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0® 系列
优点
一个装配紧密的装置可实现精确的位置、艏向、
垂荡、纵摇和横摇测量
新！所有系统均装有完整的格洛纳斯 (GLONASS）卫
星导航系统，能够获取位置和艏向数据
新！艏向初始化和可用性提高
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 信号很差的情况下
也具有最佳的性能和精确度
符合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HO）的测量标准
主要的海道测量应用程序直接支持使用 F180 系列产品
安装时间缩短
通过使用预校准的外壳，可直接用于慢速移动或不移动
的平台
MOTION 控制软件使用简便
价格极具竞争力
专家7天×24小时提供技术支持

一套提供精确可靠的 MOTION 和定位数据的紧凑
型装置
F180 系列产品配有 GNSS 辅助惯性姿态和定位系统，品质优良，组件坚
固耐用，专为海道测量和海洋激光测量市场而设计。

产品特点
一机融合测量级 GNSS、陀螺罗盘、姿态和垂荡传感器
100Hz 频率内高精度位置、艏向、垂荡、纵摇和横摇测量

F180 系列产品旨在满足多波束测量市场的严格要求。F180 系列的系统安
装简单，使用简便，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海况下也能生成非常精确的定位、
艏向和 MOTION 数据。

紧密集成

事实证明这款轻盈坚固的设备是各种尺寸的海洋测量船均适用的、高性价
比的可靠解决方案。

兼容 HYPACK、QINSY、CARIS 和其它导航软件

所有系统都可启用 GPS 定位系统；也可添加 GLONASS 导航卫星系统，以
提升星座覆盖性能和艏向锁定的稳定性。

标配的 iHeave（智能垂荡处理）可用于提升垂荡精度

Motion 控制软件具有配置、控制和处理功能，包括 iHeave （Intelligent
Heave）处理，用以测量 70 秒时间内的涌浪幅度。

选配的 INSight 软件可用于生成后处理的解决方案

此外，针对极快船舶的部署，我们生产了一个预校准的外壳配件，可显著
减少作业期间的安装和校准时间。

GNSS

和惯性元件，精度更高，设置时间更短——相比独立传

感器的输出数据
提高了在 GNSS 信号差的情况下的性能
行业标准的格式和接口
标配直观的 MOTION 控制软件

应用场景
海道测量
桥梁、大坝、港口巡查
疏浚
近海可再生能源
环境调查
航道测量
海洋激光扫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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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
F185

入门级 L1 系统，配有 DGPS 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定位精度 30cm）和 SBAS 星基增强系统（定位精度 0.8m）。INSight 产品
可用 RTK（实时动态测量）0.2m 后处理功能。
在 F180 的基础上，在主接收机上增加了双频 GPS，因此可实现最高定位精度 1cm，有 RTK 修正功能。

F185+

在 F185 的基础上，在辅助接收机上增加了双频 GPS，以便更快地锁定艏向。

F190

在 F185 的基础上，通过 AtlasLink™ GNSS 智能天线增加了Atlas™ 全球修正服务（Atlas™ Global Correction Service）。
（L 波段）
在 F185+ 的基础上，通过 AtlasLink™ GNSS 智能天线增加了 Atlas™ 全球修正服务。（L 波段）

F190+

各型号可随时升级。F180R 系列 Remote IMU 系统可升级——请参阅单独的数据表。预校准外壳升级可适用于所有型号。所有系统的 GLONASS 均可升
级，以提升星座覆盖性能和艏向锁定的稳定性。
物理规格
定位精度（RMS）

0.01m，有 L1/L2 RTK 修正

尺寸

（F185/F185+/F190/F190+）
0.04m，有 Atlas™ 全球修正服务
（F190/F190+）

9-18Vdc, 25 watts
（提供 110-240Vac 适配器）

0.30m，有 DGPS 修正（所有型号）
0.80m，有 SBAS 修正（所有型号）
1.20m，无修正（所有型号）
横摇和纵摇（1σ）

-10℃ 至 60℃

0.025°
振动

0.1g2/Hz, 5-500 Hz

0.014 m/s

计算机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8.1/10 32 位和 64 位均可

苏格兰西海岸美丽的多岩石海
岸线。数据通过使用一个
F185R+ 和一个 R2Sonic 2024
采集得来。这些数据是在极具
挑战性的条件下获取的——海
况 4 级，典型涌浪 4.0 米，纵
摇和横摇达 +-16°。F185R+ 极
度精确的性能意味着无需编辑
MBES 数据。图片由 Aspect
Land & Hydrographic Surveys
公司提供。

F180®（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已注册）、F185™、F185+™、F190™、F190+™、iHeave™
和 INSight™ 是 Coda Octopus 公司的商标。HYPACK® 是 HYPACK 公司的注册商
标。Windows® 是 Microsoft® 的注册商标。CARIS® 是 CARIS 的注册商标。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was correct when it was published but specification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Photos are included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actual items may differ in appearance. 扫描二维码
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Coda Octopus does not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ypographical or photographical errors. Issue 5 (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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