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Per SR
灵巧型GNSS接收机

● 高度集成、小巧轻便、坚固耐用
● 卓越的 Fence AntennaTM 专利天线
● 最新的 Vanguard TM GNSS 多星芯片
● 超级的 226 个通用通道
● 独创的 LongLinkTM 无线通信专利技术
● 强劲的智能电池，典型工作时间 20 小时
● 先进的蓝牙技术，传输距离大于 280 米

美国拓普康荣誉出品



卫星跟踪
芯片 最新一代的 VanguardTM 芯片，支持四

星，226 个超级通用通道
跟踪信号 G P S , G LO N A S S , S B A S （ WA S S /

EGNOS/MSAS/QZSS）,Galileo, 北斗 

天线类型 内置栅栏天线（Fence AntennaTM ）

定位精度
RTK (L1+L2) H：10 mm + 1.0 ppm 

V：15 mm + 1.0 ppm
静态后处理 (L1+L2) H：3 mm + 0.5 ppm

V：5 mm + 0.5 ppm
DGPS H：0.4 m 

V：0.6 m
SBAS H：1.0 m 

V：1.5 m

数据通讯
RTK 通讯 LongLinkTM 无遮挡条件下传输距离为

800m- 1200m，支持 3 个并发连接
I/O 通讯协议 蓝牙、串口、 USB
蓝牙传输距离 >280m
数据储存 内置 4GB 工业级存储卡
数据采样率 标配 10Hz，可升级至 100Hz
差分数据输入 / 出 支持 TPS, RTCM v 2.x, 3.x（推荐使用）; 

CMR/CMR+
ASCII 输出 支持 NMEA0183  v2.x,3.0

物理指标
大小 150 x 150 x 64 (w x d x h) mm
外壳 坚固的镁合金外壳
重量 850g（含电池）
状态显示 MINTER（1 个电源键 +4 个的 LED 指

示灯）
电源 内置 5000mAh 锂电池，充电时间 <5

小时
功耗 典型 2.0W
静态工作时间 典型 20 小时
RTK 工作时间 典型 18 小时

环境
工作温度 -40℃ to +65℃
贮存温度 -40℃ to +70℃
湿度 100% 防冷凝
防水等级 IP67，可承受 1m 水下浸泡
抗震级别 符 合 MIL-STD202G,Method 和 IEC 

60068-2-27 edition 4,Table A.2 
25g,6ms 标准

抗摔 可承受 2.0m 自由落体至硬地面

技 术 参 数 产 品 介 绍

   轻松测量  快意人生      

6S 型 GNSS 接收机 - 技术领先、功能强劲
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拥有先进的前沿科技，是集超级（Super）、
智能（Smart）、强劲（Strong）、简便（Simple）、轻巧（Slim）、坚固（Solid）
等诸多特点于一身的“6S”型 GNSS 接收机，引领着 GNSS 定位领域的诸
多技术潮流！ HiPer SR 专为高精度 GNSS 定位应用量身打造，采用了智能
优化跟踪技术 , 具有 226 个超级通用通道，支持现存及未来规划的所有卫
星系统及信号的接收，确保您一次投资，终身受益。

Super：超级的 226 个通用通道
拓 普 康 HiPer SR 是 第 一 款 采 用 VanguardTM 芯 片
的 GNSS 接收机，该芯片采用通用跟踪（Universal 
TrackingTM）技术，确保 226 通道中的任意通道可以
跟踪任意卫星系统内的任意一颗卫星信号。

Smart：先进智能的锁星及多路径抑制技术
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采用独有的晶振环锁技术（Quartz Lock 
LoopTM ）和智能优化跟踪技术（Intelligent Tracking OptimizationTM），
确保其在任何条件下锁定的卫星组合及信号质量都是最优质的。同时集成
栅栏天线专利技术（Fence AntennaTM ）和智能多路径抑制技术（AMRTM），
具有无与伦比的卫星跟踪能力。即使在非常恶劣的困难条件下，依然具有
卓越的多路径抑制能力和抗干扰效果，进而确保天线相位中心的稳定性。

Strong：超远蓝牙技术及强劲的电池
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集成了先进的蓝牙技术，蓝牙传输及作业距
离超过 280m。同时集超低能耗设计及大容量锂电池于一身，确保了 HiPer 
SR 的超低功耗和超长工作时间，接收机的典型功耗仅为 2.0W, 在摄氏零下
温度的工作条件下，静态作业时间可达 20 小时。

Simple：高度集成、操作简便
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是一款高度
集成一体化的高精度 GNSS 接收机系统，
集接收机、天线、通讯、电池及内存为一
体，系统整体性能非常卓越，并可非常简
便地接入 CORS 网络系统。集成拓普康独
创的 LongLinkTM 无线通信专利技术，在无
需外接电台和任何网络的情况下，可以极

低的功耗实时播发 / 接收 RTK 差分改正数，在无遮档的条件下工作距离为
800m-1200m。HiPer SR 具有四个醒目、简洁的 LED 状态指示灯和一个
电源键，可一键实现接收机的开关、状态恢复、数据记录等功能，如野外
记录静态数据仅需轻按电源键即可，无需借助外接设备。

Slim ：小巧轻便
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采用的镁合金机身，轻便紧凑，整机重量（含
内置电池）仅 850 克，是目前业界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一体化 GNSS 接
收机。

Solid：坚固耐用
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专为
野外各种恶劣条件下应用而设计，
其防护级别达 IP67，100% 防冷凝，
坚固的镁合金外壳可承受 2m 硬地
面自由落体跌落。

拓普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开发区康定街 9 号
电话：010-6780 2499
传真：010-6780 2790
网址：www.topco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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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0 National Drive • Livermore,CA 9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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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机已具备充裕的通道数跟踪现有及未来规划中卫星系统的信号，在
Galileo 或北斗完全具备商业化运营条件时，接收机可开通对上述卫星系
统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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