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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 球 领 先 的 位 置 和 时 间 信 息 供 应 商



引 领 定 位 导 航 创 新 应 用



公司简介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一直致力于卫星定位导航技术及产品研

发，本着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的理念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好的卫星定位导航产品，为

中国的定位导航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为企业的永续经营而不懈奋斗。公司秉承“奋

斗与奉献”、“开放与分享”和“卓越与成就”的核心文化，坚持卫星定位导航产品

技术创新，通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与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高度重视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目前泰斗具备了从芯片、模块、终端，到应用

解决方案、运营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公司整合卫星定位导航领域研究、开发、

生产及市场等多方面优势，在BDS、GPS和GLONNAS等GNSS卫星导航信号处理技

术、基带芯片的设计、产品应用等领域内开展了全方位的研发及产业化工作。公司致

力于提供基于GNSS技术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等产品，其模块、芯片和应用解决方案已

经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消费电子、新一代通信、智能电网、物联网/车联网、测量测

绘、公用设施管理和基于位置服务等诸多领域。同时，在北斗一代的方面，公司已建

设了一支成熟的北斗RDSS通信运营及平台研发团队，并获批北斗导航民用服务资质和

北斗民用分理服务试验资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现全产业链覆盖的企业之一。

“泰山为体，北斗致用”是泰斗的核心经营理念和历史使命。“泰山为体”代表

泰斗追求的高远、卓越和以信立业的企业品格，“北斗致用”代表泰斗的历史使命。



奋斗与奉献
为定位导航事业奉献青春

挥洒汗水与泪水

变革与创新
企业变革不断寻求突破

产品创新领先竞争对手

管理与效率
从规范管理中求效率和质量

快速响应市场和客户

团结与协作
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拼死相救

卓越与成就

成为时代的符号

在成就中获得快乐

开放与分享
员工共同持股

帮助他人实现梦想

企业文化



泰斗微电子成立 潜心研发第二代

定位导航基带芯片

国内第一家推出

北斗基带定位芯片

推出第二代TD1010芯片

国内率先实现北斗定位

导航芯片量产出货

独家中标国内首个

北斗全国性示范项目

北斗定位导航芯片市场占有率

超过70%，利润超过2000万

推出第三代芯片，率先实现北斗定位

导航芯片百万级出货，并开始产业扩张

全力打造时空生态系统，成功覆盖授时、

定位导航和卫星短报文通信产业链

2008

2009

20112010

2012

2013 2015

2014 2016

发展历程

推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

卫星定位导航芯片TD1030



荣获“中国芯”-最具潜质奖

荣获“中国芯”-最具投资价值企业奖

荣获“中国芯”-最佳市场表现产品

荣获“中国芯”-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电子产品世界编辑推荐奖-最佳本土芯片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第四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北斗卫星导航应用推进奖

第五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北斗卫星导航应用推进奖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行业五十强企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行业北斗产业化十强企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推动产业发展杰出贡献奖

中国车联网大会-最受欢迎车联网品牌产品

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最受欢迎车载卫星导航产品品牌

中国卫星通信广播电视用户协会-中国卫星应用优秀企业奖

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广东省物联网共性技术研发工程中心-“北斗定位与导航分中心”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卫星定位与低空遥感技术研究中心

获批“北斗民用分理服务试验资质”

获批“北斗导航民用服务资质证书”



便携应用

车载导航

车载监控

新兴应用

穿戴应用

市场应用



定位芯片

自主导航

模块

组合导航

模块

RDSS芯片

RDSS模块

惯性导航UART PPS GPS BDS GLONASS RDSS
天线状态

检测

固件升级

更新

原始观测

量输出

TD1030

型号 尺寸形态

接口 信号处理 增强和辅助系统特性

5mm 5mm×
 QFN

A-GNSS D-GNSS

授时模块

产品列表

TD3201

TD1100

DT-A6

12.2mm 16mm×

17mm 22.4mm×

9.7mm 10.1mm×

12.2mm 16mm×

19mm 19mm×

5mm 5mm×

7mm 7mm×

38mm 38mm×

T302-3

T302G-3

T303-3

T305-3

N303-3

N302-3

N305-3

N303-3AR

N307-3AR

22.4mm 17mm×

16.5mm 12.2mm×

12mm 10mm ×

22.4mm 17mm×

支持            FW更新后可支持

SBAS



Td1001  Td1010 
LQFP176封装

尺寸：22x22x0.9(mm)

（单基带）

QFN68封装

尺寸：8x8x0.9(mm)

（基带+Flash）

LPBGA封装

尺寸：7x10x1.3(mm)

（基带+射频+Flash）

Td1012

Td1021
QFN44封装

尺寸：5x5x0.9(mm)

（基带+Flash）

Td1020
QFN56封装

尺寸：7x7x0.9(mm)

（基带+射频+Flash）

Td1002
QFN64封装

尺寸：9x9x0.9(mm)

（基带+Flash）

国内首款

BDS/GPS双模SoC基带芯片

第一个上万应用北斗二代

SoC基带芯片（授时手表）

国内同期北斗二

出货量最大的SoC基带芯片

国内首款单芯片实现

BDS/GPS射频+基带产品

国内同期最小尺寸

BDS/GPS基带

国内首家以芯片形态进入

手机和车载应用

已经推出第四代 芯片，面积全球最小！GNSS已经推出第四代 芯片，面积全球最小！GNSS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Td1030
WLCSP封装

尺寸：2.5x2.5（mm）
基带射频一体化芯片

全球尺寸最小、

功耗最低、

性价比最高的

新一代定位导航芯片



全球卫星定位导航核心

Td1030 芯片



Td1030芯片

QFN 5mm×5mm-40PIN

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三模定位导航一体化芯片

产品特性：

40nm工艺基带射频一体化 •  

 支持BDS、GPS、GLONASS系统 • 

pin-to-pin 兼容主流GPS芯片 •  

QFN 5mm×5mm-40PIN 提供ROM及flash不同封装版本 •  

支持A-GNSS，支持D-GNSS，支持星历推算 •  

支持DR组合导航(可选) •  

内置LNA功放电路 •  

符合车规级，通过AEC-Q100认证 •  

标准1PPS和可编程TIME-MARK输出 •  

丰富外设接口：UART/SPI/I2C/GPIO •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  ：GPS/BDS/GLONASS

跟踪灵敏度： -163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冷启动时间：< 28s

热启动时间：< 1s

重捕获时间：< 1s

更新率    ：最高10Hz

定位精度  ：3m

速度精度 : 0.1m/s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1.8V-3.6V （单电压供电）

功耗：20mA@3.3V（连续模式）

5.5mA@3.3V (省电模式)

20μA@3.3V (待机模式)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C至+85°C

符合ROHS 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车载定位监控终端，车载导航应用，穿戴产品，便携产品和新兴产品

简要说明：

TD1030是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一款高性能多模基带射频一体化GNSS芯片，

片上集成射频前端、数字基带处理、电源管理器、32 位的 RISC CPU 以及各种外设通信功能。TD1030 支

持多种卫星导航系统，包括 BDS、GPS、GLONASS、QZSS以及卫星增强系统 SBAS，具有小尺寸、低成





        N302-3

 22.4×17×2.2mm/ 28PIN LCC

简要说明：

N302-3模块尺寸为22.4mm x 17mm x 2.2mm ，兼容主流同尺寸GPS模块，是泰斗微电子

推出的一款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的三频点导航定位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

斗自主研发的新一代TD1030芯片，为车载，便携及IOT终端产品提供了高灵敏度、低功耗、

产品特性：

采用TD1030芯片•  

支持 BDS/GPS/GLONASS 系统•  

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高性价比•  

使用内置LNA功放电路•  

具有天线状态检测与天线短路保护功能•  

支持内部星历推算•  

支持D-GNSS（地基增强）•  

支持A-GNSS（辅助增强）•  

支持UART接口软件升级（flash芯片版本可选）•  

双UART接口•  

具有内部上电复位功能，并支持用户外部复位•  

兼容主流同尺寸GPS模块•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  ：GPS/BDS/GLONASS

跟踪灵敏度： -163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冷启动时间：< 28s

热启动时间：< 1s

重捕获时间：< 1s

更新率    ：最高10Hz

定位精度  ：3m

速度精度 : 0.1m/s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功耗：25mA@3.3V（连续模式）

           20μA@3.3V(待机模式)

备份电源：1.4V-3.6V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

工作温度：-40°C至+85°C

符合ROHS 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车载定位监控终端、行驶记录仪、汽车追踪器、电摩追踪器等；

便携设备：便携导航，对讲机，气象探测；



        N303-3

16×12.2×2.2 mm/ 24PIN LCC

产品特性：

采用TD1030芯片•  

支持 BDS/GPS/GLONASS 系统•  

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高性价比•  

使用内置LNA功放电路•  

具有天线状态检测与天线短路保护功能•  

支持内部星历推算•  

支持D-GNSS（地基增强）•  

支持A-GNSS（辅助增强）•  

支持UART接口软件升级（flash芯片版本可选）•  

双UART接口•  

具有内部上电复位功能，并支持用户外部复位•  

兼容主流同尺寸GPS模块•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  ：GPS/BDS/GLONASS

跟踪灵敏度： -163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冷启动时间：< 28s

热启动时间：< 1s

重捕获时间：< 1s

更新率    ：最高10Hz

定位精度  ：3m

速度精度 : 0.1m/s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功耗：25mA@3.3V（连续模式）

           20μA@3.3V(待机模式)

备份电源：1.4V-3.6V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C至+85°C

符合ROHS 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车载定位监控终端、部标机行驶记录仪、汽车追踪器、电摩追踪器等；

便携设备：便携导航，对讲机，气象探测；

简要说明：

N303-3模块尺寸为16mm x 12.2mm x 2.2mm ；N303-3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持

BDS B1/GPS L1/GLONASS L1的一款三频点导航定位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自主研发的

新一代TD030芯片，为车载、便携及IOT等终端产品的制造提供了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



9.7 10.1 2.5 mm/ 18PIN LCC× ×

        N305-3

简要说明：

N305-3模块尺寸为9.7mm x 10.1mm x 2.2mm ；N305-3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持

BDS B1/GPS L1/GLONASS L1的三频点导航定位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自主研发的新一

代TD030芯片，为车载、便携穿戴及IOT等终端产品的制造提供了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

产品特性：

•  采用TD1030芯片

支持 BDS/GPS/GLONASS 系统•  

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高性价比，小尺寸•  

使用芯片内置LNA功放电路•  

支持内部星历推算•  

支持D-GNSS（地基增强）•  

支持A-GNSS（辅助增强）•  

支持UART接口软件升级（flash芯片版本可选）•  

具有内部上电复位功能，并支持用户外部复位•  

兼容主流同尺寸GPS模块•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  ：GPS/BDS/GLONASS

跟踪灵敏度： -163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冷启动时间：< 28s

热启动时间：< 1s

重捕获时间：< 1s

更新率    ：最高10Hz

定位精度  ：3m

速度精度  : 0.1m/s

电气指标 ：

供电电压：2.7V-3.6V 

功耗：25mA@3.3V（连续模式）

           20μA@3.3V(待机模式)

备份电源：1.4V-3.6V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

工作温度：-40°C至+85°C

符合ROHS 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便携穿戴市场：对讲机、平板、手机、卡片机、POS机、手表、手环等；

汽车应用市场：OBD，追踪器等；



16×12.2×2.2 mm/ 24PIN LCC

N303-3A

简要说明：

N303-3A模块尺寸为16mm x 12.2mm x 2.2mm ；N303-3A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

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的三频点导航定位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自主研发的新

一代TD030芯片，为车载等导航终端产品的制造提供了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的定位导航

产品特性：

采用TD1030芯片•  

支持 BDS/GPS/GLONASS 系统•  

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高性价比，小尺寸•  

使用内置LNA功放电路•  

具有内部上电复位功能，并支持用户外部复位•  

具有天线状态检测与天线短路保护功能•  

支持内部星历推算•  

支持D-GNSS（地基增强）•  

支持A-GNSS（辅助增强）•  

支持UART接口软件升级（flash芯片版本可选）•  

导航芯片通过AEC-Q100认证•  

模块通过ISO16750标准测试•  

生产线符合ISO/TS-16949认证•  

兼容主流同尺寸GPS模块•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  ：GPS/BDS/GLONASS

跟踪灵敏度： -163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冷启动时间：< 28s

热启动时间：< 1s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功耗：25mA@3.3V（连续模式）

           20μA@3.3V(待机模式)

备份电源：1.4V-3.6V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C至+85°C

符合ROHS 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车载前装导航终端，车载定位监控终端等；

重捕获时间：< 1s

更新率    ：最高10Hz

定位精度  ：3m

速度精度  : 0.1m/s



N303-3AR/N307-3AR
   24PIN LCC

16 x 12.2x 2.2mm

  28PIN LCC

19.0x19.0x2.7mm

产品特性：

采用TD1030芯片•  

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支持QZSS和SBAS•  

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高性价比，小尺寸•  

内置三轴陀螺仪及三轴加速度计，最高20Hz实时运算•  

自动传感器校准与故障检测•  

支持地图匹配信息反馈•  

支持外部车速信息和角度信息输入•  

采用多技术融合的组合导航算法，提供实时高精度不间断定位导航•  

支持三维定位、三维测速和三维测姿•  

可扩展支持侧翻检测和碰撞检测•  

支持车规级应用•  

支持D-GNSS（地基增强）•  

支持A-GNSS（辅助增强）•  

导航芯片通过AEC-Q100认证•  

模块通过ISO16750标准测试•  

生产线符合ISO/TS-16949认证•  

兼容主流同尺寸GPS模块•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  ：GPS/BDS/GLONASS

跟踪灵敏度： -163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冷启动时间：< 28s

热启动时间：< 1s

重捕获时间：< 1s

更新率    ：最高10Hz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功耗：30mA@3.3V（连续模式）

           20μA@3.3V(待机模式)

备份电源：1.4V-3.6V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C至+85°C

符合ROHS 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车载前装导航终端、车载导航/监控、里程统计系统、不停车收费系统、

公交报站系统、车联网、无人飞行器及航模、巡航机器人等；

简要说明：

N303-3AR模块尺寸为16mm x 12.2mm x 2.2mm ；N307-3AR模块尺寸为19mm x 

19mm x 2.7mm；此两款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三

频点的组合导航定位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自主研发的新一代TD030芯片，内置三

轴陀螺仪及三轴加速度计，为车载船载等导航终端产品提供了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

本，高性能的组合导航解决方案。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开发，方便国内外厂商快速、便

定位精度  ： 1m（开阔路况）

5m（复杂路况）

速度精度 : 0.1m/s

航向角精度：≤2°

俯仰角精度：≤2°

横滚角精度：≤2°

ADR定位误差: ≤3%里程



22.4mm x 17mm x 2.5mm / 28PIN LCC

T302-3 

简要说明：

T302-3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持BD2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的多模授时模

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微电子自主研发的新一代TD1030芯片，为电力系统、通信基站等

授时系统产品提供了高精度、高灵敏度、低功耗、多模解决方案，支持高精度驯服守时以及

产品优势：

高精度，高灵敏度•  

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  

支持多模式无缝切换，1PPS信号稳定无跳变，授时服务不中断•  

兼容行业产品•  

支持单星授时•  

提供单芯片授守时系统解决方案•  

支持软件升级，上位机可通过串口实现软件升级功能•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GPS/BDS/GLONASS

冷启动：28s

重捕获：1s

跟踪灵敏度： -161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温启动：10s

授时精度：15ns（rms）（普通版），5ns （高精度版）

定位精度：< 5m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DC

功耗：25mA

备份电源：1.8V-3.6V DC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至+85℃

符合ROHS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通信BBU、femtocell、RRU、PTN、BITS等

电力时间同步系统

铁路、轨道交通时间同步系统

金融时间系统



22.4mm x 17mm x 2.5mm / 28PIN LCC

T302G-3 

简要说明：

T302G-3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持GPS L1频点的授时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微

电子自主研发的新一代TD1030芯片，为电力系统、通信基站等授时系统产品提供了高精度、

高灵敏度、低功耗、多模解决方案，支持高精度驯服守时以及共视等功能，体积小巧，采用

产品优势：

功能强、功耗低、性价比高•  

高精度，高灵敏度•  

兼容行业产品•  

支持单星授时•  

提供单芯片授守时系统解决方案•  

支持软件升级，上位机可通过串口实现软件升级功能•  

性能指标：

频段：GPS L1(1575.42MHz)

冷启动：28s

重捕获：1s

跟踪灵敏度： -161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辅助启动：10s

温启动：10s

授时精度：15ns（rms）（普通版），5ns （高精度版）

定位精度：<5m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DC

功耗：25mA

备份电源：1.8V-3.6V DC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至+85℃

符合ROHS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通信BBU、femtocell、RRU、PTN、BITS等

电力时间同步系统

铁路、轨道交通时间同步系统

金融时间系统



T303-3 

16.5mm x 12.2mm x 2.4mm / 24PIN LCC

产品优势：

功能强，指标高，功耗低•  

高精度，高灵敏度•  

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  

支持多模式无缝切换，1PPS信号稳定无跳变，授时服务不中断•  

兼容行业产品•  

支持单星授时•  

提供单芯片授守时系统解决方案•  

支持软件升级，上位机可通过串口实现软件升级功能•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GPS/BDS/GLONASS

冷启动：28s

重捕获：1s

跟踪灵敏度： -161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温启动：10s

授时精度：15ns（rms）（普通版），5ns （高精度版）

定位精度：<5m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DC

功耗：25mA

备份电源：1.8V-3.6V DC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至+85℃

符合ROHS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通信BBU、femtocell、RRU、PTN、BITS等

电力时间同步系统

铁路、轨道交通时间同步系统

金融时间系统

简要说明：

T303-3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的多模授时模

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微电子自主研发的新一代TD1030芯片，为电力系统、通信基站等授

时系统产品提供了高精度、高灵敏度、低功耗、多模解决方案，支持高精度驯服守时以及共



12mm x 10mm x 2.2mm / 18PIN LCC

T305-3 

简要说明：

T305-3模块是泰斗微电子推出的一款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的多模授时

模块。模块内部集成了泰斗微电子自主研发的新一代TD1030芯片，为穿戴和手持设备等产品

提供了高精度、高灵敏度、低功耗、多模解决方案，体积小巧，采用28pin邮票孔兼容通用封

产品优势：

功能强，指标高，功耗低•  

高精度，高灵敏度•  

支持BDS  B1/GPS  L1/GLONASS  L1频点•  

支持多模式无缝切换，1PPS信号稳定无跳变，授时服务不中断•  

兼容行业产品•  

支持单星授时•  

支持软件升级，上位机可通过串口实现软件升级功能•  

性能指标：

支持系统：GPS/BDS/GLONASS

冷启动：28s

重捕获：1s

跟踪灵敏度： -161dBm

捕获灵敏度： -147dBm

温启动：10s

授时精度：10ms

定位精度：10m

电气指标：

供电电压：2.7V-3.6V DC

功耗：25mA

备份电源：1.8V-3.6V DC

环境数据，质量及可靠性：

工作温度：-40℃至+85℃

符合ROHS规范（无铅）

绿色环保（无卤素）

可靠性测试符合ISO16750的电气及温度试验要求

应用领域：

卫星授时手表

卫星授时穿戴产品



产品形态：

•  QFN32  5mmx 5mm

•  片外器件数少于20个

•  支持模拟和数字基带接口4bit-ADC，支持二进制补码和原码输出

•  发射和接收通道可同时工作

•  支持10MHz，16.368MHz晶振频

•  支持SPI数字控制接口

•  采样时钟片内集成，可配置为50MHz或者62MHz，采样时钟抖动小于3ps

关键指标：

•  接收功耗（包括采样时钟电路）小于40mA，发射功耗小于30mA

•  发射功率编程范围：-10dBm~+10dBm

•  工作温度范围：-55 ℃ ~125℃

产品形态：

•  QFN 7mmx7mm

•  最小化BOM尺寸和成本

•  支持单电源3.3V和双电源3.3V/1.2V供电

•  集成DAC、VDT(低压检测)、DCDC，支持TCXO频率修正

•  支持2bit/4bit原码、补码、偏移码数字中频输入

•  支持授时和指挥机功能

关键指标：

•  灵敏度-127.6dBm

•  误码率小于 1x10-5

•  低功耗设计，芯片工作功耗小于60mW，待机功耗小于2mA

RDSS芯片
射频芯片DT-A6

基带芯片TD1100



分类 参数分类 参数描述

接收灵敏度

接收端口驻波

噪声系数NF

发射功率

BPSK调制相位误差

发射载波抑制

发射端口驻波

成功率

首次捕获时间

重新捕获时间

串口通信速率

≤-127.6dBm @（误码率≤1X10-5）

≤1.5

≤1.8

37dBm±1dB

≤3°

≥30dBc

≤2

≥99%（环回测试仪定量测试）

≤2S

≤1S

默认波特率115200

性能指标

接收指标

发射指标

通信/定位

锁定时间

数据通信接口

RDSS

性能指标：

TD3201是一款北斗RDSS单模模块，其内部集成了北斗RDSS射频收发芯片DT-A6、

RDSS基带芯片TD1100A、5W功放芯片LXK6618及其他LNA 电路，通过外接SIM卡和

无 源 天 线 即 可 实 现 北 斗R D S S的 短 报 文 通 信 功 能 和 卫 星 定 位 功 能 。 模 块 尺 寸 为

TD3201北斗RDSS模块

该模块集成度高、功耗低、非常适应于系统性的大规模应用需求；如野外作业管理、

灾区应急求救管理、无人区监控管理、户外运动、各行业监控及管理、小型化手持终

应用领域：



产品说明

     TD-Monitor 定位评估软件可用于泰斗公司的定位导航接收机产品实时可视化配置、测试以及

性能评估，同时支持测试数据的记录、统计以及回放功能，支持实时地图显示，具备轨迹格式转

换、固件升级等功能，方便客户高效地评估产品性能。

配置与管理

   TD-Monitor 提供了常用的便捷按钮，通过工具条按钮可对GNSS接收机进行配置、测试和固件

优势 

•  方便快捷，直观易局

•  支持多种格式转换

•  支持数据分析、保存和回放

•  实时地图、高效评估

•  支持Windows版本和Android版本

•  绿色免安装

 TD-Monitor 定位评估软件

数据实时显示

•  支持实时地图显示轨迹

•  支持数据格式转换功能

•  支持测试数据统计功能

•  支持固件升级功能

•  支持软件配置功能

功能

•  支持BDS/GPS/GLONASS双模式或单模式的切换测试

•  支持NMEA输出、保存及回放

•  支持A-GNSS和D-GNSS测试

•  实时的结构化和图形数据可视化：

•  简单易用

•  USB供电及数据通讯

•  RS232数据通讯

•  多接口外置,方便评估测试

EVK1030 评估套件

产品包括

•  105mmx100mmx30mm的金属外壳

•  芯片/模块评估底板 

•  USB线

•  GNSS天线

优势 

产品说明

EVK1030评估套件可用于泰斗公司的定位导航芯片及模块的评估、测试，配备了USB供电及

其数据通讯，可选择RS232数据通讯，配备按键、开关及指示灯，多接口外置，方便客户有效地评

估测试硬件及软件性能，同时配备了相应的USB线及GNSS天线，可配合TD-Monitor使用，是功

产品特点

•  USB供电，并与PC连接进行数据通讯

•  可选择采用RS232与PC连接进行数据通讯

•  多pin脚外置，可评估相应接口及相关电气性能 

•  支持复位按键进行复位

•  配备切换开关，支持接口选择

•  配备指示灯，显示GNSS状态

卫星星座图

速度、高度、时间、TTFF窗口

信道柱状图

导航视图



A-GNSS

 所有芯片和模块均支持A-GNSS功能。A-GNSS通过网络接收辅助星历，可加速卫星定位时间。尤其在

卫星信号较弱的场景下，纯自主定位时间长，甚至无法定位，通过A-GNSS的辅助，芯片无需再接收卫星星

历信息即可实现快速定位。

场景

强信号

弱信号

无A-GNSS辅助

28s

1~2分钟

有A-GNSS辅助

5s

10~15s

泰斗A-GNSS服务器 客户服务器

客户终端位置C星历

位置B星历

位置A星历

B

C

A



精度提升效果

无RTCM

3m

有RTCM辅助

1m

定位精度3~10m                 差分定位精度1~2m

8

4

0

8

4

0

D-GNSS

        所有芯片和模块均支持D-GNSS差分功能。芯片接收基准站提供的差分辅助信息，可提升芯片定

位的精度。支持RTCM2.3、3.0和3.2格式的协议。

D-GNSS定位服务全国覆盖网格



组合导航

GNSS

INS
(位置、速度、姿态)

误差反馈

（位置、速度、

  时间、姿态）

伪距，多普勒，PVT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包括中国的BDS、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和欧洲的Galileo等系

统。卫星接收机通过接收GNSS卫星信号，为全球位置应用和服务提供定位信息。卫星接收机在信

号极其微弱或没有GNSS信号的场景下，单纯依靠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无法实现有效定位。

     惯性导航系统（INS：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是以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等惯性器件提供的

信息为基础的定位系统，是一种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的自主式定位系统。INS系

统需要进行位置的初始化，并且其定位误差会持续累积。

 GNSS系统与INS系统具有互补的特点，GNSS系统可为INS系统提供初始位置和累积误差纠

正，INS系统可在GNSS信号极其微弱或没有GNSS信号场景下，通过推算提供定位信息。GNSS与

INS组合导航是目前定位导航领域理想的组合方式，利用其性能上的互补特性，以获得比单独使用

城市峡谷信号断续遮挡 树木遮挡信号衰减 地下交通、隧道、立交桥等

         GNSS信号中断

组合处理



泰斗微信 泰斗微博

www.techtotop.com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对此资料的最终解释权，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电话：020-32068686广州 ：广州市科学城彩频路11号广东软件科学园A栋4楼 传真：020-32068189    邮编：51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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