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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D327 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简介 

攀达时空 PD327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支持 PPP工作模式，广域实时高精

度定位技术（国家 863科技成果）。整机高度集成，集接收机、天线、Wi-Fi、

蓝牙、摄像头、3G 通讯模块于一体。优异的电磁串扰抑制技术，手持 RTK

精度 2cm/5cm。适合野外作业的高亮半反半透 VGA 屏幕，双色注塑工艺，高

水准工业制造。采用 Backup power电源管理技术，推弹式可快速拆装电池。 

PD327 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是进行野外工作的完美数据采集终端，出色

的 EMI、EMC 设计，确保即使在遮挡情况下，依旧可以快速固定解算。降低

工作成本。 

PD327 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的设计过程贯穿着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理念：

提供一个高精度的数据采集终端，使它在实际工作中，比其他任何同类设备

获取数据更快、使用时间更久、使用场合更多。电池自带充电芯片设计，拆

装简单，支持车充和适配器充等多种充电方式，每次充电后可提供 10 小时

续航时间。足够坚固的 IP65 结构设计可经受最恶劣的环境，无论外业人员

去到哪里，都可以充满信心的把 PD327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用到哪里。 

完善的产品认证，先进的制作工艺，确保了设备高效稳定、经久耐用，

为每一位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体验。我们立足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形成自

主知识产权系列产品，推动北斗/GNSS 在各领域的全面使用，为北斗/GNSS

应用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1. 产品参数 

 

（1） 物理规格 

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 6.5 or CE 6.0 

CPU：Marvell PXA-310 806MHz Xscale 

内存：4G（最大支持 32G） 

屏幕：3.7英寸 480x640VGA分辨率，TFI半透半反屏 

电池：可拆卸 7.4V 4200mAh锂电池 

多媒体：集成扬声器、麦克风，电话功能及多媒体短信 

500万像素自动对焦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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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Bluetooth V1.2 Class 2 支持 EDR 

WIFI：无线 LAN802.11b/g 

数据线接口：MiniUSB 2.0 

通讯模块：全球通用四频通讯模块 

按键：四方向导航键、F1-F4自定义功能键 

尺寸：215x97x57mm 

重量：0.66kg 

 

（2）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20℃ -- +60℃ 

储存温度：-30℃ -- +70℃ 

1.2米水泥地上的胶合板跌落无损伤 

防水防尘 IP65 

 

（3） 接收机性能 

卫星系统：GPS L1、L2，北斗 BDS B1、B2、B3 

GLONASS L1、L2（可选） 

支持数据格式：NMEA-0183 

修正量 I/O协议：RTCM2.3（1、3、9），RTCM3.1，RTCM3.2 

数据更新率：1Hz 

重捕获时间：<1s 

冷启动：<45s 

定位精度：单点定位 5米，SBAS精度、外部源差分 1-3米 

 

2. 产品特性 

新一代 3.7 英寸 VGA 工业液晶屏，对比度、可视角度更高，强光下清

晰可见； 

拍摄高质量照片，支持 VGA视频拍摄； 

工作时间典型工作状态 10 小时以上，拆卸方便，电池自带充电管理，

支持车充、适配器充等多种充电方式； 

产品通过“FCC”、“CE”、“IC”及“USB_IF”和“Microsoft”等认证，

软件系统集成拥有无可挑剔的卓越品质； 

采用新型材料以及双色软包胶工艺，机身一体化全封闭设计，完全防

止粉尘进入，用水冲洗无任何伤害，铸就完美 IP65工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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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模块化制作工艺，提高产品稳定性，大大降低了故障率； 

采用最优秀的射频微波处理技术、搜星速度、解算速度获得大幅提高； 

优异的电磁串扰抑制技术，信噪比增大，确保了整机内部噪声最小，

在遮挡严重情况下仍然可以快速固定。 

 

3. 标准配置 

PD327主机 

便携包 

电源适配器 

USB数据传输电缆 

腕带 

手写笔及挂绳 

电池 7.4V 4200mAh 

光盘及说明书 

外包装纸盒 

 

二、PD327 硬件使用说明 

1. 外观及构成 

攀达PD327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高度集成，整合高精度 GNSS接收机、

高性能手簿 PDA、GSM/3G 通讯模块、高清摄像头于一体，采用新型材料

及双手软包胶工艺引领行业新标准 

3 
 



 

 

2. 按键区 

PD327 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有一个按键区，可以快速容易的进行常

用操作。 

 

 

 

 

 

 

（1） 开关机键 

 

 

 

（2） 复位键 

设备无反应时，用点触笔按下复位键可实现软启动 

开机 关机状态下，连续按住开关机键三秒钟开机 

关机 开机状态下，连续按住开关机键五秒钟，确定完成关机 

待机 开机状态下，单击开关机键进入待机状态，再次单击恢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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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媒体键 

用于呼出 Mobile 系统主界面，如果有当前程序在运行，该操作不会

结束当前程序，关闭 Mobile 系统主界面后，窗口会重新回到当前程

序。 

（4） 功能按键区 

PD327 设有 F1、F2、F3、F4 四个功能按键，不仅可以自定义每个功

能键对应的呼出程序，方便了常用程序的一键呼出，而且为软件开发

中一键操作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支持。 

（5） 四方导航键区 

PD327设有完整的四方向导航键和中心确认键，在必要时可进行更精

确的选择操作。 

3. 指示灯 

（1） 电源指示灯 

（2） 卫星状态指示灯 

（3） 无线设备指示灯 

 

绿灯常亮  GPS 接收机开启 

红灯常亮  正在开机 

红灯闪烁  正在关机 

绿灯常亮  待机中 

绿灯闪烁  充电中 

红灯、绿灯同时常亮  充满电 

蓝灯常亮  蓝牙开启 

绿灯常亮  通讯模块开启 

蓝灯、绿灯同时常亮  蓝牙和通讯模块同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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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池和充电 

攀达 PD327高精度流动站接收机电池可拆卸， 

在 PD327的下面一侧，两指按住卡扣向内压， 电 

池松动后可从电池槽中拔出进行脱机充电。用力将 

电池推入电池槽，卡扣卡紧后电池即可复位。 

 

攀达 PD327自带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上安装了 

电池余量指示灯和满电指示灯。 

 

 

注意 

1、第一次使用之前应当给电池充满电量。如果电池存放时间超过六个月，

则在使用之前应当充电。PANDA建议给电池充电五小时，使它充满电量。 

2、充满电的电池可以为接收机提供充足的电量，使接收机能够在使用内置

GNSS天线、开启背景灯和缺省设置情况下工作一整天（十小时）。 

3、寒冷天气或者采用蓝牙无线技术、WI-FI 或无线蜂窝调制解调器时要消

耗额外的电池电量，因此会缩短电池两次充电之间的使用时长。 

（1） 交流适配器安全 

   为接收机电池充电，应使用 PD327接收机携带的国际适配器套件。 

   

警告 

安全使用交流适配器； 

只使用专为 PD327接收机配备的交流适配器。使用其他交流适配器将会

损坏接收机并可能使您丧失保修资格，不要把此交流适配器用于其他产品； 

确定适配器的输入电压和频率符合您所在地区的制式； 

确定适配器的接头符合您使用的接口； 

不要在潮湿的户外区域使用交流适配器，交流适配器为户内使用而设计； 

交流适配器不适用时，应当从电源上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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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短路接头； 

请注意：本产品没有用户可维修部件； 

如果交流适配器损坏，用新的 PANDA交流适配器替换。 

 

（2） 静电释放 

   为接收机电池充电，应使用 PD327接收机携带的国际适配器套件。 

   

警告： 

         静电会损坏接收机内部的电子部件。为了防止静电损坏在接触接收机

内部的任何电子部件（例如：记忆模块）之前，一定要释放您身体携带的

静电； 

         采取的方法可以是触摸未经油漆的金属表面。 

 

         PD327 接收机为户外条件所设计，但是，在低湿度和极高电压条件下

放电也可行。用户应当避免用手指接触仪器侧面凹陷的接口，从而最大限

度地降低对敏感的电子元器件放电的风险。 

 

（3） 电池安全 

  警告 1： 

       不要损坏可充电锂电池，损坏的电池可能会引起爆炸或着火，造成人员

受伤和/或财产受损。 

         为了避免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受损： 

         不要使用看上去有损坏的电池，也不用给它充电，电池损坏的迹象包

括但不限于：变色、弯翘和泄露电解液； 

         不要把设备存放或搁置在热源附近（例如：火炉或其它产生热量的设

施）或暴露到超过 70℃的环境下。在过高温度下加热时，可能会发生电池爆炸或

电解液泄露，带来火灾风险； 

          不要把电池浸入到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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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炎热的天气下在车辆内使用或存放电池； 

          不要刺破电池； 

          不要拆开电池或短路其接点。 

 

     警告 2： 

       充电和使用可充电锂电池只能严格按照操作说明进行。在为授权的设备

上充电或使用电池，可能会造成爆炸或着火，引起人员受伤或财产受损。 

         为了避免人员受伤或财产受损： 

         不要给看上去已损坏或泄露电解液的电池充电，也不要使用它； 

         给锂电池充电只能用指定的 PANDA产品进行； 

         请确保按照电池充电器随带的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如果电池极热或有焦味，应停止继续充电； 

         只能在指定的 PANDA产品中使用电池； 

         电池只能用于其拟定用途，并且应遵守产品文档给出的操作说明。 

 

5. 接口 

（1） SD 卡槽 

在本机存储量不足时，插入 SD卡进行存储量扩展。 

 

 

 

 

（2） GSM/3G 卡槽 

PD327流动站接收机配备有移动解调器，插入 SIM卡，可在接收

机中设置实时传输和语音通话。 

      插入 SIM卡： 

1、 关闭接收机； 

2、 把接收机放在室内没有灰尘的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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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开接收机侧面的 SIM卡槽； 

4、 让 SIM卡金色接点朝下把卡插到 SIM卡槽中，轻轻按卡直到您

听到“咔嚓”一声为止，卡便锁定到位； 

5、 关闭 SIM卡槽门。 

 

取出 SIM卡： 

1、 按照插卡步骤的 1-3进行操作； 

2、 轻轻按下去，然后让它自己弹出； 

3、 把卡轻轻从卡槽取出。 

 

（3） USB 接口 

   Mini USB 2.0接口，与 PC端同步，导入、导出数据。 

 

 

 

 

（4） 充电接口 

   适配器充或车充与接收机连接的接口。 

 

 

 

（5） 天线电缆接口 

   通过天线电缆连接外置天线，进行精确对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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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手带 

   手带和螺丝与接收机一起放在仪器箱中，安装手带的方法是： 

1、 把手带架上部两个安装孔对齐，然后用硬币或螺丝刀拧紧螺丝； 

2、 撑开手带，把手带架下部与安装口对齐，然后用硬币或螺丝刀拧

紧螺丝。 

 

三、使用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 

PD327流动站接收机运行 Windows Mobile 6.5 or CE 6.0操作系统，本

章介绍这一代 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主要特性 

 

1. 屏幕构成 

主屏幕和开始屏幕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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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状态指示器 

状态指示器出现在屏幕顶端的标题栏上，它可以指示以下状态。 

 

（1） 电池状态指示器 

主屏幕或开始屏幕标题栏上的电池状态图标用来显示电池的充电状 

态，点击标题栏，然后在下拉列表上点击    图标，您可以在此访问电源

控制对话框。 

 

 

 

 

 

 

 

 

 

 

（2） 扬声器状态指示器 

主屏幕或开始屏幕标题栏上的扬声器状态图标用来显示扬声器的状 

态。点击标题栏，然后在下拉列表上点击     图标，您可以调整音量并

开启或关闭扬声器。 

 

 

 

 

 

 

 

图标 描述 

 
电池充满电量 

 
电池电量高 

 
电池电量中等 

 
电池电量低 

 
电池电量很低（20%或更少） 

 
电池正接入外部电源充电 

图标 描述 

 
扬声器开 

 
扬声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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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和调制解调器状态指示灯 

 

 

 

 

 

 

 

 

 

 

 

 

 

 

 

 

 

 

 

 

 

 

 

 

 

 

 

 

图标 描述 

 

连接到计算机的 ActiveSync 或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WMDC） 

连接到启动蓝牙的电话 

 

断开 ActiveSync 或 WMDC 连接 

断开启动蓝牙电话的连接 

 
WI-FI 天台开启 

 
检测到 WI-Fi 

 
连接到无线网络 

 
移动调制解调器信号强度最大 

 
没有移动调制解调器信号 

 
移动调制解调器关闭 

 
没有移动服务 

 
搜索移动调制解调器服务 

 
正在用移动调制解调器传送数据 

 
没有 SIM 卡 

 
EDGE 网络可用 

 
EDGE 网络在连接 

 
EDGE 连接活跃 

 
GPRS 网络可用 

 
GPRS 网络在连接 

 
GPRS 连接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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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接收机进行交互式工作 

用笔针或您的手指点击触摸屏上的项目或者上下滚动便可以与接收机

进行交互式工作。 

 

 

 

 

 

 

4. 屏幕键盘 

键盘按钮自动出现在应用程序的平铺栏中。 

  如果要显示键盘，点击键盘按钮，或者点击应 

  用程序的文字框。如果要输入字符，用您的手 

指或笔针点击屏幕键盘上的     按键。当您在 

一个域中完成文子输入后，点击接受输入的文字 

然后移到选一个域。如果要输入特殊字符，点击 

     显示包含数字和符号的键盘。如果要返回到 

主键盘，再次点击     。如果要隐藏键盘，再次 

点击键盘图标。 

 

5. 录音 

PD327接收机自带整合式麦克风，您可以创建独立的声音便笺，或者

在便笺上添加录音，然后用录音便笺进行工作，就如同您用一般的便笺

进行工作一样。 

录音方法是： 

（1） 点击     ，然后点击便笺图标； 

（2） 点击     菜单图标； 

（3） 选择绘图； 

点击 用笔针或手指轻触屏幕一次，可打开项目并选择选项 

点按 用笔针在一个项目上点按（点击并按住），可查看此项目可用的操作列表，

在出现的弹出菜单上，点击您想执行的操作 

拖动 用笔针在屏幕上按住并越过屏幕拖动，可以选择文字和图案，在列表上拖

动，可以选择多个项目 

翻转 在屏幕上翻转笔针或您的手指，可上下滚动一页或一个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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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笔针在屏幕上写字或绘图： 

--创建独立的录音，在显示便笺列表的屏幕上点击录音按钮    ，

开始录音； 

--把录音添加到便笺中，创建或打开一个便笺，然后点击录音按

钮     ，开始录音； 

（5） 完成录音时，点击停止按钮     。 

备注： 

1、 如果您正在创建独立的录音，在便笺列表中将 

会出现一个图标。 

2、 如果您正在一个打开的便笺中录音，在这个便 

笺中将会出现一个图标。点击 OK返回到便笺列表。 

3、 如果要播放录音，点击便笺列表上的录音或打 

开便笺，然后点击图标    。 

 

 

6. 主屏幕快捷图标定制 

（1） 点击    /设置/主屏幕； 

（2） 点击项目选项卡； 

（3） 选择或清除复选框，从而显示或 

 隐藏主屏幕上显示的项目； 

（4） 用上移和下移按钮改变已选项目 

 在主屏幕上出现的位置； 

（5） 点击 OK。 

 

7. 设定时间和日期 

（1） 在主屏幕上，点击时钟项目，或点击标题栏， 

然后再点击下拉列表中的时钟图标    。时钟 

和告警屏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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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时间选项卡； 

（3） 在时区域，从下拉列表选择需要的市区； 

（4） 咋日期域，点击下拉箭头，然后选择正确的 

日期。 

（5） 在时间域，依次点击小时、分钟、和秒钟值， 

然后点击上下箭头设定正确的时间。 

 

8. 设备锁定 

  在接收机仍然开启期间，点击开始屏幕上的设备 

锁定图标可以锁定屏幕和按键区。一旦接手机被锁 

定，屏幕和大多数按键的操作将没有响应，直到解 

锁为止。 

  与外接设备的通讯不会受到锁定接收机的影响。这意味着：当接收机

被锁定时，您可以继续使用 GNSS外业软件。例如：在保持软件连接 GNSS

接收机以便能够继续记录 GNSS位置期间，您可以锁定设备，这样，可以

安全地传送要素。 

  当有了新的提醒时，锁定屏幕能够为不同的应用提供多项解锁滑块。

例如：当有新的邮件到达，那么，电子邮件解锁滑块将把您直接带到电

子邮件。 

  如果要解锁设备，把解锁图标直接滑动到需要的应用程序上，您可以

通过设置密码使每次接收机开机时都要求提供密码，这样将有助于保障

您数据的安全。点击   /设置/锁定也可设定密码或改变密码设置。 

 

9. 电源 

  您在设备运行期间随时可以检查电池的剩余电量。 

方法是：点击主屏幕标题栏上的电池图标，然后点击 

下拉列表上的    。 

  电源控制出现，它显示电池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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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接收机电池正在从外部电源充电时，主屏幕上 

 的电池图标变为    。您还可以点击图标查看电池 

 的电量。 

   如果要检查备用电池的剩余电量或未装入接收机 

 的电池剩余电量，按电池标签上的电池图标    。 

 充电指示器将显示电池的大概剩余的电量等级。 

 

10. 背景灯 

      背景灯可使屏幕在光线不强的场合下易于阅 

读， 但是需要消耗额外的电量。用背景灯控件可以 

把背景灯配置为省电模式。 

  设置背景灯自动关闭的方法是，点击    /设 

置/ 系统/背景灯： 

（1） 当接收机闲置并且使用电池电源时，如果 

要自动关闭背景灯，点击电池电源选项卡 

选择关闭背景灯复选框，从下来列表选择 

时间； 

（2） 当接收机闲置并且使用外部电源时，如果 

要自动关闭背景灯，点击外部电源选项卡 

选择关闭背景灯复选框，从下拉列表选择 

时间； 

（3） 点击 OK。 

 

 

改变亮度的方法是，点击     /设置/系统/亮度： 

（1） 点击亮度选项卡； 

（2） 点击亮度等级滑块，向左拖滑块可使背景 

灯变暗，向右拖滑块可使背景灯变亮； 

（3） 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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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声音和提醒 

      用声音和提醒控件可以设定扬声器音量和系统 

         声音的首选项。打开声音和提醒控件的方法是： 

             点击    /设置/声音和提醒打开或关闭声音的 

           方法是： 

（1） 点击声音选项卡； 

（2） 选择或清除复选框，从而启动或禁用声音 

类别； 

（3） 如果您选择了点击屏幕或快捷复选框，则 

选择小或大选项，以控制音量； 

（4） 点击 OK。 

 

可以用预定义方案定制声音，或者，也可以创 

建自己的声音方案。 

            指定声音方案的步骤是： 

（1） 点击通知选项卡； 

（2） 从事件下拉列表选择一个事件； 

（3） 选择一个您想为此事件接收的通知类型； 

（4） 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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