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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  是一款独特的无线地震采集系统，突破了现有采集的
局限性，为极具挑战的地区地震采集提供最佳灵活性。凭借

最先进的技术和与 Sercel 全系列产品的兼容性，UNITE无疑是
最先进的无线系统。无论是数据存储方式还是实时数据传输，无
论是使用模拟或数字检波器，其无线QC和数据回收功能将灵活性
和质量控制都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由于内置电池容量扩增，UNITE可自住运行2周。这个新的性能使得
系统可深埋，简化了野外操作并降低了被盗或丢失风险。此 外，
新的管理软件使系统的无线数据回收速率提高了50%，从而改善了
施工效率和后续作业的效率。

有 1-C (RAU ex）或 3-C (RAU ex-3) 检波器型号可供选择， 
UNITE 可解决各种地质或勘探限制。

//  最先进的  
无线采集解决方案

Unite

RAU eX RAU 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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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灵活性
无线数据回收
利用 UNITE 系统和其免许可无线通讯，即使在采集时，也可以随时回收数据。这样可以无需将设备运输 
至中央位置。可以在 1000 米视线区域内访问数据。在具有挑战的区域，无需行进至实际检波点，也无需
停止生产来 访问数据或系统状态。
虽然大多数系统需要连线才能回收数据，但 UNITE 凭借其无线连接的技术优势， 可以使用任何最适合工
区条件的数据传 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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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 428XL & 508Xt

UNITE 设备可以直接连接到 428XL 或 508XT  有线网络以实时发送数据和进行质量控制。 
在自主模式下，回收的数据还可以直接发送至 428 XL 或 508XT  排列，通过仪器车实现立刻数据接收。 
此独特的产品兼容性允许混合使用线缆和无线系统，开创采集作业的新方式。

有线和无线产品混合使用

UNITE 无线系统现在可与 SERCEL 428XL 和 508XT
有线系统集成，在一些最恶劣的环境下用一套主机
进行采集。

单一记录仪，
单一SEG-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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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质量控制
实时数据检索和质量控制
UNITE 系统的灵活性，这个专门构建的无线网络将记录的数据实时传输至中央记录 单元。
无论是直接传输至记录仪还是通过 428XL/508XT  排列，都将实时数据检查和质量控制。



// 降低风险
持续数据检索和质量控制检查
即使在生产时，UNITE 仍然允许连续的无线数据回收。 
这样 数据可以定期存储在安全区域。回收数据时，将自
动检查 所有采集站的状态：电池电量、检波器质量和内
存状态，以确保顺利工作。

Lo-jack 保护
无线系统作业时，有时候难以找到采集站！而始终连接GPS的Unite可定期发送其位置，这
是 一项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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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 WLAN
高速无线通信

集成 GPS
高精度时钟同步

外部电池连接
热插拔 - 11-18V DC

etheRNet 
连接器
设置和数据回收

内部备用电池 
140 小时工作自治

检波器连接器
标准 KCK2 插头

无线电识别(RFID)
分配序列号 

海量内存
非易失性 - 超过 4 周自主方式
（12 小时作业/天)

设备

2 个报告 LeD 
即时状态：
• GPS 状态
• WLAN 状态
• 检波器状态
• UNIT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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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U eX
该单道无线采集站可以连接任何
检波器串。
无论是自主还是实时传输模式，
它都 支持无线质量控制和数据
回收 功能，提供无与伦比的灵
活性 和质量控制。

// RAU eX-3
三道检波器输入， 用于 3-C 检波器。
也可连接不同接收点的三个地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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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狗
电子狗与 8芯插头 连接，无外部电池时设置。

// 数据回收器
Tablet PC，用于现场质量控制或数据回收。 
包括 RAU 回收线、备用电池和软件。

// CAN 天线包 
与CAN连接支持与采集站（RAU 
和 RAU-D） 进行无线通信。
包括 28’天 线杆和连线。

1 CAN 天线包

现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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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TE 客户端计算机 1 CAN 1 CAN 天线装置

// UNIte 设置套件
此装置包括管理采集单元设置（参数、工作时间等）
所需的所有设备。含软件。 
内容:

// PFt
此便携式野外终端用于为 
桩号分配 RAU 序列号。 
还有 GPS 桩号分配可供 
供使用。



12

LCI - 428

LCI - 428

LCI - 428

LCI - 428

记录仪
// 全无线配置

// 填充配置

质量控制 客户端 外围设备
eSQC-Pro e-UNIte

质量控制

UNIte 服务器

NAS

LCI-428
GPS

天线

CAN

绘图仪

UNIte 采集

UNITE 服务器

428 服务器

客户端 外围设备
eSQC-Pro e-UNIte

NAS

LCI-428

FDU-428

天线

CAN

绘图仪

UNITE & 428XL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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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tIMe GOLD GPS
系统同步用 GPS 接收器
• GPS 时间参考传播
• PPS 信号损失容差

NAS
外壳内包含完整存储系统
•  高达 2 TB 磁盘容量 
（125 小时地震数据 - 1000ch@2ms）

•  Raid 1 磁盘功能

LCI-428
大线排列接口单元
• 排列和记录设备之间的接口
• 管理辅助通道

CAN II
单元访问节点
• UNITE 无线通信模块

CAN 天线 
• 长达 1,000 米通信范围

e-UNIte 服务器 2000
2,000 道服务器
• 5 x 1 TB
• 6-GB RAM 单处理器

e-UNIte 服务器 20000
20,000 道服务器
• 5 x 1 TB
• 24-GB RAM 双处理器

e-UNIte 客户端
•  6-Gb RAM 四核处理器
•  与 LINUX Red Hat / Windows 7 / Windows XP 
系统兼容

• 提供 24”平面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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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nite
数据采集软件
e-UNITE 软件控制地震激发源，并在数据记录到磁带或磁盘前执行
所有要求的计算（叠加，相关）。e-UNITE 软件包含一个组件，
生成叠加标记文件并负责用来自 CAN 和数据收获仪的地震数据完 
成炮点文件。

//eSQC-Pro
质量控制软件
eSQC-Pro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集成工具，能够在不影响生产速度的 
情况下实现地震数据采集的实时质量控制。其独特的客户端/服务 
器结构可通过安全的互联网连接在远程标准个人电脑上实时显示质 
量控制数据。

//SGA
信号图形分析
SGA 是最新一代的QC信号图形分析工具。具有新的用户友好的图形
界面和实时工作能力或单机的模式，SGA能够安装在任何电脑上执
行信号分析。 软件支持宽范围的图形显示（振幅，频谱，畸变，
相位，……）
并与SEG-D文件（rev2.1 和3.0）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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