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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说明书用途

欢迎使用 Hi-Q Pro软件使用说明书，本说明书介绍了如何设置和使

用 Hi-Q Pro软件。

说明书简介

本说明书描述的是 Hi-Q Pro软件使用方法，以 V2.2.0版本软件作为

参考编写，可以作为用户使用的指导性文档。

经验要求

为了您能更好的使用 Hi-Q Pro软件，中海达建议您具备一定的 GIS
知识，并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查阅中海达官方网

站： http://www.hi-target.com.cn

责任免除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这会有助于您更

好地使用本产品。中海达不对您未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来操作本产

品，或未能正确理解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而误操作本产品所造成的损失承

担责任。

中海达致力于不断改进产品功能和性能、提高服务质量，并保留对

使用说明书的内容进行更改而未预先另行通知的权利。

我们已对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作过检查，然而

不排除存在偏差的可能性，使用说明书中的图片仅供参考，若有与产品

实物不符之处，请以产品实物为准。

安全技术提示

注意 ：注意提示的内容一般是操作特殊的地方，需要引起您的特

殊注意，请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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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警告提示的内容一般为非常重要的提示，如果没有按照警

告内容操作，将会造成仪器的损害，数据的丢失，以及

系统的崩溃，甚至会危及到人身安全。

技术与服务

如果您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电话联系各分支机构技术中心、总部

技术部，我们会及时的解答您的问题。

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找到该说明书：

1、登陆中海达官方网站，在“服务中心”→“资料下载”→“GIS
产品”→“产品说明书”里即可找到。

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本说明书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请联系我们，您的反馈信息

对我们说明书的质量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注意 ：阅读 pdf格式使用说明书时，在左侧打开书签，可

查看文档结构和快速跳转查看 Hi-Q Pro软件相关

功能的使用帮助。



Hi-Q Pro (Android 版)软件使用说明书

V

目 录

软件介绍..................................................................................................... 1

软件主要功能............................................................................................. 2

软件功能划分............................................................................................. 6

简易教程..................................................................................................... 9

软件试用及授权....................................................................................... 12

项目管理................................................................................................... 16

新建项目................................................................................................... 17

打开项目................................................................................................... 28

项目信息................................................................................................... 29

删除项目................................................................................................... 35

图层管理................................................................................................... 37

图层显示与隐藏....................................................................................... 38

图层设置................................................................................................... 39

图层添加................................................................................................... 45

图层顺序................................................................................................... 49

删除图层................................................................................................... 50

数据采集................................................................................................... 51

采集主界面............................................................................................... 52

数据采集方式........................................................................................... 56

数据采集操作........................................................................................... 63

数据删除................................................................................................... 65

PPK 采集.................................................................................................... 66

碎部点采集............................................................................................... 68

草图........................................................................................................... 70



Hi-Q Pro (Android 版)软件使用说明书

VI

数据编辑................................................................................................... 73

移动........................................................................................................... 75

插入........................................................................................................... 75

删除........................................................................................................... 76

放样........................................................................................................... 78

设置放样点............................................................................................... 80

放样........................................................................................................... 86

导航........................................................................................................... 88

图层数据管理........................................................................................... 89

图层数据查看........................................................................................... 90

图层数据编辑........................................................................................... 94

条件查询................................................................................................... 95

电子围栏................................................................................................... 97

数据导入导出......................................................................................... 100

数据导入................................................................................................. 101

数据导出................................................................................................. 102

GPS数据源............................................................................................ 104

GPS 数据源.............................................................................................. 105

网络差分................................................................................................. 111

卫星视图................................................................................................. 116

静态采集................................................................................................. 119

轨迹......................................................................................................... 121

轨迹设置................................................................................................. 122

轨迹查看................................................................................................. 122

轨迹导出................................................................................................. 123

云备份..................................................................................................... 125



Hi-Q Pro (Android 版)软件使用说明书

VII

云备份..................................................................................................... 126

系统设置................................................................................................. 127

常用......................................................................................................... 128

显示......................................................................................................... 134

位置......................................................................................................... 139

其他......................................................................................................... 142

注册关于................................................................................................. 144

多媒体..................................................................................................... 147

拍照......................................................................................................... 148

录像......................................................................................................... 148

录音......................................................................................................... 149

工具......................................................................................................... 151

坐标系统................................................................................................. 152

数据字典................................................................................................. 156

计算器..................................................................................................... 156

夹角计算................................................................................................. 157

单位换算................................................................................................. 158

测距仪..................................................................................................... 159

文件浏览................................................................................................. 160

附录......................................................................................................... 162



软件介绍

1

软件介绍

本章节介绍：

■ 软件主要功能

■ 软件功能划分

■ 简易教程

■ 软件授权及使用

C H A P T E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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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主要功能

Hi-Q系列软件分为两款，分别为基础版 Hi-Q软件和高级专业版 Hi-

Q Pro软件，其中 Hi-Q Pro软件为收费软件，它从功能上更丰富，包含

Hi-Q软件的全部功能，同时还包含以下功能：

 坐标系统修改

 点校验

 云备份

 新建图层

 快捷栏设置

 设置可见比例尺

 条件查询

 数据备份、数据恢复

 字段筛选

 电子围栏

 草图

 数据字典

 量测（捕捉量测）

 捕捉放样、AR放样（高级）

 坐标转换、参数计算

 自定义地图<Mapbox>、OGC地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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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要素<捕捉、平滑、中心、偏距>、碎部点采集、PPK 采

集、静态采集

 编辑要素<插入节点、删除节点、移动节点>

 数据导入<dwg、dxf、gpx、kml、mif>

 数据导出< shp、csv、txt、dwg、dxf、kml、mif、gpx>

 轨迹设置、轨迹回放、轨迹导出<shp 、txt、csv、kml、gpx、

dxf

软件主界面如下：

竖屏界面：

横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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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按照主界面逐一简单介绍软件各个主要功能：

【项目管理】：新建或打开项目，包括设置坐标系统和数据字典，查看

当前项目信息；

【图层管理】：设置图层的样式、标注样式、字段值渲染、可见比例

尺，图层排列顺序和是否可见，图层新增/删除/查询等；

【数据采集】：提供多种采集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属性填写及数据编

辑；

【放样】：设置放样点，可进行放样和导航功能；

【数据】：对采集数据的管理和查看、编辑，对图层进行搜索、添加和

删除；

【导入导出】：支持矢量和影像数据的导入，采集的矢量数据的导出；

【GPS数据源】：支持连接系统内部 GPS，以及蓝牙连接外部设备的

GPS，同时提供网络差分和静态采集等功能；

【多媒体】：包括拍照、录像、录音；

【工具】：包括坐标系统、数据字典、计算器、夹角计算、单位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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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仪、文件浏览；

【系统设置】：包括显示设置、采集设置、位置、轨迹、其他、注册关

于。

【云服务】：支持数据的云备份、轨迹数据的上传到云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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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功能划分

Hi-Q与 Hi-Q Pro具体功能划分见下表：

模块 Hi-Q Hi-Q Pro

项目管理

新建项目

项目管理

删除项目

打开项目

当前项目信息

坐标系统修改（针对已有数据的修

改）

云备份

图层管理

打开\关闭图层

移动图层顺序

修改图层符号

移除图层

图层标注

图层搜索

设置可见比例尺

字段值渲染

新建图层

数据管理

数据导入<edt、ed2、
shp、txt、csv、dtl>
数据查询

数据编辑

数据删除

数据定位

数据导入<dwg、dxf、gpx、kml、
mif>
数据导出< shp、csv、txt、dwg、
dxf、kml、mif、gpx>
条件查询

数据备份

数据恢复

字段筛选

电子围栏

地图管理

百度地图（支持离线缓

存）

Google 地图

离线地图

查看 GPS 信息

量测（无捕捉量测）

地图基本操作

采集要素<GPS、手绘、

自动>
查询要素

自定义地图<Mapbox>
OGC 地图服务

量测（捕捉量测）

采集要素<捕捉、平滑、中心、偏

距>
编辑要素<插入节点、删除节点、

移动节点>

采集管理

采集坐标

采集属性

删除要素

碎部点采集

草图

PPK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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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采集

恢复采集

取消采集

点校验

GPS 管理

GPS 数据源（内置

GPS、Qbox）
数据调试

移动站设置

卫星视图

GPS 设置

模拟模式

GPS 数据源（RTK）
静态采集

轨迹管理
轨迹记录（默认 5s 时
间间隔）

轨迹记录（支持轨迹设置）

轨迹设置

轨迹查看

轨迹导出<shp、txt、csv、kml、
gpx、dxf >
轨迹上传

上传设置

坐标系统

新建

编辑

删除

保存

预定义

二维码

参数计算

坐标转换

数据字典

新建

编辑

删除

保存

导航管理

输入放样

采点放样

导入放样

AR 放样（简易）

捕捉放样

AR 放样（高级）

系统设置

单位设置

显示设置

屏幕设置

地图设置（百度、

Google）
采集设置

自动采集设置

快捷栏设置

地图设置（自定义地图、OGC）
云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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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精度设置

放样设置

帮助

常见问题

系统注册

关于

系统工具

多媒体<拍照、录像、

录音>
夹角计算

计算器

单位换算

文件浏览

测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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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教程

简易教程以图片和标注的形式，简单示意了 Hi-Q Pro 软件数据采集

工作的操作流程。步骤如下：

1.打开软件，进入新建项目界面。自上而下依次填写：项目名称

（必填），采集人员，坐标系统（必选），数据字典（必选），导入图

层（选填），点击 确定。

2.进入采集界面，确认设备定位后，进行数据采集。

点击【采集】，依次点击 选择采集图层，点击 选择任一采集

方式 进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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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集结束点击 ，跳转到属性编辑界面，进行属性填写，并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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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保存路径为“手机存储/Hi-Q /Projects/...”，把整个项目文件

夹拷贝到电脑上，使用配套桌面处理软件 Hi-Q Tools II进行数据转出和

后处理，也可直接使用 Hi-Q Pro中的导出功能，将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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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试用及授权

Hi-Q系列软件作为满天星云公司的 GIS行业专业采集软件，可安装

在中海达厂家设备上和外部主流安卓手机和平板上，注册后可进行使

用。

软件中提供了两种使用方式：试用和授权。

（1）试用

点击试用，提示“试用期限 15分钟，过期将不能保存采集数

据！”，15分钟期限一到，会强制退出软件。可再次点击试用，依然可

以使用 15分钟。

注意：软件在试用期间，对保存的地物有限制，限制范围为：点 10

个地物，线、面 5个地物，超出则不允许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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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注册

授权注册分为 Hi-Q软件和 Hi-Q Pro的注册。

Hi-Q软件安装在中海达 GIS设备上（QpadX5/X8、Qmini

A3/A5/A7），且设备注册码未过期，则可直接打开使用，若设备注册码

过期，直接申请设备 24位注册码即可。安装在外部安卓手机/平板上，

需要授权使用。

Hi-Q Pro安装在所有设备上均需要授权使用。安装在中海达 GIS设

备上需进行设备、软件的注册；安装在非中海达 GIS设备上，只需进行

软件注册。

注册分为在线注册与离线注册 2种方式。

（1）在线注册（设备处于联网状态）

注册步骤：

①进入软件注册界面；

②点击“在线注册”按钮提交注册信息，软件会提示“注册申请已

提交，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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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收到注册管理人员注册申请已通过信息后，再次点击“在线注

册”按钮完成注册。

（2）离线注册（设备处于未联网状态）

注册步骤：

①进入软件注册界面；

②联系注册管理人员，提供软件注册界面显示的“设备号”，注册管

理人员会生成 lic2格式的授权文件；

③用户可拷贝到设备中，点击“请选择注册文件”，选择注册文件

路径后，点击“注册”，提示注册成功，并显示临时授权的有效期。

设备注册可进行在线注册地址设置，点击【设置】，可进行注册码

网络路径设置，设置后，若服务器中存在此设备的设备注册码，即可连

接服务器获取设备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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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本章节介绍：

■ 新建项目

■ 打开项目

■ 项目信息

■ 删除项目

C H A P T E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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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

打开软件，进入项目管理界面。点击 开始新建项目。

新建项目操作流程：

点击新建→新建界面自上而下依次填写：项目名称（必填）、采集

人员（选填）、坐标系统（必选）、数据字典（必选）、导入图层（选

填）、保存路径（必选）→点击 确定→完成项目新建

坐标系统

Hi-Q Pro软件中内置的一套成熟的全球化坐标转换算法，支持国内

外主流的椭球类型、目标类型，投影类型和参数设置，加载平面格网和

高程格网等。

预操作：使用配套桌面端 Hi-Q Tools II软件编辑生成坐标系统文件

（ *.dam ） ， 拷 贝 到 安 卓 端 路 径 “ 手 机 存 储 /Hi-Q/ HiQ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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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Data/...”下。

选择坐标系统的方式有以下 5种：

1. 点击“坐标系统”项，界面里打开可看到和选择已有的坐标系统

文件；

2. 中点击 新增，自定义坐标系统，从左向右依次设置，主要包

括目标椭球，投影类型，中央子午线，坐标系统类型等信息。设

置完成点击“保存”，输入坐标文件名。

3. 点击新建界面的 导入按钮，可导入坐标系统文件（*.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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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新建界面的二维码按钮，可通过二维码扫描进行识别坐标

系，操作步骤如下：

（1）坐标系统的二维码生成和识别

点击图标 ，可以把当前坐标系统保存成二维码图片，同时支持通

过二维码扫描和相册二维码照片扫描识别新建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二维码生成

在新建坐标系统界面→点击图标 ，进入二维码扫描界面→点击二

维码 →点击底部 →自定义命名→生成当前坐标系统二维码图

片。

二维码图片保存成功后，保存路径显示在界面上方，也可以到图库

中查看该照片，不同的坐标系统生成的二维码图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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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识别坐标系统

点击 进入扫描界面→直接扫描已有二维码图片→识别到对应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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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点击下方“保存”按钮→输入新坐标系统名称，即可把当前

坐标系统保存下来。

 相册二维码照片识别坐标系统

点击 进入扫描界面→点击相册 →选择待识别的坐标系统二维

码照片→识别到对应坐标系统信息→点击下方“保存”按钮→输入新坐

标系统名称，即可把当前坐标系统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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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预定义获取坐标系统

点击预定义 按钮，通过选择世界区域→国家及地区，选择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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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定义坐标系统（*.dam），点击保存。

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包含的是一些要素的属性定义及一些已经定义好的属性

值，以供在外业数据采集时提供属性列表模板。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它里

面的属性值，来达到将我们所关心的实体的属性填充完整的目的。

预操作：使用配套桌面端 Hi-Q Tools II软件编辑生成数据字典文件

（包括*.dic和*.msf），拷贝到安卓端路径“手机存储/Hi-Q/ HiQSystem

/Dic/...”下。

选择坐标系统的方式有以下 3种：

1. 选择软件内置的数据字典

点击“数据字典”项，界面里可以看到和选择已有的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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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加号 ，跳转到数据字典管理界面，显示所有数据字典。

2.新建数据字典

点击数据字典管理界面加号图标 ，可以新建数据字典。操作步骤

流程如下：

点击图标 →进入新建图层界面→填写图层的基本信息和属性字段

等→点击 按钮→输入数据字典名称→点击确定，完成数据字典新

建→在编辑数据字典界面，点击 可继续添加其他图层→点击 保存

编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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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已有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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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字典管理界面点击任意一个数据字典，跳转到编辑数据字典界

面，可以查看和修改该数据字典内容，包括新增、删除图层和编辑图层

内容，编辑完成需要点击 按钮保存，并确认字典名称。

如果不修改数据字典默认名称，则当前编辑内容保存到当前数据字

典；如果修改了字典名称，则会把当前编辑内容另存为一个新数据字

典。

导入图层

【导入图层】用来添加已经存在的图层数据。例如：在新建项目时

候，添加作为底图的 edt影像文件或者以前采集的矢量数据。

点击【导入图层】，将跳转到文件管理界面。该界面显示的文件均

是可以添加到新项目中的，并且允许选择多个文件。在新建项目过程

中，会对每个添加图层的空间信息和地图的空间信息进行比对，如果不

匹配最终将添加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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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项目

打开设备中已有的项目文件。

进入项目管理界面，选择任一项，打开已建立的项目，也可点击

按钮，输入项目名称进行搜索。

打开项目的方法有 2种：

1. 桌面端或其他设备的项目文件，可直接拷贝到“手机存储/Hi-Q

/Projects/...”目录下，此项目即可显示在项目管理列表中，可直

接打开项目。

2. 桌面端或其他设备的项目文件，拷贝到设备任意目录下，点击打

开 按钮，可直接打开“.prj”后缀的项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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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进入项目信息界面，可查看当前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界面可查看项目名称、采集人员、坐标系统、数据字典、保

存路径、创建时间、点校验、点校验信息，其中采集人员、坐标系统、

点校验、点校验信息可修改。

坐标系统修改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坐标系统一行，进入修改界面，修改新目标坐标系统参数。

修改坐标系统后，点击底部保存，注意此时不允许修改坐标系统名

称。返回项目信息界面，点击 ，软件会提示正在进行坐标转换。转换

成功后，返回采集主页面，当前项目内的所有已采集的点线面图层数

据，均已转换到新目标坐标系统下。



项目管理

30

注意：

1.坐标转换过程可取消，若取消转换，删除临时创建的项目；

2.坐标转换功能只针对软件采集的 ed2数据进行转换，对于导入的外

部数据不进行转换；

3.碎部点、轨迹等数据不做转换。

点校验

用于计算两坐标系统之间的大地坐标平移参数。通常在以下两种情

况，可以使用校正参数：

1.只有一个北京-54、国家-80坐标或只有一个和WGS-84坐标系旋转

很小的坐标系下的坐标，基准站架设好后，移动站可以直接到一个已知

点，点击“点校验”，采集当前点的平面坐标 NEZ，输入已知点的当地坐

标，点击“计算”，得出已知坐标和当前坐标的改正量 dN、dE、dZ，点击

“完成”可应用校验参数，应用后所采点的坐标将自动通过校验参数改正

为和已知点同一坐标系统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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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已建好一个项目，参数计算完以后，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由

于客观原因，第二次作业不想把基准站架设在和第一次同样的位置，此

时，可以用到点校验功能，只需要将基准站任意架设，打开第一次使用

的项目，到一个已知点上校正坐标即可。校正方法和第一种情况相同。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进入项目信息界面，可查看当前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界面可查看该项目的具体信息，其中采集人员、坐标系统、

点校验、点校验信息可修改。

点校验功能可开启或关闭，点击点校验信息，进入点校验计算界面。

修改点校验参数后，点击 ，保存点校验参数到坐标系统中，若开启了

点校验，则应用点校验参数到项目中。

点校验功能在平面坐标系和大地坐标系的项目中显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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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坐标系

在计算界面输入源点和已知点的坐标，其中源点支持大地坐标 BLH

和平面坐标 NEZ，已知点只支持平面坐标 NEZ，可直接输入、GPS定点

和屏幕选点 。输入源点和已知点后，点击计算，自动跳转到结果

界面。

结果界面显示改正量和当前点。平面坐标系中改正量和当前点均显示

为平面坐标 NEZ格式，改正量可根据计算界面的坐标显示计算结果，也

可直接输入；当前点显示改正量后的当前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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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坐标系

在计算界面输入源点和已知点的坐标，源点和已知点只支持大地坐标

BLH，可直接输入、GPS定点 和屏幕选点 。输入源点和已知点

后，点击计算，自动跳转到结果界面。

结果界面显示改正量和当前点。平面坐标系中改正量和当前点均显示

为大地坐标 BLH格式，改正量可根据计算界面的坐标显示计算结果，也

可直接输入，当前点显示改正量后的当前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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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项目

在项目管理界面，点击每个项目后的 图标，可查看项目详情。

点击每个项目后的 选择图标，可进入项目选择状态，可进行全

选、删除、云备份等操作。

点击全选 按钮，可全选所有项目；

点击删除 按钮，可删除所选项目；

点击取消 按钮，可取消勾选状态。

点击云备份 按钮，可云备份该项目，详细介绍见云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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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目后，点击【删除】，可删除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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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管理

本章节介绍：

■ 图层显示与隐藏

■ 图层设置

■ 图层添加

■ 图层顺序

■ 删除图层

C H A P T E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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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项目后，进入图层管理界面，可对图层进行操作。

图层显示与隐藏

点击 切换图层数据显示与否。

：标识图层已打开，采集界面上该图层可见。

：标识图层已关闭，采集界面上该图层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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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设置

点击【图层设置】，可修改图层样式、标注样式、字段值渲染和可

见比例尺等。

（1）图层样式

点、线图层

点击下方样式表可选择图层样式。

颜色 按钮可设置点、线图层样式的颜色；

大小 按钮可设置点、线图层样式的大小；

点击【确定】完成样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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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层

点击下方样式表可选择图层样式。

填充色 按钮可设置面图层样式的填充颜色；

轮廓色 按钮可设置面图层样式的轮廓颜色；

透明度 按钮可设置面图层样式的填充色的透明度，

线宽 按钮可设置面图层样式的轮廓线宽大小；

点击【确定】完成样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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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Hi-Q Pro在线地图不支持字段值渲染效果，只有切换到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支持字段值渲染效果。

同时注意如果当前图层已经在桌面端设置并开启了字段值渲染，在

移动端手动修改图层样式后离线地图不起作用，软件优先使用字段值渲

染效果。在线地图的修改的样式则可正常生效。

（2）标注样式

点击开关，设置标注显示的打开 与关闭 。

点击 设置标注字段， 标注文字的颜色， 标注文字大

小， 标注文字样式。点击【确定】保存修改，否则修改不被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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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设置标注字段，会弹出当前图层的所有字段名，通过 勾

选的方式设置标注字段，支持单字段或多字段标注。

保存设置后，对应的字段属性值会在地图上显示出来，多字段标注

用+加号连接多个字段属性值，效果如下图：

注意：标注效果只在离线地图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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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段值渲染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软件支持矢量数据的某一字段的特定值进行类别渲染，即指定当某

一图层某一字段的属性值与设定的值相同时，按设定的渲染样式对其进

行渲染。

根据图层的某一字段的属性值，自定义设置渲染样式，开启字段值

渲染开关，点击【确定】完成字段值渲染设置。



图层管理

44

（4）可见比例尺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设置当前图层的可见比例尺，即在设置的比例尺范围外，该图层数

据将不可见。原则是最小比例尺<=最大比例尺，即“最小比例尺”的分

母大于“最大比例尺”的分母。

1：500比例尺对应的是地图上 5m比例尺，见左下角 。如果

设置最小比例尺为 1：5000，最大比例尺为 1：500，则表示在 5-50m比

例尺范围内该图层可见，其余比例尺下图层不可见。

点击【确定】完成比例尺设置，点击【清除】可取消可见比例尺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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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添加

图层添加功能可新增或导入图层，进入图层添加界面的方法有 2

种：

1. 在图层管理界面，点击下方 添加按钮；

2. 在数据管理界面，点击下方 添加按钮。

点击下方 添加按钮，可新建图层、导入图层或新建图层（选择数

据字典）。

（1）新建图层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需要填写图层名称、图层类型、符号风格，并添加对应的字段名称

及字段类型。



图层管理

46

（2）导入图层

需要选择文件，目前支持的文件类型有：edt、ed2、shp、dxf、

gpx、kml、mif、txt、csv、dtl。

其中 edt、ed2为中海达自定义格式，edt为栅格数据格式，ed2为矢

量数据格式，可在桌面端软件 Hi-Q toolsⅡ中进行数据转换。shp、dxf、

gpx、kml、mif、txt、csv、dtl为外部格式数据，软件需要进行格式转换

成内部格式后加载，会需要转换时间等待。

注意：Hi-Q软件中仅支持 edt、ed2、shp、txt、csv、dtl格式，Hi-Q

Pro软件中支持全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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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导入图层所选取的导入文件需要与当前坐标系统一致，若不

一致，导入后的坐标可能显示异常。

（3）新建图层（选择数据字典）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进入数据字典管理界面，选择数据字典，将创建该数据字典中的所

有图层；也可点击数据字典列表右侧 按钮，进入数据字典图层列表界

面，可勾选图层右侧的复选框取消或添加要创建的图层，点击 按钮，

返回数据字典管理界面，勾选的数据字典高亮显示，选择进行操作的数

据字典将创建该数据字典的部分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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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顺序

在图层管理界面，点击某个图层，下方展开菜单里，可调整图层叠

加显示顺序至“置顶”或“置底”。

其次，点击某图层长按拖动可修改图层顺序，放手完成顺序调整。

长按可拖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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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图层

在图层管理界面，点击某个图层右侧的勾选 按钮，图层列表变为

选择状态。

点击全选 按钮，可全选所有图层；

点击删除 按钮，可删除所选图层；

点击取消 按钮，可取消勾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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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本章节介绍：

■ 采集主界面

■ 数据采集方式

■ 数据采集操作

■ 数据删除

■ PPK采集

■ 碎部点采集

C H A P T E 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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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主界面

采集主界面自上而下分为：菜单栏，卫星信息栏，工具栏，地图操

作栏，功能栏，如下图：

下面简单介绍各个工具图标功能：

：显示当前打开项目的名称；

：点击进入网络差分界面，进行差分设置和差分连接；

：点击进入 GPS数据源界面，可进行数据源的连接；

：短按点击可以进入卫星视图界面；长按展开和隐藏卫星信息；

：点击打开菜单，可查看当前项目信息，进行图层管理、项目管理、

云备份和设置，查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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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网络情况下，点击切换三种类型的地图底图。其中“离线矢量

图”是指加载 edt格式的影像图作为底图；

若当前底图选择的是百度地图，显示如下：

若当前底图选择的是谷歌地图，显示如下：

若当前底图选择的是Mapbox，显示如下：

：量测功能，点击进入量测状态（黄色高亮），主界面上点击采点，

将实时显示量算地物的长度和面积，在离线地图中，可进行捕捉量测，

即捕捉已采集地物的节点进行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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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素属性功能，点击进入查看状态（黄色高亮），在线地图支持

点选操作，离线地图支持框选操作，地图上选择已采集的地物，可查询

该地物属性和坐标信息。



数据采集

55

：全图，使数据范围缩放至全图显示；

：居中，点击使当前 GPS点移至地图中间；

：地图放大，点击放大当前地图等级，显示范围缩小；

：地图缩小，点击缩小当前地图显示等级，显示范围增加；

：离线地图中当前 GPS点位置，箭头方向指示方位角；

：在线地图中当前 GPS点位置；

：罗盘，实时转动，显示方向；

：比例尺，显示当前地图比例尺；

：平移，仅在离线地图中显示。

注意：其中 按钮需要在快捷栏设置中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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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方式

采集功能中，软件提供下述 7种数据采集方式：

其中 Hi-Q软件仅支持 GPS采集、手绘采集、自动采集 3种采集方

式，Hi-Q Pro软件支持全部的 7种采集方式，下面将详细介绍：

（1） GPS采集

点击采集当前 GPS点坐标。

（2） 手绘采集

以底图为依据，采集需要的点，在地图上需要采集的位置手绘点

击，即可采点。

注意：百度在线地图上不支持手绘采集方式，只有谷歌在线地图和

离线地图支持手绘采集。

（3） 自动采集

按一定时间或距离间隔自动采集 GPS点。点击 进入自动采集状态

（黄色高亮），弹出采集设置框如下图，选择“采集方式”如时间间

隔，“采集间隔”如 5s，点击“确定”开始自动采集。

再次点击 将停止自动采集，同时图标取消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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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捕捉采集

使用捕捉功能选中“已采集的点”用于本次采集中，可减少相同位

置点的重复工作。

注意：在线地图不支持捕捉节点采集，只有离线地图支持捕捉节点

采集。

下面以采集面为例。

点击 进入捕捉采集状态（黄色高亮），地图上框选已采集的点地

物，选中后点上显示有黑色方块■，并同时把捕捉到的节点作为下一个

采集点。

如果选择的是线或面地物上的点（被选中的地物将蓝色高亮，节点

显示为红色圆点），需要再次框选要捕捉的节点，选中后节点由红色圆

点●变为黑色方块■，并同时把捕捉到的节点作为下一个采集点。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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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点击 结束捕捉采集，同时图标取消高亮。

（5） 平滑采集

平滑采集是一个提高测量精度的简单方式，按照误差理论，误差发

生在任意方向上，所以若有足够数量的观测量，偶然误差会自行抵消(但

只是理论，实际不意味着平滑次数越多精度越高)，进入平滑界面点击开

始后，软件开始坐标点，并同步显示当前点位；平滑过程，软件自动对

数据进行质量分析，计算其标准差（中误差）并显示。

点击 进入平滑采集状态 （黄色高亮），直接进入平滑采集界

面。

平滑界面显示平滑点分布图、平滑结果、平滑列表、平滑次数、开

始/结束、保存。

平滑点分布图显示平滑点分布，可通过放大 缩小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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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结果在平滑点有两个及以上时实时刷新，初始显示为空；

平滑点列表显示平滑点的编号及坐标，长按列表中某一行可删除坐

标点；

平滑次数设置范围为[2,65535]；

点击开始 按钮，开始进行平滑采集，开始按钮变为结束

，点击结束可停止平滑采集，结束按钮变为开始，同时平滑点数

达到平滑次数时，将自动结束；

保存是将平滑结果采集到地图上。

注意：

1.平滑采集时的精度依据系统设置中的解状态限制，若达不到采集

精度，则开始时提示用户，不满足精度，停止采集；

2.若开启了 PPK采集，在保存时将会同时保存走走停停 RSP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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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心点采集

中心点采集即采集地图界面的中心位置。

点击 进入中心点采集状态 （黄色高亮），地图界面可通过十

字丝定位地图中心点，将目标点移动到地图中心点，点击 进行采集。

注意：中心点采集前必须开启地图中心十字丝。

（7） 偏距采集

偏距采集是针对某些测量点不能到达，或者没有 GNSS信号而设计

的测量方式。

点击 进入偏距采集状态 （黄色高亮），直接进入偏距采集界

面。在【采集方式】中选择一项，再填写相应的点坐标或者距离、夹

角、方位角等数据。点击【确定】按钮进行计算，地图界面中会自动采

集显示待求目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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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方式支持两点和距离、两点和夹角、单点距离和方位角、首尾

点和等距点。

为了更好理解四种不同的采集方式，下面给出了文字和图示说明：

a）两点和距离：取到 A、B两点直线距离分别为 L1、L2的点，

L1+L2要大于 AB间直线距离。注意，由于该点有两个，软件计算中默

认只取 A到 B矢量前进方向的左手边的一个点，下述偏距采集中原理同

样。

b）两点和夹角：与 AB两点线段夹角分别为α和β的待求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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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和β均要求小于 180度。

c）单点距离和方位角：取与 A点与待求点距离为 L1且方位角为α

的待求点

d）首位点和等间距：取 A、B两点间等步长 L1的点集 P1，P2等。



数据采集

63

选择采集图层→选择任一种采集方式→进行数据采集→保存

采集数据→填写数据属性并保存。

数据采集操作

数据采集操作流程如下：

点击【采集】，展开采集菜单，界面如下图：

（1）点击采集菜单 ，点击 选择采集图层，弹框中选择一个图

层。

（2）点击 选择任一采集方式 进行数据采集。

（3）数据采集过程中，可以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撤销采集 或者恢

复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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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集结束点击 ，进行数据属性填写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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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

点击 进入数据删除状态 （黄色高亮），选中地图上的地物，

二次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可删除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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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K 采集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支持 PPK 采集功能的 GIS 设备类型有：Qpad X5-CM（需要开通静态

功能），可以设置和进行 PPK 采集。

点击 ，跳转到 PPK 采集界面，PPK 采集的设置界面如下：

采样间隔：值限制在[1-20]范围内；

截止高度角：值限制在[5-30]范围内；

斜高：值限制在[0.13-65.535]范围内；

注意：PPK 采集功能必须在快捷栏设置中打开，功能图标才会显示

在主界面中。

点击【开始】，设备开始 PPK 采集。返回主界面，正常进行数据采

集，使用平滑采集可采集走走停停 RS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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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PPK 采集时若连接系统数据源，文件名不能为空，默认为项目

名称，保存的移动站文件自动记录到 Hi-Q/Projects/static 目录下，文

件后缀为.GNS；

若连接蓝牙数据源，文件名可为空，为空时由接收机自动命名,保存

的移动站文件记录到蓝牙数据源中的 static/gnss 目录下，文件后缀

为.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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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部点采集

碎部点文件是中海达自定义的格式，文件保存格式为.dtl，可以用记

事本打开。文件中记录了每个点的日期时间，大地/平面坐标，解状态等

信息。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 ，进入碎部点采集状态 （黄色高亮），开始进行碎部点

采集。

注意：碎部点采集功能快捷栏默认关闭，需用户手动在快捷栏设置

中开启。

再次点击 按钮，停止碎部点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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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碎部点文件自动记录到 Hi-Q/Projects/项目名/dtl 目录下，

文件后缀为.dtl；

Dtl数据格式为大地和平面均可用，表头包括：点名，采集时间，纬

度 B，经度 L，高 H(m)，平面坐标 x(m)，平面坐标 y(m)，平面坐标

h(m)，注记，SolType，HD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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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

本章节介绍：

■ 点

■ 线

■ 面

■ 注记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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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外业核查时，软件提供电子草图的功能，方便野外对疑难地物

的电子标注。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草图功能需在快捷栏设置中

开启快捷功能，且草图功能只能在离线地图使用。

点

点击“点”，可在屏幕点击绘制一点

线

点击“线”，可在屏幕点击绘制流水线。

面

点击“面”，可在屏幕点击绘制流水面。

注记

点击“注记”，可在屏幕单击输入注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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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编辑

本章节介绍：

■ 移动

■ 插入

■ 删除

C H A P T E

R 4
C H A P T E R

6



Hi-Q Pro(Android 版)软件使用说明书

74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 进入数据编辑状态 （黄色高亮），此功能主要用来移

动、插入、删除地物的节点。

注意：

1.编辑功能只有在离线矢量图可用；

2.编辑的快捷键需要手动在快捷栏设置中开启。

操作流程如下：

点击 选择待编辑图层→点击 →框选待编辑地物→点击

任一种编辑方式→点选地物上某个节点→对其进行移动/插入/删

除操作→点击 对操作后的地物保存。

注意：编辑节点功能只对线和面图层可用，点图层不可编辑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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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点击编辑 ，然后选择需要编辑的图层 ，选择需要编辑的地物

后，点击左侧菜单上的 ，地物的节点以红点显现，在地物上点击需要

移动的节点，此时选中的节点变为黑色，再手绘点击地图上任一点可以

看到原节点已被移动，点击左侧菜单上的 ，此时原节点被新节点取

代。

插入

点击编辑 ，然后选择需要编辑的图层 ，选择需要编辑的地物

后，点击左侧菜单上的 ，地物的节点以红点显现，在地物上点击选中

需要插入的节点，待插入的边变为蓝色，再点击地图上任一点插入节

点，点击底部菜单上的 ，此时新增节点插入到该地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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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点击编辑 ，然后选择需要编辑的图层 ，选择需要编辑的地物

后，点击左侧菜单上的 ，地物的节点以红点显现，在地物上点击需要

删除的节点，再点击地物以外任一点，点击底部菜单上的 ，此时可以

看到线段上选中的节点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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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

本章节介绍：

■ 设置放样点

■ 放样

■ 导航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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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即根据已知目标点坐标，使用测量仪器测设到实际位置的测量

方法。通常使用在电力线路放样，寻找控制点等方向。在不熟悉的野外

环境还可以通过放样和地图的有效组合进行导航。

点击【放样】，展开放样菜单，界面如下：

数据放样操作流程如下：

1.设置放样点→选择放样→得到放样结果

2.预先安装外部地图→设置放样点→选择导航→打开外部地图得到路线

导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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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放样点

软件提供多种设置放样点的方式，如下：

(1)采点

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点击采点 按钮，进入采点状态 （黄色高

亮），然后在地图上放大至目标点，地图点击采点设为放样点。

(2)输入

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点击输入 按钮，进入输入状态 （黄色高

亮），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直接输入放样点坐标设为放样点，坐标格式

可以为度分秒 (DD:MM:SS.SSSSS)、度（DD.DDDDDDDD）、平面坐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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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输入经度、纬度坐标设为放样点（格式为经纬坐标，如 B：

113:22:59.08524E，L：22:59:06.54270N，H：22.86），点击“确认”完

成设置。如果需要切换到国外西经W/南纬 S，点击一下 E/N标识处即可

切换。

直接输入 X、Y 坐标设为放样点（格式为平面坐标，如 X：

2542857.0288，Y：435162.4969，H：22.86），点击“确认”完成设

置。

(3)捕捉

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点击捕捉 按钮，进入捕捉状态 （黄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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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然后在地图上放大至目标点，若目标点是点节点，直接框选目标

点，若目标点是线和面的节点，先框选目标地物，在框选目标地物上的

节点。点击“确认”完成设置。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在线地图不支持捕捉节点，

只有离线地图支持捕捉节点。

(4)导入

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点击导入 按钮，界面跳转到导入放样点界

面，点击加号 ，进入文件管理，选择放样文件。

点击选择文件中的一个坐标点，下方弹出提示，点击【确认】可设

置为放样点。

注意：放样点导入按钮需在快捷栏设置中开启才会显示在放样菜单

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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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支持 dtl、txt、csv三种格式的放样文件，模板已经内置在软件

中，用户可以拷贝出来，参考模板制作放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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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l格式模板为大地和平面均可用，表头包括：点名，采集时间，纬

度 B，经度 L，高 H(m)，平面坐标 x(m)，平面坐标 y(m)，平面坐标

h(m)，注记，SolType，HDOP。该文件可使用 Hi-Q tools II软件生成。

Txt格式模板分为大地坐标模板和平面坐标模板。

其中大地坐标模板表头包括：PointName、Latitude、Longitude、

Height，分隔符使用 Tab。

平面坐标模板表头包括：PointName、N、E、Height，分隔符使用

Tab。

csv格式模板分为大地坐标模板和平面坐标模板。

其中大地坐标模板表头包括：PointName、Latitude、Longitude、

Height，分隔符使用 Tab。

平面坐标模板表头包括：PointName、N、E、Height，分隔符使用

Tab。

备注：以上 5种格式模板切勿修改其表头信息，且其中空格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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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键，否则会出现导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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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

设置放样点后，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点击【放样】。地图上显示当

前 GPS点到目标放样点的导航直线和方位。

当前 GPS点处会实时显示两点间距离，并随着当前 GPS位置走动而

计算距离并更新显示，到达目标点，提示用户到达目标点，并自动结束

放样。

点击【停止】，可结束放样。

点击【AR放样】，进入 AR放样界面，可查看实景，界面下方罗盘

实时指向目标位置，界面右上方雷达图显示目标点所在位置，方向正确

后，可看到目标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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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预操作：设备安装有外部地图客户端，如百度，谷歌，高德地图。

设置放样点后，在放样菜单界面上，点击【导航】，进入地图客户

端的导航功能，点击“导航”开始指引到达目标放样点的行走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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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数据管理

本章节介绍：

■ 图层数据查看

■ 图层数据编辑

■ 条件查询

■ 电子围栏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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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数据查看

点击【数据】进入图层数据管理界面，可查看已采集的数据属性。

图层管理界面显示如下：

点击 按钮，可以输入图层名称（支持模糊搜索）或者属性信息搜

索；

点击 按钮，可以把数据恢复到备份文件的状态；

点击 按钮，可以导出所选图层的要素信息和此项目的轨迹数据，

导出平面坐标支持 shp、dxf、mif、csv、txt格式，大地坐标支持 shp、

dxf、kml、mif、csv、txt格式。

导出时默认导出到 Hi-Q文件夹，以项目名称命名。若同时导出平面

坐标和大地坐标，则保存在同一个项目文件夹的子文件夹中，平面坐标

保存在 plane文件夹中，大地坐标保存在 geodetic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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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切换图层数据显隐；

点击 按钮，可以添加图层，添 加图层详见图层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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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层列表右侧 按钮，可选择图层进行全选、删除等操作。

点击全选 按钮，可以全部选择所有图层；

点击删除 按钮，可以删除所选图层的要素信息；

点击取消 按钮，可取消勾选状态。

点击某个图层，可查看图层内的采集数据列表，如下是点和面图层

的数据列表：

点击 按钮，可以输入要素属性信息进行搜索；

选择某一项地物数据，点击地图定位 按钮，可把某一项地物定位

显示在地图中；

点击 按钮，进入条件查询界面，可以添加查询条件对数据进行查

询，条件查询操作步骤详见条件查询。



图层数据管理

93

点击图层字段筛选 按钮，界面中列出该图层中的所有属性字段，

点击对应的字段名称，确定，地物列表中的信息中增加选中的字段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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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数据编辑

选择某一项要素信息数据，可打开查看地物属性信息和坐标信息。

在要素属性界面可以修改属性信息。

点击定位 按钮，可以定位此要素信息到地图中；

点击删除 按钮，可以删除此要素信息；

点击保存 按钮，可以保存编辑后的要素信息。

点击增加 按钮，可以增加多媒体信息（照片、视频、录音）。

其中坐标信息界面，可切换坐标格式查看坐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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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查询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 按钮，进入条件查询界面，可以添加查询条件对数据进行查

询。

点击【添加查询条件】，可以选择单个字段添加查询条件；

点击查询字段后的 下拉按钮，可选择查询操作符，支持 like、

=、!=、<、<=、>、>=，默认为 like。

点击字段输入线上的 下拉按钮，可选择查询的字段值，也可手

动输入。

点击按钮，可以删除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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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跳转到查询结果界面。点击取消

条件查询 按钮，清空查询条件，恢复显示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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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软件中可将面地物转化为电子围栏，或者连接云服务器，获取服务

器的电子围栏，进行围栏预警。

在数据管理界面，点击某个面图层，可进入某个面图层的数据查看

界面，选择某一个面数据，点击围栏 按钮，可设置电子围栏的类型为

“禁止进入”或“禁止出去”。

设置完毕后，该地物将绘制为电子围栏，可在地图界面查看电子围

栏显示情况。

禁止进入：在地图界面显示外部为实线，内部为虚线，设置围栏

后，有人员进入将进行围栏预警；

禁止出去：在地图界面显示外部为虚线，内部为实线，设置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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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人员出去将进行围栏预警。

获取服务器中的电子围栏需在【设置】-【其他】-【云服务器设

置】中进行连接服务器的设置，设置后若服务器中存在电子围栏，可获

取服务器中的电子围栏数据。

注意：

电子围栏功能需在【设置】-【位置】-【GPS设置】中开启电子围

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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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本章节介绍：

■ 数据导入

■ 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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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

点击【导入】，可进行外部数据的导入，目前支持的文件类型有：

edt、ed2、shp、dxf、gpx、kml、mif、txt、csv、dtl，其中 edt、ed2为中

海达自定义格式，edt为栅格数据格式，ed2为矢量数据格式，可在桌面

端软件 Hi-Q toolsⅡ中进行数据转换。shp、dxf、gpx、kml、mif、txt、

csv、dtl为外部格式数据，软件需要进行格式转换成内部格式后加载，会

需要转换时间等待。

注意：Hi-Q软件中仅支持 edt、ed2、shp、txt、csv、dtl格式，Hi-Q

Pro软件中支持全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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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出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更多】，可显示【数据导出】功能，可以导出所选图层的要

素信息和该项目中的轨迹信息，导出平面坐标支持 shp、dxf、mif、

csv、txt格式，大地坐标支持 shp、dxf、kml、mif、csv、txt格式；

导出时默认导出到 Hi-Q文件夹，已项目名称命名，也可已定义导出

目录和导出名称。若同时导出平面坐标和大地坐标，则保存在同一个项

目文件夹的子文件夹中，平面坐标保存在 plane文件夹中，大地坐标保存

在 geodetic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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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图层数据导出支持选择多种数据格式导出，轨迹数据导出目前只

支持单选导出。

2. 导入导出的 txt、csv模板不一致，导出的 txt、csv数据不能直接

再次导入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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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数据源

本章节介绍：

■ GPS数据源

■ 移动站设置

■ 卫星视图

■ 静态采集

C H A P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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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数据源

GPS 数据源功能主要用于设置软件的 GPS 数据来源和提供连接网络

差分服务，静态采集，PPK 采集等。

进入 GPS 数据源界面的方式有两种：

1. 主界面上点击 图标进入；

2. 点击设置-位置，找到“GPS 数据源”菜单进入。

GPS 界面分为两部分：配置信息和设备配对。

配置信息显示工作模式、设备信息、过期时间。设备连接系统数据

源时，工作模式中显示内置 GPS，设备连接蓝牙数据源，工作模式中显

示移动站模式、静态模式或基准站模式；设备信息中显示系统或连接的

蓝牙数据源的设备名称及系统版本；过期时间中显示系统或连接的蓝牙

数据源的过期时间，若已过期，显示为红色，连接蓝牙数据源后可对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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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数据源进行注册。

设备配对中显示已配对的设备；点击搜索，搜索蓝牙设备，只显示

支持的设备号；点击设备号，提示连接蓝牙设备。

GPS界面上方显示差分、卫星、静态、调试四个功能按钮，简介如

下：

点击差分 按钮，可进入网络差分界面，可以设置和连接网络差

分，详细介绍见网络差分。

点击卫星 按钮，可进入卫星视图界面，可查看当前设备接收到的

详细卫星信息情况；

点击调试 按钮，可进入数据调试界面，可以查看、保存设备输出

的 NME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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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模拟 按钮，可进入模拟模式界面，设置模拟状态的参数。

在模拟模式界面中，输入模拟坐标（单位为度），如经度 117.2，纬

度 30.4，高程 23，然后修改为开启状态，返回主界面。将看到坐标栏的

坐标变为模拟值，解状态变为模拟模式，当前坐标点位置显示为模拟坐

标所在地图位置。

经度的设置范围为[-180,180]，正数表示东经 E，负数表示西经W；

纬度的设置范围为[-90,90]，正数表示北纬 N，负数表示南纬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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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静态 按钮，可进入静态采集界面，进行静态采集，此功能对

设备有限制要求，静态采集功能介绍详见静态采集。

GPS 数据源有两种连接方式：系统和蓝牙。每次进入界面默认连接

系统内部 GPS。

（1）系统

用于连接当前设备内部GPS，适用于GIS全系列安卓产品，已授权的

安卓手机等。每次进入界面默认连接系统内部GPS，工作模式显示为内置

GPS，设备信息栏显示当前设备的信息。

对于授权注册过的设备，可以在设备信息的“过期时间”栏查看到

期时间。如未授权或授权过期将不可正常使用软件。

（2）蓝牙

不使用设备内部的 GPS，用于蓝牙搜索配对后，蓝牙连接外部高精

度设备并获取其 GPS 定位信息。适用于 Qbox10、Qbox8、Qbox5/6、RTK



Hi-Q Pro (Android 版)软件使用说明书

109

等产品，其中 Hi-Q 软件支持仅 Qbox10、Qbox8、Qbox5/6 的连接，Hi-Q

Pro 软件支持 Qbox 系列和 RTK 的连接。

蓝牙连接流程如下：

连接系统 GPS模式下，点击 →点击搜索到的设备机身号→进

度条读完至 100%，蓝牙连接成功，信息栏中显示了当前设备的型号和机

身号、工作模式、固件版本、过期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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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其他图标功能简介如下：

点击 ，可以对外部设备进行注册。

点击 ，可以断开当前蓝牙 GPS 连接，且自动重连内置 GPS。

提示：如何查看设备的机身号？

Qbox 和 RTK 设备的机身号即为蓝牙名称，用于手簿蓝牙连接

用。下面，以 Qbox8 为例，介绍如何查看设备的机身号。

查看 Qbox8 设备上贴的标签（如下图），找到 S/N 号行，一般

为 8位数字，此 SN 号即为蓝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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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差分

目前支持差分设置功能的 GIS 产品型号有：Qbox8、Qbox5/6、Qpad

X5-CM、Qpad X5-DM，Qpad X8-DM，QminiA5、Qmini A7。使用差分服务

前，先确保安卓终端已插入手机卡使用移动网络流量或者连接 WLAN 网络

使用 wifi 联网，确保网络正常可用。

注意：部分基站只支持内网接入，则需要使用对应的内网网络。

确定当前设备 GPS 定位后，点击网络差分进入设置界面。

进入网络差分界面的方式有 3种：

1. 点击软件主界面上方的差分 按钮进入，此功能按钮可在快捷

栏配置中进行配置；

2. 点击 GPS 数据源界面的差分 按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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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设置-位置中的“网络差分”进入；

网络差分界面分为两部分：位置信息和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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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信息显示经纬度、高程、HDOP、解类型、使用卫星、差分龄

期、基站 ID；参数列表显示网络地址、用户名或仪器号、源节点或分组

信息。

点击 ，可以新建对应网络类型的网络参数，分为 VRS 参考站和中

海达网络。

VRS参考站

用于接收 CORS 差分信息，需要连接 CORS 网络。连接过程需要 CORS

服务商提供的网络地址 IP，端口号，用户名，密码，源节点，

RTCM1021-1027。

中海达网络

用于接受中海达 RTK 基站的差分信息。在连接过程中，需要将 RTK

设置为基站，填入网络地址 IP，端口号，仪器号，分组号和小组号。

软件连接蓝牙数据源时，若蓝牙设置支持内置差分，软件中支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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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差分和手簿差分设置。

内置差分：连接的蓝牙数据源设备支持内置差分且设备处于联网状

态下，可进行内置差分设置。

手簿差分：连接的蓝牙数据源的手簿处于联网状态下，可进行手簿

差分设置。

新建保存后，在网络差分界面连接列表将显示新建内容，点击 按

钮或者点击列表中任一行，可以对其进行编辑和连接操作；长按列表中

任一行，可以删除差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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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差分后，网络差分界面显示如下图。出现 图标代表连接

成功，同时显示数据实时传输速度；连接差分后，点击正在连接的某一

行，可以断开连接的网络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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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视图

卫星视图界面可查看当前设备接收到的详细卫星信息情况，进入卫

星视图界面的方法有 3种：

1. 点击软件主界面上方的卫星 按钮进入；

2. 点击 GPS 数据源界面的卫星 按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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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设置-位置中的“卫星视图”进入；

在卫星视图界面，可查看当前设备接收到的详细卫星信息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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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卫星数，解状态，各个卫星号的信噪比，高度角，方位角，

L1，L2等。其中，卫星系统标识： GPS， 北斗， GLONASS，

SBAS卫星。

在统计界面，可对卫星的信噪比信息进行统计，统计的信息可进行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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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采集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支持静态采集功能的设备类型有：Qbox8、Qbox10、Qpad X5-CM（开

通静态采集功能）。GPS 数据源连接其余设备则无法打开静态采集界

面。

在 GPS 数据源界面，点击静态采集按钮，进入静态采集界面，静态

采集设置如下。

采样间隔：值限制在[1-20]范围内；

截止高度角：值限制在[5-30]范围内；

斜高：值限制在[0.13-65.535]范围内；

文件名：文件名可为空，软件会自动以“_”+仪器号后三位+当天年

积日+文件编号（从 0开始）进行命名，如“_0540861.GNS”。

点击【开始】，设备开始静态采集，界面上刷新显示当前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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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静态文件】，可以查看主机内的静态文件列表。长按某一

行，可删除对应的静态文件；点击底部的【格式化】可以把主机内所有

文件格式化删除。

进行静态采集时若连接系统数据源，保存的静态文件自动记录到

Hi-Q/HiQSystem/Static 目录下，文件后缀为.GNS；

若连接蓝牙数据源，保存的静态文件自动记录到 static/gnss 目录

下，文件后缀为.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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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

本章节介绍：

■ 轨迹设置

■ 轨迹查看

■ 轨迹导出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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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设置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软件新建项目后，轨迹记录功能自动开启，默认以每隔 8s记录一个

轨迹点，点击【轨迹】-【轨迹设置】，可设置轨迹记录。

在【轨迹显示样式】中可设置轨迹在采集主界面显示为点或者线；

在【轨迹显示点数】中可设置轨迹在采集主界面显示的点数，设置

范围为[0,100]；

在【轨迹记录开关】中可设置轨迹记录开关，轨迹开启后，可设置

轨迹记录方式（支持根据时间间隔和距离间隔记录）和轨迹记录间隔。

轨迹查看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轨迹】-【轨迹查看】，可查看该项目内任意时间的历史轨

迹，时间可自定义设置，点击 ，跳转到轨迹查看界面，点击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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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轨迹查看，界面底部，显示查看时间段、轨迹距离、点数、时长，轨

迹查看界面显示轨迹线及起点、终点。

轨迹导出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数据导出】，可导出轨迹信息。

轨迹导出操作流程：

设置导出时间→选择导出坐标类型→选择导出文件类型→选择导出

类型→设置存放位置→完成轨迹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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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备份

本章节介绍：

■ 云备份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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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备份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云备份功能可在设备联网的情况下，将项目文件直接上传备份到邮

箱（国内）或网盘（国外）中。

点击【云备份】功能，进入邮箱设置界面，可设置邮箱进行云备

份。

收件人：填写接收项目文件的邮箱账号；

发件人：填写发送项目文件的邮箱账号，此邮箱需要开启

POP3/SMTP 服务；

密码：填写发送项目文件的邮箱账号的密码；

主题：发送邮件的主题，默认为项目名，可自定义修改；

内容：填写发送邮件的内容，选填；

附件：附件为该项目文件的压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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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本章节介绍：

■ 常用

■ 显示

■ 采集

■ 位置

■ 其他

■ 注册关于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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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

单位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单位设置】，跳转到单位设置界面，可设置坐

标格式、长度和面积显示的单位。

地图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地图设置】，跳转到切换地图界面，可以切换

百度地图、谷歌地图、自定义地图。

点击百度地图，采集主页面的在线地图会切换百度。点击右侧的下

载 按钮，可进入百度离线地图界面，下载离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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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谷歌地图，采集主页面的在线地图会切换谷歌。切换为谷歌地

图时可进行 OGC服务配置，可进行WMS、WMTS和WFS地图服务。

点击 WMS，切换到 WMS 配置页面，输入服务器 URL、用户名

（选填）、密码（选填），点击获取图层，查看加载图层列表，点击确

定，添加到当前的地图中；

再次进入【获取图层】，可切换图层，点击移除可移除图层；点击

服务器 URL右侧的搜索按钮，可根据关键字搜索历史记录，搜索结果列

表展示，选择 URL后，自动加载用户名、密码、图层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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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TS、WFS的配置方法同WMS。

注意：只有安装有谷歌框架而且可以连接外网的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谷歌地图，如果是中海达设备，需要刷到英文版固件才支持谷歌地图的

显示。



Hi-Q Pro (Android 版)软件使用说明书

131

点击Mapbox，采集主页面的在线地图会切换到自定义地图，底部的

OGC服务配置，可进行WMS、WMTS和WFS地图服务。设置方法同

谷歌地图的 OGC服务。

采集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采集设置】，跳转到采集设置界面，可以开启

或关闭属性套用、单次采集、采集精度检查、采集精度确认框弹出、解

状态限制，设置采集精度参数。

属性套用功能默认开启，开启后可将该图层采集的上一条数据的属

性信息自动填入本次采集数据的属性中。

单次采集默认开启，开启后使用 GPS采集点图层时，每采集一个点

数据，直接进入属性编辑界面。

注意：单次采集只针对使用 GPS采集点图层数据有效。

采集确认框弹出默认开启，开启后进行 GPS采集时弹出坐标信息确

认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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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精度检查默认开启，开启后可以根据解状态限制中的设置进行

精度检查，若达不到采集精度，则给出提出，如下图所示。

解状态限制默认开启，开启后可以对采集时的解状态进行限制，若

采集精度达不到限制，则给出提示，停止采集。

采集精度参数包括 HDOP，xrms，yrms，hrms。超过精度限制外的

值，在采集时会弹框标红进行提示。

放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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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系统设置】-【放样】，进入放样设置界面，可设置提示精度

和放样精度。

放样时，蓝色圆圈代表放样提示精度，红色圆圈代表放样精度。

注意：放样精度必须高于放样提示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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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显示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显示设置】，跳转到显示设置界面，可设置

GPS信息显示、罗盘、地图中心十字丝、缓冲区指示线、GPS居中和区

分采集方式。

GPS信息显示默认开启，在采集主界面上方可查看 GPS信息，关闭

后下方的中误差显示、差分龄期、GPS速度、GPS时间和 HDOP则不显

示，采集主界面上方不显示 GPS信息。

中误差显示、差分龄期默认开启，开启后可在采集主界面上方 GPS

信息中查看中误差、差分龄期信息。

GPS速度、GPS时间、HDOP默认关闭，开启后可在采集主界面上

方 GPS信息中查看 GPS速度、GPS时间、HDOP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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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显示默认开启，关闭后采集主界面的罗盘隐藏，如下图所示：

地图中心十字丝默认关闭，开启后地图界面会始终显示十字丝，可

以进行中心点采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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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指示线功能默认关闭，开启后可设置缓冲区指示半径，缓冲

区指示半径默认为 5m，设置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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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居中功能默认关闭，开启后 GPS位置实时居中。

区分采集方式默认关闭，开启后在离线地图中显示采集方式的标

识，GPS采集的数据添加符号显示为 G，手绘采集的数据添加符号显示

为 H，如下图所示：

快捷栏设置

点击【快捷栏设置】，跳转到快捷栏设置界面，可开启或关闭快捷

栏。

顶部工具栏可支持设置网络差分；

右侧工具栏可设置支持放样点导入、拍照、碎部点采集、PPK采

集、量测；

左侧工具栏可支持设置放大、缩小；

底部工具栏可支持编辑节点、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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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屏幕】，可设置屏幕横屏，纵屏，自动旋转，

以及屏幕开启关闭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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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GPS数据源

点击【系统设置】-【GPS数据源】，跳转到 GPS数据源界面，可连

接 GPS数据源，详细操作见 GPS数据源。

网络差分

点击【系统设置】-【网络差分】，跳转到网络差分界面，可进行网

络差分的设置，详细操作见网络差分。

卫星视图

点击【系统设置】-【卫星视图】，跳转到卫星视图界面，可查看卫

星视图，详细操作见卫星视图。

GPS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GPS设置】，跳转到 GPS设置界面，可设置自

动连接上一次的数据源和网络差分、天线高、GGA、中央子午线检查、

电子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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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连接上一次的数据源和网络差分功能默认开启，进入软件后提

示是否连接上一次的数据源和网络差分。效果如下图所示：

启用天线高功能默认关闭，开启后可设置天线高的值。

GGA上传频率默认 0.2Hz，可手动修改为 0.1Hz、1Hz、5Hz。

中央子午线检查提醒默认开启，开启后新建项目时检查坐标系统的

中央子午线是否正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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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功能默认关闭，开启后可将面图层的数据转化为电子围

栏，进行围栏预警，详细介绍见电子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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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云服务器设置

注意：该功能仅在 Hi-Q Pro软件可用。

点击【系统设置】-【云服务器设置】，可进入云服务器设置界面，

进行云服务设置。

在【账户信息】中输入账户、密码，可配置记住密码和自动登录功

能；

在【服务器地址】中输入服务器地址，可进行连接测试和登录功

能；

登录后，可进行轨迹信息、采集数据、多媒体信息的上传，电子围

栏的获取。

在【轨迹上传状态】中可开启或者关闭轨迹上传；

在【轨迹上传间隔】中可配置轨迹上传间隔的秒数；

在【电子围栏】中可开启或者关闭电子围栏，开启后若服务器中存

在电子围栏，可获取服务器中的电子围栏信息；

在【采集数据上传】中开启或者关闭采集数据上传功能，开启后可

将采集的数据上传至服务器；

在【多媒体数据上传】中开启或者关闭多媒体数据上传功能，开启

后可将拍照的多媒体信息上传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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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关于

系统注册

点击【系统设置】-【系统注册】，可查看设备注册、软件注册及有

效期。

如果查看到设备注册显示过期，设备将无法定位和正常使用。请走

流程提供设备号申请注册码，并填入下方输入框 24位注册码，点击“注

册”按钮即可完成注册。

如果查看到软件注册显示过期，软件将无法正常使用。请使用试用

模式，或者联系中海达技术人员申请软件授权文件。

具体注册步骤详见软件试用及授权。

帮助

点击【系统设置】-【帮助】，可查看软件内置的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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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点击【系统设置】-【常见】，可查看软件内置的常见问题文档。

关于

点击【系统设置】-【关于】，可以查看当前软件版本号，软件厂家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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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官方网址可自动跳转进入浏览器浏览中海达官网信息；

点击客服电话可跳转到拨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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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

本章节介绍：

■ 拍照

■ 录像

■ 录音

C H A P T E 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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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

点击【多媒体】-【拍照】，进入相机界面，可进行拍照。拍照界面

右上方显示罗盘，左上方显示当前的位置信息。

录像

点击【多媒体】-【录像】，进入录像界面，可进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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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点击【多媒体】-【录音】，进入设备本身的录音机界面，可进行录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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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本章节介绍：

■ 坐标系统

■ 数据字典

■ 计算器

■ 夹角计算

■ 单位换算

■ 测距仪

■ 文件浏览

C H A P T E 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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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更多】-【工具】，进入工具界面，可进行坐标系统、数据字

典、计算器、夹角计算、单位换算、测距仪、文件浏览操作。

坐标系统

点击【更多】-【工具】-【坐标系统】，进入坐标系统界面，可修

改或者新建坐标系，详细操作步骤见坐标系统，也可进行参数计算、坐

标系修改、坐标转换。

在坐标系统界面，选择某个坐标系统文件（会高亮显示），坐标系

统点击计算 按钮，进入参数计算界面，支持的参数计算类型有三参

数、四参数、七参数、一步法。

添加 ：可进入点对输入页面，选择坐标类型，输入源坐标和目标

坐标，添加参数计算的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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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可对添加的坐标需要进行编辑；

计算 ：可根据计算类型进行参数计算；

保存 ：可保存参数计算的点坐标；

选择某个坐标系统文件（会高亮显示），坐标系统点击修改 按

钮，进入修改界面，可修改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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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个坐标系统文件（会高亮显示），点击坐标系统右侧的勾选

按钮，图层列表变为选择状态。勾选需要删除的坐标系统，点击删除

按钮，可删除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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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个坐标系统文件（会高亮显示），坐标系统点击转换 按

钮，可进入转换界面，进行坐标系统的转换，转换类型有正算和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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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字典

点击【更多】-【工具】-【数据字典】，进入数据字典界面，可修

改或者新建数据字典，详细操作步骤见数据字典。

计算器

点击【更多】-【工具】-【计算器】，可进入计算器界面，使用计

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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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计算

点击【更多】-【工具】-【夹角计算】，可进入夹角计算界面，计

算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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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换算

点击【更多】-【工具】-【单位换算】，可进入单位换算界面，进

行长度单位、面积单位、角度单位的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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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仪

点击【更多】-【工具】-【测距仪】，进入测距仪界面，可通过蓝

牙连接测距仪，目前支持的测距仪类型有：深达威、Leica Disto

D8/D5/D3、Trupulse 360B，在偏距采集中可通过测距仪获取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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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浏览

点击【更多】-【工具】-【文件浏览】，可跳转到文件管理界面，

浏览设备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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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12号悦园一区 6号楼 2305室

邮编：100161

联系人：秦远新

电话:18613098309

传真：010-63946188-802

天津分公司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利津路榕洋金城 A座 110

邮编：300399

联系人：杨学亮

电话：18613098621或 022-24225168或 24221068

传真：022-24225168-601

太原分公司

地址：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时代广场第 1幢 2101A

邮编：030006

联系人：乔菲

电话：18613098252或 0351-569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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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分公司

地址：石家庄长安区广安街 36号时代方舟 B座 603室

邮编：050000

联系人：王亚松

电话：18613098595

西安分公司

地址：雁塔路北段 8号李家村万达商务楼二栋 1单元 15016

邮编：710054

联系人：彭献亚

电话：18531618363

兰州分公司

地址：兰州市平凉路 282号天润大厦 2601室

邮编：730000

联系人：马子龙

电话：18613098526或 0931-4812159

乌鲁木齐分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北路 499号新疆大学北校区西院科学技

术创新园 414室

邮编：830000

联系人：杨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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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613098631或 0991-4829258

传真：0991-4829258

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南昌路 40号长江科技园 4009

邮编:：210037

联系人：文沧海

电话：18613098461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中山北路 1715号浦发广场E1006

邮编：200063

联系人：方兴

电话：18613098225或 021-61070247

杭州分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 88号智慧信息产业园 2号楼 6F

邮编：310005

联系人：叶异冬

电话/传真：18667909956

合肥分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怀宁路天鹅湖万达广场 1号楼 804室

邮编：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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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邾凯

电话：18613098380或 0551-4654121或 4659932

哈尔滨分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262号鑫商座 308室

邮编：150080

联系人：胡海星

电话：18613098360或 0451-86372585

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天赐街 5-1号国贸中心 305

邮编：110000

联系人：张丛森

电话：18613098583或 024-23201053

长春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辽宁路 343号春铁大厦B座 1905室

邮编：130051

联系人：王壮

电话：18613098671或 0431-86110901

呼和浩特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学苑东街世华大厦 9单元 9111室

邮编：0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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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赵海富

电话：18613098389

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一路慧业楼 7楼

邮编：430073

联系人：向多文

电话：18613098650

长沙办事处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与万芙路交汇处华铁嘉苑 2栋 2单元 605室

邮编：410001

联系人：胡巍

电话：18613098258或 0731-89792663

郑州分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文博东路口世博中心 1401室

邮编：450003

联系人：王卫星

电话：18613098693

南昌分公司

地址：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紫阳大道 2888号巅峰财富广场B座 901

邮编：33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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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伟辉

电话：18588922140或 0791-86660785

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 15号林业商务楼A座 401

邮编：610081

联系人：肖登宝

电话/传真：18613098037或 028-83227728

昆明分公司

地址：昆明市高新区科发路 139号云南省大学科技园云南留学人员创业

园二期基地A2幢第五楼 508号

邮编：650106

联系人：罗国良

电话：18613098517或 0871-63322252

贵阳办事处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威清路福建大厦 20-1

邮编：550000

联系人：王韶康

电话：18613098300或 0851-6516875

重庆办事处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丁香路 8号华宇北城雅郡 7栋 2单元 1104



附录

168

邮编：400014

联系人：陈彦羽

电话：18565221085或 023-63814191

海口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法苑里 2栋一单元 1702

联系人：詹光勇

联系电话：18613098370

福州分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 59号鼎鑫创意园D区 202室

邮编：350001

联系人：李新鹏

电话：18613098331或 0591-83633376

南宁分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55号荣和山水美地二组团（幸福

湾）20号楼C座

邮编：530022

联系人：刘宝园

电话/传真：18613098561或 0771-5605952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创新大厦 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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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11400

联系人：李必红

电话：18613098111或 020-22885274

济南分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花园东路和奥体西路交叉口力高国际 10号楼 2401

室

邮编：250000

联系人：卜亚丁

电话：18595257621或 0531-86563001

西藏办事处

地址：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北京大道南岸天都小区 6栋 1单元 502

邮编：850000

联系人：肖登宝

电话:：1861309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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