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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 手持地面站無人機地面站無人船手持地面站WIN10 地面站圖數一

體
T30规格参数

遥控器端：

通道23通道

遥控距离V20：3~-7KM

V30：10KM以上

射频功率V20: 0.1W-1W可调

V30: 0.1-0.5W

遥控延时40ms

电池容量12V/10200mAH，可外挂电池

续航时间满负荷工作3小时

整机重量约2100g

显示屏10.1寸+工业触摸屏+800cd/阳光可视屏

分辨率1280×800

处理器Intel 5代4200U i5/i7(可选)

内存4GB/8GB DDR3L(可选)

存储容量64GB/128GB(可选)

平板操作系统Windows 10

整体尺寸364mm(L)*190mm(W)*40mm(H)

三防特性IP53

网络接口4G/WIFI(可选)

外部接口USB3.0、4G卡槽、LAN网口、音频、功放、HDMI

工作温度-10~+60℃

接收机端：

尺寸大小V20: 66*48*24mm

V30: 91*57*20MM

工作频率800MHZ/900MHZ/1.4GHZ/2.4GHZ

供电电压7.4~12V

工作电流300MA（12V供电）

功率100mV~1W

天线2-4dB棒状天线

重量V20:43g 

V30:1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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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RD 雙屏 長型 無人車 無人船無人機地面站 雲台控制

站
地面站箱体

箱体类型军用三防安全箱

合盖尺寸长 968MM*宽 406MM*高 155MM

整体重量20KG

外壳材质PVC复合材料

防护等级合盖IP67

工作温度-10˚C至 60˚C

颜色类型哑光黑

便携特点开盖即使用，外置提手，内置拉杆

电池与续航续航4小时

操作面板

面板材质3K 碳纤维版材

接口支持USB*2 、RS232*1、DC IN、HDMI、RJ45

馈线与接口支持N、SMA接口

人机交互工控鼠键套装、摇杆、按键、拨杆

开关参数总电源，开机键，链路电源

其他设备工业散热风扇、无源音箱

工控主机

处理器I5 6400T

操作系统Windows 10

内存8G

硬盘128G固态

I/O接口USB、网口、串口、HDMI

左右双显示器

尺寸17.3英寸

分辨率1920*1080

屏幕比例16:9

背光类型LED

最大亮度1000nit（自动感应调节）

输入接口HDMI

遥控功能（集成Cendence遥控器）

摇杆两轴回中摇杆*2

拨杆模式等

旋钮变焦、曝光等

按键拍照、录像、回中等

平板华为

电池&电源

显示内容当前电压、当前电流、当前剩余容量、功率等

管理系统保护过电流保护、过压保护、低压保护、过容量保护、过功率保护

电池保护过电流保护、过温保护、过压保护、低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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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透傳 北斗資料鏈 北斗DTU 無人機 無人船定位

规格：

通信频率：1分钟1次

供电：XT60， 12v DC

通信：RS232，可转USB 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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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10 系統工業三 防平板電腦_ 戶外工程測 繪 10 寸手

持 終端

Panasonic/松下 TOUGHBOOK CF-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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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船殼

材质：玻纤维板-玻璃钢-不锈钢等

规格：长1.35米. 总宽0.75米.  形深0.52米.

动力：有刷18嗙挂机x1

功率：单机-12v-20A-240瓦-0.5马力.每小时5/10公里

遥控：(1)普通航模遥控-遥控距离大於800米(出厂标配)

(2)GPS自动驾驶仪-手机或IPAD进行智能操作-自动巡航-定

点航行一健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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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離熱成 像多光譜激 光測距跟蹤 不銹鋼轉檯 陀螺海上

無 人島船載

型号: HXG-LMB系列

有效距离: 30m及以上

焦段: 长焦颜色: 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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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水質多參數檢測 儀水質多參 數監測傳感 器無人船

水 質檢測儀

品牌: AMT/云传物联

型号: AMT-W400

颜色分类: 常规五参数

所有传感器引线标配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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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KM 無人船移動單兵數圖無線 傳輸視頻傳 輸收發器

COFDM 設備

无线影音传输器材

品牌: MESHCOM

型号: CF750-5000

颜色分类: 亮银色

无线传输器材型号: CF75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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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M PIX  無人車 無人船 機器人 無人機 4G 圖傳 圖數一體

RTK 千尋

品牌: 雷迅

型号: LTE链路

颜色分类: LTE-LINK（4G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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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atech REDBOX 3.0無人機飛控固定翼 多軸 車 船 直升

機 航測

品牌: MayaTech

型号: RED 3.0

飞机种类: 无人机飞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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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D-F9P  基站端 移動端

品牌: TOPGNSS

型号: TOPF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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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湖泊江 河浮標式無 人機無人船 搭載水質監 測 RS485

溶解氧感測器

品牌: 云传物联

型号: AMT-RJY300

颜色分类: 溶解氧传感器（荧光法） 溶解氧传感器（极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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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無人船載海洋湖泊江河水產養殖汙水處理線上監測

氨氮感測器

品牌: AMT

型號: AMT-PA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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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喊话 器大分贝 喊 话模块

品牌: FOXTECH M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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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无人 船电机，无人救援船电机

無刷直流電動機 TAKEPHOTOS

10000KW

10000RPM

48-60V

1

合計

報價注意事項

1 請用澳門幣為貨幣單位。

2 有效期必須超越2020年6月30日並請列明交貨期限。

3 請按本校提供之編號及順序報價,未能提供報價之項目請留空。

4 請註明是否可作部份項目的購買。

5 可提供同類型產品。

6 如有需要校方有權要求提供貨板。

7 報價單請於2020年4月21日下午4時前，密封後交郭敬文副校長收，信封面請列明投標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