】即可修改接收机的工作

模式为静态模式，仪器开始记录静态数据。 

界面自动返回到【仪器】界面，如图 3-2所示，可看到【静态模式】颜色变成蓝色，表示当前已

经是静态模式了。 

       

注意事项： 

 PDOP值为卫星分布的空间几何强度因子，一般卫星分布越好时，PDOP值越小，小于 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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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理想的状态。  

 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连线和地平线之间的夹角，接收机不接收小于截止角的卫星信号。

取值范围：0-45 度。  

 1HZ表示每秒采集一个数据，5HZ表示每秒采集五个数据，5秒表示五秒采集一个数据，

其它依此类推。  

  

 点击【保存&应用】，即可修改接收机的工作模式为静态模式，仪器开始记录静态数据

并把当前设置参数保存成文件，下次进入静态模式时，可选择并调用配置，如图 3-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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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准站设置—使用内置电台 

1. 点击【仪器】-【基准站模式】，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 

2. 基站 ID 自定义手动输入，启动模式选择使用单点坐标，差分模式选 RTCM3.2,开机自动启

动打开 

      

3. 数据链选择内置电台，按顺序依次设置通道、频率和协议，功率选择高，点击【应用】 

 

4. 等待设置成功后，自动返回主界面，基准站模式图标由灰色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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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启动模式选择使用单点坐标，基准站位置可以任意架设，不需要架设在已知点上，若要

将基准架设在已知点上时，启动模式选择指定基站坐标 

 开机自动启动打开，主机开机后自动发射电台信号，不需要再次手动开启 

 通道 1-7的频率是一一对应的，不能修改，8通道的频率可以手动输入或修改 

 功率选择高，传输距离更远，信号更强 

 

3.6 移动站设置—使用内置电台 

1. 点击【仪器】-【移动站模式】，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 

2. 高度截止角默认 5 度，可设置为 10 度，数据链选择内置电台，进入电台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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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台设置界面，通道，频率和协议与基准站必须保持一致，否则无法接收电台信号，设

置好通道，频率和协议后点击【应用】 

     

3. 等待设置成功后，自动返回主界面，当解状态为固定解时即可测量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3.7 移动站设置—主机网络 

79 

     

注意事项： 

 通道 1-7的频率是一一对应的，不能修改，8通道的频率可以手动输入或修改 

 通道，频率和协议一定要与基准站保持一致，否则无法接收电台信号 

 

3.7 移动站设置—主机网络 

1. 高度截止角可设置为 10 度，数据链选择主机网络，连接模式选择千寻知寸，自动连接网

络打开，上网方式选择移动网络，是否使用自动 APN打开，其他参数保持默认不变，点击

【应用】，设置成功后自动返回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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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SIM卡放在主机里时，使用主机网络模式；设置前确保手簿软件与主机已连接 

 点击【仪器】-【移动站模式】，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 

 支持 4G全网通，可以根据测区运营商信号强度及稳定性情况进行最优选择 

 保证 SIM卡流量可用且流量充足 

 是否使用自动 APN 一定要点选打开，否则主机网络获取不到 APN信息则不可用 

 

3.8 设备连接—WIFI 连接 

1. SR1&3主机开机，打开手簿软件星矩 APP 

2. 点击【仪器】-【通讯设置】，进入到参数设置界面 

3. 仪器厂家选择千寻位置，仪器类型选择 RTK（SR1,SR3），通信模式选择 WIFI 

   

4. 点击【搜索】搜索主机 WIFI，WIFI名称为主机 SN号，搜索到主机 WIFI后，主机 WIFI信

息会出现在设备列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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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主机 WIFI变为黄色，点击【连接】，WIFI 没有密码，等待连接完成，连接完成后自动

返回主界面 

    

 

注意事项： 

 使用 WIFI连接主机，移动站设置就不能再使用手簿网络模式登陆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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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周长面积计算 

点击【工具】->【周长面积计算】。 

【点列表】中可以通过【增加】按钮添加参与周长面积计算的坐标点，【图形预览】可以看到点列

表里面的点组成的图形。 

      

至少需要设置三个坐标点才可计算周长面积，增加点方式可以点击 获取采集点，或点击 从坐

标库中选取或手动输入。坐标点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返回上一界面。 

【点列表】中也可以通过【选择】按钮进入坐标库中选择已有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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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坐标点库，通过点击进行选择参与计算的点，点击【确定】返回上一界面。 

界面显示已选择的点，并且按照点名 4-3-2-1的顺序排列，可点击【图形预览】查看点位顺序是否

正确. 

 

     

如图，点位顺序为 4-3-2-1，点击【计算】。 

计算结果显示在界面上，注意：此处计算的是投影面积和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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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调整顺序，可回到【点列表】，选中需要调整的点，如 2 号点，点击【…】，调出菜单，点击

【上移】或【下移】。 

【上移】2 号点后，列表顺序改变，点击【图形预览】可查看调整顺序后的效果。 

     

点击【计算】, 计算结果显示在界面上，不同的点位顺序是会影响面积周长的计算结果的。 

注意：如上图这种形成交叉的图形是计算面积会出错的，所以在选择点位顺序的时候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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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坐标反算操作步骤 

点击【工具】->【几何计算】 

点击【坐标反算】。 

   

进入坐标反算界面，先设置起点，可通过点击 进行现场采集点坐标。 

输入杆高，确定解状态为固定解，HRMS 和 VRMS 的精度达到要求，即可【确定】采集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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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终点，也可通过点击按钮 进入坐标点库进行选点。 

坐标点库列表界面内，选择点后，点击【确定】。 

     

起点和终点设置完成，点击【计算】。 

显示计算结果，包括平面距离、方位角、高程差、坡比、空间距离五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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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直线放样操作步骤 

在手簿连接上仪器的前提下，点击【测量】->【直线放样】。 

 

   

输入直线名称，输入起点里程，线段的输入方式有两种：起点+起点、起点+角度+长度，下面

以起点+起点输入方式为例，分别输入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也可以通过按钮 现场采集，或



 千寻 GNSS 使用详细说明                                                      3.11 直线放样操作步骤 

88 

者通过按钮 进入点库选取。 

输入方式：起点+角度+长度 

设置起点坐标，线路方位角和长度，可确定一条线段。 

添加平行线，点击打开，可通过平行线间隔设置线段的左右两边按照所设间隔生成偏移的线段，设

置好各项参数，点击【确定】 

    

直线库按照设置的参数生成直线，选择需要放样的直线，点击【确定】 

放样设置：默认放样方式为线放样模式。 

断面坡度设置：在使用直线放样模式时，可以加横断面坡度设置，进行横断面放样的坡度控制

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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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逐桩放样，并可以设置放样的起始点里程、放样的里程范围及逐桩的计算方式和间隔

距离（单位：米），设置好放样方式后，点击【确定】 

逐桩放样模式，放样界面的线段按照设置的间隔显示计算出的放样点，  可选择线段上的

放样点，  可选择对其他线段放样。 

     

默认线放样模式，界面如图，下面状态栏提示左右偏距和里程偏距，通过偏距可确定放样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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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直线的相对关系。  可选择对其他线段放样。 

点击按钮 ，可在进行直线放样时加桩。加桩模式有两种，一是通过里程和偏距计算坐标；二

是通过坐标计算里程和偏距。 

     

点击按钮 ,可进入直线库，对直线库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点击按钮 ，进入线路放样设置， 

提示范围：以直线为中心，在两侧以“提示范围”为间距，生成六条平行线，六条平行线的所在

区域即直线放样的提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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