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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斗教学实训系统

南方测绘（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航测、激光雷达测量、精准位置服务、地理信息软件

理信息产业集团。业务范围涵盖测绘装备、卫星导航

广州的全球大规模的测绘装备研发制造基，产品出口

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测绘地

定位、无人机航测、激光雷达测量系统、精密测量系统、
海洋测量系统、精密监测及精准位置服务、数据工程、

地理信息软件系统及智慧城市应用等，致力于行业信
息化和空间地理信息应用价值的提升。

集团现拥有遍布全国的 30 家省级分公司、100 余

家地市级分公司、9 家海外销售和服务机构，拥有分

别专注于卫星导航定位、高速铁路精密测量、无人机

系统等多个子公司，并拥有位于北京、武汉、常州和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方测绘坚持星级服务理念，专注专业，实时响

应，让每一个用户满意；坚持人性化管理，协作有序，
规范经营，成就每一名员工的价值。

北斗导航教学实训系统分为应用型、原理型，以

及研发型，面向大中专生、本科生 , 以及以设计制造导

航接收机为目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旨在激发学
生对 GNSS 卫星导航应用学习与探索的兴趣；配置相
应的软硬件设备用于实训，为学生就业提供重要支持；

提供 GNSS 原始观测数据以及应用代码，方便老师的
教学与科研。

北斗教学实验箱：真实或模拟信号环境、开
源性
开放式、模块化的设计，可在真实设备、卫星的

信号环境下，进行各项验证性或编程性实验操作，通

过理论与实践结合，快速了解并掌握卫星定位原理、
定位误差及误差消除、高精度定位原理等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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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

原理型

研发型

北斗教学软件：动画、交互、编程

北斗教学软件，以主流卫星导航定位原理教材为

蓝本，融合名师经验，将“导航原理”教材中的知识
点进行归纳，整理为 6 大类、40 多个知识点，采用动

画放映、交互界面、编程窗口等多种方式进行生动、
形象展示。

教学实验项目：全面性、可扩展性

系统提供配套的教学实验项目，围绕 GNSS 信号

源获取、信号分析、用户位置信息解算、误差分析及

误差消除高精度定位研究、位置服务等各环节，通过

实践操作，与理论知识融合贯通，便于学生理解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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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斗教学实验室

北斗原理与应用教学实验室简介

北斗导航应用型实验室

接收天线

卫星信号转发器

卫星信号模拟器

GNSS 信号源

卫星信号处理平台

卫星信号仿真处理

信号分析

飞机

北斗教学实验箱

自动驾驶小车

北斗短报文

游艇

北斗智能终端

卫星导航应用创新与拓展

卫星导航算法研究

详细说明
卫星导航算法研究

模拟）卫星导航信号，供教学演示、研究开发及常

用户位置（单模 & 多模）信息解算，误差分析及误

规检测等。

卫星导航电文构成，卫星导航时间及坐标转换，

差消除，高精度定位算法研究，多体制组合导航。

卫星导航信号分析

卫星导航应用与创新

解扩，实现卫星信号的跟踪、捕获等相关知识内容。

合（如空间测量、坡度测量等），导航与通信系统

了解卫星信号时频、频域特性，对信号进行解调、

上行注入站

北斗导航应用型实验室

北斗导航应用型实训系统，以北斗导航应用为主线，贯穿北斗导航基础原理、GIS 地理信息、移动通信、高精度

卫星导航信号源

北斗卫星信号设备，可在实验室内提供真实（或

汽车

导航位置信息获取与解析，导航与地图系统组

组合，智慧车联网系统的组建，精准农业系统组建，
搭建智能自动行驶小车。

位置服务等多个知识点，利用真实的卫星信号和实验设备，通过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动手并深度参与其中，
完成一系列北斗应用实验，并能在实验的过程中，学习到卫星导航、组合导航、高精度定位等基本原理。

教学实验项目
北斗基础功能实验

导航定位数据获取与分析；
静态单点测量；

基于北斗定位的 LBS 位置服务；
高精度定位原理与系统组建；
北斗卫星通信实验；

北斗综合应用实验
终端（人员）定位跟踪与远程监控实训；
北斗通信与应急救援综合实训；

高精度测量与形变监测综合实训；
北斗 + 惯性组合导航应用实训。

北斗授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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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斗教学实验室

北斗导航原理型实验室

北斗导航研发型实验室

北斗GEO/IGSO卫星

北斗、GPS等导航卫星

上行注入站

地面通信网络

中心控制服务器

钟差计算
地面运控系统(监测站)

轨道计算

数据服务器

主控站信息处理中心

用户终端

北斗导航原理型实验室

北斗导航研发型实验室

北斗导航原理型实验室是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研究卫星导航原理配套的实验教学平台，该平台为学生提供开放式

的实验环境，使学生在真实设备、真实卫星信号环境下，动手进行实验和编程，开展卫星导航信号处理、信息解算与

合性实验室，用户可以通过修改现有的系统或编制自己的功能代码，控制 GNSS 基带芯片或解算代码，实现导航卫

解算过程。为学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卫星导航领域，从事高性能 GNSS 接收机开发、GNSS 专用芯片设计、GNSS 应用

息的解算与获取，最终设计高质量的导航卫星接收机。

北斗应用方面的实验，加深对卫星导航系统结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的理解，掌握卫星导航接收机核心算法和导航
系统开发等工作奠定理论基础、积累实践经验。

详细说明

类别

兼容接收 GPS L1 和北斗 B1 信号，能够实现双系统组合导航；

以导航接收机信息处理实验为主导，提供相关软件的开源代码；

导航信息处理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提供接口标准，支持用户对各个信息处理模块进行二次开发；
具有对比分析功能，可对用户二次开发模块的性能进行分析；

教学实验项目
导航卫星载波生成实验；
导航卫星伪码生成实验；
导航卫星信号捕获实验；
导航卫星信号跟踪实验；

导航信号处理
导航信息解算

配备仿真模块，可对导航信号处理全过程进行仿真。

北斗导航信号实验

星信号的实时搜索、微调和跟踪，通过对接收到的卫星信号进行解码、卫星轨道计算、误差处理等，实现精准位置信

教学实验项目

设备实时接收真实的导航信号，解算用户 PVT 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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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研发型实验室以实现 GNSS 接收机（单模 / 多模）设计与研发为主要目的，基于开放式架构而设计的综

实验名称

BPSK 数字信号调制与解调、北斗 /GPS 卫星伪随机序列生成与相关性实验、卫星捕获性
能实验、锁相环（延迟锁定环）对跟踪定位影响实验、卫星信号捕获同步跟踪实验；

导航电文认知与解析实验、导航卫星位置与速度解算实验、导航误差获取与修正实验、构
建伪距观测方程组实验、用户位置信息解算实验。

系统特点
北斗导航位置信息解算实验

导航坐标、时间系统认知与转换；
导航卫星位置与速度解算；
定位误差分类及修正实验；

易于教学，基于 GNSS 卫星导航教学为目的，把复杂的导航定位原理分解成各个知识点，易于理解；
模块化设计，采用射频、基带信号处理、定位解算三部分组成，可随意组合；

拓展性好，平台采用 FPGA+ARM(DSP) 架构，开放全部源代码，使用者可以使用现成的代码或自己编写代码；
适应性广，适合卫星导航教学、EDA 实验、课程设计、各类数字信号处理、工业控制等不同应用。

接收机位置与速度解算；

卫星分布与 DOP 值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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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斗教学实验室

惯性组合导航教学实验室

室内外组合定位教学实验室

信号 & 控制
实验主机

转台

数据采集控制器
惯性原理教学实验箱

惯性导航教学实验平台

惯性导航教学实验系统针对测绘导航、航空航天等学科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需求，以辅助惯性导航课

堂教学为核心，系统包含原理分析、系统仿真、应用开发等不同层次的实验科目和场景，并配套相应的教学实验系统，
构建满足惯性导航实践教学要求的实验环境，在实验室和野外均能完成教学实验科目的开展。

同时，该实验系统应可根据不同用户层次的具体需求，按原理教学型、案例训练型、定制研发型等构成模式进行

室内外组合定位教学实验系统针对测绘导航、航空航天等学科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需求，以辅助卫星

导航定位与室内定位课堂教学为核心，系统包含原理分析、系统架构、场景应用等不同层次的实验科目和场景，并配
套相应的教学实验系统，构建满足室内外组合定位教学要求的实验环境，让学生能完成教学实验科目的开展。

灵活配置。系统应满足教学内容齐全、知识点体系完备、实验装置操作简便等要求，并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能支持
以惯性为基础的组合导航教学实验系统的集成。

该实验系统可直接应用于测绘专业、航空航天专业、导航制导与控制专业的课堂教学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论文研究以及相关职业教育的惯性器件应用开发中。

教学实验项目

实验项目
类别

基础实验
陀螺仪
平台式惯性导航
捷联惯性导航
加速度计

惯性导航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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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变换计算实验、惯性导航力学积分原理

实验名称

陀螺仪姿态敏感实验、陀螺仪应用实验、陀螺仪漂移误差分析实验
陀螺仪零偏及稳定性实验；定向性、进动性原理演示实验

单轴稳定平台原理实验、平台控制指令角速度、三轴稳定平台原理实验
惯性导航系统原始数据采集、不同姿态更新方法比较实验

类别
卫星导航定位
室内 UWB 定位

实验名称

导航定位数据获取与分析、高精度定位原理与系统组建、定位误差分类及修正实验、接收
机位置与速度解算；

TOA 定位原理实验、TDOA 定位原理实验、定位误差分析和优化实验。

捷联惯性导航系统导航解算实验一、捷联惯性导航系统导航解算实验二
加速度动态测量定性实验、加速度计零偏及稳定性实验
加速度计应用实验、加速度计动态误差补偿实验

导航误差分析实验、3D 鼠标应用案例实验、动中通应用案例实验
动作感知与识别应用实验、无人机模拟飞行控制实验

10

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北斗教学实验箱
实验箱说明

配套教学实验项目

北斗教学实验箱是南方测绘为配合

GNSS 卫星导航原理与应用教学专门开发
的实验平台。

本实验平台采用开放式、模块化的设

计理念，通过平台 + 核心模块的设计方式，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及应用

需求，进行不同的部件组合，从而方便教
学及应用研发需求。

在日常教学实验过程中，搭配公司其

他配套产品，使学生可以在真实设备、真

GNSS 导航卫星定位原理实验

实卫星信号环境下，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和

编程，从而把晦涩难懂的专业性知识，可

GNSS 原理型实验项目

以直观的进行展示与理解。

GPS/BDS 卫星位置解算及结果分析实验；

本产品适用于各类院校，本科生、研

用户位置解算（PVT 方程求解）及结果分析实验；

究生 BeiDou/GPS 基础教学实验、本科生
毕业设计、硕士生课题研究。

北斗教学实验箱（标准版）

GNSS 应用技术型实验项目

络、地理信息等技术，可组建完善的师生

互动教学实验平台。采用网络化管理模式，

GPS/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维修实验；

实现实验过程的全程在线管理，将实验任

GNSS+GIS 组合，进行定位信息，进行长度、面积测量，LBS 位置服务；

务下发、实验开展、实验进度把控及实验
报告提交、评价等环节，全面纳入统一的

应用型惯性导航实验；

网络化管理。针对卫星导航相关课程原理

高精度定位场景搭建及应用实验（需 GNSS 高精度实验差分源）；

教学难度高、实验教学环境缺乏、应用场

场景传感器开发及应用实验；

景支撑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时空转换、滤

北斗短报文通信实验；

波实验、干扰 / 抗干扰、信号模拟、融合

度，增强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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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精度因子（DOP）的实时计算与分析实验；

RINEX 数据格式认知与转换实验。

新北斗三号导航芯片，利用无线通信、网

有效提升实验教学的互动性和学生参与

导航信号信噪比与导航卫星高度角关系实验；

UTC 时间、GPS 时间、本地时间转换实验 ；

北斗教学实验箱（专业版），采用最

单 / 双向授时等 20 多项基础实验科目，

实时传输误差计算及特性分析实验；

ECEF 坐标系与地理坐标系转换实验；

北斗原理教学实验箱专业版

定位、卫星测速、定向测姿、差分处理、

GNSS 卫星信息解算实验

北斗原理教学实验箱专业版

移动无线通信实验；

北斗 /GPS 车辆远程定位与监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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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北斗应用创新实训套件

北斗户外自动驾驶智能车
北斗户外自动驾驶智能车是一套基于 ROS/Linux 开发的自动驾驶设备。包含线控底盘、雷达、

北斗应用技术创新实训套件是南方测绘

视觉及北斗惯性组合导航等全套传感器设备，以及配套的自动驾驶控制系统。采用传感器智能感

为配合北斗应用创新而专门开发的实用型教

知、信息融合、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技术实现智能车的自动循迹、智能感知避障、路径规划、

学平台。

无人驾驶等功能。可快速搭建自动驾驶智能车演示、教学课程系统，辅助学生完成传感器安装与

该平台融合了北斗定位模组、无线通信

标定、信息融合算法、SLAM 建图、车辆自动控制等各种自动驾驶实验实训科目，同时提供示例源码，

模组、传感器模组、STM32 嵌入式开发平台、

以满足相关二次研发需求。

云端管理平台等。老师或学生可以通过该平

台完成 NMEA 数据的简单解析实验、定位数
据上传实验、环境监测实验、DTU 测试实验
等项目。该平台可以无缝连接 LBS 位置服务
云平台，组成完整的位置服务系统。

北斗创新型开发套件为学生提供了创新

创业的软硬件平台、市场化产品的开发思路，
为学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北斗应用系统开发、

北斗应用创新实训套件

使用等工作奠定理论基础、积累实践经验。

实验模块组成

北斗定位开发

RTD/RTK 定位

移动无线通信

无线电台

车联网仿真

应用仿真扩展

惯性组合

北斗卫星通信

北斗户外自动驾驶智能车

平台特色

具有高精度定位功能，能实现小车循迹自动驾驶；

实现车辆行驶数据实时上传；

基于双目深度摄像头的辅助避障驾驶；

像头、卫星导航模块和惯性导航模块进行自动驾驶，

基于激光雷达的 SLAM 建图，实现自动避障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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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OS 系统，驱动外设激光雷达、双目深度摄
并可进行扩展和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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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研发型北斗三号教学实验平台

北斗原理与应用教学实训平台

研发型北斗教学实验平台，针对难以开

北斗原理与应用教学实训平台，是面向北斗行

展信号和数据处理各环节相关教学实验和研

业应用推广，服务于在校师生开展北斗原理应用实

平台以卫星导航软件接收机技术为基础，接

为基础构建，通过集成交通、气象、健康、农业、

发的问题，推出的专业面向研发型教学产品。

验教学的综合实训平台。平台以北斗典型应用模式

收真实卫星导航信号，集射频模块和软件处

水利、消防、通信等行业级各类传感器，开放控制

理与一体，直接对北斗三号卫星中频信号进

协议和示例源码，可支撑学生自主开展北斗应用原

行处理，能够向用户呈现从信号解调、捕获

型系统的集成和搭建。平台配套实验指导手册、课

跟踪到基带处理、导航解算的全过程，能满
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从业人员开展

卫星导航专业教学、实验实训、产品研发等
各种需求。

程资源包及开源的数据处理系统和位置服务系统，
研发型北斗三号教学实验平台

以满足各类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实验室和学科建设需

求，为北斗应用人才培养提供实验实训条件保障，

提高导航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北斗原理与应用教学实训平台

北斗高精度定位开发平台

北斗惯性组合导航实验平台

北斗高精度定位开发平台，主要由高精

北斗惯性组合导航实验平台，主要由高精度惯

度北斗定位模块、通讯模块、天线数据处理

性传感器、北斗定位模块、通讯模块、三轴转台、

系统及配套软件等组成。平台采用实际观测

载荷平台、数据处理机及配套软件等组成。采用模

数据，具备从原始观测数据质量检核、观测

块化设计方案，通过感测载体运动状态，利用信息

值线性组合、模糊度搜索与计算、周跳探测

融合技术，采用松组合模式对北斗的位置速度信息

与修复、差分改正数计算，到差分数据数据

和惯性传感器的导航、姿态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给

传输、定位误差分析等覆盖 RTK 技术的各环

出组合导航结果。支持仿真数据和实测数据的处理，

节处理过程，且开放所使用的模型、算法以

可开展惯性元器件标定测试、惯性导航数据处理、

及代码，为满足导航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

卫星导航数据采集与处理、组合导航信息解算、信

实验、学生自主创新和二次开发提供支持。

息融合算法学习与验证等实验实训科目，有效提升
北斗高精度定位开发平台

惯性卫星组合导航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

北斗惯性组合导航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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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GNSS 卫星信号源

GNSS 信号采集回放仪

日常的教学或测试多是在室内

完成，但由于 GNSS 卫星信号无法

本设备是一种射频信号高保真记录与回放设

覆盖到室内，因此需要将室外真实
的 GNSS 卫星信号转发到室内，或

备，能够采集实际场景的导航信号，并在实验室

因此，GNSS 卫星信号源成为必不可

试场景。借助于高精度标定系统，本设备还可实

内进行重复多次的回放，构建室内的真实信号测

在室内产生模块 GNSS 卫星信号。

现对导航设备动态定位精度的定量化测试。

少的实验设备之一。

信号采集回放仪主机

可采集 BDS、GPS、GLONASS、Galileo 中的 2 个频带；
可同时采集 B1/B3/L1/L2 四频点信号；

内置 GNSS 接收机可监测采集和回放的射频信号；

可进行串口数据 (RS232)、
CAN/USB/I2C/GPIO 等数据的采集回放。

GNSS 卫星信号转发器

GNSS 信 号 转 发 器 主 要 由 室 外

GNSS 接收天线、低损耗电缆、室内

GNSS 发射天线、GNSS 卫星导航信

GNSS 信号模拟器

号控制器四部分组成。GNSS 射频信
号转发器的功能是接收室外的 GNSS

导航信号，经滤波、放大、转发等
环节，经室内全向发射天线将 GNSS

信号进行发射，即可使信号在覆盖

GNSS 射频信号转发系统

范围内的 GNSS 设备接收到卫星信
号，实现实时定位等功能。

产品特点

生产测试、教学演示、测试验收、故障诊断等

应用而推出的教学实验设备，该设备可以模拟
BDS/GPS/GLONASS 的 导 航 信 号， 支 持 任 意 单
一频点或组合频点的射频仿真信号输出，支持实
时星历和外部星历参数输入，能满足各类导航接
收终端的测试、教学、演示需求。

高灵敏度、宽频带设计，可以将可见卫星信号全部转发到室内区域；

支持 BDS、GPS、GLONASS 单一或组合信号定制；

多输出，信号进入室内后可以分成 2 路输出；

支持测试场景和用户轨迹自定义，适应各种测试需求；

信号强度可通过 0.5dB 步进式调节增益大小来选择合适的点，增加了对环境的适应性；
连接简单、可靠、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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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 信号模拟器是针对用户机设计开发、

GNSS 信号模拟器

预存若干种常见的测试场景，可模拟静态、车载动态、飞行动态运动；
配备仿真控制软件，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对仿真数据进行修改，如卫星轨道数据、多径参数、用户轨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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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北斗高精度差分源
该产品为适用于教学领域的高精度定位差分源（接收机），通过接收多系统卫星数据，自身

精准定位的同时，为其他终端提供差分数据（RTCM3.0/3.2）。

产品采用开放式设计理念，开放所有控制接口及配置指令，并能根据不同的场景，灵活搭配，

使用者可以快速学习掌握高精度应用场景的搭建、差分定位原理、RTCM 通讯协议的构成等专业
知识。

本产品已广泛应用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高精度测绘、海洋、港口等领域，性能稳定。

定位参数
伪距精度

载波精度

L1=10cm/L2=10cm

L1=0.5mm/L2=1.0mm

B1=10cm/B2=10cm

G1=20cm/G2=20cm

单点定位精度

B1=0.5mm/B2=0.5mm
G1=0.5mm/G2=1.0mm

＜ 1.5m

静态差分精度
水平 :±(2.5 +1×10-6D)mm
垂直 :±(5 + 1×10-6D)mm

产品特点
时间同步支持 IPPS 实时输出；

支持 PJK 平面坐标输出，无需第三方软件做投影转换；
预留以太网、GSM/GPRS 通讯；

两个电源接口，两个串口，满足更多需求的使用；
可远程设置、下载、查看数据等等；

内部储存 8G，可设置自动记录原始数据；

支持单系统定位 ( 单北斗 /GPS/GLONSS)，也可联合 RTK 定位；

高度灵活的分体式设计，适用于变形监测、网络参考站、驾考系统、机械控制等系统集成应用；
使用 AutoBase 技术，开机即可快速实现参考站的配置；
北斗高精度差分源

19

450MHz 超高频无线电台适用基准站和流动站作业，通讯协议支持透明传输、TT450S；
支持 GPS 信号和 L2C 现代化改造后的 GPS 信号；

支持自动差分，差分格式支持 RTCM2.X、RTCM3.X 以及 C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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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北斗短报文产品
北斗短报文通信终端

北斗卫星信号
移动无线信号

北斗短报文是指基于北斗通讯

卫星，进行短消息收发的功能。北

下简称一体机）是专门为教学、科研等应急数据传输而研制的机型，
RNSS 天线、射频收发电路、功放电路、基带电路等，该产品集
成度高、功耗低， 配有专用的固定支架，安装使用极为方便。

通讯的方式，因此，在电力中断或

移动通信网络无法覆盖的情况下，

为适应海上、沙漠、野外等恶劣环境，一体机的设计充分考

基站

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事、应急救援、野外作业、海上作

通用型北斗二代短报文、北斗 /GPS 通信定位终端一体机（以

采用收发天线、模块、核心主板一体化设计，集成了 RDSS、

北斗、GPS等导航卫星

斗短报文采用终端与北斗卫星直接

目前北斗短报文已广泛应用军

北斗短报文开发一体机

虑了防水、防盐雾、防腐蚀等要求。目前已经在气象、水利数据
采集及传输，渔业船位监控和救援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应急监控中心

北斗应急服务平台

业多个领域。

产品外形图

应急终端

北斗短报文工作原理示意图

产品特点

北斗短报文终端系列产品

天线单元

全天候的北斗双向报文通信，以及北斗 /GPS 双模定位功能；

北斗
接收天线

高集成化，收发天线和 RDSS 模块集成一体；
发射功率输出 10W；

北斗
发射天线
北斗二代 /GPS
天线

直径 135mm，高度 95mm；
防护等级：IP67；

北斗短报文一体机

北斗短报文手持机

海上救生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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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一体机

北斗车载一体机

北斗二代 /GPS 模
块

ARM 处理器

RS232 接口
或 RS485

电源模块

数据接口

DC 9V~32V

技术指标
射频输入频率

S：2491.75±4.08MHz

接收灵敏度

-127.6dBm

射频输入电平
北斗指挥机

北斗 RDSS 收发模
块（含低噪放、功
放、通道、基带处
理）

数据处理单元

整体功能框图

数据接口：RS232（默认），可升级为 RS485；
北斗短报文模块

收发模块单元

射频输出频率
工作电压

发射功率

≥ 39.5dBm

载波抑制

≥ 30dB

-130~-90dBm

调制相位误差

L：1615.68±4.08MHz

时钟稳定度

DC：+9V~32V

工作功耗

≤3度

优于 5×10-7

<2W( 接收机 )；<30W( 发射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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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室内外组合定位产品

北斗导航基础教学系统
《GNSS 基础原理教学系统》以当前主流的“卫星导航定位原理”教材为蓝本，并参考众多专业
教师的意见，采用动画、交互、编程等多种手段，将“导航原理”教材中的各知识点进行归纳、
整理为 6 大类、40 多个知识点，进行生动、形象的展示。

知识类别

室内定位基站

室内外定位标签

定位基站，采用模块化设计，轻量而便于安装，通过

UWB 定位模块、高灵敏螺旋天线等于一体。在室外支

指南者 X 室内定位基站是南方自主研发的室内 UWB
POE 供电交换机，可实现 7*24 小时连续工作。搭配南

方室内外一体化定位标签，在室内可以提供高精度定位
服务。

技术指标
超宽带（UWB）

信号类型

UWB 定位精度

≤ 30cm

电池续航时间

信号灵敏度

-90dbm；-106dbm@500MHz

差分数据协议

支持标签数量

≥ 100 个

覆盖范围（通视）
工作频率

≥ 50m

3.5GHz-6.5GHz

GPS 信号基础

GPS 测距与误差

GPS 定位与测速

GPS 差分定位

知识点示例

位，为室内外交叉作业场景提供高精度位置信息。

球坐标

技术指标
TDOA 或 TOF

GNSS 系统介绍

持北斗等多星系高精度定位，在室内区域使用 UWB 定

信号类型
定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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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者 X 室内外定位标签高度集成 GNSS 定位模块、

卫星导航基础知识

GNSS 测距原理

GNSS（室外）、UWB（室内）

定位精度

≤ 20cm（室外）、≤ 30cm（室内）

网络信号

4G 全网通、支持 TCP/IP

≥ 5H
Ntrip

三维交互原理图

差分定位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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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斗教学实验室产品

北斗位置服务云平台

北斗位置服务云平台，基于云服务系统架构，

结合 GIS 地图系统，服务于北斗应用及创新服务，
提供终端监控、轨迹追踪、远程控制、空间计算、

北斗接收机研发平台

主要功能
实时定位

轨迹回放

离线地图

移动端接入

电子围栏

路径规划

短报文接入

统计分析

虚拟围栏、路径规划、系统预警等功能，使用者

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的其他教学产品，进
行各种应用实验，或进行二次开发，快速建立起
具有专业特色的北斗终端远程定位与监控系统。

该平台采用 B/S 架构，部署灵活，方便易用，

且支持多种通信方式，使用时，可以部署在互联
网上，亦可以部署在学校内网上。

北 斗 接 收 机 综 合 研 发 平 台， 是 基 于

PC 架构实现开放式的、实时的 GNSS 接

收机软件 / 硬件系统，并向用户开放源代
码、功能描述和文档解释。

用户可以通过修改现有的软件代码或

编制自己的程序，控制 GNSS 基带芯片，

北斗接收机研发平台

实现导航卫星信号的实时搜索、微调和跟

踪、实时卫星导航数据解码、卫星轨道计

算、误差消除、接收机位置速度时间解算、
广域增强卫星信号接收和解调 、抗干扰抗
欺骗算法实现等北斗接收机内部功能。

射频

中频

基带、导航解算

平台特色

基于 GNSS 卫星导航教学而研发，将卫星导航信号处理流程分解到不同实验中；
采用射频、基带信号处理、定位解算三部分分离的软硬件平台；

平台特色

基于云技术，B/S 架构，系统成熟稳定，可支持大数据并发访问；

通过该平台快速了解和掌握卫星导航的基本原理及接收机的基本框架；

导航接收机部分采用 FPGA+ARM 架构，使该平台拥有很好的扩展性能；
适合 EDA 实验及课程设计、各类数字信号处理、工业控制等不同应用。

平台支持多种通信定位，如 GPRS、WIFI、GNSS、北斗短报文等单独或混和定位；
多地图源支持，如谷歌、高德地图，卫星云图、二维矢量图等；
支持离线地图部署，可以满足无互联网接入时的服务需求；

提供完善的二次开发接口（API）及技术支持服务，可满足大多数应用拓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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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实训项目

动态高精度定位与测量实验

车联网（智慧交通）综合实验

应用呈井喷之势，如何能获得更准确、更稳定的位置，如何对获

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包括交通安全、交通堵塞及环境污染

随着中国北斗系统的快速发展，基于北斗卫星高精度定位的

交通领域作为导航卫星应用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定位

取后的位置数据进行处理，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等问题。车联网作为智慧交通中的重要一环，融合了 GPS/

北斗定位跟踪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自动识别技术、移动

动态高精度定位（RTK）与测量实验，依照实际应用需求为

网络应用技术、GIS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通讯传输、计算机

蓝本，让学习者利用教学产品，组建校园内的高精度定位场景，

组建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为本校提供精准的位置服务信息，同时

技术等多种技术体系，可以实现对车辆进行定位、跟踪及监
控，同时还可以对车辆进行调度、实时车辆状态查询、报警

高精度测量示意图

可深入了解卫星定位原理、差分定位原理、差分定位系统组成等
众多专业知识，为日后实地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等功能，确保车辆交通安全。

实验项目

北斗、GPS等导航卫星

通过本项目，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北斗原理及应用；

如何结合 GIS 地理信息服务，进行位置转换、空间计算、

实验项目

高精度天线

GNSS 实时动态 RTK 的原理与认知；

高精度天线

发射电台

接收电台

GNSS主机

GNSS主机

基准站的组成与基准站的配置；

GNSS移动站

GNSS基准站

流动站的组成与流动站的配置；

系统组成示意图

GNSS 静态单点定位；

路径规划等功能；

汽车救援

了解北斗应用系统的架构体系，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

本项目融合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等多项技术，培养行业
复合型专业人才；

通过本项目，学习如何进行项目分析、系统规划与设计
等综合能力。

GNSS 测量数据处理。

智慧交通

汽车远程诊断

应用拓展

高大建筑物倾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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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大坝变形监测

矿山沉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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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实训项目

室内外定位综合实验
室内外一体化管理系统以北斗定位为核心，融合 UWB 定位技术，通过南方自主研发室内定

位基站、室内外一体化高精度设备、独立定位引擎、室内外一体化管理系统，依托网络通信技术，
形成面向室内外交叉作业、全天候的高精度位置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实验项目

通过本项目，可以深入学习并掌握室外北斗
定位及室内 UWB 定位的原理及应用；

了解室内外定位一体化管理系统的架构体系
及行业应用，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

本项目融合卫星定位、UWB 定位等多项技
术，培养行业复合型专业人才；

提高学生项目分析、系统规划与设计等综合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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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电子围栏
实时跟踪
地图管理
设备管理

实时定位
轨迹回放
安全预警
对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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