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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星耀 SE lite主机介绍

1.1. 外观说明

A、 指示灯
B、 电源键

C、 SIM 卡槽

D、 序列号二维码
E、 电源接口

F、 5 Pin 接口

G、 TNC 接口



1.2. 操作说明

1.2.1. SIM卡安装

滑动解锁 SIM 卡槽盖，并

按指示方向放入 SIM 卡，

然后滑动并盖上保护盖。



1.2.2. 仪器按键及指示灯含义说明

按

键
电源按钮

短按一次，播报当前工作模式和状态

电源键用于开机与关机

卫星（红绿双色）

不亮：未收星

绿灯常亮：固定解
绿灯闪烁：定位了，但是没有固定

红灯闪烁：收星了，但是没有定位

红绿灯交替闪烁：GNSS 主板异常

指
示
灯

数据链（绿蓝双色）

绿灯常亮：数据链设置成功

绿灯闪烁：正常数据传输

蓝灯闪烁：静态模式下，采样间隔高于
1s 的话，根据设定的静态采样间隔闪烁，

如果低于 1s 的话，则按照 1s 的间隔闪烁

蓝牙（蓝色单色）

熄灭：没有与设备建立蓝牙连接

常亮：与设备建立蓝牙连接



电源（红绿双色）

绿色常亮：电量 30%～100%；

绿色闪烁：电量 10%～30%；

红灯闪烁：电量<10%，带有语音滴滴声

1.2.3. 开关机

开机：长按电源按钮 3秒，听到滴的一声，设备开始启动。

关机：长按电源按钮 3秒，设备语音提示“是否关闭设备”，再

按一下电源按钮，设备关机。

1.2.4. Web UI

在 SE Lite 开机时，可用手机或电脑WIFI 搜索并连接设备 SN 号

的热点，连上之后，在浏览器输入地址 192.168.10.1（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password 进入 Web UI 设置界

面。Web UI 能够查询设备的工作状态，设置设备的工作模式。



图 1.2.4-1 图 1.2.4-2

1.2.5. 设备充电

充电时电源红灯长亮 ，充电完成时常亮绿灯。

注意：请使用随机配备的电源适配器给 SE Lite 充电。

二、 千寻 GNSS APP软件操作

2.1. 新建项目

运行千寻 GNSS App 采集软件，执行【项目】->【项目管理】->

【新建】，新建项目，输入项目名称，选择坐标参数类型，其它为附

加信息，可留空，点击【确定】，跳转到坐标系统参数界面。在中国

内，椭球参数默认为 CGCS2000，投影方式是高斯投影，您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坐标系的设置。



图 2.1-1 图 2.1-2

2.2. 连接仪器

执行【仪器】->【通讯设置】，选择仪器厂家选择【千寻位置】

选择仪器类型【RTK（星耀 SE lite,SR3,SE）】，通讯模式有蓝牙，WiFi

和演示模式，这里我们选择蓝牙模式，点击【搜索】如图 2.2-1，在蓝

牙设备列表中找到自己仪器的蓝牙名称，点击【连接】，弹出连接进

度框，即表示连接成功。



图 2.2-1 图 2.2-2

2.3. 设置工作模式

2.3.1 千寻服务注册

首次使用 SE Lite 的千寻知寸工作模式时，需要先完成千寻服务注

册。点击【仪器】->【千寻服务注册】进入服务注册界面，如图 2.3.1-1，

再点击中部的【激活】按钮，点击【确认】激活千寻知寸服务，如图

2.3.1-1 和图 2.3.1-2。



千寻知寸服务一旦激活将不可停止，并开始服务计时。激活后，

将显示千寻知寸服务的到期时间，请在服务到期前完成服务续费操作，

以免影响使用。

图 2.3.1-1 图 2.3.1-2

2.3.2 移动站模式设置

执行【仪器】->【移动站模式】，数据链模式选择【手簿网络】，

【连接模式】选择【千寻知寸】，点击【应用】，工作模式设置完毕，

如图 2.3.2-1。返回主界面可以查看是否得到固定解。



图 2.3.2-1 图 2.3.2-2

2.4 点校正

若测区坐标系非 CGCS2000，或是其他独立坐标系，第一次到一

个测区，想要测量的点与已知点坐标相匹配，需要做点校正。

点击【利用标记点校准】，测站校准设置界面如图 2.4-1 所示，

输入已知点的北坐标，东坐标和高程。点击【测量】，如图 2.4-2 所

示；点击【设置】如图 2.4-3 所示可以设置采点存储条件，设置完天

线参数点击【确定】即可获取当前点所对应坐标系统下的经纬度坐标。



图 2.4-1 图 2.4-2 图 2.4-3

图 2.4-4 图 2.4-5 图 2.4-6



点击【计算】，如图 2.4-4 所示，可看到计算结果，点击【应用】

可以直接应用计算结果。如果计算结果显示红色，会提示 “测站校准

结果误差太大，不能使用，是否进行单点平移校正？”。点击右上返

回键，弹出如图 2.4-5 所示界面，选择【否】返回测站校准界面，选

择【应用】返回测站校准界面并且显示校准结果，如图 2.4-6 所示。

为保证点校正的精度和可靠性，请选择足够数量（平面≥2，高程

≥3），且在测区分布较为均匀，具有精确坐标的已知点。

2.5 测量

执行【测量】->【点测量/碎步测量】，以“地形点”为例，点

击点类型按钮，选择地形点，在点击【设置 】设置记录地形点限制

条件（固定解，H：0.05，V：0.1，PDOP：3.0，延迟：5，平滑：1），

点击右下角采点按钮或者手簿采点快捷键完成目标点采集和保存。



图 2.5-1 图 2.5-2 图 2.5-3

2.6 数据导入

将需要导入的数据文件复制到手簿千寻 GNSS APP 文件夹中，执

行【项目】->【坐标点库】->【导入】，选择数据格式、角度格式和

属性类型，点击【确定】，找到数据文件，点击【确定】导入数据文

件。

图 2.6-1 图 2.6-2



2.7 数据导出

执行【项目】->【数据文件导出】，选择数据文件，设置文件

格式、角度格式和导出点类型，点击【导出】，选择输出文件存储路

径，点击【导出】，数据文件导出成功。

图 2.7-1 图 2.7-2



2.8 仪器注册

当手簿与接收机连接后，可查看仪器串号、仪器注册截止日期，

如上图 2.8-1 所示。当您需要对 RTK主机进行注册时，一是可以通过

手动输入注册码，二是点击 扫描二维码获取注册码，当注册码输

入完成后，点击【仪器注册】可以注册仪器。如需仪器的注册码，请

联系千寻位置或者分销商获取。

图 2.8-1



三、 惯导功能操作

3.1 惯导功能说明

接收机具有倾斜测量模块才能使用此功能。惯导 RTK功能：①可

以保证接收机倾斜 60°范围内无需查看气泡(为保障精度，建议在倾斜

范围在 30 度内）；②可以免除复杂的校准过程，只需拿着接收机向前

走几步，就可以初始化内部惯导模块实现倾斜作业；③集成惯导模块

的接收机，确保实时无干扰的倾斜补偿不受任何地磁及外界金属构筑

物等环境影响，采用“卫星+惯导”双重检核，让 RTK告别“飞点”。

3.2 惯导功能操作介绍

点击【仪器】->【查验精度】，如图 3.2-1 所示，点击【开始】，

根据提示进行查验坐标点精度。如图 3.2-2 所示，在检查精度之前，

需要先倾斜测量初始化，只有在固定解的情况下前后晃动接收机 5 秒

然后将接收机水平旋转 90 度才能完成倾斜测量初始化。

当初始化完成后，如图 3.2-3 所示，设置天线参数，平滑点数，

平滑间隔和剔除异常比例，点击【开始】，开始采集点进行精度测试

如图 3.2-4。采集点的数目和速度等于设置的平滑点数和平滑间隔的数

值。当测试结果如图 3.2-5 所示，无红字提示时表示倾斜测量精度满

足采点精度，可以直接进行点测量操作。当测试结果如图 3.2-6 所示，



有红字提示时表示倾斜测量精度不满足采点精度，需要进行对中杆校

准操作。

图 3.2-1 图 3.2-2 图 3.2-3



图 3.2-4 图 3.2-5 图 3.2-6

点击【对中杆校准】进入如图 3.2-7 所示界面，根据文字图片提

示，进行中杆校准。

确定 A、B、C、D四个方向后，首先开始 A方向的数据采集，以

杆尖为中心，在A方向前后晃动杆身，一直晃动到进度条满，如图3.2-8，

然后慢慢旋转杆身 90 度直到进度条满，如图 3.2-9。重复此操作采集

剩下的 B、C、D三个方向数据，如图 3.2-10、图 3.2-11 和图 3.2-12

所示。当出现如图 3.2-13 所示界面表示校准成功，可以使用校准参数

进行点测量操作了。

当出现如图 3.2-14 所示界面，可以检查接收机内部固件是否为

最新版本；当出现如图 3.2-15 所示界面，表示在采集 A、B、C、D四

个方向数据过程中，有数据不满足精度要求，可以重新采集 A、B、C、



D 四个方向数据，当数据精度满足要求就能校准成功了。

图 3.2-7 图 3.2-8 图 3.2-9

图 3.2-10 图 3.2-11 图 3.2-12



图 3.2-13 图 3.2-14 图 3.2-15

3.3 惯查验精度使用注意事项

A. 初始化开始时，要保证输入的天线参数是正确的，例如实际杆高

为 1.8 米，软件中设置的杆高也是 1.8 米。

B. 初始化只有在固定解的状态下才能成功。

C. 当提示惯导不可用有可能的原因是：

a.数据精度不够；

b.倾斜角过大；

c. GNSS PVT 精度不足；

d. 陀螺动态超限；

e. GNSS 失锁；

f. 需要晃动对中杆；

g. 加表动态超限等等。

D. 对中杆不能倾斜超过 65 度（类似横着放），需要重新初始化。

E. 每次使用“查验精度”功能，当提示惯导不可用时必须先倾斜测

量初始化。

F. 仪器在对中杆校准时晃动速度不要过快，一般 1秒晃一下，转动

时也不要过快（1秒 2圈以上是快），过快需要重新初始化采集

数据；



G.

四、 产品售后及特别声明

有关千寻星矩 SE Lite 产品保修与维修的问题，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或参考千寻位置官网 www.qxwz.com 相关产品介绍。

特别声明：本产品“千寻位置”和“千寻星矩”商标由千寻位置

网络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