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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购买 恭贺您购买了 Leica CS10/CS15。

本手册包括了重要的安全指南，可指导您安全地安装并使用仪器。 详情请参见 "5 安全指

南 "。

请您在使用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用户手册。

仪器标识 仪器的型号和序列号标注在仪器标签上。

请将仪器型号和序列号填写在下面。当您需要与经销商或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的维修

部门联系时，将会用到这些信息。

类型： 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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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本手册中所使用的符号有如下的含义：

商标 • Windows 是微软公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 CompactFlash 和 CF 是晟碟公司 （SanDisk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 Bluetooth 是蓝牙标准化组织 （Bluetooth SIG, Inc）的注册商标。

• SD 是 SD 卡协会的注册商标。

其他商标所有权归各自拥有者。

本手册的有效性 本手册用于 CS10 和 CS15 外业控制手簿。 各种不同型号仪器间的不同之处将被标注及描

述。

类型 说明

� 危险 指出一个即将来临的危险情形，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严重伤

害甚至死亡事故。

� 警告 表示潜在的或操作不当所致的危险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将造

成伤亡或严重损害。

� 注意 表示潜在的或操作不当所导致的危害，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

轻微的人身伤害或明显的设备、经济损失和环境的损害。

表示在实际使用中必须注意的重要章节，以便能够正确、有效地

使用该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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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文档

关于 CS10/CS15 可查阅下述所有文档 / 软件资源：

• Leica Viva Series DVD

• https://myworld.leica-geosystems.com

名称 说明 / 格式

CS10/CS15 用户

手册

本用户手册包含了为达到基本的产品操作水平所需要的所

有内容。 提供产品的全部功能介绍和技术参数以及安全指

导。

名称 说明 / 格式

Viva GNSS 启动

指南

描述了产品在常规使用中的一般流程。 以作为野外快速参

考指南。

Viva TPS 启动

指南

描述了产品在常规使用中的一般流程。 以作为野外快速参

考指南。

Viva 系列产品 

技术参考手册

全面且充分地理解产品和程序功能的指南。 包括特定软硬

件的设置及软硬件功能的详细说明，主要供技术专家参

考。



CS10/CS15, 简介 5

myWorld@Leica Geosystems (https://myworld.leica-geosystems.com) 提供许多服务，

信息和培训材料。

通过直接访问 myWorld，您在任何时候 （7天 ×24 小时）都可以获取相关服务。它能提

高您的工作效率，保证您和您的仪器能及时从 Leica Geosystems 获取最新的信息。

服务 说明

我的产品 简单地将您和贵公司拥有的 Leica Geosystems 产品添加进来。查看您

的产品的详细信息，购买附加选项或客户关怀包 (CCPs)，升级最新的

软件并获取最新的文档。

我的维修 查看您的产品在 Leica Geosystems 维修中心的维修历史以及详细信

息。如果您的产品目前在 Leica Geosystems 维修中心，那么可以查看

它当前的维修状态以及预计维修截止日期。

我的支持 提出关于您的产品的支持请求，它将会由您当地的 Leica Geosystems

支持团队来解决。查看您的支持历史，如果您需要参考以前的支持请

求，可以查看其详细信息。

我的培训 增强您对 Leica Geosystems 家族产品的了解—信息，知识，培训。学

习最新的在线培训材料或下载关于您的产品的培训材料。获取关于您

产品的最新信息并申请参加在您国家所开展的研讨班或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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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描述

1.1 概述

系统组件

CS10 GS12

GS08

CS15

GS05

GS06

CS_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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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术语

CS 一般性说明 CS 是一个集合性术语，用于描述多种型号 (CS10/CS15) 的多功能型外业控制手簿，可以

与 GNSS 和 TPS 仪器联合使用。

CS 可用型号

*1 可插拔的

型
号

触
摸
屏

彩
色
显
示

内
置
电
台
模
块

内
置

3
.
5

GS
M/

U
MT
S
模

块

内
置
电
池

*
1

S
D
卡

C
F
卡

蓝
牙

无
线

L
A
N

8
02
.1
1
b/
g

W
in
do
w
s 
CE

基本型 (CS10/CS15) - - -

WLAN (CS10/CS15) - -

电台 (CS10/CS15) -

GSM (CS10/CS15) -

电台 + GSM (CS15)

在触摸屏上使用输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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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可用电台 下列设备具有可用的遥控电台 (RCS)：

电台 Modem 说明

CS10 集成电台 modem 的外业控制手簿。外业控制手簿具有彩色显示屏。

CS15 集成电台 modem 的外业控制手簿。 外业控制手簿具有彩色显示屏。

所有设备包含相同扩频技术的无线电收发型调制解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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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统概念

1.3.1 软件概念

所有 CS型号的软件

GS05/GS06 的软件

GS08/GS12 的软件

软件类型 说明

CS 固件 软件包括：

(CS_xx.fw) - Windows CE 的特定语言版本。

- CS 的基本功能。

软件类型 说明

GS 固件 软件包括：

(GS_xx.fw) - 测量引擎的固件。

软件类型 说明

ME 固件 软件包括：

(ME_xx.fw) - 测量引擎的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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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上载 上传固件需要一段时间。确保开始上载软件前电池至少有 75% 电量，并且上载过

程中不要取出电池。

软件用于 说明

所有 CS 型号 软件存放于 CS 外业控制手簿的内存中。

CS 固件升级说明

• 从 https://myworld.leica-geosystems.com 网站上下载最新

的 CS 固件文件。 参见 " 简介 "。

• 将 CS 外业控制手簿连接到个人电脑。 参见 "3.1.7 连接到个人

电脑 "。

• 将 CS 固件文件复制到 Leica SD 卡，Leica CF 卡或 USB 记忆棒

的文件夹中。

• 点击桌面上的 Loader 图标，运行 Loader 程序。

• 进入您存储 CS 固件文件的文件夹，选中然后开始上载。

• 当上载完成后会显示提示信息。

确保在开始上载前将Leica SD 卡或Leica CF 卡插入到CS外

业控制手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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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5/GS06 软件存储在 GS05/GS06 的系统内存中。

GS 固件升级说明

• 从 https://myworld.leica-geosystems.com 网站上下载最新

的 GS 固件文件。 参见 " 简介 "。

• 将 CS 外业控制手簿连接到个人电脑。 参见 "3.1.7 连接到个人

电脑 "。

• 将 GS 固件文件复制到 Leica SD 卡或 Leica CF 卡的 /SYSTEM

路径下。

• 将 GS05/GS06 与 CS 外业手簿组合安装。 参见 "3.1.6 设置为手

持式 GNSS"。

• 建立 GS05/GS06 与 CS 外业手簿之间的连接。 参见 Leica Viva 

技术参考手册 ( 仪器连接 - GPS 连接向导 )。

• 开始上传。 参见 Leica Viva GNSS 快速操作指南 ( 附录 B 上传

系统文件 )。

• 当上载完成后会显示提示信息。

软件用于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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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8/GS12 软件存储在 GS08/GS12 的系统内存中。

ME 固件升级说明

• 从 https://myworld.leica-geosystems.com 网站上下载最新

的 ME 固件文件。 参见 " 简介 "。

• 将 CS 外业控制手簿连接到个人电脑。 参见 "3.1.7 连接到个人

电脑 "。

• 将 ME 固件文件复制到 Leica SD 卡或 Leica CF 卡的 /SYSTEM

路径下。

• 使用 GEV234/GEV237 电缆将 GS08/GS12 与 CS 外业手簿连接起

来，并建立 GS08/GS12 和 CS 外业手簿之间的连接。 参见 Leica 

Viva 技术参考手册 ( 仪器连接 - GPS 连接向导 )。

• 开始上传。 参见 Leica Viva GNSS 快速操作指南 ( 附录 B 上传

系统文件 )。

• 当上载完成后会显示提示信息。

软件用于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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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电源概念

概述 使用 Leica Geosystems 生产的电池，充电器和附件或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附件以确

保仪器能正常地工作。

电源选项
型号 供电

所有 CS 型号 内置 GEB211/GEB212 电池，或者

外接扩充基座，或者

外接 GEV235 电缆，或者

外接 GEV219 电缆 ( 仅 CS 手簿，且带有 LEMO CBC01 连接模块 )，或

者

外接 GDC221 汽车电瓶适配器

如果插入内置电池的同时连接外接电源，那么将使用外接电源。

GS05/GS06 外接 CS 外业手簿

GS08/GS12 内置 GEB211/GEB212 电池，或者

外接 GEV219 电缆

如果插入内置电池的同时连接外接电源，那么将使用外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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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数据存储概念

说明 数据保存到一个存储设备。存储设备可以是 SD 卡，CF 卡，USB 记忆棒或内存。

存储设备

虽然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SD卡和CF卡，但是Leica Geosystems只推荐使用Leica 

SD 卡或者 Leica CF 卡，对使用非 Leica 存储卡造成的数据丢失或其它任何问题

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当从开机状态的 CS 外业控制手簿中取出 SD 卡，CF 卡或 USB 记忆棒时，会造成数据丢

失。仅在 CS 外业控制手簿关机的时候取出 SD 卡，CF 卡或 USB 记忆棒或者断开连接电

缆。

传输数据 数据可以以多种途径传输。 参见 "3.1.7 连接到个人电脑 "。

CF 卡和 SD 卡可直接用在 Leica Geosystems 提供的 OMNI 驱动设备。其他 PC 卡驱动设备

需要一个适配器。

SD 卡： 所有 CS 外业控制手簿都标配有一个 SD 卡插槽。SD 卡可以插入或取出。

可用容量：1 GB。

CF 卡： 所有 CS 外业控制手簿都标配有一个 CF 卡插槽。CF 卡可以插入或取出。

可用容量：256 MB，1 GB。

USB 记忆棒： 所有 CS 外业控制手簿都标配有一个 USB 端口。

内存： 所有 CS 外业控制手簿都标配有内存。可用容量：1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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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S 组件

1.4.1 CS10

CS10 正面

a) 插槽盖子

b) 屏幕

c) 键盘

d) 端口盖子

e) 电源插孔

f) USB A 型主机端口

g) 扩充基座触点

h) LEMO 端口（USB 和串口）

i) 微型 USB 端口

j) DSUB9 端口CS_001

b
a

c

d

f
e

g

h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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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0 背面

a) 底部手带夹

b) 手带

c) 电池仓

d) 数码相机

e) 顶部手带夹

f) 插槽

g) 插槽盖子

h) 输入笔

i) GS05 触点

j) CF 卡插槽

k) SIM 卡插槽

l) SD 卡插槽

a
b

e
f
g

h

i
j
k
l

c
d

CS_008

SD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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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CS15

CS15 正面

a) 插槽盖子

b) 屏幕

c) 键盘

d) 端口盖子

e) 电源插孔

f) USB A 型主机端口

g) 扩充基座触点

h) LEMO 端口（USB 和串口）

i) 微型 USB 端口

j) DSUB9 端口CS_002

f
e

g

h

i
j

b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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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5 背面

a) 底部手带夹

b) 手带

c) 电池仓

d) 数码相机

e) 顶部手带夹

f) 插槽

g) 插槽盖子

h) 输入笔

i) GS06 触点

j) CF 卡插槽

k) SIM 卡插槽

l) SD 卡插槽

a
b

e
f
g

h

i
j
k
l

c
d

CS_007

SD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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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扩充基座组件

扩充基座

a) 电源插孔

b) USB 端口

c) 扩充基座支架

d) 扩充基座触点

e) GEV223 数据电缆CS_020

a

c

e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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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界面

2.1 键盘

键盘显示 CS10

a) 主菜单

b) 开 / 关

c) 导航键，OK

d) Fn

e) ± 键

f) 屏幕亮度

g) 键盘照明

h) 快捷键

i) ESC

j) 回车

k) 退格

l) 音量

m) 数字键

2 31

.

5 64 

8 97

0 

Fn

ABC DEF

GHI JKL MNO

PQRS TUV WXYZ

OK

CS_005

e

f

g

d

a

b
c

h

i

j

k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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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显示 CS15

a) 主菜单

b) 导航键，OK

c) 开 / 关

d) Fn

e) ± 键

f) 数字键

g) 屏幕亮度

h) 键盘照明

i) 功能键 F7-F12

j) 大小写锁定

k) 功能键 F1-F6

l) 快捷键

m) ESC

n) 回车

o) 退格

p) 音量

q) 字母键

r) 回车

s) 空格

F1 F2

F7

F8

F9 F10

F11

F12

F3 F4 F5 F6

.

2 31

54

Fn

6

8 97

0 

Q W E R T Y U I O P 

L K J H G F D S A 

Z X C V B N M 

OK

k

e

g

h

c

a
b

d

f

i

j

l
m

n

o

p

q

r

s

CS_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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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按键 功能

功能键

F1-F6

对应活动窗口下面的六个软按键。

功能键

F7-F12

用户自定义为执行所选命令或进入选择页面的按键。

字母键 输入字母。

数字键 输入数字。

大小写锁定 切换字母大小写。

退格 在用户输入的起始端清除所有已输入内容。

在用户输入过程中清除最后的字符。

Esc 离开当前页面并且不保存任何修改。

Fn 第一和第二级功能键之间切换。

空格 输入一个空格。

回车 选择加亮显示线段并且进入下一逻辑菜单 / 对话框。

F1

F7

X 

1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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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编辑模式以编辑字段。

打开一个可选列表。

开 / 关 如果 CS10/CS15 处于关机状态：要打开 CS10/CS15，按压

该键 2 秒钟。

如果 CS10/CS15 处于待机状态：要打开 CS10/CS15，按压

该键 < 2 秒钟。

如果 CS10/CS15 已经打开：

• 将 CS10/CS15 置于待机状态，按压该键 < 2 秒钟。参

见 "待机 "。

• 按压该键 2秒钟，进入电源选项菜单。参见 "电源选

项菜单 "。

• 关闭 CS10/CS15，按压该键 5 秒钟。

快捷键 点击一个网站名来访问该站点。

主菜单 进入 Windows CE 开始菜单。

导航键 在屏幕上移动焦点。

OK 选择加亮显示线段并且进入下一逻辑菜单 / 对话框。

按键 功能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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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组合

进入编辑模式以编辑字段。

打开一个可选列表。

按键 功能

键 功能

+ 按住 Fn 键同时按 4。增加屏幕亮度。

+ 按住 Fn 键同时按 7。降低屏幕亮度。

+ 按住 Fn 键同时按 6。增加 CS 外业控制器的声音警告信

号，蜂鸣声和按键声音的音量。

+ 按住 Fn 键同时按 9。降低 CS 外业控制器的声音警告信

号，蜂鸣声和按键声音的音量。

+ 按住 Fn 键同时按 0。

如果键盘照明是关闭的：

打开键盘照明。

如果键盘照明是打开的：

关闭键盘照明。

Fn 4

Fn 7

Fn 6

Fn 9

F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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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操作原理

键盘和触摸屏 用户与仪器的交互可以通过键盘或带有输入笔的触摸屏进行。对于键盘和触摸屏输入来

说，其工作流程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信息被选取或输入的方式。

键盘操作

使用键盘选择和输入信息。键盘按键说明和它们的功能参见 "2.1 键盘 "。

触摸屏操作

使用输入笔选择和输入信息。

操作 说明

选择信息 点击信息。

在可编辑区域开始编辑模式 点击可编辑区域。

加亮显示全部信息或部分信息进行修改 从左到右拖拉输入笔。

接受输入到可编辑区域的数据然后退出编

辑模式

点击屏幕上除可编辑区域外的其他地方。

打开一个与上下文相关的菜单 点击该项目图标 2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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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

3.1 仪器安置

3.1.1 将屏幕贴片贴在 CS 显示屏上

将屏幕贴片贴在 CS 显

示屏上的步骤

步骤 说明

确保 CS 显示屏上无灰尘和油污。

无反射屏幕贴片有一层银色不干胶，可将载体贴片和真正的屏幕贴片分开来。

1. 用两根手指将银色不干胶向上慢慢拉开。 载体贴片将会与屏幕贴片分开。

不要将载体贴片拉开超过 2 cm - 3 cm。

2. 将屏幕贴片有粘性的一面贴到显示屏的边缘。

要注意显示贴片不能贴到屏幕和其边框之间。

CS_029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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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载体贴片一点点剥开，同时慢慢将屏幕贴片平整地贴到显示屏上。

4. 在显示屏和贴片间可能会出现气泡，可以使用附带的超细纤维布来消除气泡。

不要使用尖锐的物体！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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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将手带固定到 CS 上

将手带固定到 CS 的步

骤

步骤 说明

将 CS 外业控制手簿翻转过来。

1. 将手带的尾端固定到 CS 外业控制手簿的底部。

2. 捏住主钩上的夹子。

3. 将主钩挂到 CS 外业控制手簿的枢轴节点上。 当夹子扣紧后会有咔嗒声。

4. 调整手带的长度。

CS_009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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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将插槽盖子固定到 CS 上

将插槽盖子固定到 CS

的步骤

步骤 说明

1. 使用输入笔尾端的螺丝刀拧开直角回转螺丝。

2. 取下插槽盖子。

使用输入笔将插槽盖子重新装上，确保螺丝拧紧就位。

2

1

CS_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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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插入和取出 SIM 卡

插入和取出 SIM 卡步

骤

说明

SIM 卡安装在 CS10/CS15 顶部的插槽内。

1. 使用输入笔尾端的螺丝刀来拧开 CS10/CS15 顶部插槽盖子上的螺丝。

2. 将插槽盖子从 CS10/CS15 上取下来。

3. 将卡稳定地滑进插槽，直到固定就位。

不要强行将卡插入插槽。 必须保持卡的触点正对插槽。

4. 装上插槽盖子然后拧紧螺丝。

SD

CF

2
4

3

1

CS_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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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取出卡片，先卸下 CS10/CS15 的插槽盖子。

6. 轻按卡的上部，使其从插槽中弹出。

7. 取出 SIM 卡然后装上插槽盖子。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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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安装扩充基座

安装扩充基座组件的

步骤

步骤 说明

1. 按照示意图所示将扩充基座的支架对准扩充基座的底座。

2. 慢慢地将支架插入到底座中。 当支架固定好后会有咔嗒声。

CS_0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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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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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设置为手持式 GNSS

GS05/CS10 的设置与 GS06/CS15 是一致的。为简单起见，下面描述的是 GS05/CS10 的设

置。

将 GS05 安装到 CS10

上的步骤

步骤 说明

将插槽盖子从 CS10 上取下来。 参见 "3.1.3 将插槽盖子固定到 CS 上 "。

1. 检查 GS05 内部的触点位置。

2. 将 GS05 安装到 CS10 上。

1

2

3
4

CS_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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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输入笔尾端的螺丝刀拧紧直角回转螺丝。

4. 要达到理想的卫星跟踪性能，将 AS05 （外置 GNSS 天线）装载到 GS05 上。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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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连接到个人电脑

微软 ActiveSync （使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电脑）或者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微软移动设备管理中心，使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电脑）

是用在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便携式电脑上的同步软件。微软 ActiveSync 或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允许一台电脑和一个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便携式电脑进行通

讯。

安装 Leica Viva USB

驱动
步骤 说明

1. 启动电脑。

2. 放入 Leica Viva Series DVD。

3. 运行 SetupViva&GR_USB_XX.exe 来为 Leica Viva 设备安装必要驱动。根据电

脑使用的不同版本 （32 位或 64 位）操作系统，您需要在以下 3 个安装文件中

进行选择：

• SetupViva&GR_USB_32bit.exe

• SetupViva&GR_USB_64bit.exe

• SetupViva&GR_USB_64bit_itanium.exe

安装程序必须要运行一次，以用于 Leica Viva 设备。

4. 将出现欢迎进入 Leica Viva & GR USB 驱动安装脚本向导窗口。

在继续之前，确保断开所有 Leica Viva 设备与电脑的连接！

5.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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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 USB 电缆连接

到电脑操作步骤

6. 将出现准备安装程序窗口。

7. 安装。 驱动将会安装到电脑中。

对于使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电脑：如果未安装 

Windows 移动设备管理中心，还需要先安装。

8. 将出现安装脚本向导完成窗口。

9. 勾选我已阅读使用说明并点击完成来退出向导。

步骤 说明

步骤 说明

1. 启动电脑。

CS_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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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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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GEV234 电缆插入 CS 外业控制手簿。

如果是配有 DSUB9型连接头的 CS外业控制手簿，还需要 GEV223电缆。

3. 打开 CS 外业控制手簿。

4. 将 GEV234 电缆插入到电脑的 USB 端口。 发现新硬件安装向导将自动启动。

5. 选择是，仅这一次。下一步。

6. 选择自动安装软件 （推荐）。下一步。 用于 Remote NDIS based LGS CS 

Device 的软件将会安装到您的电脑。

7. 完成。

8. 发现新硬件安装向导将再次自动启动。

9. 选择是，仅这一次。 下一步。

10. 选择自动安装软件（推荐）。 下一步。 用于 LGS CS USB Device 的软件将会安

装到您的电脑。

11. 完成。

对于使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电脑：

12. 如果未安装同步软件，先运行其安装程序。

13. 在同步软件的连接设置窗口中允许 USB 连接。

对于使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电脑：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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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SB 电缆连接到

电脑操作步骤

14.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会自动启动。 如果没有自动启动，打开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步骤 说明

步骤 说明

1. 启动电脑。

2. 将 GEV234 电缆插入 CS 外业控制手簿。

如果是配有 DSUB9型连接头的 CS外业控制手簿，还需要 GEV223电缆。

3. 打开 CS 外业控制手簿。

4. 将 GEV234 电缆插入到电脑的 USB 端口。

CS_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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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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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使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电脑：

同步软件会自动启动。 如果没有自动启动，打开同步软件。 如果没有

安装，运行同步软件安装程序。

5. 在同步软件的连接设置窗口中允许 USB 连接。

6. 在同步软件中点击浏览。

CS 外业控制手簿中的文件夹会显示在移动设备中。 数据存储设备中的

文件夹可在 StorageCard 文件夹中找到。

对于使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电脑：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会自动启动。 如果没有自动启动，打

开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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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源功能

打开 CS 外业手簿 按压电源键（ ）2 秒钟。

CS 外业控制手簿必须有电源为其供电。

关闭 CS 外业手簿 按压电源键（ ) 5 秒钟。

CS 外业控制手簿必须处于开机状态。

使 CS 外业手簿进入待

机模式

按压电源键（ ) < 2 秒钟。

CS 外业控制手簿必须处于开机状态。

电源选项菜单 按压电源键（ ）2 秒钟打开电源选项菜单。

CS外业控制手簿必须处于开机状态。

选项 说明

关机 关闭 CS 外业控制手簿。

待机 使 CS 外业控制手簿进入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CS 外业控制手簿关闭并能节省电源消耗。 

从待机模式重新启动比关机后冷启动速度更快。

锁定键盘 锁定键盘。 选项变为解锁键盘。

关闭触摸屏 停用触摸屏。 选项变为打开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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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 ... 执行下面选项中的一项：

• 重启（重启 Windows CE）

• 重置 Windows CE（重置 Windows CE 和通讯设置，将其恢复到

出厂缺省设置）

• 重置已安装软件（重置所有已安装软件的设置）

• 重置 Windows CE 和已安装软件（重置 Windows CE 和所有已

安装软件的设置）

选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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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电池

3.3.1 操作原理

充电 / 初次使用 • 电池在出厂时只有最低电量，所以在第一次使用前必须充电。

• 允许的充电温度范围为 0°C 到 +40°C/ +32°F 到 +104°F。为达到最优充电， 我

们建议在 +10°C 到 +20°C/+50°F 到 +68°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电池充电。

•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变热属正常现象。 使用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充电器，如果温

度太高，充电器将不会给电池充电。

• 对于新电池或长时间未用的电池 ( 大于三个月），先进行一次完整的充放电会更有

效。

• 对于锂电池，事先进行一次充放电循环便可。当在充电器或 Leica Geosystems 产品

中显示的电池容量明显地偏离实际可用电池容量时，我们推荐执行一次完整的充放

电。

操作 / 放电 • 电池可以在 -20°C 到 +55°C/-4°F 到 +131°F 温度下使用。

• 低温下工作会降低电池使用时间，过高温度下工作则会缩短电池使用寿命。



CS10/CS15, 操作 47

3.3.2 更换电池

插入和取出 CS手簿电

池步骤

步骤 说明

将 CS 外业手簿翻转过来，可以看到电池仓。

1. 按照开锁标记的箭头方向滑盖。

2. 打开电池仓。

3. 从电池仓中取出电池。

4. 保持 Leica 标志朝上，将电池放入电池仓。

5. 沿附带闭锁符号的箭头方向推动滑扣，关闭电池仓。

1

2

3

4

CS_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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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和取出 GS08/GS12

电池步骤

步骤 说明

1. 将 GS08/GS12 天线翻转过来，可以看到电池仓。

2. 沿附带开锁符号的箭头方向推动滑扣，打开电池仓。

3. 取下电池盒。 电池连接在电池盒上。

4. 握住电池盒并将电池从电池盒中取出。

5. 在电池盒的内部显示出电池的极性。 它将直观地帮助您正确地安装电池。

6. 将电池放入电池盒，确保接触点朝外。 将电池轻压就位。

7. 沿附带闭锁符号的箭头方向推动滑扣，关闭电池仓。

2 3

GS_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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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电池充电

电池充电步骤

步骤 说明

1. 使用 GEV235 电源适配器或 GDC221 汽车电瓶电缆适配器将 CS 外业控制手簿

（A）或扩充基座（B）与交流电源插座连接起来。

2. CS 外业控制手簿上的电源 LED 将会打开。 当 CS 外业控制手簿的电池充满后，

LED 将会关闭。

参见 "LED 指示器 " 以获取更多关于电源 LED 的信息。

A B

CS_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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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建议仅对电池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和汽车电瓶电缆有效。

� 警告 当您打开一款产品时，下列操作可能会造成触电。

• 接触带电的组件

• 自行尝试修理产品出现问题后仍然继续使用

预防 :

不要拆开产品。只有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的维修服务中心有权修理这些产品。

下列建议仅对电池，电源适配器或扩充基座有效。

� 注意 该产品并非设计用来在潮湿和恶劣条件下进行使用。如果部件受潮，可能会导致触电。

预防 :

仅在干燥环境下使用该产品，比如建筑物或车内。保护该产品不受潮。如果产品受潮，不

能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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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存储设备

• 保持存储卡干燥。

• 只在适合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

• 禁止弯折存储卡。

• 避免受直接的撞击、挤压。

不按下述指导操作可能会引起数据的丢失 和 /或 对卡的永久性损害。

插入和取出 CF 步骤

CS_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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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CF 卡安置在 CS10/CS15 顶部的插槽内。

1. 参见 "将插槽盖子固定到 CS 的步骤 "。 使用输入笔尾端的螺丝刀来拧开 

CS10/CS15 顶部插槽盖子上的螺丝。

2. 将插槽盖子从 CS10/CS15 上取下来。

3. 将卡稳定地滑进插槽，直到固定就位。

不要强行将卡插入插槽。

4. 必须保持卡的触点正对插槽。

5. 装上插槽盖子然后拧紧螺丝。

6. 要取出卡片，先卸下 CS10/CS15 的插槽盖子。

7. 按两次卡片插槽旁边的弹出按钮。

8. 取出 CF 卡然后装上插槽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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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和取出 SD 卡步骤

步骤 说明

SD 卡安置在 CS10/CS15 顶部的插槽内。

1. 参见 "将插槽盖子固定到 CS 的步骤 "。 使用输入笔尾端的螺丝刀来拧开 

CS10/CS15 顶部插槽盖子上的螺丝。

2. 将插槽盖子从 CS10/CS15 上取下来。

3. 将卡稳定地滑进插槽，直到固定就位。

不要强行将卡插入插槽。

4. 必须保持卡的触点正对插槽。

5. 装上插槽盖子然后拧紧螺丝。

CS_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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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取出卡片，先卸下 CS10/CS15 的插槽盖子。

7. 轻按卡的上部，使其从插槽中弹出。

8. 取出 SD 卡然后装上插槽盖子。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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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S10/CS15 上的 LED 指示器

LED 指示器 说明

CS 外业控制手簿配置有 LED （发光二极管）指示器。它们指示外业控制手簿的基本状态。

图示

LEDs 描述

a) 蓝牙 LED

b) 电源 LED

如果 是 那么

蓝牙 LED 绿色 蓝牙处于数据模式且已准备好连接。

Fn

OK

CS_023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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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 蓝牙正在连接。

蓝色 蓝牙已连接。

闪烁蓝色 数据正在传输

电源 LED 关闭 电源关闭。

绿色 供电正常。

闪烁绿色 供电正常。电池正在充电。

黄色 电量偏低。剩余可用时间取决于无线模块的使用，温

度及电池的使用年龄。

闪烁黄色 电量偏低。剩余可用时间取决于无线模块的使用，温

度及电池的使用年龄。 电池正在充电。

红色 电量过低。需要更换电池。

闪烁红色 电量过低。电池正在充电。

如果 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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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GS08/GS12 上的 LED 指示器

LED 指示器 说明

GS08/GS12 仪器配置有 LED （发光二极管）指示器。它们指示基本的仪器状态。

图示

LEDs 描述

a) 跟踪 LED (TRK)

b) BT - 蓝牙 LED (BT)

c) 电源 LED (PWR)

如果 是 那么

TRK LED 关闭 没有跟踪卫星。

GS_120

TRK
BT

PW
R

ON
OFF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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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绿色 跟踪的卫星数少于 4 颗，无法定位。

绿色 跟踪到足够多卫星来定位。

红色 GS08/GS12 仪器正在初始化。

BT LED 绿色 蓝牙处于数据模式且已准备进行连接。

紫色 蓝牙正在连接。

蓝色 蓝牙已连接。

闪烁蓝色 数据正在被传输。

PWR LED 关闭 电源关闭。

绿色 供电正常。

闪烁绿色 电量偏低。 电池剩余使用时间取决于测量类型、温度和

电池的新旧程度。

如果 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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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使用数码相机

概述 两款 CS 外业控制手簿均装备有数码相机，其位于手簿的下侧（参见 "1.4 CS 组件 "）。

如果手簿安装了手带或对中杆托架，相机视野将受限制。相机程序可以从桌面图标 

Camera 或开始菜单的开始 - 程序 - 相机进入。

拍摄照片步骤

保存照片步骤

步骤 说明

1. 将镜头对准期望的目标。

2. 在显示屏上检查视图。

3. 按确认键或点击拍照来获取照片。

拍照变为保存。

4. 再次按确认键或点击保存来打开另存为对话框。

5. 点击放弃，不保存照片。

步骤 说明

另存为对话框是基于 Windows CE 标准，允许为照片命名，选择保存路径或创

建一个文件夹。

1. 进入目标文件夹或新建一个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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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照片命名。

3. 按确认保存照片并返回到相机界面。

4. 按取消放弃拍摄的照片，返回到相机界面，此时将不保存照片。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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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养与运输

4.1 运输

汽车运输 用车辆运输仪器时，必须使用仪器箱，以免遭受冲击和震动。 总是将仪器放置于仪器箱

中并放稳扣紧。

远途航运 当使用铁路、飞机、船舶运输时，使用全 Leica Geosystems 原包装（包装箱和纸箱），

或同等的包装物品以避免震动和冲击。

电池运输 运输电池时，产品责任人必须遵守国内、国际规章及准则。或在运输前联系当地的运输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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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存放

产品 当存放仪器时，尤其是夏天仪器存放在汽车等运输工具里，一定要注意温度范围的限制。 

参见 "6 技术参数 "以获取关于温度限制的信息。

锂电池 • 参见 "6 技术参数 " 以获取关于存放温度范围的信息。

• 在上述推荐的存放温度范围内，含有 10% 到 50% 电量的电池可以存放一年。 贮存期结

束后，必须给电池重新充电。

• 存放之前，电池应该从产品或充电器中取出。

• 存放结束后，在重新使用前请重新充电。

• 始终让电池远离潮湿环境。已湿或潮湿的电池在存放和使用前都必须晾干。

• 推荐的电池存放温度范围：在干燥的环境下 -20°C 到 +30°C/-4°F 到 86°F，这

样可以减少电池的自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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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清洁与干燥

产品及附件 • 清洁仪器时请使用干净柔软的布，软麻布除外。如需要可用水或纯酒精蘸湿后使用。

不要用其它液体，因为可能损坏仪器零部件。

仪器受潮 在温度不超过 40°C/104°F 的条件下，干燥产品、仪器箱、塑料填充物及附件等，然后

清洁处理。直到完全干燥后再装箱。在野外测量作业时应将仪器箱盖上。

电缆和插头 保持插头清洁、干燥。吹去连接电缆插头上的灰尘。

带有防尘盖的连接头 受潮的连接头必须先晾干之后才能装上防尘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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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指南

5.1 总则

说明 下面的安全说明规定了产品责任人、使用者的责任，以及如何预防和避免危险操作。

产品责任人务必确保所有仪器使用者知道并遵守这些规定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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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使用范围

允许使用 • 产品远程控制。

• 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

使用禁忌 • 不按手册要求使用仪器。

• 超范围使用仪器。

• 使仪器安全系统失效。

• 无视危险警告。

• 在特定的许可范围外，用工具如螺丝刀拆开仪器。

• 修理或改装仪器。

• 误操作以后继续使用仪器。

• 仪器有明显的损坏和缺陷仍继续使用。

• 未经 Leica Geosystems 事先明确的同意而使用其它厂商生产的附件。

• 测量场地缺乏足够的安全措施，如在道路上测量。

• 在没采用相应控制和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操控机械、移动物体或类似的监测应用。

� 警告 违禁使用，可能会损坏仪器或造成人身伤害。

产品负责人有义务告知用户可能存在的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使用者直到学会如何正确使

用仪器后，才能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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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限制

环境条件 仪器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与人所能适应的环境条件相似：不适合在有腐蚀，易燃易爆的场合

使用。

� 危险 在危险地区、与电力装置接近的地区或类似地区工作时，产品负责人一定要预先与当地的

安全主管机构和安全专家取得联系。

下列建议仅对电池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和汽车电瓶电缆有效。

环境条件 仅适用于在干燥环境下使用，不能在恶劣条件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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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职责

产品制造商 Leica Geosystems AG, CH-9435 Heerbrugg，在下文中称为 Leica Geosystems，对所提供

的产品，包括用户手册和原装附件，在安全的使用条件下承担责任。

非 Leica Geosystems

附件制造商

非 Leica Geosystems 附件制造商对其产品的研发、配套和通讯安全负责，而这些附件与

Leica Geosystems 产品配套后的安全标准的有效性也由这些制造商负责。

产品负责人 产品负责人有以下职责：

• 掌握用户手册上的安全须知和操作方法。

• 熟悉当地的安全事故预防规则。

• 如果仪器或软件出现安全问题，立即和 Leica Geosystems 联系。

• 确保遵守本国关于无线电发射器操作的法律，规章和条件限制。

� 警告 产品负责人必须确保按照操作指南使用仪器。 同时负责员工仪器的调度和使用的安全性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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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使用中存在的危险

� 警告 使用说明的缺失或错误解释都可能导致误操作，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甚至会给

外界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预防 :

所有使用者必须遵循厂商和产品负责人给出的安全指导。

� 危险 由于存在触电的危险，使用棱镜杆或其他长杆在电气设备如通电电缆或电气化铁路附近工

作是十分危险的。

预防 :

与电力设施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如果一定要在此环境下工作，那么请与这些电气设备的安

全负责部门联系，遵从他们的指导。

� 警告 在动态测量应用中，若使用者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条件，就会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如在

放样过程中，周围有障碍物，土方开挖或交通车辆。

预防 :

产品负责人须确保所有用户都知道可能存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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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测量场地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和标志，可能会引发危险的情况，如在公路上、建筑工

地或工业安装现场等。

预防 :

始终确保作业场地的安全。 时刻遵守安全及事故预防管理章程和交通规则。

� 警告 如果室内用计算机被用于野外，就可能有触电的危险。

预防 :

遵守计算机制造商所给出的使用说明，以及在野外如何与 Leica Geosystems 产品联合使

用的说明。

� 注意 如果附件同仪器连接不牢固或设备遭受物理的冲击（如刮风，摔落），那么可能导致设备

损坏或人员受伤。

预防 :

安装仪器时 , 确保附件正确、合适、安全的固定到位。

避免仪器受到机械性的损坏。

� 警告 如果仪器与附件一起使用，例如对中杆等，会增加雷击的风险。

预防 :

雷雨天不要进行野外测量。

� 警告 使用非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充电器，可能会损坏电池。也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

预防 :

只使用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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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电池的运输或处理过程中，不适当的机械影响可能会引发火灾。

预防 :

在运输或对电池作处理之前，将电池的电放掉。

在电池运输时，产品责任人必须遵守国内、国际规章及准则。在运输前，请联系当地的承

运人或运输公司。

� 警告 强机械压力，高温或掉进液体里，可能导致电池泄漏、着火或爆炸。

预防 :

保护电池免受机械撞击和远离高温环境。 不要摔落电池或将电池浸入液体中。

� 警告 如果电池两极与首饰、钥匙、金属片或其他金属发生连接，电池短路会导致温度骤升，从

而可能引起对电池的损坏和火灾，如将电池装在袋子里运输时。

预防 :

确保电池两极不和金属物体直接接触。

下列建议仅对电池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和汽车电瓶电缆有效。

� 警告 当您打开一款产品时，下列操作可能会造成触电。

• 接触带电的组件

• 自行尝试修理产品出现问题后仍然继续使用

预防 :

不要拆开产品。只有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的维修服务中心有权修理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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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建议仅对电池，电源适配器或扩充基座有效。

� 注意 该产品并非设计用来在潮湿和恶劣条件下进行使用。如果部件受潮，可能会导致触电。

预防 :

仅在干燥环境下使用该产品，比如建筑物或车内。保护该产品不受潮。如果产品受潮，不

能继续使用！

� 警告 如果仪器设备使用不当，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聚合材料的部件被燃烧，将产生有毒气体，可能有损健康。

• 如果电池受损或过热，会引起燃烧，爆炸，腐蚀及污染环境。

• 若不负责任地处理产品，在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下让未经授权的人使用仪器，从而使

他们或第三方人员面临遭受严重伤害的风险并使环境容易遭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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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

有效处理仪器和附件及管理废弃物的信息可以从 Leica Geosystems 主页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treatment 上下载或从本地 Leica Geosystems 经销商

处索取。

� 警告 只有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的维修部门才有资格对产品进行维修。

产品不应与家庭废弃物一起处理。

应按照您所在国家实施的规章适当地处置。

防止未经授权的个人接触仪器。



CS10/CS15, 安全指南 73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

( 依据 SJ/T11364-2006 为标准 )

CS10/CS15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机身 0 0 0 0 0 0

电子件 / 电线 X 0 0 0 0 0

键盘 / 显示屏 0 0 0 0 0 0

电台模块 0 0 0 0 0 0

O: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

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

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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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8/GS12 天线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机身 0 0 0 0 0 0

电子件 / 电线 X 0 0 0 0 0

键盘 / 显示屏 X 0 0 0 0 0

O: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

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

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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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05 天线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机身 0 0 0 0 0 0

电子件 / 电线 X 0 0 0 0 0

O: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

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

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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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电磁兼容性 EMC

说明 术语电磁兼容性是指产品在存在电磁辐射和静电放电的环境中正常工作的能力，以及不会

对其他设备造成电磁干扰。

� 警告 电磁辐射可能会对其它设备产生干扰。

虽然产品是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和标准生产的，但是 Leica Geosystems 也不能完全排除其

它设备被干扰的可能性。

该产品使用内置电池操作时为 A 级产品。在室内环境下该产品可能导致无线电干扰，此时

用户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 注意 如果该产品使用其它厂商生产的附件，可能会对某些设备造成干扰，如：外业计算机、个

人电脑、双向无线电通讯设备、非标准电缆以及外接电池等。

预防 :

只使用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设备和附件。当与其它产品相连时，确信它们严格满足

指南或标准的规定。 当使用计算机和双向无线电通讯设备时，要注意厂商提供的电磁兼

容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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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电磁辐射所产生的干扰可能导致测量出错。

虽然产品是严格按照规章和标准生产的，但是 Leica Geosystems 不能完全排除仪器不受

高强度的电磁辐射干扰的可能性，例如附近有无线电发射机、双向无线通讯设备或柴油发

电机等。

预防 :

这种环境下，应检查测量结果是否合理。

� 警告 如果仪器仅连接电缆两个端口中的一个，如外接供电电缆，接口连接电缆，而另一端裸放,

则电磁辐射可能会超量，还可能会削弱其它产品的正常功能。

预防 :

使用电缆时，电缆两端的接头应全部连接好，如：仪器到外电池的连接、仪器到计算机的

连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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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或数字便携式电

话

配合电台或数字便携式电话使用产品：

� 警告 电磁场可能会对其它的仪器装备、医疗设备，如心脏起搏器、助听器以及飞机造成干扰。

它可能也会对人体和动物产生影响。

预防 :

虽然该产品按照严格的规章和标准生产，但是 Leica Geosystems 不能完全排除它们对其

它仪器造成干扰以及对人和动物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 不要在加油站、化工设施以及其它易爆场所附近使用带有电台和数字便携式电话的产

品。

• 不要在医疗设备附近使用带有电台和数字便携式电话的产品。

• 不要在飞机上使用带有电台和数字便携式电话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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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FCC 声明，适用于美国

以下灰色背景的段落内容只适用于没有配备电台的产品。

� 警告

� 警告 为保障用户的权利，Leica Geosystems 并不认同用户自行更改或改装设备。

依照 FCC 法规的第 15 部分，经测试此仪器符合 B 类数字设备的要求。

这些限制合理地保护了居住区设施不受干扰。

此仪器产生、使用无线电波，同时会释放射频能量，因此如果未按照说明安装和使用，它

可能会对无线通讯设备造成干扰。即使按照说明进行特殊安装，我们仍不能完全保证避免

这些干扰。

可以通过打开和关闭仪器设备来测试是否仪器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设备产生有害影响，如

果确实存在，用户可按以下操作消除干扰：

• 重新调节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加设备和仪器间的距离。

• 把设备连接到与仪器不同的电路接口上。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收音机、电视机的技术人员进行咨询，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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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CS10

标签 CS15

CS_014

CS_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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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GS05，GS06

标签 GS08，GS12

CS_012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
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
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Type: GS.......                 Art.No.: ......
Equip.No.: XXXXXX    S.No.: ......
Power: 12V---, nominal 1/0.5A max.
Leica Geosystems AG
CH-9435 Heerbrugg
Manufactured: 2004
Made in Switzerland      S.No.: ......

GS_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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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电池上的标签

GEB211, GEB212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
...............

.......................

......................
................................

....................
......................

....

..........

.................................................................................

GEB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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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参数

6.1 CS10/CS15 技术参数

设计 带有可选内置电池和电台 modem 的加固塑料聚合材料外壳。

控制单元 CS10

CS15

显示屏： VGA （480 x 640 像素），

LCD 图形显示，照明，触摸屏，真彩色

键盘： 26 个按键，键盘照明

触摸屏： 玻璃上坚韧的薄膜

声音： 集成密封型扬声器和麦克风

数码相机： 分辨率：1600 x 1200 像素，固定焦点镜头，图片格式：JPEG

显示： VGA （640 x 480 像素），

LCD 图形显示，照明，触摸屏，真彩色

键盘： 65 个按键，包括 12 个功能键，键盘照明

触摸屏： 玻璃上坚韧的薄膜

声音： 集成密封型扬声器和麦克风

数码相机： 分辨率：1600 x 1200 像素，固定焦点镜头，图片格式：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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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重量

数据记录 数据可以记录到 SD 卡，CF 卡，USB 记忆棒或者内存中。

电源

内置电池

* 工作时间取决于无线通讯设备的使用。

型号 长度 [m] 宽度 [m] 厚度 [m]

CS10 0.200 0.102 0.045

CS15 0.245 0.125 0.045

型号 重量 [kg]/[lbs]

CS10，包括电池，内置电台和 WLAN 0.720/1.587

CS15，包括电池，内置电台和 WLAN 0.870/1.918

型号 功率 [W] 外部供电电压

CS10/CS15 2.0 额定电压 12 V 直流电 （ ）

电压允许范围 10.5 V-28 V

型号 电池 电压 容量 工作时间，典型*

CS10/CS15 锂电池 7.4 V GEB212：2.6 安时 1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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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格 温度

防水，防尘和防沙

湿度

型号 工作温度 [°C] 存放温度 [°C]

CS10/CS15 -30 到 +60 -40 到 +80

内置电池 -20 到 +55 -40 到 +70

型号 防护

CS10/CS15 IP67 (IEC60529)

防尘

可短暂承受 1 米深的水浸压力

型号 防护

CS10/CS15 最高达 100 %

冷凝所产生的影响可通过对 CS10/CS15 进行周期性晾干予以有效地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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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RS232 数据格式 缺省值为：

端口

类型 RS232 USB 主机 USB OTG 蓝牙 WLAN

CS10/CS15 LEMO 端口或 

DSUB9

LEMO 端口或 

USB A 型

LEMO 端口，

USB Mini-AB 或

扩充基座触点

2 级 802.11b/g

波特率： 115200 

奇偶校验： 无

终止符号： CR/LF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型号 8 针 LEMO-1 DSUB9 USB A 型

主机

USB Mini 扩充基座触点

CS10/CS15 用于外接电源 / 或

通讯

用于通讯 用于外接电源 /

或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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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GS05/GS06 技术参数

6.2.1 跟踪性能

仪器技术 SmartTrack+

卫星接收 单频

仪器卫星通道数

根据卫星系统和信号的配置，最多 14 个通道可以被分配使用。

支持的码和相位 GPS

GLONASS

GS05/GS06： 多达 14 个通道可不间断地跟踪 L1 (GPS) 信号；多达 14 个通道可

不间断地跟踪 L1 (GLONASS) 信号； 1 个通道跟踪 SBAS。

型号 L1

GS05/GS06 载波相位，C/A 码

型号 L1

GS05/GS06 载波相位，C/A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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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GPS) 频率上的载波相位及码元测量与 AS 的开放和关闭完全独立。

卫星跟踪 GS05/GS06： 多达 14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L1 (GPS) + 多达 14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L1 (GLONASS) + 1 个通道跟踪 S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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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精度

精度和多个因素相关，包括所跟踪卫星的数量、星座几何图形、观测时间、星历精度、电

离层干扰、多路径及所解算的整周模糊度。

下述精度，作为 rms （均方根）给出，该均方根是基于应用 LGO 处理及基于实时测量的观

测值所得出。

使用 GNSS 系统可以提高多达 30% 的精度，这是相比于单独使用 GPS 得出的结果。

码差分 静态和动态测量的码差分解算的基线精度为 40 cm。

后处理中的相位差分
静态 动态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5 mm + 0.5 ppm 10 mm + 0.5 ppm 10 mm + 1 ppm 20 mm + 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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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技术参数

描述和使用 下表给出了 GS05/GS06 的说明及使用范围。

尺寸

连接头 5 针接口端口

型号 说明 使用

GS05 L1 GPS，GLONASS 使用 SmartTrack+ 技术

的天线。

用于 CS10 外业控制手簿。

GS06 L1 GPS，GLONASS 使用 SmartTrack+ 技术

的天线。

用于 CS15 外业控制手簿。

型号 长度 [m] 宽度 [m] 厚度 [m]

GS05 与 CS10

组合

0.278 0.102 0.045

GS06 与 CS15

组合

0.323 0.125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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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电源消耗

电气参数

型号 重量 [kg]/[lbs]

GS05 与 CS10 组合 0.750/1.653

GS06 与 CS15 组合 0.910/2.006

电源消耗： 典型 0.5 W，45 mA

外接电源电压： 额定电压 12 V 直流电（ ），电压允许范围 5 V- 28 V 直流

型号 GS05/GS06

电压 -

电流 -

频率 GPS L1 1575.42 MHz

GLONASS L1 1602.5625 MHz-1611.5 MHz

增益 典型 27 dBi

噪声 典型 < 2 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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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格 温度

防水，防尘和防沙

湿度

工作温度 [°C] 存放温度 [°C]

-30 到 +60 -40 到 +80

防护

IP67 (IEC 60529)

防尘

防水喷

可短暂承受 1 米深的水浸压力

防护

最高达 100 %

冷凝所产生的影响可通过对天线进行周期性晾干予以有效地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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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GS08/GS12 技术参数

6.3.1 跟踪性能

仪器技术 SmartTrack+

卫星接收

仪器卫星通道数

根据卫星系统和信号的配置，最多72 (GS08) 或120 (GS12) 个通道可以被分配使

用。

GS08： 双频。

GS12： 三频。

GS08： 多达 14 个通道可不间断地跟踪 L1，L2 (GPS) ；多达 12 个通道可不间断地跟

踪 L1 和 L2 (GLONASS) ； 2 个通道跟踪 SBAS (EGNOS，WAAS，MSAS，GAGAN)。

GS12： 多达 16 个通道可不间断地跟踪 L1，L2 和 L5 (GPS) ；多达 14 个通道可不间断

地跟踪 L1 和 L2 (GLONASS) ；多达 14 个通道可不间断地跟踪 E1, E5a, E5b 和

Alt-BOC (Galileo) ； 4 个通道跟踪 SBAS (EGNOS，WAAS，MSAS，G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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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码和相位 GPS

GLONASS

Galileo

L1，L2 和 L5 (GPS) 上的载波相位及码测量值与 AS 的开放和关闭完全无关。

类型 L1 L2 L5

GS08 载波相位，C/A 码 载波相位，C 码 (L2C) 

和 P2 码

-

GS12 载波相位，C/A 码 载波相位，C 码 (L2C) 

和 P2 码

载波相位，码

类型 L1 L2

GS08 载波相位，C/A 码 载波相位，P2- 码

GS12 载波相位，C/A 码 载波相位，P2- 码

类型 E1 E5a E5b Alt-BOC

GS12 载波相位，码 载波相位，码 载波相位，码 载波相位，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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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跟踪 GS08： 多达 14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L1，L2 (GPS) + 多达 12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L1 和

L2 (GLONASS)+ 2 个通道跟踪 SBAS (EGNOS，WAAS，MSAS，GAGAN)

GS12： 多达 16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L1，L2 和 L5 (GPS) + 多达 14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L1 和 L2 (GLONASS) + 多达 14 个通道可同时跟踪 E1，E5a，E5b 和 Alt-BOC 

(Galileo) + 4 个通道跟踪 SBAS (EGNOS，WAAS，MSAS，GAGAN)



96CS10/CS15, 技术参数

6.3.2 精度

精度和多个因素相关，包括所跟踪卫星的数量、星座几何图形、观测时间、星历精度、电

离层干扰、多路径及所解算的整周模糊度。

下述精度，作为 rms （均方根）给出，该均方根是基于应用 LGO 处理及基于实时测量的观

测值所得出。

使用 GNSS 系统可以提高多达 30% 的精度，这是相比于单独使用 GPS 得出的结果。

码差分 静态和动态测量的码差分解算的基线精度为 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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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中的相位差分 静态和快速静态

长时间观测静态

实时相位差分

静态 动态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5 mm + 0.5 ppm 10 mm + 0.5 ppm 10 mm + 1 ppm 20 mm + 1 ppm

静态 动态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3 mm + 0.5 ppm 6 mm + 0.5 ppm 10 mm + 1 ppm 20 mm + 1 ppm

静态 动态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水平精度 垂直精度

5 mm + 0.5 ppm 10 mm + 0.5 ppm 10 mm + 1 ppm 20 mm + 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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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技术参数

描述和使用 下表给出了 GS08/GS12 的说明及使用范围。

尺寸

连接头 • 8 针 LEMO-1

• 5 针 SmartStation 夹式触点 ( 仅 GS12)

安装 5/8" 英制螺纹

重量 1.1 kg 包括内置电池

电源

类型 说明 使用

GS08 L1，L2 GPS，GLONASS 使用 SmartTrack+ 技术

的天线。

用于 CS10 外业手簿。

GS12 L1，L2，L5 GPS，GLONASS，Galileo 使用

SmartTrack+ 技术的天线。

用于 CS10 或 CS15 外业手簿。

厚度： 0.089 m

直径： 0.186 m

电源消耗： 典型 1.8 W

外接电源电压： 额定电压 12 V 直流电 ( )，电压范围 10.5 V- 2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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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电池

电气参数

类型： 锂电池

电压： 7.4 V

容量： GEB211：2.2 安时

GEB212：2.6 安时

典型工作时间： 7 小时

下面给出的工作时间适用于

• 一块充满电的 GEB212 电池。

• 25°C。 当在寒冷天气中工作时，工作时间将会缩短。

类型 GS08 GS12

频率

GPS L1 1575.42 MHz

GPS L2 1227.60 MHz

GPS L5 1176.45 MHz -

GLONASS L1 1602.5625-1611.5 MHz

GLONASS L2 1246.4375-1254.3 MHz

Galileo E1 1575.42 MHz -

Galileo E5a 1176.45 M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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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格 温度

防水，防尘和防沙

Galileo E5b 1207.14 MHz -

Galileo Alt-BOC 1191.795 MHz -

增益 典型 27 dBi 典型 27 dBi

噪声系数 典型 < 2 dBi 典型 < 2 dBi

类型 GS08 GS12

工作温度 [°C] 存放温度 [°C]

-40 至 +65 -40 至 +80

蓝牙：-30 至 +65

防护

IP67 (IEC 60529)

防尘

防水喷

可短暂承受 1 米深的水浸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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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防护

最高达 100 %

冷凝所产生的影响可通过对天线进行周期性晾干予以有效地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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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天线技术参数

描述和使用 下表给出了天线的说明及使用范围。

尺寸

连接头

安装

重量

型号 说明 使用

AS05 L1 GPS，GLONASS 使用 

SmartTrack+ 技术的天线，带有

内置抑径板。

用于 CS10/GS05，CS15/GS06。

型号 AS05

高度 6.2 cm

直径 17.0 cm

AS05： TNC 母头

AS05： 5/8" 英制螺纹

AS05： 0.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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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参数

环境规格 温度

防水，防尘和防沙

型号 AS05

电压 4.5 V 到 18 V 直流电

电流 典型 35 mA

频率 GPS L1 1575.42 MHz

GLONASS L1 1602.5625 MHz-1611.5 MHz

增益（典型） 27 dBi

噪声系数（典型） < 2 dBi

型号 工作温度 [°C] 存放温度 [°C]

AS05 - 40 到 +70 - 55 到 +85

型号 防护

AS05 IP67 (IEC 60529)

防尘

防水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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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电缆长度

可短暂承受 1 米深的水浸压力

型号 防护

AS05 最高达 100 %

冷凝所产生的影响可通过对天线进行周期性晾干予以有效地抵

消。

型号 防护

分隔距离，从仪器 ... 到天线 提供的电缆长度 [m]

GS05/GS06 AS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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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遵循国家规定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 对于不遵循 R&TTE 规定的产品：

6.5.1 CS10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

在此，Leica Geosystems AG，声明产品符合 1999/5/EC 执行标准中所要

求的要点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对符合标准的声明可在网站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ce 中查询。

• FCC 第 15 部分 ( 仅适用于美国 )

• 在此，Leica Geosystems AG，声明 CS10产品符合 1999/5/EC 执行标准中所要求的要点

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对符合标准的声明可在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ce网站

中查询。

依照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R&TTE) 的 2 级设备在下列欧洲

经济区成员国使用时，会由于投放于市场或交付使用或需要授

权而被限制使用：

• 法国

• 意大利

• 挪威（如果是用在以 Ny-Ålesund 为中心，半径 20 公里的

地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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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

输出功率

• 若 FCC 第 15 部分或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没有包含某些国家的规定，则在这些国

家使用时应首先取得批准。

类型 波段 [MHz]

CS10，蓝牙 2402 - 2480

CS10，RCS 2402 - 2452

CS10，3.5G GSM/UMTS UMTS/HSDPA (WCDMA/FDD) 850 / 1900 / 2100

四频带 EGSM 850 / 900 / 1800 / 1900

GPRS 多信道类型 12

EDGE 多信道类型 12

CS10，WLAN 2400 - 2484

类型 输出功率 [mW]

CS10，蓝牙 2.5

CS10，RCS < 100

CS10，3.5G GSM/UMTS EGSM850/900 2

CS10，3.5G GSM/UMTS GSM1800/1900 1

CS10，3.5G GSM/UMTS UMTS21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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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

CS10，3.5G GSM/UMTS EDGE850/900 0.5

CS10，3.5G GSM/UMTS EDGE1800/1900 0.4

CS10，WLAN (802.11b) 50

CS10，WLAN (802.11g) 6 Mbit/s-36 Mbit/s 50

CS10，WLAN (802.11b) 48 Mbit/s-56 Mbit/s 31.6

类型 输出功率 [mW]

类型 天线 增益 

[dBi]

连接头 频率波段 [MHz]

CS10，蓝牙 集成天线 - - -

CS10，RCS 集成天线 - - -

CS10，3.5G GSM/UMTS 集成天线 - - -

CS10，WLAN 集成天线 - - -

GS05 内置 GNSS 天线元

件（仅接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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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CS15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 • FCC 第 15 部分 ( 仅适用于美国 )

• 在此，Leica Geosystems AG，声明 CS15产品符合 1999/5/EC 执行标准中所要求的要点

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对符合标准的声明可在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ce网站

中查询。

依照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R&TTE) 的 2 级设备在下列欧洲

经济区成员国使用时，会由于投放于市场或交付使用或需要授

权而被限制使用：

• 法国

• 意大利

• 挪威（如果是用在以 Ny-Ålesund 为中心，半径 20 公里的

地理范围）

• 若 FCC 第 15 部分或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没有包含某些国家的规定，则在这些国

家使用时应首先取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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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

输出功率

类型 频率波段 [MHz]

CS15，蓝牙 2402 - 2480

CS15，RCS 2402 - 2452

CS15，3.5G GSM/UMTS UMTS/HSDPA (WCDMA/FDD) 850 / 1900 / 2100

四频带 EGSM 850 / 900 / 1800 / 1900

GPRS 多信道类型 12

EDGE 多信道类型 12

CS15，WLAN 2400 - 2484

类型 输出功率 [mW]

CS15，蓝牙 2.5

CS15，RCS < 100

CS15，3.5G GSM/UMTS EGSM850/900 2

CS15，3.5G GSM/UMTS GSM1800/1900 1

CS15，3.5G GSM/UMTS UMTS2100 0.25

CS15，3.5G GSM/UMTS EDGE850/900 0.5

CS15，3.5G GSM/UMTS EDGE1800/19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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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

CS15，WLAN (802.11b) 50

CS15，WLAN (802.11g) 6 Mbit/s-36 Mbit/s 50

CS15，WLAN (802.11b) 48 Mbit/s-56 Mbit/s 31.6

类型 输出功率 [mW]

类型 天线 增益 

[dBi]

连接头 频率波段 [MHz]

CS15，蓝牙 集成天线 - - -

CS15，RCS 集成天线 - - -

CS15，3.5G GSM/UMTS 集成天线 - - -

CS15，WLAN 集成天线 - - -

GS06 内置 GNSS 天线元

件（仅接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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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GS08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

频段

• FCC 第 15、22 和 24 部分 ( 仅适用于美国 )

• 在此，Leica Geosystems AG，声明 GS08产品符合 1999/5/EC 执行标准中所要求的要点

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对符合标准的声明可在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ce网站

中查询。

依照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R&TTE) 的 1 级设备可以无限制地在任何

欧盟成员国的市场中销售及维修。

• 若 FCC 第 15、22 及 24 部分或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没有包含某些国家的规定，

则在这些国家使用时应首先取得批准。

类型 频率波段 [MHz]

GS08 1227.60

1575.42

1246.4375 - 1254.3

1602.4375 - 1611.5

蓝牙 2402 -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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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

天线

类型 输出功率 [mW]

GNSS 仅接收

蓝牙 5

GNSS 内置 GNSS 天线元件 （仅接收）

蓝牙 类型：内置微带天线

增益：1.5 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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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GS12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

频段

• FCC 第 15、22 和 24 部分 ( 仅适用于美国 )

• 在此，Leica Geosystems AG，声明 GS12产品符合 1999/5/EC 执行标准中所要求的要点

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对符合标准的声明可在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ce网站

中查询。

依照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R&TTE) 的 1 级设备可以无限制地在任何

欧盟成员国的市场中销售及维修。

• 若 FCC 第 15、22 及 24 部分或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没有包含某些国家的规定，

则在这些国家使用时应首先取得批准。

类型 频率波段 [MHz]

GS12 1176.45

1191.795

1207.14

1227.60

1246.4375 - 1254.3

1575.42

1602.4375 - 1611.5

蓝牙 2402 -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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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

天线

类型 输出功率 [mW]

GNSS 仅接收

蓝牙 5

GNSS 内置 GNSS 天线元件 （仅接收）

蓝牙 类型：内置微带天线

增益：1.5 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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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质保，软件许可协议

国际质保 该产品从属于国际质保所规定的期限与条件范围内，国际质保可以从 Leica Geosystems 

主页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internationalwarranty 上下载，或从您的

Leica Geosystems 代理商处获取。上述保证是排他的，并取代一切根据事实或由于法律、

法定或其他规定的施行所有的其他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条款或条件，包括关于产品的可销

售性、适用于某个特定用途、质量满意及不侵权的保证、条款或条件；上述保证、条款或

条件均明示地予以否认。

软件许可协议 此产品涵盖的软件有：预先安装在仪器上的、通过数字载体媒介（如光盘等）提供给您

的、或依照 Leica Geosystems 事先授权通过在线下载的。这些软件受版权法及其它法律

保护，其使用由 Leica Geosystems 软件许可协议规定和管理。软件许可协议包括但不限

于这些方面：许可范围、质量保证、知识产权、责任限度、免责、管理法规及司法程序。

请保证任何时候都要遵守 Leica Geosystems 软件许可协议的条款及说明。

此协议随所有产品一并提供，也可以在 Leica Geosystems 主页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swlicense 查询或下载，也可以从 Leica Geosystems

经销商处获得。

除非你已阅读并接受了 Leica Geosystems 软件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否则不可以安装

或使用这些软件。您一旦安装、使用整个软件或软件的部分内容，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协

议各项条款的约束。如果您不接受此协议上的全部或部分条款，那么请不要下载、安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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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软件；但您务必在购买后的十天内把未使用过的软件及附带的文档还有购买收据一

并返还给您的经销商，这样您可得到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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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针脚分配和插孔

A.1 CS10/CS15

说明 有些应用需要 CS10/CS15 端口的针脚分配的知识。

本章节将介绍 CS10/CS15 端口的针脚分配和插孔。

仪器底部面板上的端

口 - DSUB9 连接头

仪器底部面板上的端

口 - Lemo 连接头

a) DSUB9 端口

b) 微型 USB 端口

c) USB A 型主机端口CS_022 a b c

a) LEMO 端口（USB 和串口）

b) USB A 型主机端口CS_02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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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串口的针脚分配

PIN_002

1

6 7 8 9

2 3 4 5

针脚 信号名称 功能 方向

1 NC 未连接 -

2 RxD RS232，接收数据 入

3 TxD RS232，发射数据 出

4 NC 未连接 -

5 GND 信号地线 -

6 NC 未连接 -

7 RTS RS232，请求发送 出

8 CTS RS232，清除发送 入

9 NC 未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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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针 LEMO-1 头的针脚

分配

插孔

1
7

68

54
3

2

PIN_001

针脚 信号名称 功能 方向

1 USB_D+ USB 数据电路 入或出

2 USB_D- USB 数据电路 入或出

3 GND 信号地线 -

4 RxD RS232，接收数据 入

5 TxD RS232，发射数据 出

6 ID 识别针脚 入或出

7 PWR 电源输入，10.5 V-28 V 入

8 TRM_ON/USB_ID RS232，多用途信号 入或出

9 针 RS232： RS232，9针，DE9

8 针 LEMO-1： LEMO-1，8 针，LEMO EGI.1B.308.C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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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GS08/GS12

说明 有些应用需要 GS08/GS12 端口的针脚分配的知识。

本章节将介绍 GS08/GS12 端口的针脚分配和插孔。

仪器底部的端口

a) 夹式触点 ( 仅 GS12)

b) LEMO 端口（USB 和串口）GS_122

T
R

KB
TP

W
R

ON
OFF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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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针 LEMO-1 头的针脚

分配

插孔

1
7

68

54
3

2

PIN_001

针脚 信号名称 功能 方向

1 USB_D+ USB 数据电路 入或出

2 USB_D- USB 数据电路 入或出

3 GND 信号地线 -

4 RxD RS232，接收数据 入

5 TxD RS232，发射数据 出

6 ID 识别针脚 入或出

7 PWR 电源输入，10.5 V-28 V 入

8 TRM_ON/USB_ID RS232，多用途信号 入或出

8 针 LEMO-1： LEMO-1，8 针，LEMO EGI.1B.308.C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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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ActiveSync .................................. 39

C

CF 卡

取出 ..................................... 51

存储设备 ................................. 18

插入 ..................................... 51

CS

可用型号 ................................. 11

屏幕贴片 ................................. 30

待机模式 ................................. 44

所有 CS 型号的固件 ........................ 13

扩充基座 ............................. 23, 36

操作原理 ................................. 29

电源选项菜单 ............................. 44

系统组件 ................................. 10

解锁键盘 ................................. 44

锁定键盘 ................................. 44

CS10

存放温度 ..................................85

工作温度 ..................................85

正面 ......................................19

状态 ......................................55

背面 ......................................20

CS15

存放温度 ..................................85

工作温度 ..................................85

正面 ......................................21

状态 ......................................55

背面 ......................................22

F

FCC 声明 ......................................79

G

GEB211 （内置电池）

工作温度 ..................................85

GEB212 （内置电池）

工作温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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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GS05/GS06 固件 ............................ 13

GS08/GS12 固件 ............................ 13

GS05

存放温度 ................................. 92

工作温度 ................................. 92

GS06

存放温度 ................................. 92

工作温度 ................................. 92

GS08

状态 ..................................... 57

GS12

状态 ..................................... 57

L

LED

CS10，说明 ............................... 55

CS15，说明 ............................... 55

GS08, 描述 ............................... 57

GS12, 描述 ............................... 57

S

SD 卡

取出 ......................................53

存储设备 ..................................18

插入 ......................................53

SIM 卡

取出 ......................................34

插入 ......................................34

U

USB 记忆棒

存储设备 ..................................18

W

Windows CE

重启 ......................................45

重置注册表 ................................45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39

WLAN .........................................11

上

上载软件 .....................................14

传

传输数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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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使用范围 .................................... 65

内

内业电脑中的 PC 卡驱动 ....................... 18

内存

存储设备 ................................. 18

卫

卫星接收 .................................... 93

发

发光二极管

CS10 ..................................... 55

CS15 ..................................... 55

GS08 ..................................... 57

GS12 ..................................... 57

取

取出

CF 卡 ..................................... 51

SD 卡 ..................................... 53

SIM 卡 .................................... 34

国

国际质保 ....................................115

天

天线 ........................................102

GS08 .....................................112

GS12 .....................................114

型号 .....................................102

存放温度 .................................103

工作温度 .................................103

存

存储设备

可用 ......................................18

存放温度

CS10 ......................................85

CS15 ......................................85

GS05 ......................................92

GS06 ......................................92

GS08 .....................................100

GS12 .....................................100

内置电池 GEB211 ...........................85

内置电池 GEB212 ...........................85

天线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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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安全指南 .................................... 64

安装 , GS08 .................................. 98

安装 , GS12 .................................. 98

安装，天线 ................................. 102

尺

尺寸

GS08 ..................................... 98

GS12 ..................................... 98

天线 .................................... 102

智能天线 ................................. 90

屏

屏幕亮度

增加 ..................................... 28

降低 ..................................... 28

屏幕贴片 .................................... 30

工

工作温度

CS10 ..................................... 85

CS15 ..................................... 85

GEB211 （内置电池） ....................... 85

GEB212 （内置电池） ....................... 85

GS05 ......................................92

GS06 ......................................92

GS08 .....................................100

GS12 .....................................100

天线 .....................................103

微

微软 ActiveSync ..............................39

手

手带 .........................................32

手持式 GNSS ..................................37

扩

扩充基座

安装 ......................................36

组件 ......................................23

技

技术参数

CS10 ......................................83

CS15 ......................................83

GS05 ......................................87

GS06 ......................................87

GS0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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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2 ..................................... 93

内置电池 GEB211 .......................... 84

内置电池 GEB212 .......................... 84

尺寸 ..................................... 84

接口 ..................................... 86

显示屏和键盘 ............................. 83

环境规格 ................................. 85

电源 ..................................... 84

端口 ..................................... 86

重量 ..................................... 84

指

指示器 , LED

GS08 ..................................... 57

GS12 ..................................... 57

指示器，LED

CS10 ..................................... 55

CS15 ..................................... 55

按

按键

ESC 键 .................................... 26

上档键 ................................... 26

主菜单 ................................... 27

功能键 ................................... 26

回车键 ....................................26

大小写锁定 ................................26

字母键 ....................................26

导航键 ....................................27

开 / 关 ....................................27

快捷键 ....................................27

数字键 ....................................26

热键 ......................................26

确认 ......................................27

空格键 ....................................26

说明 ......................................26

退格键 ....................................26

按键组合

描述 ......................................28

插

插入

CF 卡 ......................................51

SD 卡 ......................................53

SIM 卡 .....................................34

插孔 ........................................117

插槽盖子 .....................................33

数

数据传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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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 84

数码相机 .................................... 59

文

文档 ......................................... 4

标

标签

CS10 ..................................... 80

CS15 ..................................... 80

GEB211 ................................... 82

GEB212 ................................... 82

GS05 ..................................... 81

GS06 ..................................... 81

GS08 ..................................... 81

GS12 ..................................... 81

温

温度，内部电池充电 .......................... 46

温度范围

产品，干燥 ............................... 63

状

状态 , GS08 .................................. 57

状态 , GS12 .................................. 57

状态，CS10 ...................................55

状态，CS15 ...................................55

环

环境规格

GS05 ......................................92

GS06 ......................................92

GS08 .....................................100

GS12 .....................................100

天线 .....................................103

用

用户手册

有效性 .....................................3

用户界面 .....................................24

电

电台 Modem

可用电台 ..................................12

电气参数

GS05 ......................................91

GS06 ......................................91

GS08 ......................................99

GS12 ......................................99

电气参数，天线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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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为 CS10/CS15 充电 ..................... 49, 49

充电，初次使用 ........................... 46

内置 , GS08 ............................... 99

内置 , GS12 ............................... 99

存放温度 ................................. 85

操作，放电 ............................... 46

更换 CS10/CS15 电池 ....................... 47

电源 ........................................ 17

GS08 ..................................... 98

GS12 ..................................... 98

电源 LED

CS10 ..................................... 55

CS15 ..................................... 55

电源 LED

GS08 ..................................... 57

GS12 ..................................... 57

电源消耗

GS05 ..................................... 91

GS06 ..................................... 91

系

系统描述 .................................... 10

职

职责 .........................................67

蓝

蓝牙

CS10 上的 LED ..............................55

CS15 上的 LED ..............................55

GS08 上的 LED ..............................57

GS12 上的 LED ..............................57

规

规格，环境

GS05 ......................................92

GS06 ......................................92

天线 .....................................103

触

触摸屏

关闭 ......................................44

打开 ......................................44

触摸屏，操作原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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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跟踪 LED

GS08 ..................................... 57

GS12 ..................................... 57

软

软件

上载 ..................................... 14

软件许可协议 ............................... 115

输

输出功率

GS08 .................................... 112

GS12 .................................... 114

连

连接头

GS05 ..................................... 90

GS06 ..................................... 90

GS08 ..................................... 98

GS12 ..................................... 98

连接头，天线 ............................... 102

重

重置

选项 ......................................45

重量

GS05 ......................................91

GS06 ......................................91

GS08 ......................................98

GS12 ......................................98

天线 .....................................102

针

针脚分配 ....................................117

锂

锂电池 .......................................99

存放 ......................................62

键

键盘

CS10 外观总览 .............................24

CS15 图形总览 .............................25

操作原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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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照明

关闭 ..................................... 28

打开 ..................................... 28

音

音量

增加 ..................................... 28

降低 ..................................... 28

频

频段

GS08 .................................... 111

GS12 .................................... 113

驱

驱动

PC 卡，在内业电脑中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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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质量管理：我们的承诺是让所有的客户满意。

Leica Geosystems AG，Heerbrugg，Switzerland，已经被鉴定
为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 （ISO 9001 标准）及环境管
理体系 （ISO 14001 标准）。

有关更多全面质量管理过程的信息请咨询您当地的 Leica 
Geosystems 经销商。

Leica Geosystems AG

Heinrich-Wild-Strasse
CH-9435 Heerbrugg
瑞士
电话 +41 71 727 31 31

www.leica-geo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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