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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短报文指挥型用户机

（北斗指挥机）PD23-B 规格书

广州磐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ww.pgiot.com

 支持北斗三号区域短报文；

 支持北斗二号区域短报文；

 下属子用户数目可扩展至 5000；

 设备供电：100~240VAC；

 线缆默认 20 米，可以定制；

 具备配套 PC 调试软件；

 提供在线开发支持；



文档类型：产品文档

1

一、产品概述

北斗三号短报文指挥型用户机（北斗指挥机）PD23-B 是一款支持北斗三代

和北斗二代民用频点的集团指挥设备。北斗指挥机 PD23-B 除具有普通北斗设备

的定位、通信、授时功能外，还能兼收所管辖子用户的定位、通信信息。可对子

用户发送组播、通播信息，实现对子用户的指挥功能。指挥机可应用于电力、气

象、应急、公安、人防、海洋、林业等领域。 适用于固定指挥所、移动指挥所、

方舱等多种场合安装使用。

二、产品功能

1) 设备自检功能；

2) 用户授权与安全管理功能；

3) 定位功能；

4) 通信功能；

5) 指挥功能；

6) 位置报告功能；

7) 组网功能。

三、功能特点

1) 具有北斗三号 RNSS 定位功能；

2) 具有北斗三号 RDSS 区域短报文功能；

3) 具有北斗三号指挥功能；

4) 具有北斗三号兼收功能，下属子用户数目可扩展至 5000；

5) 具有北斗二代兼收功能，下属子用户数目为 200；

6) 可选配扩展北斗三号 RDSS 全球短报文功能；

四、性能指标

1) RDSS 区域短报文最大通信长度 1000 个汉字；

2) RDSS 全球短报文最大通信长度 40 个汉字；

3) RDSS 通信成功率：≥95％（暗室测试）；

4) RDSS 兼收成功率：≥95％（暗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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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NSS 定位精度：水平优于 5m，高程优于 10m；

6) 整机待机功耗：≤15W；

7) 数据接口有电源接口、1PPS 接口、RS232 接口、网口、天线接口；

8) 供电要求:交流适配器：110～240VAC，50～60Hz；直流输入：9-32VDC；

9) 主机尺寸：420mm×300mm×44mm（公差±5mm，含连接器）；

10) 主机单元重量：≤5kg；

11) 外观颜色：主机外观颜色：军绿色；天线外观颜色：军绿色。

五、环境适应性

1) 工作温度：主机单元：-20℃～+55℃，天线单元：-40℃～+55℃；

2) 贮存温度：主机单元：-40℃～+70℃，天线单元：-55℃～+70℃。

六、设备组成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主机 1台

2 天线 1个

3 天线线缆 30 米 1 根

4 电源适配器 AC/DC（总长度 3米） 1个

5 232 串口线缆 1.5 米 1 根

6 串口延长线 1.5 米 1 根

7 光盘 含测试软件及软件开发包 1张

8 机柜安装配件 标准机柜安装 1副

9 合格证 纸质 1个

10 包装箱 便携式拉杆箱 1个

11 使用维护说明书 电子版 1份

12 装箱清单 纸质 1份

七、工作原理

指挥型用户机通过系统授权，与一定数量的普通用户机构成指挥集团，这些

普通用户机就成为该指挥集团的下属用户。指挥型用户机工作时，能够获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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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用户机的 RDSS 定位数据和短报文通信内容，以及下属用户通过位置报告发

来的 RNSS 定位结果，从而起到指挥、管理整个指挥集团的作用。

指挥型用户机对下属用户的监收是通过与下属用户同步地从系统获得 RDSS

定位解算结果或短报文通信内容实现的，因此与指挥型用户机构成指挥集团的普

通型用户机均需具备 RDSS 功能。另外，指挥型用户机要对指挥集团进行有效管

理，须双方均位于系统服务区的重点区域内，即能够接收 GEO 卫星信号。

八、机与天线之间的连接

主机与天线之间通过天线连接电缆相互连接。其中，主机上的接口位于主机

后面板上，为 N型射频连接器（母头），搭配的电缆端为配套的 N型射频连接器

（公头）；天线端连接器位于天线侧面，为 N型射频连接器（母头），电缆端为 N

型连接器（公头）。天线电缆没有方向性，两端可以互换使用。天线电缆可以传

输 S频点接收信号、L频点发射信号、12V/28V 切换的电源信号。

九、主机与电脑之间的连接

指挥型用户机与电脑之间预留了三种接口：RS232 接口、RS422 接口、网口，

用于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三种接口均集成在主机的后面板上，主机与普通电

脑或笔记本电脑之间通常使用 RS232 接口连接，如果电脑端没有串口，可以通过

USB 转串口连接器转接；主机与工业用 PC 之间接口通常采用 RS485 接口；网口

为标准 RJ45 接口，可以拓展网络应用。

十、使用中注意事项

使用前注意事项

1) 检查 IC 卡是否已经装入主机；

2) 检查天线电缆与主机以及天线是否正确连接；

3) 检查天线是否放置在空旷无遮挡的环境中；

4) 检查主机串口线是否与电脑正确连接；

5) 如果使用 USB 转串口连接器，需要检查电脑 USB 驱动是否安装；

6) 检查主机电源线与电源是否正确连接。

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 使用时天线应水平放置，朝向南方区域应空旷无遮挡，否则会影响收星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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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效果；

2) 使用时，应避免尖锐的物体碰撞天线的表面，以免造成天线罩的破裂；

3) 天线的连接电缆及接头应避免硬性弯折和重力挤压，以免造成电缆线和接头

的折断和脱落；

4) 应避免天线和主机接触腐蚀性物质，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

5) 主机应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使用；

6) 主机在使用时，应避免磕碰、硬物划伤及跌落等；

7) 严禁进行电源、串口、天线等热插拔操作；

8) 严禁在开机状态下拆装 IC 卡，否则会烧毁 IC 卡；

9) 机器在发射瞬间，人员应尽量远离天线。

使用后注意事项

1) 天线在雨天或潮湿天气使用后，应擦拭干净风干后再收入仪器箱；

2) 天线收入仪器箱内时，天线罩向上，底盘在下放置。

IC卡使用注意事项

1) IC 卡为机密级，要妥善保管；

2) 一机一卡不可互相交换使用；

3) 严禁对卡进行弯折等破坏性操作。

文档修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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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拥有随时修改本手册的权利，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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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客户操作不当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我司概不承担责任。除非另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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