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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手册用途

此手册分模块详细介绍导航云的用途、各模块的功能以及使用的操作流程。

1.2 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取说明书：①登录导航云，在首页→“用户手册”

1.3 免责声明

司南公司致力于不断改进产品功能和性能，后期产品规格和手册内容可能会

随时变更，恕不另行通知。若有说明书图标、图片等与实物有差异，请以产品实

物为准。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手册，对于未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

求或未能正确理解说明书的要求而误操作本产品造成的损失，司南公司不承担任

何责任。

1.4 技术服务

用户在购买司南公司产品之日起，将长期享受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及升级政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 618 号 2 号楼

邮编：201801

电话：021-39907000 传真：021-54309582

服务热线：400-630-2933

E-mail：comnav@comnav.cn

本公司网站为：http://www.sinognss.com 用户可以在网站内了解到司南公司软

硬件的最新动态、下载有关产品的最新版本及相关技术资料。

1.5 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我们的软件和用户手册有什么建议和意见，欢迎您在设备中心的

【在线客服】页面选择意见反馈，或者您可以通过司南网站“咨询反馈”版块留

mailto:comnav@comnav.cn
http://www.comna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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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送邮件或致电，您的反馈建议对我们产品的质量将会有很大提高。

2 概述

2.1 软件介绍

导航云 V1.2 是司南导航公司利用现在的 GNSS 硬件设备、测量大师 Survey

Master、网络连接速度、Web 常用易操作展示而开发的云平台。包含 3大基础服

务平台（用户服务平台、设备服务平台、文件服务平台），1 大应用系统（测量

应用系统） 该云平台支持 GNSS 硬件设备自检、远程获取设备信息；支持在线地

图显示设备位置、查看历史轨迹；支持作业数据同步、统一管理、成果数据导出；

支持文件备份；支持国际化版本。公司+角色的双层权限控制，保证数据安全的

情况下又能最大限度让用户相互分享成果。

3 操作说明

3.1 用户中心

3.1.1 首页

输入导航云网址 http://cloud.sinognss.com/进入云首页。首页右上角“用

户手册”、“版本说明”、“登录”、“注册”、“在线客服”。用户可根据需要查看/

下载用户手册，查看版本说明。其中版本说明中包含了当前版本信息、更新内容

及历史更新内容。

首页包含三个主要功能模块简介及功能入口。登录后可直接进入相应功能模

块。

http://cloud.sinogn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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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登录注册新用户

导航云服务支持所有用户注册，支持以公司为单位管理自己的用户，每个公

司的用户数量默认 100 个（后期可增加用户数量）。用户注册时可以选择是否选

填所在公司，由云端推送给管理员分配权限，也可后面向管理员申请权限。

点击左上角 logo 图标回首页。

注册时，公司可选填，必须勾选免责服务声明。

登录成功后，可进入用户中心，或运维中心（有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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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忘记密码

点击登录界面的“忘记密码”，进入密码找回界面，输入正确手机号及验证

码，即可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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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用户中心

在我的资料界面修改个人信息，包括：用户名、真实姓名、密码。

支持问题的反馈，反馈列表的信息按着时间或者状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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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角色管理

创建公司角色，并分配相应系统功能权限。对本公司角色进行管理：删除角

色、编辑角色。置灰按钮为不可操作或无权限操作。

3.1.6 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界面管理本公司下所有用户，包括：查看、修改用户角色、删除

（移出本公司，即变为游客不再占用本公司资源，同时回收权限）。置灰按钮为

不可操作或无权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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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公司管理

创建公司，指定公司超级管理员，分配公司资源，分配公司权限。

导航云平台权限控制通过公司+角色双层控制。即必须公司有对应权限，其

下角色才能开放相应权限。公司创建成功后，会生成一个公司超级管理员账户，

默认登录用户名为填写的手机号，密码：sn123456。

在公司列表界面对公司进行管理，包括查看详情、编辑、删除。公司删除后

将回收公司所有资源，以及其下所有用户变为游客。

3.1.8 用户审核

如果用户在注册时填写了正确的公司名，注册成功后，云平台会发送短信通

知给该公司的超级管理员。同时超级管理员登录后，在右上角信箱中会看到用户

注册消息。点击消息，给用户分配相应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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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为游客时，可向管理员申请开通权限。在个人信息界面，进入权限申

请入口。

3.2 位置管理

输入导航云网址 http://cloud.sinognss.com/进入云首页，或点击左上角

logo 返回首页。登录成功后，在底部功能导航卡片中，选择“地理信息”进入。

设备的位置管理包括实时监测、历史轨迹功能、安全测区。

http://cloud.sinogn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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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实时监测

实时监测默认显示本公司下所有的设备，同时也显示当前账号正在使用的设

备（即使没有权限）。非本公司设备，且当前账号正在使用的会显示在未分组一

栏。

勾选需要定位的设备，在地图上显示设备当前位置、解状态、坐标信息。

目前设备的定位信息获取依赖于测量云 app。所以需要在 app 上开启位置上

传。在 app 的“云服务”中选择“轨迹上传”。开启上传位置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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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历史轨迹

历史轨迹支持查看本公司下所有设备的历史轨迹。默认最近 3天。支持查看

当前用户在使用期间产生的历史轨迹，支持设备轨迹的导出（KML 格式）。

3.2.3 安全测区

监控设备在规定区域内工作，当设备超出安全测区，相关负责人收到短信报

警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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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作管理

输入导航云网址 http://cloud.sinognss.com/进入云首页，或点击左上角

logo 返回首页。登录成功后，在底部功能导航卡片中，选择“地理信息”进入。

工作管理包括任务管理、数据统计、坐标系库、天线管理、文件列表。

3.3.1 任务管理

在任务管理界面，可查看本公司下所有任务及进行相关操作。包括元素管理、

任务配置、任务的坐标系修改、删除任务等、质量统计。

3.3.1.1 新建任务

任务的创建分两种：1.在网页端新建创建；2.在测量大师 app 端选中任务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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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任务配置

点击 可以查看该任务下的任务配置信息，包括：测量、放样、显示、ppk 等相关

信息。目前不支持配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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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任务坐标系

支持对任务的坐标系修改，此处坐标系的修改不影响坐标系库的坐标系，仅作为当前任

务的属性，影响当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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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 质量统计

对当前的任务进行评级，从测量误差、解状态占比来分析当前任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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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点库管理

每个任务的管理栏有“点库管理”入口，管理该任务下所有点。点库管理包

括：点库、线库、放样点库、点库回收站。支持点库的自定义导出、成果导出，

放样点库导出。

3.3.2.1 点库

点库功能包括：点库信息展示、按点名/点类型搜索展示、复制点到放样点库、删除、

切换坐标类型显示，导出，添加点、地图显示任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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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坐标类型”，点元素坐标切换显示。

3.3.2.1.1 添加点

添加点的方式有两种，键入和一键导入。键入是单个点手动输入，一键导入是通过文件

批量导入多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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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导入，通过文件方式批量导入。需要选择文件内容对应的数据格式，否则提示“数

据格式不一致”，导入失败。

注意：自定义数据格式时是否勾选表头、分隔符、文件格式都参加导入文件格式校验，

要根据文件格式选择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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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导入文件的内容格式不存在时，可自定义格式。对自定义数据格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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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 导出

点击“导出”，支持自定义导出和成果导出（格式导出）。

3.3.2.1.2.1 自定义导出

其中自定义导出可导出基站点、测量点、已知点，支持坐标类型：平面坐标、WGS84 坐

标、当地经纬度坐标。导出数据格式包含标准格式和自定义数据格式。

标准数据格式给出各种模板，包含字段显示顺序及 csv、dat、tx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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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格式不满足需求时，支持自定义数据格式。点击“新建”，进入自定义格式弹框。

可根据需要选择属性、调整属性顺序、文件格式等。切换到“自定义管理”对自定义的格式

近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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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2 成果导出

成果导出的导出类型包括：点放样成果、线放样成果、测量成果导出、测量成果导出

HTML、导出 KML、导出 RAW、导出 DXF。数据格式支持 txt、html，包含简洁、丰富的展现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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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2.1 点放样成果导出

点放样成果导出

点放样成果 txt 简洁版

点放样成果 html 简洁版

点放样成果 txt 丰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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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2.2 线放样成果导出

线放样成果导出

线放样成果 txt 简洁版

线放样成果 txt 丰富版

线放样成果 html 简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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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放样成果 html 丰富版

3.3.2.1.2.2.3 测量成果导出

导出的内容包括：点名称、X、Y、Height、水深、x精度、y精度、h精度、RMS、PDOP、

卫星数、高度角、结束时间、纬度、经度、84H、到基站 X距离、到基站 Y 距离、到基

站 H距离、到基站距离、天线高、解状态、差分延时。

测量成果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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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成果导出数据

3.3.2.1.2.2.4 测量成果导出 HTML

测量成果导出 HTML

3.3.2.1.2.2.5 导出 KML

导出的.KML 文件可直接使用 GoogleEarth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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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l 格式文件

在 GoogleEarth 显示

3.3.2.1.2.2.6 导出 DXF

DXF 文件在 CAD 中查看，显示在 CAD 中包括数据和图层，数据有：测量点、已知点、放

样点和线；图层有：点名、代码、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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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2.7 导出 RAW

导出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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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内容数据

3.3.2.1.2.2.8 导出 Shapefile

导出 Shapefile

3.3.2.2 线库

线库支持线的添加、删除、编辑和查看，根据两点定线，起点+方位角+距离定线；支持

一键导入、导出功能。

3.3.2.3 放样点库

与点库不同，放样点库只支持点名查询；支持从点库中复制点到放样点库；同时导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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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与点库的导出功能不同，其他功能相同。

3.3.2.4 点库回收站

从点库中删除的点，可在点库回收站中查看并管理。包括：删除、还原等。

3.3.3 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分为：任务统计和工程师统计，任务统计统计当前用户上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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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按照任务数量和任务点数量统计，支持按周、月、年显示，工程师统计统

计每个工程师的作业质量，支持周、月、年显示，支持优秀工程师的排名。

3.3.4 坐标系库

坐标系库管理分为个人坐标系和公共坐标系，包括坐标详情查看、编辑和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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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天线管理

天线管理界面支持填写的增删查。

3.3.6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支持查看管理个人文件。

1）测量大师一键导出的文件上传后保存在 data 文件中。

2）测量大师任务上传后保存在 Project 文件中。

3）支持文件的本地下载和删除功能。

3.4 设备管理

3.4.1 设备列表

设备管理支持设备的分组创建、删除、修改，设备信息的录入、设备的连接

以及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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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主机状态

展开主机状态菜单，可以查看设备的系统信息、工作状态、网络信息。

3.4.1.2 卫星信息

展开卫星信息菜单，可以查看卫星跟踪、跟踪信息、定位信息、星空图、信

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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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主机配置

展开卫星信息菜单，可以查看注册信息、对设备远程注册、查看/设置基站、

进行主机控制、配置保存。

3.4.1.3 主机调试

主机调试支持指令快捷输入、数据 ASCII 和十六进制显示、保存报文数据等。

3.4.2 总设备列表

显示当前系统的所有设备列表，包括公司级别和游客级别设备，支持列表的

导出和查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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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申诉处理

申诉找回设备，提供设备的 SN 号、购买的合同、购买的凭证 ，支持设备申

诉列表的查看、编辑，设备 SN 号模糊搜索。

4. 农机运维系统

农机运维系统是司南公司专注于解决农机终端的问题研发的系统，以导航云

为中心，实现云端直接控制终端，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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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服务器访问地址：http://cloud.sinognss.com/

4.1公众号录入农机信息

安装车辆后，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录入车辆信息（4-1-2），如果同公司下有相同型

号车辆，可以选择复用车辆信息（4-1-1）。

http://cloud.sinogn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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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复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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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直接录入参数）

4.1.1车辆列表中查看录入信息

在车辆列表中查看 029133490000设备的车辆信息是否成功保存在云端。

4.1.2终端拉取车辆参数

点击“系统设置”-“终端设置”-“从云端获取配置”，并应用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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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车辆列表

终端农机接入云端，在设备列表中显示车辆信息，包括：车辆参数详情查看、远程管理、

注册功能、参数的导入和导出。

4.2.1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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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远程管理-参数下发

实现云端直接下发到终端参数信息，终端获取参数后点击“应用”，应用为当前，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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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远程管理-导入导出

4.2.4远程管理-内置电台

终端软件内置电台数据同步到云端，在云端可以修改参数下发到终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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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远程管理-差分网络

终端软件网络信息同步到云端，在云端修改参数下发到终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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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远程注册

云端选择时长后点击“设置”，注册码下发到终端，实现远程注册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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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远程升级

操作步骤：系统设置-关于我们-升级

4.3农业监控

显示系统中所有接入云端的农机，右下角显示农机上下线消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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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实时驾驶趋势图

显示当前最新的左右偏移量数据并形成趋势图，可以有效的帮助技术人员设置有效的

参数。

4.3.2历史驾驶趋势图

根据选择的时间段形成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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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指标管理

指标管理中可查看用户、设备活跃度；任务活跃度；新增数量分析；空间使用分析；用户

分布等统计图表。

4.5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可查看总用户列表与处理用户反馈信息。

4.5.1总用户列表

总用户列表中可查看系统内所有用户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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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反馈处理

反馈处理页面可以进行对用户提出的系统反馈进行处理。

4.6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包括公司审核、公司列表。

4.6.1公司审核

公司审核可对用户创建的公司进行审核。查看公司申请详情，并可予以授权创建成功。



导航云用户手册

第 54 页

4.6.2公司列表

公司列表可参看全部公司信息，并可对公司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

4.7智能基站

智能基站部分包括智能基站账号管理、基站地图监控、基站列表信息查看。

4.7.1账号管理

账号管理可查看当前可用智能基站账号，支持添加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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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基站监控

显示系统中所有接入云端的设备，包括移动站、基站、智能基站，并支持状态筛选显示。

4.7.3基站列表

列表显示系统中所有基站设备基础信息。



导航云用户手册

第 56 页

4.8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针对公司内部所有产品的固件、软件安装包(升级包)进行仓库式管理。支持上

传、下载。

4.8.1产品列表

列表显示所有产品的基础信息已经当前系统中所含的最高软件版本号。支持对某个产品进

行单独管理，包括查看该产品的所有安装包，可上传添加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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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用户权限

导航云系统通过公司+角色双层控制。对于游客（即不属于任何公司的用户）

开放了相关功能的最大权限，能够拥有最大权限管理自己的资源。导航云使用过

程中相关功能没有入口进入或功能置灰，即代表当前用户无权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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