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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购买 祝贺您购买 Leica TCPS28/TCPS29 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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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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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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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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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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描述

概述 技术

TCPS 是一种高级的无线数据传输设备，可用于两个 TCPS 之间传输测量数据。

TCPS28 和 TCPS29 包括不同的电台模块

TCPS28 只能连接 TCPS28，RH15，带有内置电台的 CS 外业控制手簿。

TCPS29 只能连接 TCPS29，RH16，CS 外业控制手簿并附加 CTR16。

频率

TCPS28/TCPS29 运作频率为 "2.4 GHz 无线波段 "。 使用最新的传播光谱和频率技术 , 确

保最大安全地进行高速，无线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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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TCPS28/TCPS29

物理特点 外壳

坚固的外壳材料为轻金属，符合 IP65 的标准并提供了高等级的环境影响防护性能，例如

雨水以及灰尘的影响。

天线

结实的天线可以保证最高质量的接收性能。

a) 天线

b) 外壳

c) LEMO 口

d) 电源指示灯

e) 连接指示灯

f) 数据传输指示灯

g) 传输模式指示灯TCPS29_001

a

b

c

d e f g

TCP
S29

天线应该附在脚架上进行使用。 

需要一个延伸电缆 (如 GEV141, 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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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O 口

LEMO1, 8 针电源和通讯端口。

指示灯功能描述

如果 是 那么

电源指示灯 关闭 电源已关闭。

绿色 电源已打开。

连接指示灯 关闭 没有电台连接。

红色 有电台连接。

数据传输指示灯 关闭 没有发送或接收数据。

绿色或绿色闪烁 正在发送或接收数据。

传输模式指示灯 关闭 数据模式。

红色 配置模式。 如果 TCPS28/TCPS29 处于配置模式，

那么两个电台无法进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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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

设置 TCPS28 带

CS10/CS15
当 CS10/CS15 手簿用

TPS1200+/TS30/TM30/TS15 通讯的远程控制

设置。

使用的电缆： 771057

TCPS28_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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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TCPS28/TCPS29

使用电脑

两者结合 -- TCPS28 可以直接使用 TCPS28B 和 TCPS28R 作为无线数据通讯设备连接 Leica Geosystems 设备和

电脑。

配置 -- TCPS28 TCPS28B 和 TCPS28R 波特率必须相同。 设置在 TCPS28 的波特率必须和串口连接波特率一

致。 而且 TCPS28B 和 TCPS28R 的连接号码必须相同。 注意，一个 TCPS28 必须设为基站，

而另一个设为流动站。

配对和配置 - TCPS29 如果是 TCPS29，不需要区分流动站和基站。可由一个设备搜索另一个设备来完成配置和

配对。

当使用电脑 TCPS28/TCPS29 操作，远程控

制全站仪。

使用的电缆： 734697

另外，在使用电缆 734697 时需要一个 Lemo

口到 RS232 的转换器 (707525)。

TCPS28_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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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则 为获得最佳的 TCPS28/TCPS29 电台性能，天

线必须与视线垂直。可使用三脚架适配器

GHT43 (734163) 或将 TCPS28/TCPS29 的天

线保持垂直向上。

~ 
30

 c
m

TS_065



12TCPS28/TCPS29, 配置

3 配置

3.1 TCPS28

TCPS28 TCPS28 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进行配置：

• 在 TS15/TS30/TM30/TPS1200+ 仪器上，或

• 在 CS10/CS15 上，或

• 使用 TCPS 配置工具。

在 SmartWorx Viva 界面设置连接，流动站 / 基站设置和默认设置。请参考

TS15/TS30/TM30/TPS1200+ 技术参考手册，获得更多信息。TCPS 配置工具也可以改变电台

本身的波特率。

在 CS10/CS15 上，配置仅可在 SmartWorx Viva 模式下进行而不能在终端模式下。 

请参考 "2 操作 "获取关于如何建立 TCPS28 和流动站手簿，全站仪或电脑之间的连接。

配置 TCPS28 使用配置

工具

TCPS 配置工具可以在 SmartWorx/SmartWorx Viva DVD 和 myWorld 上找到。 该工具可以用

来查看并更改 TCPS28R 和 TCPS28B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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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TCPS28 使用 TCPS 配置工具

步骤 说明

1. 开始运行程序。

2. 选择连接的设备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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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模块波特率相应的有效端口设置和波特率。 点击连接。

4. 断开并重新连接 TCPS28。 TCPS28 处于配置模式

5. 设置连接号码，流动站 /基站，波特率和默认设置。

6. 要保存设置，点击保存。

要退出程序，点击关闭。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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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CPS29

TCPS29 TCPS29 不需要特别的配置。通过电脑使用 TCPS29 时，可以借助 TCPS 配置工具来与另一

电台设备配对。 使用 TCPS29 在 TS，TCPS29 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设备。 可以通过 TS 来搜

索并配对。配对程序必须由 CS15 手簿 CTR16，或者由电脑 TCPS29 且运行 TCPS 配置工具）

来发起。

配置 TCPS29 使用配置

工具

TCPS 配置工具可以在 SmartWorx/SmartWorx Viva DVD 和 myWorld 上找到。 该工具用来：

• 查看并更改 TCPS29 上的设置。

• 执行 TCPS29 的搜索并配对进程。

配置 TCPS29 使用 TCPS 配置工具

步骤 说明

1. 开始运行程序。

2. 选择连接的设备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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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模块波特率相应的有效端口设置和波特率。点击连接。 TCPS29 目前处于

配置模式。

4. 在模块设置页面中，设置设备名称，波特率和设备角色。

使用 TCPS29 和 TS，选择设备角色服务器。

使用 TCPS29 和电脑，选择设备角色客户端。

5. 要读取当前设置，点击读入。

要保存更改，点击写入。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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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改搜索 / 配对标签，运行搜索和配对程序。

从找到的设备列表中选择要配对的设备，点击搜索。 进行搜索时，TCPS29 必

须处于客户端模式

连接 TCPS29 到选择的蓝牙设备，点击匹配。

7. 在数据模式下断开运行 TCPS29。

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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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解答

无通讯连接 请检查：

• 外接电源是否已充电。

• 红色连接器是否打开。

• TCPS，电池和 TPS1200+/TS30/TM30/CS10/CS15 之间电缆连接正确。

• 检查仪器的接口设置和配置。参照 TPS1200+/TS30/TM30 技术参考手册获得更多信

息。

• 对于 TCPS28：两个设备之间的连接号码相同。 参考 "2 操作 "。

• 对于 TCPS28：将 TCPS28 和搭配的电台重置为恢复出厂设置，从而同步设置。 参考 "3 

配置 "。

• 检查电台设置的波特率和串口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通讯范围不好 请检查：

• TCPS28 天线是否竖直，这些通过使用 TCPS28 三角架适配器或者调节可移动的天线进

行检查。

• 两个天线是否和它们之间连线近似垂直。

• 电台通讯范围环境中尽可能有较少的障碍物。

• 作业附件的环境中是否有相同频率波段强大的发射器，这有可能干扰电台。

• 对于 TCPS28：尽量避免和附近其他用户使用相同的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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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养与运输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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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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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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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技术参数 "以获取关于温度限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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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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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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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指南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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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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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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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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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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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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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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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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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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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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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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S28/TCPS29, 安全指南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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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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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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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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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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of Pollution, Applicab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standard SJ/T11364-2006 / 依据 SJ/T11364-2006 为标准 )

TCPS28B & TCPS28R

部件名称
(Part Name)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Elements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机身 (Housing) O O O O O O

电子件 / 电线 
(Electronics & wiring) X O X X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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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ll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for this part is below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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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t least one of the homo-
geneous materials used for this part is above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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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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of Pollution, Applicab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standard SJ/T11364-2006 / 依据 SJ/T11364-2006 为标准 )

TCPS29

部件名称
(Part Name)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Elements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机身 (Housing) O O O O O O

电子件 / 电线 
(Electronics & wiring) X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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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ll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for this part is below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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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t least one of the homo-
geneous materials used for this part is above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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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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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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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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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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告 电磁辐射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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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产品这方面符合严格的规定和标准，Leica Geosystems 不能完全排除其它设备受到干

扰或者影响到人或者动物的可能性。

• 请勿在现场的加油站或化学装置附近操作此产品，或在其它存在爆炸的危险领域。

• 请勿在医疗设备附件操作此产品。

• 请勿在飞机附近操作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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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FCC 声明，适用于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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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TCPS28

TCPS28_0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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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S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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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TCPS29

TCPS29

TCPS29_0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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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S2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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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参数

7.1 TCPS28/TCPS29 技术参数

尺寸

重量

电源

类型 长度 [m] 宽度 [m] 厚度 [m]

TCPS28/TCPS29 不含天线 0.170 0.086 0.039

TCPS28/TCPS29 含天线 0.336 0.086 0.039

TCPS28: 0.35 kg / 0.77 lbs

TCPS29: 0.33 kg / 0.73 lbs

类型 TCPS28 TCPS29

电源消耗 80 mA 标准 (12 V),

最大 100 mA

标准 100 mA (13 V),

最大 200 mA

供电 标准电压 12.5 V DC ( ), 

电压范围 10.6 V-17.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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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参数 温度

防水，防尘和防沙

湿度

类型 工作温度 [°C] 存储温度 [°C]

TCPS28/TCPS29 -20 至 +50 -40 至 +70

类型 防护

TCPS28/TCPS29 IP65 (IEC 60529)

类型 防护

TCPS28/TCPS29 最大 95 % 非冷凝 

冷凝所产生的影响会被仪器外的烘干有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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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RS232 相同的 , TxD, RxD, GND。

有硬件手柄 (RTS/CTS)。

数据格式

端口 8 针 LEMO 类型 1, 用于插接电源以及通讯的连接。

波特率： 9600, 14400, 19200, 57600, 115200

串口 , 异步的

奇偶： 无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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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遵循国家规定

遵循国家规定 • FCC 第 15 部分 ( 仅适用于美国 )

• 在此， Leica Geosystems AG, 申请 TCPS28/TCPS29 符合符合 1999/5/EC 执行的标准

钟所要求的要点及其它相关的规定。对规范遵守的申明可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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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欧洲执行标准 1999/5/EC (RTTE)， 2 级设备在如下 EEA 成

员国的市场、维修及获取使用授权都有一定的限制：

• 法国

• 意大利

• 挪威 ( 若在 Ny- Å lesund 中心半径 20km 的范围内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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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mW (e.i.r.p.) 包括天线

天线

只将通过认证的天线 GAT15 应用于 TCPS。

TCPS28: 限制于 2402 - 2452 MHz

TCPS29: 限制于 2402 - 2480 MHz

类型： λ/2 天线

增益： 1 dBi

连接头： 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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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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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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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针脚分配和插孔

A.1 TCPS28/TCPS29

说明 某些应用需要知道 TCPS28/TCPS29 端口的针脚分配信息。

本章节将给出 TCPS28/TCPS29 端口的针脚分配和插孔的详细解释。

仪器底部的端口

a) LEMO 口TCPS29_006 a

TCP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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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针 LEMO-1 的针脚分

配

插孔

1
7

68

54

3

2

PIN_007

针 信号名称 功能 方向

1 RTS RS232，准备发送 输出

2 CTS RS232，清除发送 输入

3 GND 信号底线 -

4 RxD RS232，接收数据 输入

5 TxD RS232，传输数据 输出

6 ID 识别针 输入输出

7 PWR 电源输入， 10.6 V-17.5 V 输入

8 - 未使用 -

8 针 LEMO-1: LEMO-1，8 针，LEMO HGA.1B.308.C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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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系统描述 ..................................... 6

职

职责 ........................................ 25

设

设置

TCPS28 带 CS10/CS15 ........................ 9

使用电脑 ................................. 10

配

配置 .................................... 10, 12

配置模式 ..................................... 8

针

针脚分配 .................................... 40

问

问题解答

无通讯连接 ............................... 18

通讯范围不好 ............................. 18

频

频率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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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