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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容易
全新多功能高延展的GRX3完美整合了現代使用者對高精度測量的需求。
提供無與倫比的多樣性性及多功能性，確保用戶效率最大化。
別於所有Sokkia產品，自定義設定可滿足您工作時的需求，並安排您喜
好的工作流程。

•Sokkia 整合式定平科技
•L-Band 衛星差分科技
•226全頻全星頻道
（GPS、GLONASS、Galileo、BeiDou、IRNSS、QZSS、SBAS）
•整合400MHz SiteComm™無線電技術
•可進行RTK及靜態測量作業
•FusionPositioningTMtechnologyautomatedworkflow
•可使用RTK及網路RTK
•IP67防水防塵

Sokkia傾斜技術
Sokkia GRX3採用創新革命性的9軸IMU及緊密3軸電子羅盤。這種先進
的技術可以補償高達15度的傾斜誤差。使用傾斜技術，使在屋簷下或受
遮蔽的測量工作顯得輕而易舉。

15° 15°

Sokkia
整合式定平科技

開放式應用介面
GRX3採開放式編輯設計，使用者可自行編寫適合的應用介面。

全星系
GRX3擁有226個全頻全星系頻道，可最大滿足外業需求。透過編輯追蹤
可用頻道，GRX3更符合現代測量的各式需求。

多種無線技術
整合現代最常用的無線技術，包含UHF、網路RTK，SiteComm™。

複雜多樣性
GRX3可使用RTK及網絡RTK。作為RTK基站或使用內建UHF的RTK移
動站進行測量。

保持連線
GRX3內建藍牙®功能，允許您使用各式偏好的控制器。無論是手掌大小的
小型控制器、大屏幕的平板型控制器、甚至筆電，GRX3都可完成無線連
結。

迎合挑戰
GRX3的鎂合金機身可以各種嚴苛的外業環境。緊密結合、堅固耐用，並
具IP67防水防塵等級。

全波段天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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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ro軟體

產品規格
GNSS 追蹤
頻道數量

226 個全頻全星系頻道

這是套全新針對地理研究及專業調查人員設計，最易上手、最有
效率的套裝軟體。

訊號
GPS 訊號
GLONASS
伽利略

L1 C/A, L1C† L2C, L2P(Y), L5
L1C
L1 C/A, L1P, L2C/A, L2P, L3C‡
‡
L3C
E1/E5a/E5b/Alt-BOC

†

GeoPro Field

歡迎使用最快、最簡單的方式進行測量、放樣。GeoPro Field的簡
易操作界面和功能強大的處理器可幫助您更快、更精準地完成作

北斗/BDS
IRNSS

B1, B2

SBAS

WAAS, EGNOS, MSAS, GAGAN
(L1/L5§)
§
L5

L-band

TopNET 全球 D & C 修正訊號

QZSS
介面

L1 C/A, L1C, L1-SAIF, L2C, L5

作業

單鍵進行開機、重置、記憶體初
始化

•同步執行 CAD作業

顯示
精度

22顆 LED 狀態燈

•輸出觀測點資料

靜態測量

H: 3 mm + 0.4 ppm
V: 5 mm + 0.5 ppm*

RTK

H: 5 mm + 0.5 ppm
H: 1.3 mm/°Tilt; Tilt ≤ 10°
H: 1.8 mm/°Tilt; Tilt > 10°
補償建議最大角度： 15°.**

RTK,
搭配整合式定平技術

L5

DGPS

0.25 m HRMS

L-Band, D
差分訊號服務
作業時間

H: < 0.1 m (95%)
V: < 0.2 m (95%)
RX 模式 - 10 小時
TX 模式 1W - 6 小時

使用內建無線電時，建議外接12V電
源。

業。
•Windows® 平板電腦上的地圖式介面
•收集測量數據
•具備Sokkia的GNSS機器人系統

GeoPro Office
同步處理來自同一作業文件中的各種現場所收集的測量數據。
比起單獨處理不同的蒐集資料，通過同步後處理來自不同傳感器
的數據，您可以獲得該項目更完整直觀的分析結果，成果零誤
差。

內建無線電

425-470 MHz UHF 無線電
最大輸出功率: 1W
範圍: 標準 5-7 km;
最佳時可達 15 km

記憶體

內建 8 GB SDHC

•處理現場測量的原始數據

防水防塵等級

IP67
-40ºC to 70ºC

•可搭配全站儀，水準儀和GNSS接收儀使用

作業溫度
濕度

100%, condensing

衝撞測試

1.0 m 垂直掉落正常
2.0 m 於標竿摔落正常

環境適應

外觀

*

體積

150 x 100 x 150 mm (w x h x d)

重量

<1.15 kg

Under nominal observing conditions and strict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ing use of dual frequency GPS, precise
ephemerides, calm ionospheric conditions, approved
antenna calibration, unobstructed visibility above 10
degrees and an observation duration of at least 3 hours
(dependent on baseline length).

** Subject to successful Tilt calibration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free of magnetic disturbances.
*** Varies with terrain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GNSS後處理
•3D CAD視圖（選配）
•道路設計工具（選配）

–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Sokkia is under license. Other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are
those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Designs and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Product colors in this brochure may vary slightly from those of the actual products owing to
limitations of the prin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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