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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一一一一、、、、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1111．．．． 功能丰富功能丰富功能丰富功能丰富    

本系列全站仪具备丰富的测量程序本系列全站仪具备丰富的测量程序本系列全站仪具备丰富的测量程序本系列全站仪具备丰富的测量程序，，，，同时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同时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同时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同时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参数设置功能参数设置功能参数设置功能参数设置功能，，，，功能强大功能强大功能强大功能强大，，，，适用于各种专业测量和工程测量适用于各种专业测量和工程测量适用于各种专业测量和工程测量适用于各种专业测量和工程测量。。。。    

    

2222．．．． 触摸屏操作快速简单触摸屏操作快速简单触摸屏操作快速简单触摸屏操作快速简单    

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触摸屏技术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触摸屏技术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触摸屏技术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触摸屏技术,,,,操作快速简单操作快速简单操作快速简单操作快速简单。。。。在使用在使用在使用在使用触摸触摸触摸触摸

屏的同时屏的同时屏的同时屏的同时，，，，同时也支持全按键操作同时也支持全按键操作同时也支持全按键操作同时也支持全按键操作，，，，两者相结合将大大的提高操两者相结合将大大的提高操两者相结合将大大的提高操两者相结合将大大的提高操

作的速度作的速度作的速度作的速度，，，，提高测量的效率提高测量的效率提高测量的效率提高测量的效率。。。。    

    

3333．．．． 丰富的接口丰富的接口丰富的接口丰富的接口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SDSDSDSD 存储卡存储卡存储卡存储卡，，，，支持优盘支持优盘支持优盘支持优盘，，，，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USBUSBUSBUSB 与电脑进行连接与电脑进行连接与电脑进行连接与电脑进行连接。。。。可通可通可通可通

过蓝牙与过蓝牙与过蓝牙与过蓝牙与 PDAPDAPDAPDA 进行连接完成测量进行连接完成测量进行连接完成测量进行连接完成测量。。。。使数据传输变得简单易行使数据传输变得简单易行使数据传输变得简单易行使数据传输变得简单易行。。。。    

                

4444．．．． 自动化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采集    

野外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程序野外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程序野外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程序野外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程序，，，，可以自动记录测量数据和坐标可以自动记录测量数据和坐标可以自动记录测量数据和坐标可以自动记录测量数据和坐标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可直接与计算机传输数据可直接与计算机传输数据可直接与计算机传输数据可直接与计算机传输数据，，，，实现真正的数字化测量实现真正的数字化测量实现真正的数字化测量实现真正的数字化测量。。。。    

    

5555．．．． 先进的硬件配置先进的硬件配置先进的硬件配置先进的硬件配置    

本系列全站仪在原有的基础上本系列全站仪在原有的基础上本系列全站仪在原有的基础上本系列全站仪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外观及内部结构进行了更对外观及内部结构进行了更对外观及内部结构进行了更对外观及内部结构进行了更

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加科学合理的设计，，，，采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采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采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采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包括超远距离的免包括超远距离的免包括超远距离的免包括超远距离的免

棱镜测距技术棱镜测距技术棱镜测距技术棱镜测距技术、、、、最新一代的最新一代的最新一代的最新一代的绝对编码绝对编码绝对编码绝对编码技术技术技术技术、、、、高高高高精度的双轴补偿技精度的双轴补偿技精度的双轴补偿技精度的双轴补偿技

术术术术、、、、采用了最新结构的高强度大身等等采用了最新结构的高强度大身等等采用了最新结构的高强度大身等等采用了最新结构的高强度大身等等。。。。    

    

6666．．．． 特殊测量程序特殊测量程序特殊测量程序特殊测量程序    

                在具备常用的基本测量模式在具备常用的基本测量模式在具备常用的基本测量模式在具备常用的基本测量模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坐标测坐标测坐标测坐标测

量量量量））））之外之外之外之外，，，，还具有包括道路软件在内的各种测量程序还具有包括道路软件在内的各种测量程序还具有包括道路软件在内的各种测量程序还具有包括道路软件在内的各种测量程序，，，，计算程序计算程序计算程序计算程序，，，，

功能相当功能相当功能相当功能相当丰富丰富丰富丰富，，，，可满足各种专业测量的要求可满足各种专业测量的要求可满足各种专业测量的要求可满足各种专业测量的要求。。。。并且可以根据具体并且可以根据具体并且可以根据具体并且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定制情况进行定制情况进行定制情况进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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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  .  .  方便的操作方便的操作方便的操作方便的操作界面和菜单界面和菜单界面和菜单界面和菜单    

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全新的界面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全新的界面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全新的界面本系列全站仪采用了全新的界面，，，，一般情况下只设有二级菜一般情况下只设有二级菜一般情况下只设有二级菜一般情况下只设有二级菜

单单单单，，，，大大加快了进入功能程序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进入功能程序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进入功能程序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进入功能程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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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预备事项预备事项预备事项预备事项    

2.12.12.12.1 预防事项预防事项预防事项预防事项    

    

1111．．．． 日光下测量应避免将物镜直接瞄准太阳日光下测量应避免将物镜直接瞄准太阳日光下测量应避免将物镜直接瞄准太阳日光下测量应避免将物镜直接瞄准太阳。。。。若在太阳下作业应安装若在太阳下作业应安装若在太阳下作业应安装若在太阳下作业应安装

滤光镜滤光镜滤光镜滤光镜。。。。    

2222．．．． 避免在高温和低温下存避免在高温和低温下存避免在高温和低温下存避免在高温和低温下存放仪器放仪器放仪器放仪器，，，，亦应避免温度骤变亦应避免温度骤变亦应避免温度骤变亦应避免温度骤变（（（（使用时气温使用时气温使用时气温使用时气温

变化除外变化除外变化除外变化除外）。）。）。）。    

3333．．．． 仪器不使用时仪器不使用时仪器不使用时仪器不使用时，，，，应将其装入箱内应将其装入箱内应将其装入箱内应将其装入箱内，，，，置于干燥处置于干燥处置于干燥处置于干燥处，，，，注意防震注意防震注意防震注意防震、、、、防尘防尘防尘防尘

和防潮和防潮和防潮和防潮。。。。    

4444．．．． 若仪器工作处的温度与存放处的温度差异太大若仪器工作处的温度与存放处的温度差异太大若仪器工作处的温度与存放处的温度差异太大若仪器工作处的温度与存放处的温度差异太大，，，，应先将仪器留在应先将仪器留在应先将仪器留在应先将仪器留在

箱内箱内箱内箱内，，，，直至它适应环境温度后再使用仪器直至它适应环境温度后再使用仪器直至它适应环境温度后再使用仪器直至它适应环境温度后再使用仪器。。。。    

5555．．．． 仪器长期不使用时仪器长期不使用时仪器长期不使用时仪器长期不使用时，，，，应将仪器上的电池卸下分开存放应将仪器上的电池卸下分开存放应将仪器上的电池卸下分开存放应将仪器上的电池卸下分开存放。。。。电池应每电池应每电池应每电池应每

月充电一次月充电一次月充电一次月充电一次。。。。    

6666．．．． 仪器运输应将仪器装于箱内进行仪器运输应将仪器装于箱内进行仪器运输应将仪器装于箱内进行仪器运输应将仪器装于箱内进行，，，，运输时应小心避免挤压运输时应小心避免挤压运输时应小心避免挤压运输时应小心避免挤压、、、、碰撞碰撞碰撞碰撞

和剧烈震动和剧烈震动和剧烈震动和剧烈震动，，，，长途运输最好在箱子周围使用软垫长途运输最好在箱子周围使用软垫长途运输最好在箱子周围使用软垫长途运输最好在箱子周围使用软垫。。。。    

7777．．．． 仪器安装至三脚架或拆卸时仪器安装至三脚架或拆卸时仪器安装至三脚架或拆卸时仪器安装至三脚架或拆卸时，，，，要一只手先握住仪器要一只手先握住仪器要一只手先握住仪器要一只手先握住仪器，，，，以防仪器跌以防仪器跌以防仪器跌以防仪器跌

落落落落。。。。    

8888．．．． 外露光学件需要清洁时外露光学件需要清洁时外露光学件需要清洁时外露光学件需要清洁时，，，，应用脱脂棉或镜头纸轻轻擦净应用脱脂棉或镜头纸轻轻擦净应用脱脂棉或镜头纸轻轻擦净应用脱脂棉或镜头纸轻轻擦净，，，，切不可切不可切不可切不可

用其它物品用其它物品用其它物品用其它物品擦拭擦拭擦拭擦拭。。。。    

9999．．．． 仪器使用完毕后仪器使用完毕后仪器使用完毕后仪器使用完毕后，，，，用绒布或毛刷清除仪器表面灰尘用绒布或毛刷清除仪器表面灰尘用绒布或毛刷清除仪器表面灰尘用绒布或毛刷清除仪器表面灰尘。。。。仪器被雨水仪器被雨水仪器被雨水仪器被雨水

淋湿后淋湿后淋湿后淋湿后，，，，切勿通电开机切勿通电开机切勿通电开机切勿通电开机，，，，应用干净软布擦干并在通风处放一段时应用干净软布擦干并在通风处放一段时应用干净软布擦干并在通风处放一段时应用干净软布擦干并在通风处放一段时

间间间间。。。。    

10. 10. 10. 10. 作业前应仔细全面检查仪器作业前应仔细全面检查仪器作业前应仔细全面检查仪器作业前应仔细全面检查仪器，，，，确信仪器各项指标确信仪器各项指标确信仪器各项指标确信仪器各项指标、、、、功能功能功能功能、、、、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初始设置和改正参数均符合要求时再进行作业初始设置和改正参数均符合要求时再进行作业初始设置和改正参数均符合要求时再进行作业初始设置和改正参数均符合要求时再进行作业。。。。    

11111111. . . . 即使发现仪器功能异常即使发现仪器功能异常即使发现仪器功能异常即使发现仪器功能异常，，，，非专业维修人员不可擅自拆开仪器非专业维修人员不可擅自拆开仪器非专业维修人员不可擅自拆开仪器非专业维修人员不可擅自拆开仪器，，，，以以以以

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坏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坏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坏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坏。。。。            

12. 12. 12. 12. 本系列全站仪发射光是激光本系列全站仪发射光是激光本系列全站仪发射光是激光本系列全站仪发射光是激光，，，，使用时不得对准眼睛使用时不得对准眼睛使用时不得对准眼睛使用时不得对准眼睛。。。。    

13. 13. 13. 13. 保持触摸屏清洁保持触摸屏清洁保持触摸屏清洁保持触摸屏清洁,,,,不要用利器擦刮触摸屏不要用利器擦刮触摸屏不要用利器擦刮触摸屏不要用利器擦刮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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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部件名称部件名称部件名称部件名称    

                                                                                                                                                        

    

    

    

    

    

    

    

    

    

    

    

    

    

    

物镜物镜物镜物镜 
仪器中心标志仪器中心标志仪器中心标志仪器中心标志 

对点器对点器对点器对点器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管水准器管水准器管水准器管水准器 

圆水准器圆水准器圆水准器圆水准器 

垂直制微动垂直制微动垂直制微动垂直制微动 

键盘键盘键盘键盘、、、、屏幕屏幕屏幕屏幕 

脚螺旋脚螺旋脚螺旋脚螺旋 

基座锁定钮基座锁定钮基座锁定钮基座锁定钮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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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把手望远镜把手望远镜把手望远镜把手 

目镜目镜目镜目镜 

温度气压传感器温度气压传感器温度气压传感器温度气压传感器 

RS232电缆电缆电缆电缆 

水平制微水平制微水平制微水平制微

电池电池电池电池 

测量键测量键测量键测量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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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3.3.3.3 仪器开箱和存放仪器开箱和存放仪器开箱和存放仪器开箱和存放    

    

开箱开箱开箱开箱    

轻轻地放下箱子轻轻地放下箱子轻轻地放下箱子轻轻地放下箱子，，，，让其盖朝上让其盖朝上让其盖朝上让其盖朝上，，，，打开箱子的锁栓打开箱子的锁栓打开箱子的锁栓打开箱子的锁栓，，，，开箱盖开箱盖开箱盖开箱盖，，，，取出取出取出取出

仪器仪器仪器仪器。。。。    

存放存放存放存放    

盖好望远镜镜盖盖好望远镜镜盖盖好望远镜镜盖盖好望远镜镜盖，，，，使照准部的垂直制动手轮和基座的圆水准器朝使照准部的垂直制动手轮和基座的圆水准器朝使照准部的垂直制动手轮和基座的圆水准器朝使照准部的垂直制动手轮和基座的圆水准器朝

上将仪器平卧上将仪器平卧上将仪器平卧上将仪器平卧（（（（望远镜物镜端朝下望远镜物镜端朝下望远镜物镜端朝下望远镜物镜端朝下））））放入箱中放入箱中放入箱中放入箱中，，，，轻轻旋紧垂直制动手轻轻旋紧垂直制动手轻轻旋紧垂直制动手轻轻旋紧垂直制动手

轮轮轮轮，，，，盖好箱盖并关上锁栓盖好箱盖并关上锁栓盖好箱盖并关上锁栓盖好箱盖并关上锁栓。。。。    

    

2222.4.4.4.4 安置仪器安置仪器安置仪器安置仪器    

将仪器安装在三脚架上将仪器安装在三脚架上将仪器安装在三脚架上将仪器安装在三脚架上，，，，精确整平和对中精确整平和对中精确整平和对中精确整平和对中，，，，以保证测量成果的精以保证测量成果的精以保证测量成果的精以保证测量成果的精

度度度度，，，，应使用专用的中心连接螺旋的三脚架应使用专用的中心连接螺旋的三脚架应使用专用的中心连接螺旋的三脚架应使用专用的中心连接螺旋的三脚架。。。。    

    

操作参考操作参考操作参考操作参考：：：：仪器的整平与对中仪器的整平与对中仪器的整平与对中仪器的整平与对中    

1111、、、、利用垂球对中与整利用垂球对中与整利用垂球对中与整利用垂球对中与整平平平平    

1)1)1)1)、、、、安置三脚架安置三脚架安置三脚架安置三脚架    

①①①①首先将三角架打开首先将三角架打开首先将三角架打开首先将三角架打开，，，，使三角架的三条腿近似等距使三角架的三条腿近似等距使三角架的三条腿近似等距使三角架的三条腿近似等距，，，，并使顶面近并使顶面近并使顶面近并使顶面近

似水平似水平似水平似水平，，，，拧紧三个固定螺旋拧紧三个固定螺旋拧紧三个固定螺旋拧紧三个固定螺旋。。。。    

②②②②使三角架的中心与测点近似位于同一铅垂线上使三角架的中心与测点近似位于同一铅垂线上使三角架的中心与测点近似位于同一铅垂线上使三角架的中心与测点近似位于同一铅垂线上。。。。    

③③③③踏紧三角架使之牢固地支撑于地面上踏紧三角架使之牢固地支撑于地面上踏紧三角架使之牢固地支撑于地面上踏紧三角架使之牢固地支撑于地面上。。。。    

2)2)2)2)、、、、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    

将仪器小心地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小心地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小心地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小心地安置到三脚架上，，，，松开中心连接螺旋松开中心连接螺旋松开中心连接螺旋松开中心连接螺旋，，，，在架头上轻在架头上轻在架头上轻在架头上轻

移仪器移仪器移仪器移仪器，，，，直到锤球对准测站点标志中心直到锤球对准测站点标志中心直到锤球对准测站点标志中心直到锤球对准测站点标志中心，，，，然后轻轻拧紧连接螺旋然后轻轻拧紧连接螺旋然后轻轻拧紧连接螺旋然后轻轻拧紧连接螺旋。。。。    

3)3)3)3)、、、、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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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①①旋转两个脚螺旋旋转两个脚螺旋旋转两个脚螺旋旋转两个脚螺旋 AAAA、、、、BBBB，，，，使圆水准器气泡移到与上述两个脚螺使圆水准器气泡移到与上述两个脚螺使圆水准器气泡移到与上述两个脚螺使圆水准器气泡移到与上述两个脚螺

旋中心连线相垂直的一条直线上旋中心连线相垂直的一条直线上旋中心连线相垂直的一条直线上旋中心连线相垂直的一条直线上。。。。    

②②②②旋转脚螺旋旋转脚螺旋旋转脚螺旋旋转脚螺旋 CCCC，，，，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    

4)4)4)4)、、、、利用长水准器精平仪利用长水准器精平仪利用长水准器精平仪利用长水准器精平仪器器器器    

①①①①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

AAAA、、、、BBBB 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再旋转脚螺旋再旋转脚螺旋再旋转脚螺旋再旋转脚螺旋 AAAA、、、、BBBB，，，，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    

②②②②将仪器绕竖轴旋转将仪器绕竖轴旋转将仪器绕竖轴旋转将仪器绕竖轴旋转 90909090ºººº（（（（100g100g100g100gonononon），），），），再旋转另一个脚螺旋再旋转另一个脚螺旋再旋转另一个脚螺旋再旋转另一个脚螺旋 CCCC，，，，使使使使

管水准器气泡居中管水准器气泡居中管水准器气泡居中管水准器气泡居中。。。。    

③③③③再次旋转再次旋转再次旋转再次旋转 90909090ºººº，，，，重复重复重复重复①②①②①②①②，，，，直至四个位置上气泡居中为止直至四个位置上气泡居中为止直至四个位置上气泡居中为止直至四个位置上气泡居中为止。。。。    

2222、、、、利用光学对中器对中利用光学对中器对中利用光学对中器对中利用光学对中器对中    

1)1)1)1)、、、、架设三角架架设三角架架设三角架架设三角架    

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确保三腿等长确保三腿等长确保三腿等长确保三腿等长、、、、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并使三角架顶面并使三角架顶面并使三角架顶面并使三角架顶面

近似水平近似水平近似水平近似水平，，，，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使其使其使其使其

中一条腿固定中一条腿固定中一条腿固定中一条腿固定。。。。    

2)2)2)2)、、、、安置仪器和对点安置仪器和对点安置仪器和对点安置仪器和对点    

                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拧紧中心连接螺旋，，，，调调调调整光学对整光学对整光学对整光学对

点器点器点器点器，，，，使十字丝成像清晰使十字丝成像清晰使十字丝成像清晰使十字丝成像清晰。。。。双手握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双手握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双手握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双手握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通过对通过对通过对通过对

光学对点器的观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光学对点器的观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光学对点器的观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光学对点器的观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对光学对点器大致对准侧站对光学对点器大致对准侧站对光学对点器大致对准侧站对光学对点器大致对准侧站

点时点时点时点时，，，，使三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使三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使三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使三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

使光学对点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光学对点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光学对点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光学对点器精确对准侧站点。。。。    

3)3)3)3)、、、、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    

                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    

4)4)4)4)、、、、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    

                                ①①①①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转动仪器转动仪器转动仪器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

旋旋旋旋 AAAA、、、、BBBB 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通过旋转角螺旋通过旋转角螺旋通过旋转角螺旋通过旋转角螺旋 AAAA、、、、BBBB，，，，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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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 90909090°°°°，，，，使其垂直于角螺旋使其垂直于角螺旋使其垂直于角螺旋使其垂直于角螺旋 AAAA、、、、BBBB 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旋转角螺旋转角螺旋转角螺旋转角螺

旋旋旋旋 CCCC，，，，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    

5)5)5)5)、、、、精确对中与整平精确对中与整平精确对中与整平精确对中与整平    

                通过对光学对点器的观察通过对光学对点器的观察通过对光学对点器的观察通过对光学对点器的观察，，，，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平移仪器平移仪器平移仪器平移仪器（（（（不不不不

可旋转仪器可旋转仪器可旋转仪器可旋转仪器），），），），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次再次再次再次

精平仪器精平仪器精平仪器精平仪器。。。。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    

    

3333、、、、利用激光对点器对中利用激光对点器对中利用激光对点器对中利用激光对点器对中（（（（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1)1)1)1)、、、、架设三角架架设三角架架设三角架架设三角架    

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将三角架伸到适当高度，，，，确保三腿等长确保三腿等长确保三腿等长确保三腿等长、、、、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并使三角架顶面并使三角架顶面并使三角架顶面并使三角架顶面

近似水平近似水平近似水平近似水平，，，，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且位于测站点的正上方。。。。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将三角架腿支撑在地面上，，，，使其使其使其使其

中一条腿固定中一条腿固定中一条腿固定中一条腿固定。。。。    

2)2)2)2)、、、、安置仪器和对点安置仪器和对点安置仪器和对点安置仪器和对点    

                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将仪器小心的安置到三角架上，，，，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拧紧中心连接螺旋，，，，打开激光对打开激光对打开激光对打开激光对

点器点器点器点器。。。。双手握双手握双手握双手握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住另外两条未固定的架腿，，，，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

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察调节该两条腿的位置。。。。当激光对点器光斑大致对准侧站点时当激光对点器光斑大致对准侧站点时当激光对点器光斑大致对准侧站点时当激光对点器光斑大致对准侧站点时，，，，使三使三使三使三

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角架三条腿均固定在地面上。。。。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调节全站仪的三个脚螺旋，，，，使激光对点使激光对点使激光对点使激光对点

器光斑精确对准测站点器光斑精确对准测站点器光斑精确对准测站点器光斑精确对准测站点。。。。    

3)3)3)3)、、、、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利用圆水准器粗平仪器    

                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调整三角架三条腿的高度，，，，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使全站仪圆水准气泡居中。。。。    

4)4)4)4)、、、、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    

                                ①①①①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转动仪器转动仪器转动仪器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角螺

旋旋旋旋 AAAA、、、、BBBB 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通过旋转角螺旋通过旋转角螺旋通过旋转角螺旋通过旋转角螺旋 AAAA、、、、BBBB，，，，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使管水准气泡居中。。。。    

②②②②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 90909090°°°°，，，，使其垂直于角螺旋使其垂直于角螺旋使其垂直于角螺旋使其垂直于角螺旋 AAAA、、、、BBBB 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的连线。。。。旋转角螺旋转角螺旋转角螺旋转角螺

旋旋旋旋 CCCC，，，，使管水准气泡使管水准气泡使管水准气泡使管水准气泡居中居中居中居中。。。。    

5)5)5)5)、、、、精确对中与整平精确对中与整平精确对中与整平精确对中与整平    

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察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察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察通过对激光对点器光斑的观察，，，，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轻微松开中心连接螺旋，，，，平移仪平移仪平移仪平移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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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器器（（（（不可旋转仪器不可旋转仪器不可旋转仪器不可旋转仪器），），），），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使仪器精确对准侧站点。。。。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再拧紧中心连接螺旋，，，，

再次精平仪器再次精平仪器再次精平仪器再次精平仪器。。。。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重复此项操作到仪器精确整平对中为止。。。。    

6)6)6)6)、、、、按按按按 ESCESCESCESC 键退出键退出键退出键退出，，，，激光对点器自动关闭激光对点器自动关闭激光对点器自动关闭激光对点器自动关闭。。。。    

    

注注注注::::也可使用电子气泡代替上面的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部分也可使用电子气泡代替上面的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部分也可使用电子气泡代替上面的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部分也可使用电子气泡代替上面的利用管水准器精平仪器部分....    

超出超出超出超出±±±±4444’’’’范围会自动进入电子水泡界面范围会自动进入电子水泡界面范围会自动进入电子水泡界面范围会自动进入电子水泡界面。。。。    

●●●●水准气泡图水准气泡图水准气泡图水准气泡图,,,,可以查看和设置双轴补偿的当前状态可以查看和设置双轴补偿的当前状态可以查看和设置双轴补偿的当前状态可以查看和设置双轴补偿的当前状态    

                    

    
◆◆◆◆XXXX：：：：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XXXX 方向的补偿值方向的补偿值方向的补偿值方向的补偿值    

◆◆◆◆YYYY：：：：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YYYY 方向的补偿值方向的补偿值方向的补偿值方向的补偿值    

◆◆◆◆[[[[补偿补偿补偿补偿----关关关关]]]]：：：：关闭双轴补偿关闭双轴补偿关闭双轴补偿关闭双轴补偿,,,,点击可以进入到点击可以进入到点击可以进入到点击可以进入到[[[[补偿补偿补偿补偿----XXXX]]]]    

◆◆◆◆[[[[补偿补偿补偿补偿----X]X]X]X]：：：：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XXXX 方向补偿方向补偿方向补偿方向补偿,,,,点击进入到点击进入到点击进入到点击进入到[[[[补偿补偿补偿补偿----XY]XY]XY]XY]    

◆◆◆◆[[[[补偿补偿补偿补偿----XY]XY]XY]XY]：：：：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XYXYXYXY 方向的补偿方向的补偿方向的补偿方向的补偿,,,,点击将点击将点击将点击将进入到进入到进入到进入到[[[[补偿补偿补偿补偿----关关关关]]]]    

    

2222.5.5.5.5 电池的装卸电池的装卸电池的装卸电池的装卸、、、、信息和充电信息和充电信息和充电信息和充电    

    

电池装卸电池装卸电池装卸电池装卸    

                安装电池安装电池安装电池安装电池――――――――把电池放入仪器盖板的电池槽中把电池放入仪器盖板的电池槽中把电池放入仪器盖板的电池槽中把电池放入仪器盖板的电池槽中，，，，用力推电池用力推电池用力推电池用力推电池，，，，使使使使

其卡入仪器中其卡入仪器中其卡入仪器中其卡入仪器中。。。。    

                    电池取出电池取出电池取出电池取出――――――――按住电池左右两边的按纽往外拔按住电池左右两边的按纽往外拔按住电池左右两边的按纽往外拔按住电池左右两边的按纽往外拔，，，，取出电池取出电池取出电池取出电池。。。。    

        

电池信息电池信息电池信息电池信息    

                当电池电量少于一格时当电池电量少于一格时当电池电量少于一格时当电池电量少于一格时,,,,表示电池电量已经不多表示电池电量已经不多表示电池电量已经不多表示电池电量已经不多，，，，请尽快结束操请尽快结束操请尽快结束操请尽快结束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0 

作作作作，，，，更换电池并充电更换电池并充电更换电池并充电更换电池并充电。。。。    
                    

注注注注：：：：    

①①①①电池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环境条件电池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环境条件电池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环境条件电池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环境条件，，，，如如如如：：：：周围温度周围温度周围温度周围温度、、、、充电时充电时充电时充电时

间和充电的次数等间和充电的次数等间和充电的次数等间和充电的次数等，，，，为安全为安全为安全为安全起见起见起见起见，，，，建议提前充电或准备一些充好建议提前充电或准备一些充好建议提前充电或准备一些充好建议提前充电或准备一些充好

电的备用电池电的备用电池电的备用电池电的备用电池。。。。    

②②②②电池剩余容量显示级别与当前的测量模式有关电池剩余容量显示级别与当前的测量模式有关电池剩余容量显示级别与当前的测量模式有关电池剩余容量显示级别与当前的测量模式有关，，，，在角度测量模在角度测量模在角度测量模在角度测量模

式下式下式下式下，，，，电池剩余容量够用电池剩余容量够用电池剩余容量够用电池剩余容量够用，，，，并不能够保证电池在距离测量模式下并不能够保证电池在距离测量模式下并不能够保证电池在距离测量模式下并不能够保证电池在距离测量模式下

也能用也能用也能用也能用。。。。因为距离测量模式耗电高于角度测量模式因为距离测量模式耗电高于角度测量模式因为距离测量模式耗电高于角度测量模式因为距离测量模式耗电高于角度测量模式，，，，当从角度模当从角度模当从角度模当从角度模

式转换为距离模式时式转换为距离模式时式转换为距离模式时式转换为距离模式时，，，，由于电池容量不足有时会中止测距并关闭由于电池容量不足有时会中止测距并关闭由于电池容量不足有时会中止测距并关闭由于电池容量不足有时会中止测距并关闭

仪器仪器仪器仪器。。。。    

                电池充电电池充电电池充电电池充电    

                电池充电应用专用充电器电池充电应用专用充电器电池充电应用专用充电器电池充电应用专用充电器，，，，本仪器配用本仪器配用本仪器配用本仪器配用 NCNCNCNC----VVVV 充电器充电器充电器充电器。。。。    

充电时先将充电器接好电源充电时先将充电器接好电源充电时先将充电器接好电源充电时先将充电器接好电源 220V220V220V220V，，，，从仪器上取下电池盒从仪器上取下电池盒从仪器上取下电池盒从仪器上取下电池盒，，，，将充电将充电将充电将充电

器插头插入电池盒的充电插座器插头插入电池盒的充电插座器插头插入电池盒的充电插座器插头插入电池盒的充电插座。。。。        

    

取下机载电池盒时注意事项取下机载电池盒时注意事项取下机载电池盒时注意事项取下机载电池盒时注意事项：：：：    

▲▲▲▲每次取下电池盒时每次取下电池盒时每次取下电池盒时每次取下电池盒时，，，，都必须先关掉都必须先关掉都必须先关掉都必须先关掉仪器电源仪器电源仪器电源仪器电源，，，，否则仪器易损坏否则仪器易损坏否则仪器易损坏否则仪器易损坏。。。。    

    

充电时注意事项充电时注意事项充电时注意事项充电时注意事项：：：：    

▲▲▲▲尽管充电器有过充保护回路尽管充电器有过充保护回路尽管充电器有过充保护回路尽管充电器有过充保护回路，，，，充电结束后仍应将插头从插座中充电结束后仍应将插头从插座中充电结束后仍应将插头从插座中充电结束后仍应将插头从插座中

拔出拔出拔出拔出。。。。    

▲▲▲▲要在要在要在要在 0000°°°°～～～～    ±±±±45454545°°°°CCCC 温度范围内充电温度范围内充电温度范围内充电温度范围内充电，，，，超出此范围可能充电异超出此范围可能充电异超出此范围可能充电异超出此范围可能充电异

常常常常。。。。    

▲ 如果充电器与电池已联结好如果充电器与电池已联结好如果充电器与电池已联结好如果充电器与电池已联结好，，，，指示灯却不亮指示灯却不亮指示灯却不亮指示灯却不亮，，，，此时充电器或此时充电器或此时充电器或此时充电器或

电池可能损坏电池可能损坏电池可能损坏电池可能损坏，，，，应修理应修理应修理应修理。。。。    

存放时注意事项存放时注意事项存放时注意事项存放时注意事项：：：：    

▲▲▲▲电池完全放电会缩短其使用寿命电池完全放电会缩短其使用寿命电池完全放电会缩短其使用寿命电池完全放电会缩短其使用寿命。。。。    

▲▲▲▲为更好地获得电池的最长使用寿命为更好地获得电池的最长使用寿命为更好地获得电池的最长使用寿命为更好地获得电池的最长使用寿命，，，，请保证每月充电一次请保证每月充电一次请保证每月充电一次请保证每月充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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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6.6.6.6 反射棱镜反射棱镜反射棱镜反射棱镜    

    

                                本系列全站仪在棱镜模式下进行测量距离等作业时本系列全站仪在棱镜模式下进行测量距离等作业时本系列全站仪在棱镜模式下进行测量距离等作业时本系列全站仪在棱镜模式下进行测量距离等作业时，，，，须在目标处须在目标处须在目标处须在目标处

放置反射棱镜放置反射棱镜放置反射棱镜放置反射棱镜。。。。反射棱镜有单反射棱镜有单反射棱镜有单反射棱镜有单（（（（叁叁叁叁））））棱镜组棱镜组棱镜组棱镜组，，，，可通过基座连接器将棱可通过基座连接器将棱可通过基座连接器将棱可通过基座连接器将棱

镜组连接在基座上安置到三脚架上镜组连接在基座上安置到三脚架上镜组连接在基座上安置到三脚架上镜组连接在基座上安置到三脚架上，，，，也可直接安置在对中杆上也可直接安置在对中杆上也可直接安置在对中杆上也可直接安置在对中杆上。。。。棱镜棱镜棱镜棱镜

组由用户根据作业需要自行配置组由用户根据作业需要自行配置组由用户根据作业需要自行配置组由用户根据作业需要自行配置。。。。    

本本本本公司所生产的棱镜组如图所示公司所生产的棱镜组如图所示公司所生产的棱镜组如图所示公司所生产的棱镜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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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7.7.7.7 基座的装卸基座的装卸基座的装卸基座的装卸        

    

                拆卸拆卸拆卸拆卸                    

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三角基座可从仪器三角基座可从仪器三角基座可从仪器三角基座可从仪器((((含采用相同基座的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含采用相同基座的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含采用相同基座的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含采用相同基座的反射棱镜基座连接

器器器器))))上卸下上卸下上卸下上卸下，，，，先用螺丝刀松开基座锁定钮固定螺丝先用螺丝刀松开基座锁定钮固定螺丝先用螺丝刀松开基座锁定钮固定螺丝先用螺丝刀松开基座锁定钮固定螺丝，，，，然后逆时针转动锁定然后逆时针转动锁定然后逆时针转动锁定然后逆时针转动锁定

钮约钮约钮约钮约 180180180180°°°°，，，，即可使仪器与基座分离即可使仪器与基座分离即可使仪器与基座分离即可使仪器与基座分离。。。。        

    

仪器

安平基座

仪器固定脚

安平基座锁定钮

定向凸起标记

定向凹槽

锁定钮固定螺钉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将仪器的定向凸出标记与基座定向凹槽对齐将仪器的定向凸出标记与基座定向凹槽对齐将仪器的定向凸出标记与基座定向凹槽对齐将仪器的定向凸出标记与基座定向凹槽对齐，，，，把仪器上把仪器上把仪器上把仪器上的三个固定脚的三个固定脚的三个固定脚的三个固定脚

对应放入基座的孔中对应放入基座的孔中对应放入基座的孔中对应放入基座的孔中，，，，使仪器装在三角基座上使仪器装在三角基座上使仪器装在三角基座上使仪器装在三角基座上，，，，顺时针转动锁定钮约顺时针转动锁定钮约顺时针转动锁定钮约顺时针转动锁定钮约 180180180180

°°°°使仪器与基座锁定使仪器与基座锁定使仪器与基座锁定使仪器与基座锁定，，，，再用螺丝刀将锁定钮固定螺丝旋紧再用螺丝刀将锁定钮固定螺丝旋紧再用螺丝刀将锁定钮固定螺丝旋紧再用螺丝刀将锁定钮固定螺丝旋紧。。。。            

                                

2.2.2.2.8888 望远镜目镜调整和目标照准望远镜目镜调整和目标照准望远镜目镜调整和目标照准望远镜目镜调整和目标照准    

    

瞄准目标的方法瞄准目标的方法瞄准目标的方法瞄准目标的方法（（（（供参考供参考供参考供参考））））    

①①①①将望远镜对准明亮天空将望远镜对准明亮天空将望远镜对准明亮天空将望远镜对准明亮天空，，，，旋转目镜筒旋转目镜筒旋转目镜筒旋转目镜筒，，，，调焦看清十字丝调焦看清十字丝调焦看清十字丝调焦看清十字丝（（（（逆时针方逆时针方逆时针方逆时针方

向旋转目镜筒再慢慢旋进调焦清楚十字丝向旋转目镜筒再慢慢旋进调焦清楚十字丝向旋转目镜筒再慢慢旋进调焦清楚十字丝向旋转目镜筒再慢慢旋进调焦清楚十字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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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利用粗瞄准器内的三角形标志的顶尖瞄准目标点利用粗瞄准器内的三角形标志的顶尖瞄准目标点利用粗瞄准器内的三角形标志的顶尖瞄准目标点利用粗瞄准器内的三角形标志的顶尖瞄准目标点，，，，照准时眼睛与瞄照准时眼睛与瞄照准时眼睛与瞄照准时眼睛与瞄

准器之间应保准器之间应保准器之间应保准器之间应保留有一定距离留有一定距离留有一定距离留有一定距离。。。。    

③③③③利用望远镜调焦螺旋使目标成像清晰利用望远镜调焦螺旋使目标成像清晰利用望远镜调焦螺旋使目标成像清晰利用望远镜调焦螺旋使目标成像清晰。。。。    

当眼睛在目镜端上下或左右移动发现有视差时当眼睛在目镜端上下或左右移动发现有视差时当眼睛在目镜端上下或左右移动发现有视差时当眼睛在目镜端上下或左右移动发现有视差时，，，，说明调焦或目镜屈光说明调焦或目镜屈光说明调焦或目镜屈光说明调焦或目镜屈光

度未调好度未调好度未调好度未调好，，，，这这这这将影响观测的精度将影响观测的精度将影响观测的精度将影响观测的精度，，，，应仔细调焦并调节目镜筒消除视差应仔细调焦并调节目镜筒消除视差应仔细调焦并调节目镜筒消除视差应仔细调焦并调节目镜筒消除视差。。。。    

    

2.2.2.2.9999 打开和关闭电源打开和关闭电源打开和关闭电源打开和关闭电源    

开机开机开机开机    

1111、、、、对仪器进行粗平对仪器进行粗平对仪器进行粗平对仪器进行粗平    

2222、、、、打开电源开关打开电源开关打开电源开关打开电源开关（（（（键键键键））））    

关机关机关机关机    

    1111、、、、按住电源键按住电源键按住电源键按住电源键 1111 秒左右秒左右秒左右秒左右，，，，直到弹出关机菜单为止直到弹出关机菜单为止直到弹出关机菜单为止直到弹出关机菜单为止    

    2222、、、、要尽量保证正常关机要尽量保证正常关机要尽量保证正常关机要尽量保证正常关机，，，，否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否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否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否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注注注注：：：：确认显示窗中有足够的电池电量确认显示窗中有足够的电池电量确认显示窗中有足够的电池电量确认显示窗中有足够的电池电量，，，，当显示当显示当显示当显示““““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用电池用电池用电池用

完完完完））））时时时时，，，，应及时更换电池或对电池进行充电应及时更换电池或对电池进行充电应及时更换电池或对电池进行充电应及时更换电池或对电池进行充电，，，，注意关机要按照正常关注意关机要按照正常关注意关机要按照正常关注意关机要按照正常关

机操作进行机操作进行机操作进行机操作进行。。。。    

    

    

************在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在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在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在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千万不能不关机拔下电池千万不能不关机拔下电池千万不能不关机拔下电池千万不能不关机拔下电池，，，，否则否则否则否则

测量数据将会丢失测量数据将会丢失测量数据将会丢失测量数据将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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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操作入门操作入门操作入门操作入门    

    

    

    

    

    

    

3.13.13.13.1 操作键操作键操作键操作键        

    

按按按按键键键键    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αααα    输入字符时输入字符时输入字符时输入字符时,,,,在大小写输入之间进行切换在大小写输入之间进行切换在大小写输入之间进行切换在大小写输入之间进行切换    

    打开软键盘打开软键盘打开软键盘打开软键盘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和关闭和关闭和关闭和关闭快捷快捷快捷快捷功能菜单功能菜单功能菜单功能菜单    

    电源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开关,,,,短按切换不同标签页短按切换不同标签页短按切换不同标签页短按切换不同标签页,,,,长按开关电源长按开关电源长按开关电源长按开关电源    

FuncFuncFuncFunc    功能键功能键功能键功能键    

CtrlCtrlCtrlCtrl    控制键控制键控制键控制键    

AltAltAltAlt    替换键替换键替换键替换键    

DelDelDelDel    删除键删除键删除键删除键    

TabTabTabTab    使屏幕的焦点在不同的控件之间切换使屏幕的焦点在不同的控件之间切换使屏幕的焦点在不同的控件之间切换使屏幕的焦点在不同的控件之间切换    

B.SB.SB.SB.S    退格键退格键退格键退格键    

ShiftShiftShiftShift    在输入字符和数字之间进行切换在输入字符和数字之间进行切换在输入字符和数字之间进行切换在输入字符和数字之间进行切换    

S.PS.PS.PS.P    空格键空格键空格键空格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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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ESCESCESC    退出键退出键退出键退出键        

ENTENTENTENT    确认键确认键确认键确认键    

    在不同的控件之间进行跳转或者移动光标在不同的控件之间进行跳转或者移动光标在不同的控件之间进行跳转或者移动光标在不同的控件之间进行跳转或者移动光标    

    0000————    9999        输入数字和字母输入数字和字母输入数字和字母输入数字和字母    

————    输入负号输入负号输入负号输入负号或者其它字母或者其它字母或者其它字母或者其它字母    

....    输入小数点输入小数点输入小数点输入小数点    

测量键测量键测量键测量键    在特定界面下触发测量功能在特定界面下触发测量功能在特定界面下触发测量功能在特定界面下触发测量功能((((此键在仪器侧面此键在仪器侧面此键在仪器侧面此键在仪器侧面))))    

    

3.23.23.23.2 显示符号意义显示符号意义显示符号意义显示符号意义    

    

显示符号显示符号显示符号显示符号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VVVV    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    

V%V%V%V%    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坡度显示坡度显示坡度显示坡度显示））））    

HRHRHRHR    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右角右角右角右角））））    

HLHLHLHL    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左角左角左角左角））））    

HDHDHDHD    水平距离水平距离水平距离水平距离    

VDVDVDVD    高差高差高差高差    

SDSDSDSD    斜距斜距斜距斜距    

NNNN    北向坐标北向坐标北向坐标北向坐标    

EEEE    东向坐标东向坐标东向坐标东向坐标    

ZZZZ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    

mmmm    以米为以米为以米为以米为距离距离距离距离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ftftftft    以英尺为距离单位以英尺为距离单位以英尺为距离单位以英尺为距离单位    

dmsdmsdmsdms    以度分秒为角度单位以度分秒为角度单位以度分秒为角度单位以度分秒为角度单位    

gongongongon    以哥恩为角度单位以哥恩为角度单位以哥恩为角度单位以哥恩为角度单位    

milmilmilmil    以密为角度单位以密为角度单位以密为角度单位以密为角度单位    

PSMPSMPSMPSM    棱镜常棱镜常棱镜常棱镜常数数数数（（（（以以以以 mmmmmmmm 为单位为单位为单位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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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PPMPPMPPM    大气改正值大气改正值大气改正值大气改正值    

PTPTPTPT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    

3.33.33.33.3 角度的显示和输入角度的显示和输入角度的显示和输入角度的显示和输入    

除了在常规测量界面下除了在常规测量界面下除了在常规测量界面下除了在常规测量界面下，，，，其它的度数显示其它的度数显示其它的度数显示其它的度数显示格式为格式为格式为格式为    （（（（度度度度....分秒分秒分秒分秒））））。。。。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12.2345  12.2345  12.2345  12.2345  为为为为：：：：12121212 度度度度 23232323 分分分分 45454545 秒秒秒秒    

当需要输入角度时当需要输入角度时当需要输入角度时当需要输入角度时，，，，输入的格式同上输入的格式同上输入的格式同上输入的格式同上。。。。    

    

    

    

3.43.43.43.4 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    

    

常用常用常用常用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图标图标图标图标    

    

    

    ：：：：显示电池电量显示电池电量显示电池电量显示电池电量，，，，点击进入电源点击进入电源点击进入电源点击进入电源、、、、背光及声音背光及声音背光及声音背光及声音相关设置相关设置相关设置相关设置。。。。    

    ：：：：快捷方式快捷方式快捷方式快捷方式，，，，点击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些常用的设置和操作点击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些常用的设置和操作点击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些常用的设置和操作点击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些常用的设置和操作。。。。    

    ：：：：打开或关闭软键盘打开或关闭软键盘打开或关闭软键盘打开或关闭软键盘。。。。    

    ：：：：显示当前的时间和日期显示当前的时间和日期显示当前的时间和日期显示当前的时间和日期，，，，点击可以进入时间和日期的设置点击可以进入时间和日期的设置点击可以进入时间和日期的设置点击可以进入时间和日期的设置。。。。    

    ：：：：点击显示仪器信息点击显示仪器信息点击显示仪器信息点击显示仪器信息    

：：：：不保存当前页不保存当前页不保存当前页不保存当前页面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面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面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面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    

    ：：：：保存当前的页面所做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保存当前的页面所做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保存当前的页面所做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保存当前的页面所做的修改并退回到上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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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基础基础基础操作说明操作说明操作说明操作说明    

1111．．．．按按按按         键可以在不同的菜单之间进行切换键可以在不同的菜单之间进行切换键可以在不同的菜单之间进行切换键可以在不同的菜单之间进行切换。。。。    

2222．．．．在主界面下按数字键在主界面下按数字键在主界面下按数字键在主界面下按数字键 1111----5555 选择对应菜单下的子选择对应菜单下的子选择对应菜单下的子选择对应菜单下的子菜单选项菜单选项菜单选项菜单选项。。。。    

3333．．．．按按按按 tabtabtabtab 键可以在屏幕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跳转键可以在屏幕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跳转键可以在屏幕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跳转键可以在屏幕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跳转。。。。    

4444．．．．ESCESCESCESC 对应屏幕中的对应屏幕中的对应屏幕中的对应屏幕中的 按钮按钮按钮按钮，，，，按下可以返回按下可以返回按下可以返回按下可以返回到上一个页面到上一个页面到上一个页面到上一个页面。。。。    

5555．．．．ENTENTENTENT 在在在在一些页面下对应一些页面下对应一些页面下对应一些页面下对应 按钮按钮按钮按钮，，，，保存当前页面的设置及修改保存当前页面的设置及修改保存当前页面的设置及修改保存当前页面的设置及修改。。。。    

6666．．．．在输入时要先选定要输入的文本框在输入时要先选定要输入的文本框在输入时要先选定要输入的文本框在输入时要先选定要输入的文本框，，，，当看到光标闪烁时开始输入当看到光标闪烁时开始输入当看到光标闪烁时开始输入当看到光标闪烁时开始输入。。。。    

7777．．．．如果发现触摸屏的点击位置有所偏差如果发现触摸屏的点击位置有所偏差如果发现触摸屏的点击位置有所偏差如果发现触摸屏的点击位置有所偏差，，，，请进行触摸屏的检校请进行触摸屏的检校请进行触摸屏的检校请进行触摸屏的检校，，，，具体操具体操具体操具体操

作请见作请见作请见作请见 8.48.48.48.4。。。。    

8888．．．．当弹出警告当弹出警告当弹出警告当弹出警告、、、、提示或者错误信息时提示或者错误信息时提示或者错误信息时提示或者错误信息时，，，，请等待请等待请等待请等待 1111 秒左右秒左右秒左右秒左右，，，，消息将自动消消息将自动消消息将自动消消息将自动消

失失失失，，，，然后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然后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然后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然后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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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每个项目对应一个文件每个项目对应一个文件每个项目对应一个文件每个项目对应一个文件，，，，必需要先建立一个项目才能进行测量和其它必需要先建立一个项目才能进行测量和其它必需要先建立一个项目才能进行测量和其它必需要先建立一个项目才能进行测量和其它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默认系统将建立一个名为默认系统将建立一个名为默认系统将建立一个名为默认系统将建立一个名为 defaultdefaultdefaultdefault 的项目的项目的项目的项目。。。。每次开机将默认打开上每次开机将默认打开上每次开机将默认打开上每次开机将默认打开上

次关机时打开的次关机时打开的次关机时打开的次关机时打开的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项目中将保存测量和输入的数据项目中将保存测量和输入的数据项目中将保存测量和输入的数据项目中将保存测量和输入的数据，，，，可以通过导入或者导出将数据导入可以通过导入或者导出将数据导入可以通过导入或者导出将数据导入可以通过导入或者导出将数据导入

到项目或者从项目中导出到项目或者从项目中导出到项目或者从项目中导出到项目或者从项目中导出。。。。    

    

项目管理菜单项目管理菜单项目管理菜单项目管理菜单：：：：    

                                            
    

4.4.4.4.1111 新建项目新建项目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项目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项目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项目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项目,,,,并且并且并且并且对之前的项目进行保存对之前的项目进行保存对之前的项目进行保存对之前的项目进行保存    

●●●●不能建立两个项目名称相同的项目不能建立两个项目名称相同的项目不能建立两个项目名称相同的项目不能建立两个项目名称相同的项目    

●●●●项目名称最长为项目名称最长为项目名称最长为项目名称最长为 8888 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文件的扩展名为文件的扩展名为文件的扩展名为文件的扩展名为 jobjobjobjob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输入项目名称输入项目名称输入项目名称输入项目名称，，，，默认会以当前的时默认会以当前的时默认会以当前的时默认会以当前的时

间作为项目名称间作为项目名称间作为项目名称间作为项目名称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建立项目者的名称建立项目者的名称建立项目者的名称建立项目者的名称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为项目添加注释为项目添加注释为项目添加注释为项目添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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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2222 打开项目打开项目打开项目打开项目    

●●●●打开一个已有项目打开一个已有项目打开一个已有项目打开一个已有项目，，，，同时会保存当前的项目同时会保存当前的项目同时会保存当前的项目同时会保存当前的项目    

●●●●打开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打开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打开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打开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    

●●●●打开当打开当打开当打开当前的项目将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前的项目将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前的项目将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前的项目将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当前项目变色显示当前项目变色显示当前项目变色显示当前项目变色显示    

    

    

    

    

    

    

    

4.4.4.4.3333 删除项目删除项目删除项目删除项目    

●●●●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可在回收站中对其进行恢复可在回收站中对其进行恢复可在回收站中对其进行恢复可在回收站中对其进行恢复    

●●●●删除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删除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删除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删除项目前要先选定一个项目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删除选定的项目到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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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 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    

●●●●将当前项目另存为一个新的项目将当前项目另存为一个新的项目将当前项目另存为一个新的项目将当前项目另存为一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新的项目并且打开这个新的项目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输入另存为项目的名称输入另存为项目的名称输入另存为项目的名称输入另存为项目的名称    

    

    

    

    

    

    

4.4.4.4.5555 回收站回收站回收站回收站    

●●●●对已经删除的项目进行操作对已经删除的项目进行操作对已经删除的项目进行操作对已经删除的项目进行操作    

◆◆◆◆[[[[恢复恢复恢复恢复]]]]：：：：将选定的删除项目进行恢复将选定的删除项目进行恢复将选定的删除项目进行恢复将选定的删除项目进行恢复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将项目彻底删除将项目彻底删除将项目彻底删除将项目彻底删除，，，，删除的项目将删除的项目将删除的项目将删除的项目将

不能再恢复不能再恢复不能再恢复不能再恢复    

    

    

    

    

4.4.4.4.6666 项目信息项目信息项目信息项目信息    

●●●●显示当前的项目信显示当前的项目信显示当前的项目信显示当前的项目信息息息息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显示当前项目的名称显示当前项目的名称显示当前项目的名称显示当前项目的名称    

◆◆◆◆点数点数点数点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的坐标点的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的坐标点的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的坐标点的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的坐标点的个数    

◆◆◆◆编码个数编码个数编码个数编码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编码的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编码的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编码的个数显示当前项目中编码的个数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项目的创建者项目的创建者项目的创建者项目的创建者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项目的备注信息项目的备注信息项目的备注信息项目的备注信息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当前项目的创建时间当前项目的创建时间当前项目的创建时间当前项目的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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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7777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将数据导入到当前项目中将数据导入到当前项目中将数据导入到当前项目中将数据导入到当前项目中    

◆◆◆◆导入位置导入位置导入位置导入位置：：：：选择不同的存储介质选择不同的存储介质选择不同的存储介质选择不同的存储介质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选择不同的文件格式选择不同的文件格式选择不同的文件格式选择不同的文件格式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导入数据的类型选择导入数据的类型选择导入数据的类型选择导入数据的类型    

◆◆◆◆数据格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选择不同的数据格式选择不同的数据格式选择不同的数据格式选择不同的数据格式（（（（参见附参见附参见附参见附

录录录录））））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进入到选择文件界面进入到选择文件界面进入到选择文件界面进入到选择文件界面    

    

    

●●●●选择导入的文件选择导入的文件选择导入的文件选择导入的文件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返回到之前的导入设置菜单返回到之前的导入设置菜单返回到之前的导入设置菜单返回到之前的导入设置菜单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选择一个文件进行导入选择一个文件进行导入选择一个文件进行导入选择一个文件进行导入    

    

    

    

    

    

    

4.4.4.4.8888 导出导出导出导出    

●●●●将当前项目中的数据导出将当前项目中的数据导出将当前项目中的数据导出将当前项目中的数据导出    

◆◆◆◆导出位置导出位置导出位置导出位置：：：：选择导出文件存放的介质选择导出文件存放的介质选择导出文件存放的介质选择导出文件存放的介质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导出的数据类型导出的数据类型导出的数据类型导出的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导出数据的数据格式导出数据的数据格式导出数据的数据格式导出数据的数据格式（（（（参见附参见附参见附参见附

录录录录））））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进入到输入文件名界面进入到输入文件名界面进入到输入文件名界面进入到输入文件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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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文件名称文件名称文件名称：：：：输入导出数据所保存的文件的输入导出数据所保存的文件的输入导出数据所保存的文件的输入导出数据所保存的文件的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返回到导出设置返回到导出设置返回到导出设置返回到导出设置界面界面界面界面    

◆◆◆◆[[[[导出导出导出导出]]]]：：：：开始导出数据开始导出数据开始导出数据开始导出数据    

    

    

    

◆◆◆◆[[[[搜索搜索搜索搜索]]]]：：：：搜索蓝牙搜索蓝牙搜索蓝牙搜索蓝牙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返回到导出设置界面返回到导出设置界面返回到导出设置界面返回到导出设置界面    

◆◆◆◆[[[[导出导出导出导出]]]]：：：：搜索蓝牙搜索蓝牙搜索蓝牙搜索蓝牙    

    

    

    

4.4.4.4.9999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显示当前仪器的一些信息显示当前仪器的一些信息显示当前仪器的一些信息显示当前仪器的一些信息    

◆◆◆◆软件版本软件版本软件版本软件版本：：：：程序程序程序程序软件版本号软件版本号软件版本号软件版本号    

◆◆◆◆仪器型号仪器型号仪器型号仪器型号：：：：显示仪器型号显示仪器型号显示仪器型号显示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仪器编号仪器编号仪器编号：：：：显示仪器的编号显示仪器的编号显示仪器的编号显示仪器的编号    

◆◆◆◆设备编设备编设备编设备编号号号号：：：：显示仪器的设备编号显示仪器的设备编号显示仪器的设备编号显示仪器的设备编号    

    

    

    

●●●●显示仪器显示仪器显示仪器显示仪器固件固件固件固件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    

◆◆◆◆MAINMAINMAINMAIN    ：：：：主板主板主板主板固件固件固件固件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    

◆◆◆◆BOOTBOOTBOOTBOOT    ：：：：引导固件引导固件引导固件引导固件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    

◆◆◆◆ANGLEANGLEANGLEANGLE：：：：角度固件版本号角度固件版本号角度固件版本号角度固件版本号    

◆◆◆◆EDM  EDM  EDM  EDM  ：：：：测距固件版本号测距固件版本号测距固件版本号测距固件版本号    

◆◆◆◆TILT TILT TILT TILT ：：：：补偿器固件版本号补偿器固件版本号补偿器固件版本号补偿器固件版本号    

◆◆◆◆T&P  T&P  T&P  T&P  ：：：：温度气压固件版本号温度气压固件版本号温度气压固件版本号温度气压固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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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数据管理数据管理数据管理数据管理    

    可以对当前项目中的数据进行可以对当前项目中的数据进行可以对当前项目中的数据进行可以对当前项目中的数据进行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添加添加添加添加、、、、删除删除删除删除、、、、编辑等操作编辑等操作编辑等操作编辑等操作。。。。    

    

数据管理菜单数据管理菜单数据管理菜单数据管理菜单：：：：    

 
 

5.15.15.15.1 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原始数据    

●●●●显示原始数据列表显示原始数据列表显示原始数据列表显示原始数据列表((((具体格式见附录具体格式见附录具体格式见附录具体格式见附录))))    

◆◆◆◆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将跳转到点名完全匹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将跳转到点名完全匹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将跳转到点名完全匹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将跳转到点名完全匹

配的第一个数据配的第一个数据配的第一个数据配的第一个数据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到原始数据中的第一个数据到原始数据中的第一个数据到原始数据中的第一个数据到原始数据中的第一个数据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到原始数据中的到原始数据中的到原始数据中的到原始数据中的最后一个数据最后一个数据最后一个数据最后一个数据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对当前选定的原始数据进行编辑对当前选定的原始数据进行编辑对当前选定的原始数据进行编辑对当前选定的原始数据进行编辑，，，，

只能编辑点名和编码只能编辑点名和编码只能编辑点名和编码只能编辑点名和编码    

    

●●●●对选定的原始数据的点名和编码进行编辑对选定的原始数据的点名和编码进行编辑对选定的原始数据的点名和编码进行编辑对选定的原始数据的点名和编码进行编辑，，，，原始数据的测量数据是不能原始数据的测量数据是不能原始数据的测量数据是不能原始数据的测量数据是不能

修改的修改的修改的修改的。。。。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原始数据的点名输入原始数据的点名输入原始数据的点名输入原始数据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输入原始数据的编码输入原始数据的编码输入原始数据的编码输入原始数据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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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 坐标数据坐标数据坐标数据坐标数据    

●●●●显示坐标数据列表显示坐标数据列表显示坐标数据列表显示坐标数据列表    

●●●●分为三种类型分为三种类型分为三种类型分为三种类型：：：：1.1.1.1.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2.2.2.2.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3. 3. 3. 3.计算计算计算计算    

◆◆◆◆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在编辑框中输入点名将将将将跳转到跳转到跳转到跳转到名称完全匹名称完全匹名称完全匹名称完全匹

配的配的配的配的点位置点位置点位置点位置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坐标数据删除选定的坐标数据删除选定的坐标数据删除选定的坐标数据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选定的坐标数据编辑选定的坐标数据编辑选定的坐标数据编辑选定的坐标数据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手工输入一个坐标数据手工输入一个坐标数据手工输入一个坐标数据手工输入一个坐标数据    

    

    

●●●●编辑坐标数据界面编辑坐标数据界面编辑坐标数据界面编辑坐标数据界面    

●●●●当坐标数据类型为测量数据时当坐标数据类型为测量数据时当坐标数据类型为测量数据时当坐标数据类型为测量数据时，，，，则坐标则坐标则坐标则坐标 NNNN，，，，EEEE，，，，ZZZZ 将不能进行编辑将不能进行编辑将不能进行编辑将不能进行编辑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坐标数据的点名输入坐标数据的点名输入坐标数据的点名输入坐标数据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输入坐标数据的编码输入坐标数据的编码输入坐标数据的编码输入坐标数据的编码    

◆◆◆◆NNNN：：：：输入坐标数据北坐标输入坐标数据北坐标输入坐标数据北坐标输入坐标数据北坐标    

◆◆◆◆EEEE：：：：输入坐标数据输入坐标数据输入坐标数据输入坐标数据东东东东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ZZZZ：：：：输入坐标数据高程输入坐标数据高程输入坐标数据高程输入坐标数据高程    

    

    

    

●●●●新建坐标点界面新建坐标点界面新建坐标点界面新建坐标点界面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新建点的点名输入新建点的点名输入新建点的点名输入新建点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输入新建点的编码输入新建点的编码输入新建点的编码输入新建点的编码    

◆◆◆◆NNNN：：：：输入新建点北坐标输入新建点北坐标输入新建点北坐标输入新建点北坐标    

◆◆◆◆EEEE：：：：输入新建点输入新建点输入新建点输入新建点东东东东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ZZZZ：：：：输入新建点高程输入新建点高程输入新建点高程输入新建点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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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5.35.3 编码数据编码数据编码数据编码数据    

●●●●显示编码数据列表显示编码数据列表显示编码数据列表显示编码数据列表    

◆◆◆◆在编辑框中输入编码名将跳转到对应的编在编辑框中输入编码名将跳转到对应的编在编辑框中输入编码名将跳转到对应的编在编辑框中输入编码名将跳转到对应的编

码位置码位置码位置码位置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编码删除选定的编码删除选定的编码删除选定的编码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选定的编码编辑选定的编码编辑选定的编码编辑选定的编码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输入一个新的编码输入一个新的编码输入一个新的编码输入一个新的编码    

    

    

    

5.45.45.45.4 数据图形数据图形数据图形数据图形    

●●●●显示当前显示当前显示当前显示当前坐标数据的图形坐标数据的图形坐标数据的图形坐标数据的图形    

    

    

    

    

    

    

    

：：：：显示所有的的点显示所有的的点显示所有的的点显示所有的的点                    

：：：：显示测站和后视显示测站和后视显示测站和后视显示测站和后视，，，，如果没有建站如果没有建站如果没有建站如果没有建站，，，，将显示全部点将显示全部点将显示全部点将显示全部点    

：：：：加大比例尺加大比例尺加大比例尺加大比例尺    

：：：：缩小比例尺缩小比例尺缩小比例尺缩小比例尺    

：：：：局部放大局部放大局部放大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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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显示进行设置或查找固定的点名对显示进行设置或查找固定的点名对显示进行设置或查找固定的点名对显示进行设置或查找固定的点名    

    

●●●●图形查找和进行显示设置图形查找和进行显示设置图形查找和进行显示设置图形查找和进行显示设置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要查找的点名输入要查找的点名输入要查找的点名输入要查找的点名    

◆◆◆◆[[[[查找查找查找查找]]]]：：：：返回到图像界面返回到图像界面返回到图像界面返回到图像界面，，，，并且将图像定并且将图像定并且将图像定并且将图像定

位到所输入的点名位置位到所输入的点名位置位到所输入的点名位置位到所输入的点名位置    

◆◆◆◆[[[[点点点点]]]]：：：：是否显示点是否显示点是否显示点是否显示点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点名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点名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点名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编码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编码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编码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编码    

◆◆◆◆[[[[连线连线连线连线]]]]：：：：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线信息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线信息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线信息是否显示坐标数据的线信息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完成设置返回到图像界面完成设置返回到图像界面完成设置返回到图像界面完成设置返回到图像界面    

    

5.5.5.5.5555 查看图片查看图片查看图片查看图片    

●●●●显示当前图片列表显示当前图片列表显示当前图片列表显示当前图片列表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查看选中图片查看选中图片查看选中图片查看选中图片    

    

    

    

    

    

    

注注注注::::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配备配备配备配备影像系列全站仪具有此功能影像系列全站仪具有此功能影像系列全站仪具有此功能影像系列全站仪具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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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计算程序计算程序计算程序计算程序    

    

通过计算程序通过计算程序通过计算程序通过计算程序通用计算和测量计算通用计算和测量计算通用计算和测量计算通用计算和测量计算，，，，并可对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并可对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并可对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并可对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    

    

计算程序菜单计算程序菜单计算程序菜单计算程序菜单    

                                            

    

    

    

    

    

    

    

    

    

    

    

    

6.16.16.16.1 计算器计算器计算器计算器    

●●●●科学计算器科学计算器科学计算器科学计算器((((仅对功能键进行说明仅对功能键进行说明仅对功能键进行说明仅对功能键进行说明，，，，    其它功能为普通计算器通用符号其它功能为普通计算器通用符号其它功能为普通计算器通用符号其它功能为普通计算器通用符号))))    

◆◆◆◆[Clr][Clr][Clr][Clr]：：：：清屏清屏清屏清屏    

◆◆◆◆[Past][Past][Past][Past]：：：：将剪切板中的数据粘贴到编辑框将剪切板中的数据粘贴到编辑框将剪切板中的数据粘贴到编辑框将剪切板中的数据粘贴到编辑框

中中中中    

◆◆◆◆[Cop][Cop][Cop][Cop]：：：：将当前的计算结果复制到剪切板中将当前的计算结果复制到剪切板中将当前的计算结果复制到剪切板中将当前的计算结果复制到剪切板中    

◆◆◆◆[DEL][DEL][DEL][DEL]：：：：向前删除一个输入的字符向前删除一个输入的字符向前删除一个输入的字符向前删除一个输入的字符    

◆◆◆◆[C][C][C][C]：：：：清除清除清除清除编辑框编辑框编辑框编辑框，，，，完成这次运算完成这次运算完成这次运算完成这次运算，，，，但不清但不清但不清但不清

屏屏屏屏    

◆◆◆◆[Pi][Pi][Pi][Pi]：：：：将将将将ππππ的近似值输入到编辑框中的近似值输入到编辑框中的近似值输入到编辑框中的近似值输入到编辑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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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6.26.2 坐标正算坐标正算坐标正算坐标正算    

●●●●根据一已知点和从这个点的方位角和距离根据一已知点和从这个点的方位角和距离根据一已知点和从这个点的方位角和距离根据一已知点和从这个点的方位角和距离计算待求点的坐标计算待求点的坐标计算待求点的坐标计算待求点的坐标    

◆◆◆◆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    

◆◆◆◆ ::::调用一个已知点调用一个已知点调用一个已知点调用一个已知点    

◆◆◆◆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从已知点出发的已知角度从已知点出发的已知角度从已知点出发的已知角度从已知点出发的已知角度    

◆◆◆◆转角转角转角转角：：：：从起始角开始向右旋转的角度从起始角开始向右旋转的角度从起始角开始向右旋转的角度从起始角开始向右旋转的角度    

◆◆◆◆平距平距平距平距：：：：从起始点到待求点的水平距离从起始点到待求点的水平距离从起始点到待求点的水平距离从起始点到待求点的水平距离    

◆◆◆◆高差高差高差高差：：：：起始点与待求点之间的高差起始点与待求点之间的高差起始点与待求点之间的高差起始点与待求点之间的高差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对计算结果进行保存对计算结果进行保存对计算结果进行保存对计算结果进行保存，，，，首先要进行有效的计算首先要进行有效的计算首先要进行有效的计算首先要进行有效的计算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根据已知数据计算出结果坐标根据已知数据计算出结果坐标根据已知数据计算出结果坐标根据已知数据计算出结果坐标，，，，显示在显示在显示在显示在““““计算结果区域计算结果区域计算结果区域计算结果区域””””。。。。    

    

6.36.36.36.3 坐标反算坐标反算坐标反算坐标反算    

●●●●计算两个已知点之间的关系计算两个已知点之间的关系计算两个已知点之间的关系计算两个已知点之间的关系    

◆◆◆◆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输入起始点的点名输入起始点的点名输入起始点的点名输入起始点的点名    

◆◆◆◆结结结结束点束点束点束点：：：：输入结束点的点名输入结束点的点名输入结束点的点名输入结束点的点名    

◆◆◆◆ ：：：：调用或者输入一个已知点的信息调用或者输入一个已知点的信息调用或者输入一个已知点的信息调用或者输入一个已知点的信息    

◆◆◆◆平距平距平距平距：：：：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斜距斜距斜距斜距：：：：两点之间的倾斜距离两点之间的倾斜距离两点之间的倾斜距离两点之间的倾斜距离    

◆◆◆◆高差高差高差高差：：：：两点之间的高差两点之间的高差两点之间的高差两点之间的高差    

◆◆◆◆坡度坡度坡度坡度：：：：显示两点之间的坡度显示两点之间的坡度显示两点之间的坡度显示两点之间的坡度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两点之间的方位角两点之间的方位角两点之间的方位角两点之间的方位角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开始进行计算开始进行计算开始进行计算开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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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46.46.4 面积周长面积周长面积周长面积周长    

●●●●根据已知点数据计算面积根据已知点数据计算面积根据已知点数据计算面积根据已知点数据计算面积    

◆◆◆◆列表内显示已经添加的坐标点的数据列表内显示已经添加的坐标点的数据列表内显示已经添加的坐标点的数据列表内显示已经添加的坐标点的数据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 ] ] ]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 [ [ [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选择添加点在列表选择添加点在列表选择添加点在列表选择添加点在列表

中的位置中的位置中的位置中的位置    

◆◆◆◆ ：：：：添加一个点数据到列表添加一个点数据到列表添加一个点数据到列表添加一个点数据到列表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点点点点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根据当前已知点中的数据计算面根据当前已知点中的数据计算面根据当前已知点中的数据计算面根据当前已知点中的数据计算面

积积积积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显示上次的计算结果显示上次的计算结果显示上次的计算结果显示上次的计算结果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上次计算面积的结果上次计算面积的结果上次计算面积的结果上次计算面积的结果    

    
    

●●●●显示面积的图形显示面积的图形显示面积的图形显示面积的图形，，，，黑色的部分为计算的面积黑色的部分为计算的面积黑色的部分为计算的面积黑色的部分为计算的面积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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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5555 点线反算点线反算点线反算点线反算    

●●●●根据起点与终点形成一条直线根据起点与终点形成一条直线根据起点与终点形成一条直线根据起点与终点形成一条直线，，，，从偏置点向这条直线做垂线从偏置点向这条直线做垂线从偏置点向这条直线做垂线从偏置点向这条直线做垂线，，，，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计算结果

为起点到垂足的水平距离和偏置点与垂足的水平距离为起点到垂足的水平距离和偏置点与垂足的水平距离为起点到垂足的水平距离和偏置点与垂足的水平距离为起点到垂足的水平距离和偏置点与垂足的水平距离。。。。    

◆◆◆◆起点起点起点起点：：：：输入或者调用起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起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起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起点的坐标值    

◆◆◆◆终点终点终点终点：：：：输入或者调用终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终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终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终点的坐标值    

◆◆◆◆偏置点偏置点偏置点偏置点：：：：输入或者调用偏置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偏置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偏置点的坐标值输入或者调用偏置点的坐标值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输入前三个已知点后进行计算输入前三个已知点后进行计算输入前三个已知点后进行计算输入前三个已知点后进行计算    

    

    

    

●●●●显示点线反算计算结果显示点线反算计算结果显示点线反算计算结果显示点线反算计算结果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垂足的坐标保存垂足的坐标保存垂足的坐标保存垂足的坐标    

    

    

    

    

    

    

    

●●●●显示点线反算图形显示点线反算图形显示点线反算图形显示点线反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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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6666 两点计算交点两点计算交点两点计算交点两点计算交点    

    

根据两个起点根据两个起点根据两个起点根据两个起点，，，，和从这两个起和从这两个起和从这两个起和从这两个起点到交点的角度或者距离值来计算交点的坐点到交点的角度或者距离值来计算交点的坐点到交点的角度或者距离值来计算交点的坐点到交点的角度或者距离值来计算交点的坐

标标标标。。。。    

    

●●●●根据两个距离值来计算交点根据两个距离值来计算交点根据两个距离值来计算交点根据两个距离值来计算交点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在角度和距离值之间切换在角度和距离值之间切换在角度和距离值之间切换在角度和距离值之间切换，，，，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当前的计算状态为距离当前的计算状态为距离当前的计算状态为距离当前的计算状态为距离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计算交点坐标计算交点坐标计算交点坐标计算交点坐标    

    

    

    

    

    

●●●●根据两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根据两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根据两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根据两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    

◆◆◆◆[[[[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从起点到交点的方位角从起点到交点的方位角从起点到交点的方位角从起点到交点的方位角    

    

    

    

    

    

    

●●●●根据一个距离值和一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根据一个距离值和一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根据一个距离值和一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根据一个距离值和一个方位角来计算交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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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交点结果坐标计算的交点结果坐标计算的交点结果坐标计算的交点结果坐标，，，，将根据交点数量进行显示将根据交点数量进行显示将根据交点数量进行显示将根据交点数量进行显示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交点坐标保存交点坐标保存交点坐标保存交点坐标，，，，第二坐标点的点第二坐标点的点第二坐标点的点第二坐标点的点

名将自动累加名将自动累加名将自动累加名将自动累加    

    

    

    

    

    

    

●●●●交点计算的图形交点计算的图形交点计算的图形交点计算的图形((((图为根据距离计算的图形图为根据距离计算的图形图为根据距离计算的图形图为根据距离计算的图形))))    

    
    

    

6.6.6.6.7777 四点计算交点四点计算交点四点计算交点四点计算交点    

●●●●根据四个点形成两根据四个点形成两根据四个点形成两根据四个点形成两条直线条直线条直线条直线，，，，计算两条直线的计算两条直线的计算两条直线的计算两条直线的交点交点交点交点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起点起点起点起点：：：：直线上的第一点直线上的第一点直线上的第一点直线上的第一点    

◆◆◆◆终点终点终点终点：：：：直线上的第二点直线上的第二点直线上的第二点直线上的第二点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计算交点坐标计算交点坐标计算交点坐标计算交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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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交点坐标显示交点坐标显示交点坐标显示交点坐标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交点坐标保存交点坐标保存交点坐标保存交点坐标    

    

    

    

    

    

    

    

●●●●显示四点计算交点的图形显示四点计算交点的图形显示四点计算交点的图形显示四点计算交点的图形    

    
    

    

    

    

6.6.6.6.8888 体积计算体积计算体积计算体积计算    

●●●●根据所有列表中的点形成三角网根据所有列表中的点形成三角网根据所有列表中的点形成三角网根据所有列表中的点形成三角网，，，，然后以参考高程为参考面然后以参考高程为参考面然后以参考高程为参考面然后以参考高程为参考面计算体积计算体积计算体积计算体积    

◆◆◆◆参考高程参考高程参考高程参考高程：：：：输入用于计算的参考高程输入用于计算的参考高程输入用于计算的参考高程输入用于计算的参考高程，，，，在在在在

参考高程之上为正体积参考高程之上为正体积参考高程之上为正体积参考高程之上为正体积，，，，在参考高程之下为在参考高程之下为在参考高程之下为在参考高程之下为

负体积负体积负体积负体积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点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点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点删除选定的列表中的点    

◆◆◆◆[[[[删除所有删除所有删除所有删除所有]]]]：：：：删除列表中所有的点删除列表中所有的点删除列表中所有的点删除列表中所有的点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根据列表中的点和参考高程计算根据列表中的点和参考高程计算根据列表中的点和参考高程计算根据列表中的点和参考高程计算

体积体积体积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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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所有添加所有添加所有添加所有]]]]：：：：添添添添加当前项目中的所有的点加当前项目中的所有的点加当前项目中的所有的点加当前项目中的所有的点，，，，最大最大最大最大数量数量数量数量为为为为 200200200200 个点个点个点个点    

◆◆◆◆[[[[批量添加批量添加批量添加批量添加]]]]：：：：批量添加参与计算的点批量添加参与计算的点批量添加参与计算的点批量添加参与计算的点    

◆◆◆◆[[[[添加单点添加单点添加单点添加单点]]]]：：：：向列表中添加一个点向列表中添加一个点向列表中添加一个点向列表中添加一个点    

    

●●●●体积计算结果体积计算结果体积计算结果体积计算结果    

◆◆◆◆正体积正体积正体积正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上的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上的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上的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上的体积    

◆◆◆◆负体积负体积负体积负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下的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下的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下的体积在参考高程面下的体积    

◆◆◆◆总体积总体积总体积总体积：：：：正体积与负体积之和正体积与负体积之和正体积与负体积之和正体积与负体积之和    

    

    

    

    

●●●●体积计算形成的三角网的图形体积计算形成的三角网的图形体积计算形成的三角网的图形体积计算形成的三角网的图形    

    
    

6.6.6.6.9999 单位转换单位转换单位转换单位转换    

●●●●对数值根据单位进行转换计算对数值根据单位进行转换计算对数值根据单位进行转换计算对数值根据单位进行转换计算，，，，当在输入数值的位置输入数值后当在输入数值的位置输入数值后当在输入数值的位置输入数值后当在输入数值的位置输入数值后，，，，仪器仪器仪器仪器

将自动计算并在另外一个输入数值的位置显示计算的结果将自动计算并在另外一个输入数值的位置显示计算的结果将自动计算并在另外一个输入数值的位置显示计算的结果将自动计算并在另外一个输入数值的位置显示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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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10101010 子午线收敛角子午线收敛角子午线收敛角子午线收敛角    

●●●●输入已知信息计算子午线收敛角输入已知信息计算子午线收敛角输入已知信息计算子午线收敛角输入已知信息计算子午线收敛角，，，，在陀螺仪连接时使用在陀螺仪连接时使用在陀螺仪连接时使用在陀螺仪连接时使用    

((((详细操作说明详细操作说明详细操作说明详细操作说明请查阅陀螺仪操作手册请查阅陀螺仪操作手册请查阅陀螺仪操作手册请查阅陀螺仪操作手册))))    

    

    

    

    

    

    

    

6.6.6.6.11111111 导线平差导线平差导线平差导线平差    

●●●●输入起始点后点击下一步输入起始点后点击下一步输入起始点后点击下一步输入起始点后点击下一步    

◆◆◆◆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平差起始点平差起始点平差起始点平差起始点    

    

    

    

    

    

    

●●●●输入终止点及已知点后点击下一步输入终止点及已知点后点击下一步输入终止点及已知点后点击下一步输入终止点及已知点后点击下一步    

◆◆◆◆终止点终止点终止点终止点：：：：平差终止点平差终止点平差终止点平差终止点    

◆◆◆◆已知点已知点已知点已知点：：：：终止点对应的已知点终止点对应的已知点终止点对应的已知点终止点对应的已知点    

    

    

    

    

    

●●●●显示计算结果值显示计算结果值显示计算结果值显示计算结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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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坐标平差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坐标平差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坐标平差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坐标平差    

    

    

    

    

    

    

    

●●●●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高程平差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高程平差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高程平差是否对现有数据进行高程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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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设置分为两类设置分为两类设置分为两类设置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和项目相关的设置第一类是和项目相关的设置第一类是和项目相关的设置第一类是和项目相关的设置，，，，修改这些设置只会影响到当修改这些设置只会影响到当修改这些设置只会影响到当修改这些设置只会影响到当

前的项目前的项目前的项目前的项目。。。。第二类是和项目无关的设置第二类是和项目无关的设置第二类是和项目无关的设置第二类是和项目无关的设置，，，，修改会影响到所有的项目修改会影响到所有的项目修改会影响到所有的项目修改会影响到所有的项目。。。。    

●●●●以下的说明设置当以下的说明设置当以下的说明设置当以下的说明设置当前项目的为第一类前项目的为第一类前项目的为第一类前项目的为第一类，，，，没有说明的为第二类没有说明的为第二类没有说明的为第二类没有说明的为第二类    

●●●●出现的出现的出现的出现的[[[[默认默认默认默认]]]]键将以当前的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键将以当前的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键将以当前的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键将以当前的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当下次建立一个新当下次建立一个新当下次建立一个新当下次建立一个新

的项目时的项目时的项目时的项目时，，，，则用当前的第一类的项目相关设置作为新建项目的参数设置则用当前的第一类的项目相关设置作为新建项目的参数设置则用当前的第一类的项目相关设置作为新建项目的参数设置则用当前的第一类的项目相关设置作为新建项目的参数设置    

    

设置程序菜单设置程序菜单设置程序菜单设置程序菜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8 

7.17.17.17.1 单位设置单位设置单位设置单位设置    

●●●●进行单位的设置进行单位的设置进行单位的设置进行单位的设置。。。。单位和具体的项目相关单位和具体的项目相关单位和具体的项目相关单位和具体的项目相关，，，，项目不同项目不同项目不同项目不同，，，，单位可能也不相单位可能也不相单位可能也不相单位可能也不相

同同同同    

◆◆◆◆角度单位角度单位角度单位角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角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角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角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角度单位    

◆◆◆◆距离单位距离单位距离单位距离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距离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距离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距离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距离单位    

◆◆◆◆温度单位温度单位温度单位温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温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温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温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温度单位    

◆◆◆◆气压单位气压单位气压单位气压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气压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气压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气压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气压单位    

◆◆◆◆[[[[默认默认默认默认]]]]：：：：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

在新建立在新建立在新建立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    

    

7.27.27.27.2 角度相关设置角度相关设置角度相关设置角度相关设置    

●●●●进行角度相关的设置进行角度相关的设置进行角度相关的设置进行角度相关的设置    

◆◆◆◆显示精度显示精度显示精度显示精度：：：：角度显示精度角度显示精度角度显示精度角度显示精度((((仅高精度仪器仅高精度仪器仅高精度仪器仅高精度仪器))))    

◆◆◆◆垂直零位垂直零位垂直零位垂直零位：：：：设置当前项目垂直角度显示为设置当前项目垂直角度显示为设置当前项目垂直角度显示为设置当前项目垂直角度显示为

天顶零或者水平零天顶零或者水平零天顶零或者水平零天顶零或者水平零    

◆◆◆◆倾斜补偿倾斜补偿倾斜补偿倾斜补偿：：：：设置是否开启自动补偿设置是否开启自动补偿设置是否开启自动补偿设置是否开启自动补偿    

◆◆◆◆[[[[默认默认默认默认]]]]：：：：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

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    

    

7.37.37.37.3 距离相关设置距离相关设置距离相关设置距离相关设置    

●●●●设置与距离相关的参数设置与距离相关的参数设置与距离相关的参数设置与距离相关的参数    

◆◆◆◆显示精度显示精度显示精度显示精度：：：：距离值显示精度距离值显示精度距离值显示精度距离值显示精度((((只支持高精只支持高精只支持高精只支持高精

度度度度))))    

◆◆◆◆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比例尺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比例尺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比例尺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比例尺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高程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高程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高程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高程    

◆◆◆◆TTTT----PPPP 改正改正改正改正：：：：是否开启温度气压补偿是否开启温度气压补偿是否开启温度气压补偿是否开启温度气压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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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差改正两差改正两差改正两差改正：：：：设置当前项目对大气设置当前项目对大气设置当前项目对大气设置当前项目对大气折光和地球曲率的影响进行改正的参折光和地球曲率的影响进行改正的参折光和地球曲率的影响进行改正的参折光和地球曲率的影响进行改正的参

数数数数。。。。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对对对对 TTTT----PPPP 改正的参数进行修改改正的参数进行修改改正的参数进行修改改正的参数进行修改    

◆◆◆◆[[[[默认默认默认默认]]]]：：：：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对测量的模式进行设置对测量的模式进行设置对测量的模式进行设置对测量的模式进行设置    

◆◆◆◆NNNN 次测量次测量次测量次测量：：：：设置具体的测量次数设置具体的测量次数设置具体的测量次数设置具体的测量次数，，，，可选为可选为可选为可选为

1111----99999999 次次次次    

◆◆◆◆结果平均结果平均结果平均结果平均：：：：是否对是否对是否对是否对 NNNN 次测量结果进行平差次测量结果进行平差次测量结果进行平差次测量结果进行平差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进行连续的精测进行连续的精测进行连续的精测进行连续的精测    

◆◆◆◆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进行连续的粗测进行连续的粗测进行连续的粗测进行连续的粗测，，，，速度稍快速度稍快速度稍快速度稍快，，，，

精度稍低精度稍低精度稍低精度稍低    

●●●●测距合作目标的设置测距合作目标的设置测距合作目标的设置测距合作目标的设置    

●●●●如果测距头为红外如果测距头为红外如果测距头为红外如果测距头为红外,,,,则无反射板和无合作的选项则无反射板和无合作的选项则无反射板和无合作的选项则无反射板和无合作的选项    

◆◆◆◆[[[[棱镜棱镜棱镜棱镜]]]]：：：：设置测距合作目标为棱镜设置测距合作目标为棱镜设置测距合作目标为棱镜设置测距合作目标为棱镜    

◆◆◆◆常数常数常数常数：：：：设置棱镜的常数设置棱镜的常数设置棱镜的常数设置棱镜的常数    

◆◆◆◆[[[[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设置合作目标为反射板设置合作目标为反射板设置合作目标为反射板设置合作目标为反射板    

◆◆◆◆[[[[无合作无合作无合作无合作]]]]：：：：设置合作目标为其它物体设置合作目标为其它物体设置合作目标为其它物体设置合作目标为其它物体    

◆◆◆◆[[[[测程增强测程增强测程增强测程增强]]]]：：：：增强测程增强测程增强测程增强测程,,,,同时精度降低同时精度降低同时精度降低同时精度降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0 

7.47.47.47.4 坐标相关设置坐标相关设置坐标相关设置坐标相关设置    

●●●●设置坐标相关的参数设置坐标相关的参数设置坐标相关的参数设置坐标相关的参数    

◆◆◆◆坐标顺序坐标顺序坐标顺序坐标顺序：：：：设置坐标的显示顺序设置坐标的显示顺序设置坐标的显示顺序设置坐标的显示顺序    

◆◆◆◆盘左右盘左右盘左右盘左右：：：：测量的坐标值是否跟盘左或者盘测量的坐标值是否跟盘左或者盘测量的坐标值是否跟盘左或者盘测量的坐标值是否跟盘左或者盘

右相关右相关右相关右相关，，，，设置为不相关则设置为不相关则设置为不相关则设置为不相关则盘左和盘右测量的盘左和盘右测量的盘左和盘右测量的盘左和盘右测量的

结果相同结果相同结果相同结果相同    

◆◆◆◆[[[[默认默认默认默认]]]]：：：：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的设置，，，，

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在新建立项目时将采用当前的设置    

    

7.57.57.57.5    RS232RS232RS232RS232 通讯设置通讯设置通讯设置通讯设置    

●●●●设置串口通讯参数设置串口通讯参数设置串口通讯参数设置串口通讯参数    

◆◆◆◆串口开关串口开关串口开关串口开关：：：：是否打开串口是否打开串口是否打开串口是否打开串口，，，，当打开蓝牙时当打开蓝牙时当打开蓝牙时当打开蓝牙时，，，，

将自动关闭将自动关闭将自动关闭将自动关闭。。。。    

◆◆◆◆波特率波特率波特率波特率：：：：设置串口通讯的波特率设置串口通讯的波特率设置串口通讯的波特率设置串口通讯的波特率    

◆◆◆◆数据位数据位数据位数据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数据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数据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数据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数据位    

◆◆◆◆检验位检验位检验位检验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检验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检验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检验位设置串口通讯的检验位    

◆◆◆◆停止位停止位停止位停止位：：：：设置串口通讯的停止位设置串口通讯的停止位设置串口通讯的停止位设置串口通讯的停止位    

    

7.67.67.67.6 蓝牙通讯设置蓝牙通讯设置蓝牙通讯设置蓝牙通讯设置    

●●●●设置蓝牙通讯参数设置蓝牙通讯参数设置蓝牙通讯参数设置蓝牙通讯参数    

◆◆◆◆蓝牙开关蓝牙开关蓝牙开关蓝牙开关：：：：是否打开蓝牙是否打开蓝牙是否打开蓝牙是否打开蓝牙，，，，打开串口通讯打开串口通讯打开串口通讯打开串口通讯

时将自动关闭时将自动关闭时将自动关闭时将自动关闭    

◆◆◆◆密码密码密码密码：：：：输入连接密码输入连接密码输入连接密码输入连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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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7.77.7 电源设置电源设置电源设置电源设置    

●●●●电源相关设置电源相关设置电源相关设置电源相关设置    

◆◆◆◆电池电量电池电量电池电量电池电量：：：：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    

◆◆◆◆休眠时间休眠时间休眠时间休眠时间：：：：设置仪器无操作时进入休眠的设置仪器无操作时进入休眠的设置仪器无操作时进入休眠的设置仪器无操作时进入休眠的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关机时间关机时间关机时间关机时间：：：：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机的时间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机的时间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机的时间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机的时间    

◆◆◆◆背光时间背光时间背光时间背光时间：：：：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闭背光的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闭背光的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闭背光的设置仪器无操作时关闭背光的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背光相关设置背光相关设置背光相关设置背光相关设置    

◆◆◆◆自动背光自动背光自动背光自动背光：：：：仪器根据当前环境自动设置屏仪器根据当前环境自动设置屏仪器根据当前环境自动设置屏仪器根据当前环境自动设置屏

幕背光幕背光幕背光幕背光    

◆◆◆◆按键背光按键背光按键背光按键背光：：：：设置是否打开或者关闭按键背设置是否打开或者关闭按键背设置是否打开或者关闭按键背设置是否打开或者关闭按键背

光光光光    

◆◆◆◆十字丝背光十字丝背光十字丝背光十字丝背光：：：：设置是否打开测距头内的十设置是否打开测距头内的十设置是否打开测距头内的十设置是否打开测距头内的十

字丝照明字丝照明字丝照明字丝照明    

    

    

●●●●电源管理的其它设置电源管理的其它设置电源管理的其它设置电源管理的其它设置    

◆◆◆◆电池类型电池类型电池类型电池类型：：：：根据当前电池选择电池的类型根据当前电池选择电池的类型根据当前电池选择电池的类型根据当前电池选择电池的类型    

◆◆◆◆声音设置声音设置声音设置声音设置：：：：设置声音是否开关设置声音是否开关设置声音是否开关设置声音是否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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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87.87.8 其它设置其它设置其它设置其它设置    

●●●●进行其它相关设置进行其它相关设置进行其它相关设置进行其它相关设置    

◆◆◆◆语言选择语言选择语言选择语言选择：：：：选择仪器显示的语言选择仪器显示的语言选择仪器显示的语言选择仪器显示的语言    

    

    

    

    

    

    

    

7.7.7.7.9999 固件升级固件升级固件升级固件升级    

●●●●对仪器的各种硬件程序进行升级对仪器的各种硬件程序进行升级对仪器的各种硬件程序进行升级对仪器的各种硬件程序进行升级    

●●●●首先到官方网站下载对应硬件的升级包首先到官方网站下载对应硬件的升级包首先到官方网站下载对应硬件的升级包首先到官方网站下载对应硬件的升级包，，，，复制到内存复制到内存复制到内存复制到内存，，，，SDSDSDSD 卡或者优盘卡或者优盘卡或者优盘卡或者优盘

中中中中，，，，点击对应按键进行升级点击对应按键进行升级点击对应按键进行升级点击对应按键进行升级。。。。在升级前将显示当前硬件的版本在升级前将显示当前硬件的版本在升级前将显示当前硬件的版本在升级前将显示当前硬件的版本，，，，如果硬件如果硬件如果硬件如果硬件

版本不一致将不能升级版本不一致将不能升级版本不一致将不能升级版本不一致将不能升级。。。。    

●●●●升级包不能改名升级包不能改名升级包不能改名升级包不能改名，，，，在同一个存储介质中只能放一个硬件的升级包在同一个存储介质中只能放一个硬件的升级包在同一个存储介质中只能放一个硬件的升级包在同一个存储介质中只能放一个硬件的升级包，，，，    

◆◆◆◆系统固件系统固件系统固件系统固件：：：：升级系统固件升级系统固件升级系统固件升级系统固件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升级其它固件升级其它固件升级其它固件升级其它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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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它固件升级类型选择其它固件升级类型选择其它固件升级类型选择其它固件升级类型    

◆◆◆◆[[[[测角固件测角固件测角固件测角固件]]]]：：：：升级测角固件升级测角固件升级测角固件升级测角固件    

◆◆◆◆[[[[测距固件测距固件测距固件测距固件]]]]：：：：升级测距固件升级测距固件升级测距固件升级测距固件    

◆◆◆◆[[[[双轴补偿固件双轴补偿固件双轴补偿固件双轴补偿固件]]]]：：：：升级双轴补偿固件升级双轴补偿固件升级双轴补偿固件升级双轴补偿固件    

◆◆◆◆[[[[温度气压固件温度气压固件温度气压固件温度气压固件]]]]：：：：升级温度气压固件升级温度气压固件升级温度气压固件升级温度气压固件    

    

    

    

●●●●升级界面升级界面升级界面升级界面    

◆◆◆◆文件来源文件来源文件来源文件来源：：：：选择升级包保存的存储介质位选择升级包保存的存储介质位选择升级包保存的存储介质位选择升级包保存的存储介质位

置置置置    

◆◆◆◆当前硬件版本当前硬件版本当前硬件版本当前硬件版本：：：：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对应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对应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对应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对应

的硬件版本的硬件版本的硬件版本的硬件版本    

◆◆◆◆当前软件版本当前软件版本当前软件版本当前软件版本：：：：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的软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的软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的软显示当前要升级硬件的软

件版本号件版本号件版本号件版本号    

◆◆◆◆升级软件版本升级软件版本升级软件版本升级软件版本：：：：当前软件包的软件版本当前软件包的软件版本当前软件包的软件版本当前软件包的软件版本    

◆◆◆◆系统固件系统固件系统固件系统固件：：：：显示了当前要升级的固件为系统固件显示了当前要升级的固件为系统固件显示了当前要升级的固件为系统固件显示了当前要升级的固件为系统固件，，，，其它类推其它类推其它类推其它类推    

◆◆◆◆[[[[开始升级开始升级开始升级开始升级]]]]：：：：开始对当前开始对当前开始对当前开始对当前固件进行升级固件进行升级固件进行升级固件进行升级    

    

7.7.7.7.10101010 格式化存储器格式化存储器格式化存储器格式化存储器    

    

●●●●对当前的存储器进行格式化对当前的存储器进行格式化对当前的存储器进行格式化对当前的存储器进行格式化    

◆◆◆◆验证码验证码验证码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    

◆◆◆◆输入值输入值输入值输入值：：：：输入上面的验证码输入上面的验证码输入上面的验证码输入上面的验证码    

◆◆◆◆格式化格式化格式化格式化：：：：选择一个要格式化的存储介质选择一个要格式化的存储介质选择一个要格式化的存储介质选择一个要格式化的存储介质    

◆◆◆◆[[[[格式化格式化格式化格式化]]]]：：：：开始对选定的存储介质进行格开始对选定的存储介质进行格开始对选定的存储介质进行格开始对选定的存储介质进行格

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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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11111111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将各种参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将各种参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将各种参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将各种参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    

◆◆◆◆验证码验证码验证码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随机产生一个验证码    

◆◆◆◆输入值输入值输入值输入值：：：：输入上面的验证码输入上面的验证码输入上面的验证码输入上面的验证码    

◆◆◆◆[[[[初始化初始化初始化初始化]]]]：：：：开始进行初始化开始进行初始化开始进行初始化开始进行初始化    

    

    

    

    

7.7.7.7.12121212 应用软件安装应用软件安装应用软件安装应用软件安装    

●●●●可以安装附加软件可以安装附加软件可以安装附加软件可以安装附加软件，，，，将放有安装程序的将放有安装程序的将放有安装程序的将放有安装程序的 SDSDSDSD 卡放入到仪器中卡放入到仪器中卡放入到仪器中卡放入到仪器中，，，，然后点击然后点击然后点击然后点击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卸载卸载卸载卸载]]]]：：：：卸载程序卸载程序卸载程序卸载程序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安装程序安装程序安装程序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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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仪器校准仪器校准仪器校准仪器校准    

仪器校准程序菜单仪器校准程序菜单仪器校准程序菜单仪器校准程序菜单    

    

8.18.18.18.1 补偿器校正补偿器校正补偿器校正补偿器校正    

●●●●校正双轴补偿校正双轴补偿校正双轴补偿校正双轴补偿    

●●●●首先检校长水准气泡首先检校长水准气泡首先检校长水准气泡首先检校长水准气泡，，，，然后利用长水准气泡整平后然后利用长水准气泡整平后然后利用长水准气泡整平后然后利用长水准气泡整平后，，，，再点击置零键进行再点击置零键进行再点击置零键进行再点击置零键进行

置零操作置零操作置零操作置零操作    

●●●●盘左盘右分别照准远处同一目标盘左盘右分别照准远处同一目标盘左盘右分别照准远处同一目标盘左盘右分别照准远处同一目标,,,,依照提示进行设置依照提示进行设置依照提示进行设置依照提示进行设置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照准目标进行设置照准目标进行设置照准目标进行设置照准目标进行设置    

            

    

    

    

    

    

    

8.28.28.28.2 垂直角基准校正垂直角基准校正垂直角基准校正垂直角基准校正    

在完成在完成在完成在完成[[[[倾斜传倾斜传倾斜传倾斜传感器感器感器感器零点误差检校零点误差检校零点误差检校零点误差检校]]]]和和和和[[[[望远镜分划板检校望远镜分划板检校望远镜分划板检校望远镜分划板检校]]]]项目后再检验项目后再检验项目后再检验项目后再检验

本项目本项目本项目本项目。。。。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1111 安置整平好仪器后开机安置整平好仪器后开机安置整平好仪器后开机安置整平好仪器后开机,,,,将望远镜照准任一清晰目标将望远镜照准任一清晰目标将望远镜照准任一清晰目标将望远镜照准任一清晰目标ＡＡＡＡ,,,,得竖直角盘得竖直角盘得竖直角盘得竖直角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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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读数左读数左读数左读数Ｌ。Ｌ。Ｌ。Ｌ。    

2222 转动望远镜再照准转动望远镜再照准转动望远镜再照准转动望远镜再照准Ａ，Ａ，Ａ，Ａ，得竖直角盘右读数得竖直角盘右读数得竖直角盘右读数得竖直角盘右读数Ｒ。Ｒ。Ｒ。Ｒ。    

3333 若竖直角天顶为若竖直角天顶为若竖直角天顶为若竖直角天顶为００００°°°°，，，，则则则则ｉ＝ｉ＝ｉ＝ｉ＝((((Ｌ＋Ｒ－Ｌ＋Ｒ－Ｌ＋Ｒ－Ｌ＋Ｒ－360360360360°°°°))))／／／／２２２２若竖直角水平若竖直角水平若竖直角水平若竖直角水平

为为为为００００°°°°则则则则        ｉ＝ｉ＝ｉ＝ｉ＝((((Ｌ＋Ｒ－Ｌ＋Ｒ－Ｌ＋Ｒ－Ｌ＋Ｒ－180180180180°°°°))))／／／／２２２２    或或或或((((Ｌ＋Ｒ－Ｌ＋Ｒ－Ｌ＋Ｒ－Ｌ＋Ｒ－540540540540°°°°))))／／／／２２２２。。。。    

4444 若若若若    ｜ｉ｜｜ｉ｜｜ｉ｜｜ｉ｜    ≥≥≥≥10101010″″″″    则需对竖盘指标零点重新设置则需对竖盘指标零点重新设置则需对竖盘指标零点重新设置则需对竖盘指标零点重新设置。。。。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1111 盘左精确照准与仪器同高的远处任一清晰稳定目标盘左精确照准与仪器同高的远处任一清晰稳定目标盘左精确照准与仪器同高的远处任一清晰稳定目标盘左精确照准与仪器同高的远处任一清晰稳定目标ＡＡＡＡ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完成盘左的测量完成盘左的测量完成盘左的测量完成盘左的测量    

2222 盘右精确照准同一目标盘右精确照准同一目标盘右精确照准同一目标盘右精确照准同一目标ＡＡＡＡ    

    
◆◆◆◆[[[[测角测角测角测角]]]]：：：：重新测量盘左的角度值重新测量盘左的角度值重新测量盘左的角度值重新测量盘左的角度值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完成盘右的测量完成盘右的测量完成盘右的测量完成盘右的测量    

3333 盘左盘左盘左盘左，，，，盘右都完成测量后盘右都完成测量后盘右都完成测量后盘右都完成测量后，，，，将显示指标差将显示指标差将显示指标差将显示指标差，，，，按按按按[[[[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完成检校完成检校完成检校完成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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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重复检验步骤重新测定指标差重复检验步骤重新测定指标差重复检验步骤重新测定指标差重复检验步骤重新测定指标差((((ｉｉｉｉ角角角角）。）。）。）。若指标差仍不符合要求若指标差仍不符合要求若指标差仍不符合要求若指标差仍不符合要求，，，，

则应检查校正则应检查校正则应检查校正则应检查校正（（（（指标零点设置指标零点设置指标零点设置指标零点设置））））的三个步骤的操作是否有误的三个步骤的操作是否有误的三个步骤的操作是否有误的三个步骤的操作是否有误，，，，目标照准是目标照准是目标照准是目标照准是

否准确等否准确等否准确等否准确等，，，，    按要求再重新进行设置按要求再重新进行设置按要求再重新进行设置按要求再重新进行设置。。。。    

5555 经反复操作仍不符合要求时经反复操作仍不符合要求时经反复操作仍不符合要求时经反复操作仍不符合要求时，，，，应送厂检修应送厂检修应送厂检修应送厂检修。。。。        

    

●●●●    零点设置过程中所显示的竖直角是没有经过补偿和修正的值零点设置过程中所显示的竖直角是没有经过补偿和修正的值零点设置过程中所显示的竖直角是没有经过补偿和修正的值零点设置过程中所显示的竖直角是没有经过补偿和修正的值，，，，只供设只供设只供设只供设

置置置置中进行中进行中进行中进行参考不能作它用参考不能作它用参考不能作它用参考不能作它用。。。。            

    

8.38.38.38.3 仪器加常数校正仪器加常数校正仪器加常数校正仪器加常数校正    

    

仪器常数在出厂时进行了检验仪器常数在出厂时进行了检验仪器常数在出厂时进行了检验仪器常数在出厂时进行了检验，，，，并在机内作了修正并在机内作了修正并在机内作了修正并在机内作了修正，，，，使使使使 K K K K＝＝＝＝００００。。。。仪器仪器仪器仪器

常数很少发生变化常数很少发生变化常数很少发生变化常数很少发生变化，，，，但我们建议此项检验每年进行一至二次但我们建议此项检验每年进行一至二次但我们建议此项检验每年进行一至二次但我们建议此项检验每年进行一至二次。。。。此项检验适此项检验适此项检验适此项检验适

合在标准基线上进行合在标准基线上进行合在标准基线上进行合在标准基线上进行，，，，也可以按下述简便的方法进行也可以按下述简便的方法进行也可以按下述简便的方法进行也可以按下述简便的方法进行。。。。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１１１１选一平坦场地在选一平坦场地在选一平坦场地在选一平坦场地在ＡＡＡＡ点安置并整平仪器点安置并整平仪器点安置并整平仪器点安置并整平仪器，，，，用竖丝仔细在地面标定用竖丝仔细在地面标定用竖丝仔细在地面标定用竖丝仔细在地面标定同同同同

一直线上间隔一直线上间隔一直线上间隔一直线上间隔 50505050ｍｍｍｍ的的的的Ｂ、ＣＢ、ＣＢ、ＣＢ、Ｃ两点两点两点两点，，，，并准确对中地安置反射棱镜或反射板并准确对中地安置反射棱镜或反射板并准确对中地安置反射棱镜或反射板并准确对中地安置反射棱镜或反射板。。。。    

２２２２仪器设置了温度与气压数据后仪器设置了温度与气压数据后仪器设置了温度与气压数据后仪器设置了温度与气压数据后，，，，精确测出精确测出精确测出精确测出ＡＢ、ＡＣＡＢ、ＡＣＡＢ、ＡＣＡＢ、ＡＣ的平距的平距的平距的平距。。。。    

３３３３在在在在ＢＢＢＢ点安置仪器并准确对中点安置仪器并准确对中点安置仪器并准确对中点安置仪器并准确对中，，，，精确测出精确测出精确测出精确测出ＢＣＢＣＢＣＢＣ的平距的平距的平距的平距。。。。    

４４４４可以得出仪器测距常数可以得出仪器测距常数可以得出仪器测距常数可以得出仪器测距常数：：：：    

                     K K K K＝ＡＣ－＝ＡＣ－＝ＡＣ－＝ＡＣ－((((ＡＢ＋ＢＣＡＢ＋ＢＣＡＢ＋ＢＣＡＢ＋ＢＣ))))    

KKKK 应接近等于应接近等于应接近等于应接近等于００００，，，，若若若若｜｜｜｜KKKK｜＞｜＞｜＞｜＞5555ｍｍｍｍｍｍｍｍ应送标准基线场进行严格的检验应送标准基线场进行严格的检验应送标准基线场进行严格的检验应送标准基线场进行严格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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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依据检验值进行校正然后依据检验值进行校正然后依据检验值进行校正然后依据检验值进行校正。。。。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经严格检验证实仪器常数经严格检验证实仪器常数经严格检验证实仪器常数经严格检验证实仪器常数 KKKK 不接近于不接近于不接近于不接近于００００已发生变化已发生变化已发生变化已发生变化，，，，用户如果须进行用户如果须进行用户如果须进行用户如果须进行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将仪器加常数按综合常数将仪器加常数按综合常数将仪器加常数按综合常数将仪器加常数按综合常数 KKKK 值进行设置值进行设置值进行设置值进行设置    

◆◆◆◆有棱镜加常数有棱镜加常数有棱镜加常数有棱镜加常数：：：：在有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在有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在有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在有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

器常数器常数器常数器常数 KKKK    

◆◆◆◆无棱镜加常无棱镜加常无棱镜加常无棱镜加常数数数数：：：：在无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在无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在无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在无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

器常数器常数器常数器常数 KKKK    

    

    

    

●●●●应使用仪器的竖丝进行定向应使用仪器的竖丝进行定向应使用仪器的竖丝进行定向应使用仪器的竖丝进行定向，，，，严格使严格使严格使严格使Ａ、Ｂ、ＣＡ、Ｂ、ＣＡ、Ｂ、ＣＡ、Ｂ、Ｃ三点在同一直线上三点在同一直线上三点在同一直线上三点在同一直线上。Ｂ。Ｂ。Ｂ。Ｂ

点地面要有牢固清晰的对中标记点地面要有牢固清晰的对中标记点地面要有牢固清晰的对中标记点地面要有牢固清晰的对中标记。。。。    

●●●●ＢＢＢＢ点棱镜中心与仪器中心是否重合一致点棱镜中心与仪器中心是否重合一致点棱镜中心与仪器中心是否重合一致点棱镜中心与仪器中心是否重合一致，，，，是保证检测精度的重要环节是保证检测精度的重要环节是保证检测精度的重要环节是保证检测精度的重要环节，，，，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最好在最好在最好在最好在ＢＢＢＢ点用三脚架和两者能通用的基座点用三脚架和两者能通用的基座点用三脚架和两者能通用的基座点用三脚架和两者能通用的基座，，，，如用如用如用如用三爪式棱镜连接三爪式棱镜连接三爪式棱镜连接三爪式棱镜连接

器及基座器及基座器及基座器及基座互换时互换时互换时互换时，，，，三脚架和基座保持固定不动三脚架和基座保持固定不动三脚架和基座保持固定不动三脚架和基座保持固定不动，，，，仅换棱镜和仪器的基座仅换棱镜和仪器的基座仅换棱镜和仪器的基座仅换棱镜和仪器的基座

以上部分以上部分以上部分以上部分，，，，可减少不重合误差可减少不重合误差可减少不重合误差可减少不重合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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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4444 触摸屏检校触摸屏检校触摸屏检校触摸屏检校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触摸屏的位置可能出现偏差触摸屏的位置可能出现偏差触摸屏的位置可能出现偏差触摸屏的位置可能出现偏差，，，，这是时候就要对触这是时候就要对触这是时候就要对触这是时候就要对触

摸屏进行校正摸屏进行校正摸屏进行校正摸屏进行校正    

●●●●对准十字丝的位置进行精确的点击对准十字丝的位置进行精确的点击对准十字丝的位置进行精确的点击对准十字丝的位置进行精确的点击，，，，当全部点击完成后如果当全部点击完成后如果当全部点击完成后如果当全部点击完成后如果设置成功将设置成功将设置成功将设置成功将

退出触摸屏检校退出触摸屏检校退出触摸屏检校退出触摸屏检校，，，，如果失败将需要重新进行检校如果失败将需要重新进行检校如果失败将需要重新进行检校如果失败将需要重新进行检校    

    
    

8.8.8.8.5555 陀螺仪校正陀螺仪校正陀螺仪校正陀螺仪校正    

●●●●输入陀螺仪的像正值输入陀螺仪的像正值输入陀螺仪的像正值输入陀螺仪的像正值，，，，此功能只有在连接了陀螺仪的机器上有效此功能只有在连接了陀螺仪的机器上有效此功能只有在连接了陀螺仪的机器上有效此功能只有在连接了陀螺仪的机器上有效    

修正值的获得方法请查考陀螺仪的相关操作手册修正值的获得方法请查考陀螺仪的相关操作手册修正值的获得方法请查考陀螺仪的相关操作手册修正值的获得方法请查考陀螺仪的相关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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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6666 影像中心校正影像中心校正影像中心校正影像中心校正    

●●●●调整影像中心调整影像中心调整影像中心调整影像中心，，，，望远镜照准目标望远镜照准目标望远镜照准目标望远镜照准目标，，，，上下左右上下左右上下左右上下左右移动十字丝照准目标移动十字丝照准目标移动十字丝照准目标移动十字丝照准目标，，，，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键键键键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正倒镜分开调节正倒镜分开调节正倒镜分开调节正倒镜分开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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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常规测量常规测量常规测量常规测量    

在常规测量程序下在常规测量程序下在常规测量程序下在常规测量程序下，，，，可完成一些基础的测量工作可完成一些基础的测量工作可完成一些基础的测量工作可完成一些基础的测量工作。。。。    

    

常规测量程序菜单常规测量程序菜单常规测量程序菜单常规测量程序菜单    

    

    
    

9.19.19.19.1 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    

◆◆◆◆VVVV：：：：显示垂直角度显示垂直角度显示垂直角度显示垂直角度    

◆◆◆◆HRHRHRHR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 HLHLHLHL：：：：显示水平右显示水平右显示水平右显示水平右角角角角或者水平左角或者水平左角或者水平左角或者水平左角    

◆◆◆◆[[[[置零置零置零置零]]]]：：：：将当前水平角度设置为零将当前水平角度设置为零将当前水平角度设置为零将当前水平角度设置为零，，，，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后将需要重新后将需要重新后将需要重新后将需要重新进行后视设置进行后视设置进行后视设置进行后视设置    

◆◆◆◆[[[[保持保持保持保持]]]]：：：：保持当前角度不变保持当前角度不变保持当前角度不变保持当前角度不变，，，，直到释放为直到释放为直到释放为直到释放为

止止止止    

◆◆◆◆[[[[置盘置盘置盘置盘]]]]：：：：通过输入设置当前的角度值通过输入设置当前的角度值通过输入设置当前的角度值通过输入设置当前的角度值，，，，设设设设

置后将需要重新设置后视置后将需要重新设置后视置后将需要重新设置后视置后将需要重新设置后视    

●●●●置盘界面置盘界面置盘界面置盘界面    

◆◆◆◆HRHRHRHR：：：：输入水平角度值输入水平角度值输入水平角度值输入水平角度值    

◆◆◆◆[v/%][v/%][v/%][v/%]：：：：垂直角显示在普通和百分比之间进垂直角显示在普通和百分比之间进垂直角显示在普通和百分比之间进垂直角显示在普通和百分比之间进

行切换行切换行切换行切换    

◆◆◆◆[R/L][R/L][R/L][R/L]：：：：水平角显示在左角和右角之间转换水平角显示在左角和右角之间转换水平角显示在左角和右角之间转换水平角显示在左角和右角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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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29.29.2 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    

●●●●距离测量界面距离测量界面距离测量界面距离测量界面    

◆◆◆◆SDSDSDSD：：：：显示斜距值显示斜距值显示斜距值显示斜距值    

◆◆◆◆HDHDHDHD：：：：显示水平距离值显示水平距离值显示水平距离值显示水平距离值    

◆◆◆◆VDVDVDVD：：：：显示垂直距离值显示垂直距离值显示垂直距离值显示垂直距离值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开始进行距离测量开始进行距离测量开始进行距离测量开始进行距离测量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进入到测量模式设置进入到测量模式设置进入到测量模式设置进入到测量模式设置（（（（具体操作具体操作具体操作具体操作

见设置部分见设置部分见设置部分见设置部分））））    

◆◆◆◆[[[[放样放样放样放样]]]]：：：：进入到距离放样模式进入到距离放样模式进入到距离放样模式进入到距离放样模式    

●●●●输入距离放样值界面输入距离放样值界面输入距离放样值界面输入距离放样值界面    

◆◆◆◆[HD][HD][HD][HD]：：：：输入要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要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要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要放样的水平距离    

◆◆◆◆[VD][VD][VD][VD]：：：：输入要放样的垂直距离输入要放样的垂直距离输入要放样的垂直距离输入要放样的垂直距离    

◆◆◆◆[SD][SD][SD][SD]：：：：输入要放样的倾斜距离输入要放样的倾斜距离输入要放样的倾斜距离输入要放样的倾斜距离    

    

    

    

    

    

9.39.39.39.3 坐标测量坐标测量坐标测量坐标测量    

●●●●坐标测量界面坐标测量界面坐标测量界面坐标测量界面    

◆◆◆◆NNNN：：：：北坐标北坐标北坐标北坐标    

◆◆◆◆EEEE：：：：东东东东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ZZZZ：：：：高程高程高程高程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设置测距模式设置测距模式设置测距模式设置测距模式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进入输入棱镜高度界面进入输入棱镜高度界面进入输入棱镜高度界面进入输入棱镜高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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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棱镜高界面输入棱镜高界面输入棱镜高界面输入棱镜高界面    

◆◆◆◆棱镜高棱镜高棱镜高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    

◆◆◆◆[[[[仪高仪高仪高仪高]]]]：：：：进入输入仪器高度界面进入输入仪器高度界面进入输入仪器高度界面进入输入仪器高度界面，，，，设置后设置后设置后设置后

需要重新定后视需要重新定后视需要重新定后视需要重新定后视    

    

    

    

    

●●●●输入仪器高界面输入仪器高界面输入仪器高界面输入仪器高界面    

◆◆◆◆仪器高仪器高仪器高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    

◆◆◆◆[[[[测站测站测站测站]]]]：：：：进入进入进入进入到输入测站坐标的界面到输入测站坐标的界面到输入测站坐标的界面到输入测站坐标的界面，，，，设设设设

置后需要重新定后视置后需要重新定后视置后需要重新定后视置后需要重新定后视    

    

    

    

    

●●●●输入测站坐标界面输入测站坐标界面输入测站坐标界面输入测站坐标界面    

◆◆◆◆NNNN：：：：输入测站输入测站输入测站输入测站 NNNN 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EEEE：：：：输入测站输入测站输入测站输入测站 EEEE 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ZZZZ：：：：输入测站高程输入测站高程输入测站高程输入测站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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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建站建站建站建站    

在进行测量和放样之前都要进行已知点建站的工作在进行测量和放样之前都要进行已知点建站的工作在进行测量和放样之前都要进行已知点建站的工作在进行测量和放样之前都要进行已知点建站的工作    

    

建站程序菜单建站程序菜单建站程序菜单建站程序菜单    

    

10.110.110.110.1 已知点建站已知点建站已知点建站已知点建站    

●●●●通过已知点进行后视的设置通过已知点进行后视的设置通过已知点进行后视的设置通过已知点进行后视的设置，，，，设置后视有两种方式设置后视有两种方式设置后视有两种方式设置后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已知的一种是通过已知的一种是通过已知的一种是通过已知的

后视点后视点后视点后视点，，，，一种是通过已知的后视方位角一种是通过已知的后视方位角一种是通过已知的后视方位角一种是通过已知的后视方位角    

◆◆◆◆测站测站测站测站：：：：输入已知测站点的名称输入已知测站点的名称输入已知测站点的名称输入已知测站点的名称，，，，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可可可可

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测站点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测站点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测站点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测站点    

◆◆◆◆仪高仪高仪高仪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    

◆◆◆◆后视点后视点后视点后视点：：：：输入已知后视点的名称输入已知后视点的名称输入已知后视点的名称输入已知后视点的名称，，，，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可可可可

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后视点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后视点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后视点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后视点    

◆◆◆◆当前当前当前当前 HAHAHAHA：：：：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根据当前的输入对后视角度进行设置根据当前的输入对后视角度进行设置根据当前的输入对后视角度进行设置根据当前的输入对后视角度进行设置，，，，如果前面的输入不满足计如果前面的输入不满足计如果前面的输入不满足计如果前面的输入不满足计

算或设置要求算或设置要求算或设置要求算或设置要求，，，，将会给出提示将会给出提示将会给出提示将会给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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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接输入后视角度来设置后视通过直接输入后视角度来设置后视通过直接输入后视角度来设置后视通过直接输入后视角度来设置后视    

◆◆◆◆后视角后视角后视角后视角：：：：输入后视角度值输入后视角度值输入后视角度值输入后视角度值    

    

    

    

    

    

    

    

10.210.210.210.2 测站高程测站高程测站高程测站高程    

●●●●通过测量一已知高程点来得到当前测站点的高程通过测量一已知高程点来得到当前测站点的高程通过测量一已知高程点来得到当前测站点的高程通过测量一已知高程点来得到当前测站点的高程    

●●●●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测站高程的设置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测站高程的设置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测站高程的设置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测站高程的设置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输入已知点高程输入已知点高程输入已知点高程输入已知点高程，，，，可以通过可以通过可以通过可以通过 得到得到得到得到

调用已知点的高程调用已知点的高程调用已知点的高程调用已知点的高程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当前棱镜的高度当前棱镜的高度当前棱镜的高度当前棱镜的高度    

◆◆◆◆仪高仪高仪高仪高：：：：当前仪器的高度当前仪器的高度当前仪器的高度当前仪器的高度    

◆◆◆◆VDVDVDVD：：：：显示当前的垂直角显示当前的垂直角显示当前的垂直角显示当前的垂直角    

◆◆◆◆测站高测站高测站高测站高（（（（计算计算计算计算）：）：）：）：显示根显示根显示根显示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得据测量结果计算得据测量结果计算得据测量结果计算得

到的测站高到的测站高到的测站高到的测站高    

◆◆◆◆测站高测站高测站高测站高（（（（当前当前当前当前）：）：）：）：显示当前的测站高显示当前的测站高显示当前的测站高显示当前的测站高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并且会自动计算测站高并且会自动计算测站高并且会自动计算测站高并且会自动计算测站高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将当前的测站高设置为测量计算得出的测站高将当前的测站高设置为测量计算得出的测站高将当前的测站高设置为测量计算得出的测站高将当前的测站高设置为测量计算得出的测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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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后视检查后视检查后视检查后视检查    

●●●●检查当前的角度值检查当前的角度值检查当前的角度值检查当前的角度值与设站时的方位角是否一致与设站时的方位角是否一致与设站时的方位角是否一致与设站时的方位角是否一致    

●●●●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后视检查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后视检查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后视检查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后视检查    

◆◆◆◆测站点名测站点名测站点名测站点名：：：：显示测站点名显示测站点名显示测站点名显示测站点名    

◆◆◆◆后视点名后视点名后视点名后视点名：：：：显示后视点的点名显示后视点的点名显示后视点的点名显示后视点的点名，，，，如果通过如果通过如果通过如果通过

输入后视角度的方式得到的点名此处将显示输入后视角度的方式得到的点名此处将显示输入后视角度的方式得到的点名此处将显示输入后视角度的方式得到的点名此处将显示

为空为空为空为空    

◆◆◆◆BSBSBSBS：：：：显示设置的后视点名显示设置的后视点名显示设置的后视点名显示设置的后视点名    

◆◆◆◆HAHAHAHA：：：：显示当前的水平角显示当前的水平角显示当前的水平角显示当前的水平角    

◆◆◆◆dHAdHAdHAdHA：：：：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BSBSBSBS 和和和和 HAHAHAHA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角度的差值角度的差值角度的差值角度的差值    

◆◆◆◆[[[[重置重置重置重置]]]]：：：：将当前的水平角重新设将当前的水平角重新设将当前的水平角重新设将当前的水平角重新设置为后视角度值置为后视角度值置为后视角度值置为后视角度值    

    

10.410.410.410.4 后方交会测量后方交会测量后方交会测量后方交会测量    

    

●●●●如果测量的第一个点与第二个点之间的角太小或太大如果测量的第一个点与第二个点之间的角太小或太大如果测量的第一个点与第二个点之间的角太小或太大如果测量的第一个点与第二个点之间的角太小或太大，，，，其计算成果的几其计算成果的几其计算成果的几其计算成果的几

何精度会较差何精度会较差何精度会较差何精度会较差，，，，所以要选择已知点与站点之间构成较好的几何图形所以要选择已知点与站点之间构成较好的几何图形所以要选择已知点与站点之间构成较好的几何图形所以要选择已知点与站点之间构成较好的几何图形    

●●●●对于后方交会最少的数据对于后方交会最少的数据对于后方交会最少的数据对于后方交会最少的数据为三个角度观测为三个角度观测为三个角度观测为三个角度观测或两个距离观测或两个距离观测或两个距离观测或两个距离观测    

●●●●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测站点高程是由测距数据计算的测站点高程是由测距数据计算的测站点高程是由测距数据计算的测站点高程是由测距数据计算的，，，，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距离测量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距离测量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距离测量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距离测量，，，，

则高程仅由对已知坐标点的测角所定则高程仅由对已知坐标点的测角所定则高程仅由对已知坐标点的测角所定则高程仅由对已知坐标点的测角所定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显示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结果显示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结果显示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结果显示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结果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进入到测量已知点的界面进入到测量已知点的界面进入到测量已知点的界面进入到测量已知点的界面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一个选定的已测已知点删除一个选定的已测已知点删除一个选定的已测已知点删除一个选定的已测已知点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对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进行计对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进行计对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进行计对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进行计

算算算算，，，，得出测站点的坐标得出测站点的坐标得出测站点的坐标得出测站点的坐标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将计将计将计将计算结果进行保存算结果进行保存算结果进行保存算结果进行保存，，，，用于建站用于建站用于建站用于建站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显示计算的结果显示计算的结果显示计算的结果显示计算的结果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对当前列表内的测量结果进行显示对当前列表内的测量结果进行显示对当前列表内的测量结果进行显示对当前列表内的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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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已知点的界面测量已知点的界面测量已知点的界面测量已知点的界面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输入当前棱镜的镜高输入当前棱镜的镜高输入当前棱镜的镜高输入当前棱镜的镜高    

◆◆◆◆HAHAHAHA：：：：显示测量的角度结果显示测量的角度结果显示测量的角度结果显示测量的角度结果    

◆◆◆◆VAVAVAVA：：：：显示测量的垂直角度值显示测量的垂直角度值显示测量的垂直角度值显示测量的垂直角度值    

◆◆◆◆SDSDSDSD：：：：显示测量的斜距值显示测量的斜距值显示测量的斜距值显示测量的斜距值    

◆◆◆◆[[[[仅测角仅测角仅测角仅测角]]]]：：：：只测量角度只测量角度只测量角度只测量角度    

◆◆◆◆[[[[测角测角测角测角&&&&测距测距测距测距]]]]：：：：测角并测距测角并测距测角并测距测角并测距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测量完成测量完成测量完成测量，，，，保存当前的测量结果保存当前的测量结果保存当前的测量结果保存当前的测量结果，，，，返回到上一界面返回到上一界面返回到上一界面返回到上一界面    

    

10.10.10.10.5555 陀螺仪寻北陀螺仪寻北陀螺仪寻北陀螺仪寻北    

    

●●●●此功能只适用于配备了陀螺仪的仪器此功能只适用于配备了陀螺仪的仪器此功能只适用于配备了陀螺仪的仪器此功能只适用于配备了陀螺仪的仪器，，，，具体操作方法请查看陀螺仪操作具体操作方法请查看陀螺仪操作具体操作方法请查看陀螺仪操作具体操作方法请查看陀螺仪操作

手册手册手册手册    

    

10.10.10.10.6666 点到直线建站点到直线建站点到直线建站点到直线建站    

    

●●●●首先任意测量首先任意测量首先任意测量首先任意测量两点做为基点两点做为基点两点做为基点两点做为基点，，，，点击点击点击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仪器计算出两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仪器计算出两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仪器计算出两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仪器计算出两点之间的位置关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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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将根据两点自动建立坐标系后进入到建站界面仪器将根据两点自动建立坐标系后进入到建站界面仪器将根据两点自动建立坐标系后进入到建站界面仪器将根据两点自动建立坐标系后进入到建站界面，，，，点击设置完成建站点击设置完成建站点击设置完成建站点击设置完成建站    

    

    

    

    

    

    

    

10.10.10.10.7777 多点定向多点定向多点定向多点定向    

    

●●●●输入测站点名及相关信息后点击输入测站点名及相关信息后点击输入测站点名及相关信息后点击输入测站点名及相关信息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点击点击点击点击[[[[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键键键，，，，测量多个后视点测量多个后视点测量多个后视点测量多个后视点，，，，最后点击最后点击最后点击最后点击[[[[计算计算计算计算]]]]键键键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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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测量结果查看测量结果查看测量结果查看测量结果，，，，点击设置键完成多点后视建站点击设置键完成多点后视建站点击设置键完成多点后视建站点击设置键完成多点后视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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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采集    

    

在设站后在设站后在设站后在设站后，，，，通过数据采集程序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工作通过数据采集程序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工作通过数据采集程序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工作通过数据采集程序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工作    

    

数据采集菜单数据采集菜单数据采集菜单数据采集菜单    

                                            

11.111.111.111.1 点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测量    

●●●●点击测距键后点击测距键后点击测距键后点击测距键后,,,,改变垂直角中仪器将按照测量的水平距离及垂直角重新改变垂直角中仪器将按照测量的水平距离及垂直角重新改变垂直角中仪器将按照测量的水平距离及垂直角重新改变垂直角中仪器将按照测量的水平距离及垂直角重新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 VDVDVDVD 及及及及 ZZZZ 坐标坐标坐标坐标，，，，改变水平角将根据水平距离重新计算改变水平角将根据水平距离重新计算改变水平角将根据水平距离重新计算改变水平角将根据水平距离重新计算 NNNN、、、、EEEE 坐标坐标坐标坐标,,,,这时这时这时这时

点击保存键将按照重新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点击保存键将按照重新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点击保存键将按照重新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点击保存键将按照重新计算的结果进行保存    

◆◆◆◆HAHAHAHA：：：：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值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值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值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值    

◆◆◆◆VAVAVAVA：：：：显示当前的垂直角度值显示当前的垂直角度值显示当前的垂直角度值显示当前的垂直角度值    

◆◆◆◆HDHDHDHD：：：：显示测量的水平距离显示测量的水平距离显示测量的水平距离显示测量的水平距离值值值值    

◆◆◆◆VDVDVDVD：：：：显示测量的垂直距离值显示测量的垂直距离值显示测量的垂直距离值显示测量的垂直距离值    

◆◆◆◆SDSDSDSD：：：：显示测量的斜距显示测量的斜距显示测量的斜距显示测量的斜距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测量点的点名输入测量点的点名输入测量点的点名输入测量点的点名，，，，每次保存后点每次保存后点每次保存后点每次保存后点

名自动加名自动加名自动加名自动加 1111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输入或调用测量点的编码输入或调用测量点的编码输入或调用测量点的编码输入或调用测量点的编码    

◆◆◆◆连线连线连线连线：：：：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程序将把当前点与该点连线程序将把当前点与该点连线程序将把当前点与该点连线程序将把当前点与该点连线，，，，并在图形并在图形并在图形并在图形

界面中显示界面中显示界面中显示界面中显示，，，，每次改每次改每次改每次改变编码后变编码后变编码后变编码后，，，，将自动显示前几个相同编码的点将自动显示前几个相同编码的点将自动显示前几个相同编码的点将自动显示前几个相同编码的点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显示当前的棱镜高度显示当前的棱镜高度显示当前的棱镜高度显示当前的棱镜高度    

◆◆◆◆[[[[测距测距测距测距]]]]：：：：开始进行测距开始进行测距开始进行测距开始进行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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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对上一次的测量结果进行保存对上一次的测量结果进行保存对上一次的测量结果进行保存对上一次的测量结果进行保存，，，，如果没有测距如果没有测距如果没有测距如果没有测距，，，，则只保存当前则只保存当前则只保存当前则只保存当前

的角度值的角度值的角度值的角度值    

◆◆◆◆[[[[测存测存测存测存]]]]：：：：测距并保存测距并保存测距并保存测距并保存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显示上一次的测量结果显示上一次的测量结果显示上一次的测量结果显示上一次的测量结果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当前坐标点的图形显示当前坐标点的图形显示当前坐标点的图形显示当前坐标点的图形    

◆◆◆◆测量键测量键测量键测量键：：：：仪器侧面的实体按键起到仪器侧面的实体按键起到仪器侧面的实体按键起到仪器侧面的实体按键起到同同同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相同按钮相同按钮相同按钮相同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    

11.211.211.211.2 距离偏差距离偏差距离偏差距离偏差    

    

●●●●所列方向都是相对于测量者的视角所列方向都是相对于测量者的视角所列方向都是相对于测量者的视角所列方向都是相对于测量者的视角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输入或者调用编码输入或者调用编码输入或者调用编码输入或者调用编码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输入当前的镜高输入当前的镜高输入当前的镜高输入当前的镜高    

◆◆◆◆[[[[左左左左][][][][右右右右]]]]：：：：输入左或右偏差输入左或右偏差输入左或右偏差输入左或右偏差    

◆◆◆◆[[[[前前前前][][][][后后后后]]]]：：：：输入前或后输入前或后输入前或后输入前或后偏差偏差偏差偏差    

◆◆◆◆[[[[上上上上][][][][下下下下]]]]：：：：输入上或下偏差输入上或下偏差输入上或下偏差输入上或下偏差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    

◆◆◆◆[[[[测存测存测存测存]]]]：：：：测量并且保存测量并且保存测量并且保存测量并且保存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显示计算得到的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值显示计算得到的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值显示计算得到的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值显示计算得到的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值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距离偏差的图形显示距离偏差的图形显示距离偏差的图形显示距离偏差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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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311.311.3 平面角点平面角点平面角点平面角点    

    

●●●●上面图中的棱镜点在无棱镜模式下就是可测点上面图中的棱镜点在无棱镜模式下就是可测点上面图中的棱镜点在无棱镜模式下就是可测点上面图中的棱镜点在无棱镜模式下就是可测点，，，，而无棱镜点为而无棱镜点为而无棱镜点为而无棱镜点为任意点任意点任意点任意点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待测点的点名待测点的点名待测点的点名待测点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输入或者调用待测点的编码输入或者调用待测点的编码输入或者调用待测点的编码输入或者调用待测点的编码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当前棱镜高度当前棱镜高度当前棱镜高度当前棱镜高度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当前点已经完成测量当前点已经完成测量当前点已经完成测量当前点已经完成测量    

◆◆◆◆[[[[重测重测重测重测]]]]：：：：对当前点进行重新测量对当前点进行重新测量对当前点进行重新测量对当前点进行重新测量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查看当前点的测量结果查看当前点的测量结果查看当前点的测量结果查看当前点的测量结果    

◆◆◆◆待测待测待测待测：：：：当前点还没有进行测量当前点还没有进行测量当前点还没有进行测量当前点还没有进行测量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对当前点进行测量对当前点进行测量对当前点进行测量对当前点进行测量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对当前的对当前的对当前的对当前的计算结果点进行保存计算结果点进行保存计算结果点进行保存计算结果点进行保存    

◆◆◆◆HAHAHAHA：：：：当前水平角度值当前水平角度值当前水平角度值当前水平角度值    

◆◆◆◆VAVAVAVA：：：：当前垂直角度值当前垂直角度值当前垂直角度值当前垂直角度值    

◆◆◆◆图形投影图形投影图形投影图形投影：：：：{{{{图形图形图形图形}}}}中显示图形的投影方式中显示图形的投影方式中显示图形的投影方式中显示图形的投影方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进

行选择行选择行选择行选择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当三个点都测量完成并且有效时当三个点都测量完成并且有效时当三个点都测量完成并且有效时当三个点都测量完成并且有效时，，，，将显示计算得到的当前照准将显示计算得到的当前照准将显示计算得到的当前照准将显示计算得到的当前照准

方向与三个点形成平面的交点坐标方向与三个点形成平面的交点坐标方向与三个点形成平面的交点坐标方向与三个点形成平面的交点坐标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三个点和交点在某一方向的投影坐标图形显示三个点和交点在某一方向的投影坐标图形显示三个点和交点在某一方向的投影坐标图形显示三个点和交点在某一方向的投影坐标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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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411.411.4 圆柱中心点圆柱中心点圆柱中心点圆柱中心点    

●●●●首先直接测定圆柱面上首先直接测定圆柱面上首先直接测定圆柱面上首先直接测定圆柱面上（（（（P1P1P1P1））））点的距离点的距离点的距离点的距离，，，，然后通过测定圆柱面上的然后通过测定圆柱面上的然后通过测定圆柱面上的然后通过测定圆柱面上的（（（（P2P2P2P2））））

和和和和（（（（P3P3P3P3））））点方向角即可计算出圆柱中心的距离点方向角即可计算出圆柱中心的距离点方向角即可计算出圆柱中心的距离点方向角即可计算出圆柱中心的距离，，，，方向角和坐标方向角和坐标方向角和坐标方向角和坐标。。。。    

●●●●圆柱中心的方向角等于圆柱面点圆柱中心的方向角等于圆柱面点圆柱中心的方向角等于圆柱面点圆柱中心的方向角等于圆柱面点（（（（P2P2P2P2））））和和和和（（（（P3P3P3P3））））方向角的平均值方向角的平均值方向角的平均值方向角的平均值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待测点编码待测点编码待测点编码待测点编码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AAAA：：：：照准圆柱侧边照准圆柱侧边照准圆柱侧边照准圆柱侧边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BBBB：：：：照准圆柱的另外一个侧边照准圆柱的另外一个侧边照准圆柱的另外一个侧边照准圆柱的另外一个侧边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照准圆柱的中心进行测距照准圆柱的中心进行测距照准圆柱的中心进行测距照准圆柱的中心进行测距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已经照准已经照准已经照准已经照准，，，，完成角度完成角度完成角度完成角度    

◆◆◆◆[[[[测角测角测角测角]]]]：：：：重新进行测角重新进行测角重新进行测角重新进行测角    

◆◆◆◆[[[[测距测距测距测距]]]]：：：：进行中心点的距离测量进行中心点的距离测量进行中心点的距离测量进行中心点的距离测量    

◆◆◆◆[[[[重测重测重测重测]]]]：：：：重新进行测距重新进行测距重新进行测距重新进行测距    

◆◆◆◆HAHAHAHA：：：：分别代表圆柱两边的方向值分别代表圆柱两边的方向值分别代表圆柱两边的方向值分别代表圆柱两边的方向值    

◆◆◆◆HDHDHDHD：：：：仪器中心到圆柱表面的仪器中心到圆柱表面的仪器中心到圆柱表面的仪器中心到圆柱表面的水平距离值水平距离值水平距离值水平距离值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对测量的结果进行保存对测量的结果进行保存对测量的结果进行保存对测量的结果进行保存，，，，必需要先完成两个角度和距离的测量必需要先完成两个角度和距离的测量必需要先完成两个角度和距离的测量必需要先完成两个角度和距离的测量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当测量完成后当测量完成后当测量完成后当测量完成后，，，，显示计算得到的圆心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显示计算得到的圆心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显示计算得到的圆心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显示计算得到的圆心坐标值和测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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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圆柱中心点显示圆柱中心点显示圆柱中心点显示圆柱中心点测量的示意图形测量的示意图形测量的示意图形测量的示意图形    

    

11.11.11.11.5555 对边测量对边测量对边测量对边测量    

 

●●●●测量两个目标棱镜之间的水平距离测量两个目标棱镜之间的水平距离测量两个目标棱镜之间的水平距离测量两个目标棱镜之间的水平距离（（（（dHDdHDdHDdHD）、）、）、）、斜距斜距斜距斜距（（（（dSDdSDdSDdSD）、）、）、）、高差高差高差高差（（（（dVDdVDdVDdVD））））

和水平角和水平角和水平角和水平角（（（（HRHRHRHR）。）。）。）。也可直接输入坐标值或调用坐标数据文件进行计算也可直接输入坐标值或调用坐标数据文件进行计算也可直接输入坐标值或调用坐标数据文件进行计算也可直接输入坐标值或调用坐标数据文件进行计算。。。。    

 

    

◆◆◆◆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

始点始点始点始点，，，，默认是测站默认是测站默认是测站默认是测站    

◆◆◆◆平距平距平距平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平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平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平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平距    

◆◆◆◆高差高差高差高差：：：：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高差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高差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高差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高差    

◆◆◆◆斜距斜距斜距斜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斜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斜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斜距起始点与测量点之间的斜距    

◆◆◆◆方位方位方位方位：：：：起始点到测量点的方位角起始点到测量点的方位角起始点到测量点的方位角起始点到测量点的方位角    

◆◆◆◆[[[[锁定锁定锁定锁定]]]]：：：：锁定当前起始点锁定当前起始点锁定当前起始点锁定当前起始点，，，，否则起始点将否则起始点将否则起始点将否则起始点将

是上一个测量的点的坐标是上一个测量的点的坐标是上一个测量的点的坐标是上一个测量的点的坐标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当前测量点的坐标保存当前测量点的坐标保存当前测量点的坐标保存当前测量点的坐标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开始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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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6666 线和线和线和线和延长点测量延长点测量延长点测量延长点测量    

    

●●●●通过测量两个点的坐标和输入起始通过测量两个点的坐标和输入起始通过测量两个点的坐标和输入起始通过测量两个点的坐标和输入起始----结束点的延长距离来得到待测量点结束点的延长距离来得到待测量点结束点的延长距离来得到待测量点结束点的延长距离来得到待测量点

的坐标的坐标的坐标的坐标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待测量点待测量点待测量点待测量点的的的的点名点名点名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    

◆◆◆◆HAHAHAHA：：：：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    

◆◆◆◆VAVAVAVA：：：：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    

◆◆◆◆点点点点 P1P1P1P1：：：：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    

◆◆◆◆点点点点 P2P2P2P2：：：：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    

◆◆◆◆延长距离延长距离延长距离延长距离：：：：输入延长线的距离输入延长线的距离输入延长线的距离输入延长线的距离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 1111 或者点或者点或者点或者点 2222 的坐标的坐标的坐标的坐标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    

◆◆◆◆[[[[正向正向正向正向]]]]：：：：输入延长距离的方向输入延长距离的方向输入延长距离的方向输入延长距离的方向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延长点的坐标保存延长点的坐标保存延长点的坐标保存延长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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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7777 线和角点测量线和角点测量线和角点测量线和角点测量    

●●●●通过测量两个点坐标和测站到待测点的方位通过测量两个点坐标和测站到待测点的方位通过测量两个点坐标和测站到待测点的方位通过测量两个点坐标和测站到待测点的方位角度来得到待测点的坐标角度来得到待测点的坐标角度来得到待测点的坐标角度来得到待测点的坐标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待测量点的点名待测量点的点名待测量点的点名待测量点的点名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待测量点的编码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棱镜的高度    

◆◆◆◆HAHAHAHA：：：：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当前仪器的水平角度值    

◆◆◆◆VAVAVAVA：：：：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当前仪器的垂直角度值    

◆◆◆◆点点点点 P1P1P1P1：：：：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一个测量点的斜距    

◆◆◆◆点点点点 P2P2P2P2：：：：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到第二个测量点的斜距    

◆◆◆◆方位方位方位方位：：：：测量得到的测站点到待测点的方位测量得到的测站点到待测点的方位测量得到的测站点到待测点的方位测量得到的测站点到待测点的方位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 1111 或者点或者点或者点或者点 2222 的坐标或者是待测点的方位的坐标或者是待测点的方位的坐标或者是待测点的方位的坐标或者是待测点的方位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查看测量完成点的坐标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待测点的坐标保存待测点的坐标保存待测点的坐标保存待测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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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8888 悬高测量悬高测量悬高测量悬高测量    

●●●●测量一已知目标点测量一已知目标点测量一已知目标点测量一已知目标点,,,,然后通过不断改变垂直角度然后通过不断改变垂直角度然后通过不断改变垂直角度然后通过不断改变垂直角度,,,,得到与已知目标点相得到与已知目标点相得到与已知目标点相得到与已知目标点相

同水平位置的点与已知目标点的高差同水平位置的点与已知目标点的高差同水平位置的点与已知目标点的高差同水平位置的点与已知目标点的高差    

◆◆◆◆VVVVAAAA：：：：当前的垂直角度当前的垂直角度当前的垂直角度当前的垂直角度    

◆◆◆◆dVDdVDdVDdVD：：：：测量点与目标点的高差测量点与目标点的高差测量点与目标点的高差测量点与目标点的高差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棱镜高棱镜高棱镜高棱镜高    

◆◆◆◆垂角垂角垂角垂角：：：：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    

◆◆◆◆平距平距平距平距：：：：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    

◆◆◆◆[[[[测角测角测角测角]]]]：：：：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度值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度值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度值测量已知点的垂直角度值    

◆◆◆◆[[[[测距测距测距测距&&&&测角测角测角测角]]]]：：：：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角度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角度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角度测量已知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角度    

    

11.11.11.11.9 F1/F29 F1/F29 F1/F29 F1/F2    

●●●●通过盘左通过盘左通过盘左通过盘左////盘右测量盘右测量盘右测量盘右测量，，，，最终得出角度值最终得出角度值最终得出角度值最终得出角度值    

    

    

    

    

    

    

    

11.11.11.11.10101010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在任何测量界面下在任何测量界面下在任何测量界面下在任何测量界面下,,,,可以通过按星键中的影像可以通过按星键中的影像可以通过按星键中的影像可以通过按星键中的影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进入到影像功能进入到影像功能进入到影像功能进入到影像功能,,,,可可可可

完成对当前目标的拍照等操作完成对当前目标的拍照等操作完成对当前目标的拍照等操作完成对当前目标的拍照等操作，，，，不同型号在不同功能下不同型号在不同功能下不同型号在不同功能下不同型号在不同功能下，，，，所提供功能可能所提供功能可能所提供功能可能所提供功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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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对显示进行设置对显示进行设置对显示进行设置对显示进行设置    

：：：：放大放大放大放大    

：：：：缩小缩小缩小缩小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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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放样放样放样放样    

    

●●●●在放样之前要进行设站在放样之前要进行设站在放样之前要进行设站在放样之前要进行设站    

    

放样界面菜单放样界面菜单放样界面菜单放样界面菜单    

    
    

12.112.112.112.1 点放样点放样点放样点放样    

●●●●调用一个已知点进行放样调用一个已知点进行放样调用一个已知点进行放样调用一个已知点进行放样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放样点的点名放样点的点名放样点的点名放样点的点名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    

◆◆◆◆ ：：：：调用或者新建一个放样点调用或者新建一个放样点调用或者新建一个放样点调用或者新建一个放样点    

◆◆◆◆[[[[上点上点上点上点]]]]：：：：当前放样点的上一点当前放样点的上一点当前放样点的上一点当前放样点的上一点，，，，当是第一当是第一当是第一当是第一

个点的时将没有变化个点的时将没有变化个点的时将没有变化个点的时将没有变化    

◆◆◆◆[[[[下点下点下点下点]]]]：：：：当前放样点的下一点当前放样点的下一点当前放样点的下一点当前放样点的下一点，，，，当是最后当是最后当是最后当是最后

一个点时将没有变化一个点时将没有变化一个点时将没有变化一个点时将没有变化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右转右转右转右转：：：：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右旋转的角度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右旋转的角度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右旋转的角度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右旋转的角度    

◆◆◆◆移近移近移近移近、、、、移远移远移远移远：：：：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    

◆◆◆◆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左向左向左向左：：：：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    

◆◆◆◆挖方挖方挖方挖方、、、、填方填方填方填方：：：：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    

◆◆◆◆HAHAHAHA：：：：放样的水平角度放样的水平角度放样的水平角度放样的水平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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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HDHDHD：：：：放样的水平距离放样的水平距离放样的水平距离放样的水平距离    

◆◆◆◆ZZZZ：：：：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    

◆◆◆◆[[[[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测站点测站点测站点测站点，，，，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    

    

12.212.212.212.2 角度距离放样角度距离放样角度距离放样角度距离放样    

●●●●通过输入测站与待放样点间的距离通过输入测站与待放样点间的距离通过输入测站与待放样点间的距离通过输入测站与待放样点间的距离、、、、角度及高程值进行放样角度及高程值进行放样角度及高程值进行放样角度及高程值进行放样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右转右转右转右转：：：：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

右旋转的角度右旋转的角度右旋转的角度右旋转的角度    

◆◆◆◆移近移近移近移近、、、、移远移远移远移远：：：：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

的距离的距离的距离的距离    

◆◆◆◆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左向左向左向左：：：：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

离离离离    

◆◆◆◆挖方挖方挖方挖方、、、、填方填方填方填方：：：：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    

◆◆◆◆HHHHAAAA：：：：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    

◆◆◆◆HDHDHDHD：：：：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    

◆◆◆◆ZZZZ：：：：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    

◆◆◆◆[[[[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测站点测站点测站点测站点，，，，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    

    

12.12.12.12.3333 方向线方向线方向线方向线放样放样放样放样    

●●●●通过输入和一个已知点的方位角通过输入和一个已知点的方位角通过输入和一个已知点的方位角通过输入和一个已知点的方位角、、、、平距平距平距平距、、、、高差来得到一个放样点的坐标高差来得到一个放样点的坐标高差来得到一个放样点的坐标高差来得到一个放样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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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放样进行放样进行放样进行放样    

◆◆◆◆点名点名点名点名：：：：输入或者调用一个点作为已知点输入或者调用一个点作为已知点输入或者调用一个点作为已知点输入或者调用一个点作为已知点    

◆◆◆◆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从已知点到待放样点的方位角从已知点到待放样点的方位角从已知点到待放样点的方位角从已知点到待放样点的方位角    

◆◆◆◆平距平距平距平距：：：：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平距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平距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平距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平距    

◆◆◆◆高差高差高差高差：：：：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高差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高差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高差待放样点与已知点的高差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完成输入完成输入完成输入完成输入，，，，进入下一步的放样进入下一步的放样进入下一步的放样进入下一步的放样

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    

    

    

◆◆◆◆[[[[上一步上一步上一步上一步]]]]：：：：返返返返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    

●●●●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    

    

    

    

    

    

    

12.12.12.12.4444 直线参考线直线参考线直线参考线直线参考线放样放样放样放样    

●●●●通过两个已知点通过两个已知点通过两个已知点通过两个已知点，，，，及输入与这两个点形成的直线的三个偏差距离来计算及输入与这两个点形成的直线的三个偏差距离来计算及输入与这两个点形成的直线的三个偏差距离来计算及输入与这两个点形成的直线的三个偏差距离来计算

得到待放样点的坐标得到待放样点的坐标得到待放样点的坐标得到待放样点的坐标    

◆◆◆◆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起

始点始点始点始点    

◆◆◆◆结束点结束点结束点结束点：：：：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结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结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结输入或者调用一个已知点作为结

束点束点束点束点    

◆◆◆◆左左左左、、、、右右右右：：：：向左或者向向左或者向向左或者向向左或者向右右右右偏差的距离偏差的距离偏差的距离偏差的距离    

◆◆◆◆前前前前、、、、后后后后：：：：向前或者向后偏差的距离向前或者向后偏差的距离向前或者向后偏差的距离向前或者向后偏差的距离    

◆◆◆◆上上上上、、、、下下下下：：：：向上或者向下偏差的距离向上或者向下偏差的距离向上或者向下偏差的距离向上或者向下偏差的距离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根据上面的输入计算出放样点的坐标进入下一步的放样界面根据上面的输入计算出放样点的坐标进入下一步的放样界面根据上面的输入计算出放样点的坐标进入下一步的放样界面根据上面的输入计算出放样点的坐标进入下一步的放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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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步上一步上一步上一步]]]]：：：：返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返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返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返回上一步中输入界面    

●●●●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其它见点放样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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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道路程序可以以一条由直线道路程序可以以一条由直线道路程序可以以一条由直线道路程序可以以一条由直线，，，，圆曲线或缓和曲线组成的曲线作为参圆曲线或缓和曲线组成的曲线作为参圆曲线或缓和曲线组成的曲线作为参圆曲线或缓和曲线组成的曲线作为参

考考考考，，，，进行测量和放样进行测量和放样进行测量和放样进行测量和放样。。。。程序根据道路设计确定的桩号和偏差来对设计点进程序根据道路设计确定的桩号和偏差来对设计点进程序根据道路设计确定的桩号和偏差来对设计点进程序根据道路设计确定的桩号和偏差来对设计点进

行坐标计算和放样行坐标计算和放样行坐标计算和放样行坐标计算和放样。。。。    

    

道路程序菜单道路程序菜单道路程序菜单道路程序菜单    

    

    

13.113.113.113.1 道路选择道路选择道路选择道路选择    

●●●●选择一条道路作为当前的道路选择一条道路作为当前的道路选择一条道路作为当前的道路选择一条道路作为当前的道路,,,,每条道路包括两部分每条道路包括两部分每条道路包括两部分每条道路包括两部分：：：：垂直定线和水平垂直定线和水平垂直定线和水平垂直定线和水平

定线定线定线定线    

◆◆◆◆新建新建新建新建：：：：新建一条道路新建一条道路新建一条道路新建一条道路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道路删除选定的道路删除选定的道路删除选定的道路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选定的道路编辑选定的道路编辑选定的道路编辑选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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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3.213.213.2 编辑水平定线编辑水平定线编辑水平定线编辑水平定线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为水平定线添加一个元素为水平定线添加一个元素为水平定线添加一个元素为水平定线添加一个元素，，，，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定线的第一个元素一定是起始点定线的第一个元素一定是起始点定线的第一个元素一定是起始点定线的第一个元素一定是起始点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删除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删除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删除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对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进行编辑对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进行编辑对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进行编辑对选定的水平定线元素进行编辑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根据输入的水平定线数据形成道根据输入的水平定线数据形成道根据输入的水平定线数据形成道根据输入的水平定线数据形成道

路的平面图形路的平面图形路的平面图形路的平面图形    

    

●●●●水平定线图形水平定线图形水平定线图形水平定线图形    

    
    

    

●●●●水平定线包含以下元素水平定线包含以下元素水平定线包含以下元素水平定线包含以下元素：：：：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直线直线直线直线、、、、圆曲线圆曲线圆曲线圆曲线、、、、缓和曲线缓和曲线缓和曲线缓和曲线    

    

◆◆◆◆起始里程起始里程起始里程起始里程：：：：起始点的里程起始点的里程起始点的里程起始点的里程    

◆◆◆◆NNNN：：：：起始点的起始点的起始点的起始点的北北北北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EEEE：：：：起始点的起始点的起始点的起始点的东东东东坐标坐标坐标坐标    

◆◆◆◆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起始方位角起始方位角起始方位角起始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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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直线参数输入直线参数输入直线参数输入直线参数    

    
    

◆◆◆◆直线直线直线直线：：：：输入直线的参数输入直线的参数输入直线的参数输入直线的参数    

◆◆◆◆长度长度长度长度：：：：输入直线的长度输入直线的长度输入直线的长度输入直线的长度，，，，长度值要大于零长度值要大于零长度值要大于零长度值要大于零    

    

    

    

    

    

●●●●输入圆曲线参数输入圆曲线参数输入圆曲线参数输入圆曲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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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曲线圆曲线圆曲线圆曲线：：：：输入圆曲线的参数输入圆曲线的参数输入圆曲线的参数输入圆曲线的参数    

◆◆◆◆半径半径半径半径：：：：输入圆曲线的半径输入圆曲线的半径输入圆曲线的半径输入圆曲线的半径，，，，正数为右转正数为右转正数为右转正数为右转，，，，

负数为左转负数为左转负数为左转负数为左转    

◆◆◆◆弧长弧长弧长弧长：：：：输入圆曲线的弧长输入圆曲线的弧长输入圆曲线的弧长输入圆曲线的弧长，，，，必需为正值必需为正值必需为正值必需为正值    

    

    

    

    

●●●●输入缓和曲线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    

    

    

◆◆◆◆缓和曲线缓和曲线缓和曲线缓和曲线：：：：输入缓和曲线的参数输入缓和曲线的参数输入缓和曲线的参数输入缓和曲线的参数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输入缓和曲线参数 AAAA，，，，正数为向正数为向正数为向正数为向右转右转右转右转，，，，

负数为向左负数为向左负数为向左负数为向左转转转转    

◆◆◆◆起始半径起始半径起始半径起始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起始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起始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起始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起始半径 RsRsRsRs，，，，

只能为正数只能为正数只能为正数只能为正数, , , , 当输入半径为当输入半径为当输入半径为当输入半径为∞∞∞∞时时时时，，，，为方便输为方便输为方便输为方便输

入入入入，，，，只需输入半径为只需输入半径为只需输入半径为只需输入半径为 0000 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结束半径结束半径结束半径结束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结束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结束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结束半径输入缓和曲线的结束半径 ReReReRe，，，，

只能为正数只能为正数只能为正数只能为正数, , , , 当输入半径为当输入半径为当输入半径为当输入半径为∞∞∞∞时时时时，，，，为方便输入为方便输入为方便输入为方便输入，，，，只需输入半径为只需输入半径为只需输入半径为只需输入半径为 0000 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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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3.313.313.3 编辑垂直定线编辑垂直定线编辑垂直定线编辑垂直定线    

垂直定线由一组相交点构成垂直定线由一组相交点构成垂直定线由一组相交点构成垂直定线由一组相交点构成，，，，相交点包括桩号相交点包括桩号相交点包括桩号相交点包括桩号、、、、高程和曲线长高程和曲线长高程和曲线长高程和曲线长。。。。垂直定线垂直定线垂直定线垂直定线

的起始点和结束的曲线长度必须为零的起始点和结束的曲线长度必须为零的起始点和结束的曲线长度必须为零的起始点和结束的曲线长度必须为零。。。。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添加一条垂直定添加一条垂直定添加一条垂直定添加一条垂直定线数据线数据线数据线数据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一条选定的定线数据删除一条选定的定线数据删除一条选定的定线数据删除一条选定的定线数据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选定的垂直定线数据编辑选定的垂直定线数据编辑选定的垂直定线数据编辑选定的垂直定线数据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根据定线数据显示道路的纵断面根据定线数据显示道路的纵断面根据定线数据显示道路的纵断面根据定线数据显示道路的纵断面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    

    

    

    

●●●●垂直定线图形垂直定线图形垂直定线图形垂直定线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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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中的图形中的图形中的图形中的点点点点名按照定线数据的顺序进行编号名按照定线数据的顺序进行编号名按照定线数据的顺序进行编号名按照定线数据的顺序进行编号    

◆◆◆◆里程里程里程里程：：：：变坡点里程变坡点里程变坡点里程变坡点里程    

◆◆◆◆高程高程高程高程：：：：变坡点高程变坡点高程变坡点高程变坡点高程    

◆◆◆◆长度长度长度长度：：：：变坡点所在位置的曲线长度变坡点所在位置的曲线长度变坡点所在位置的曲线长度变坡点所在位置的曲线长度    

    

    

    

    

    

13.413.413.413.4 道路放样道路放样道路放样道路放样    

●●●●对于道路的定线放样对于道路的定线放样对于道路的定线放样对于道路的定线放样，，，，必须要先定义线形必须要先定义线形必须要先定义线形必须要先定义线形。。。。按照前几节的方法定义好水按照前几节的方法定义好水按照前几节的方法定义好水按照前几节的方法定义好水

平定线数据和垂直定线数据平定线数据和垂直定线数据平定线数据和垂直定线数据平定线数据和垂直定线数据（（（（垂直定线数据如不需要计算填挖垂直定线数据如不需要计算填挖垂直定线数据如不需要计算填挖垂直定线数据如不需要计算填挖，，，，可不予定可不予定可不予定可不予定

义义义义）。）。）。）。    

●●●●在道路放样之前要进行建站在道路放样之前要进行建站在道路放样之前要进行建站在道路放样之前要进行建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9 

◆◆◆◆起始桩号起始桩号起始桩号起始桩号：：：：进行连续放样的进行连续放样的进行连续放样的进行连续放样的起始位置起始位置起始位置起始位置    

◆◆◆◆步进值步进值步进值步进值：：：：在放样时在放样时在放样时在放样时，，，，每次增加或减少的里每次增加或减少的里每次增加或减少的里每次增加或减少的里

程值程值程值程值    

◆◆◆◆左左左左，，，，右右右右：：：：垂直于道路垂直于道路垂直于道路垂直于道路，，，，距离道路中心点的距离道路中心点的距离道路中心点的距离道路中心点的

左右偏差左右偏差左右偏差左右偏差    

◆◆◆◆上上上上，，，，下下下下：：：：放样点与道路中线上的设计点的放样点与道路中线上的设计点的放样点与道路中线上的设计点的放样点与道路中线上的设计点的

高程差值高程差值高程差值高程差值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完成初步的设置完成初步的设置完成初步的设置完成初步的设置，，，，开始进入放样界面开始进入放样界面开始进入放样界面开始进入放样界面    

    

◆◆◆◆桩号桩号桩号桩号：：：：当前放样点的桩号当前放样点的桩号当前放样点的桩号当前放样点的桩号    

◆◆◆◆镜高镜高镜高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当前的棱镜高    

◆◆◆◆减减减减：：：：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减少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减少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减少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减少    

◆◆◆◆加加加加：：：：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增加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增加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增加桩号按照步进值进行增加    

◆◆◆◆坐标坐标坐标坐标：：：：查看计算得到的放样点的坐标查看计算得到的放样点的坐标查看计算得到的放样点的坐标查看计算得到的放样点的坐标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当前值为正确值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右转右转右转右转：：：：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仪器水平角应该向左或者向

右旋转的角度右旋转的角度右旋转的角度右旋转的角度    

◆◆◆◆移近移近移近移近、、、、移远移远移远移远：：：：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棱镜相对仪器移近或者移远的距离    

◆◆◆◆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左向左向左向左：：：：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棱镜向左或者向右移动的距离    

◆◆◆◆挖挖挖挖方方方方、、、、填方填方填方填方：：：：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棱镜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距离    

◆◆◆◆HAHAHAHA：：：：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输入放样的水平角度    

◆◆◆◆HDHDHDHD：：：：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输入放样的水平距离    

◆◆◆◆ZZZZ：：：：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放样点的高程    

◆◆◆◆[[[[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存储前一次的测量值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进行测量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显示测量的结果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显示放样点，，，，测站点测站点测站点测站点，，，，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测量点的图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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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3.513.513.5 计算道路坐标计算道路坐标计算道路坐标计算道路坐标    

●●●●完成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后可将坐标计算并且保存为坐标数据完成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后可将坐标计算并且保存为坐标数据完成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后可将坐标计算并且保存为坐标数据完成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后可将坐标计算并且保存为坐标数据，，，，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

可以通过点放样的方式进行放样可以通过点放样的方式进行放样可以通过点放样的方式进行放样可以通过点放样的方式进行放样    

◆◆◆◆起始里程起始里程起始里程起始里程：：：：开始计算的起始里程开始计算的起始里程开始计算的起始里程开始计算的起始里程    

◆◆◆◆结束里程结束里程结束里程结束里程：：：：计算的结束里程计算的结束里程计算的结束里程计算的结束里程    

◆◆◆◆步进值步进值步进值步进值；；；；计算坐标点的间隔值计算坐标点的间隔值计算坐标点的间隔值计算坐标点的间隔值    

◆◆◆◆起始点名起始点名起始点名起始点名：：：：计算得出的坐标点的名称计算得出的坐标点的名称计算得出的坐标点的名称计算得出的坐标点的名称，，，，之之之之

后的将自动加后的将自动加后的将自动加后的将自动加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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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仪器的检校仪器的检校仪器的检校仪器的检校    

本仪器在出厂时均经过严密的检验与校正本仪器在出厂时均经过严密的检验与校正本仪器在出厂时均经过严密的检验与校正本仪器在出厂时均经过严密的检验与校正，，，，符合质量要求符合质量要求符合质量要求符合质量要求。。。。但仪器经但仪器经但仪器经但仪器经

过长途运输或环境变化过长途运输或环境变化过长途运输或环境变化过长途运输或环境变化，，，，其内部结构会受到一些影响其内部结构会受到一些影响其内部结构会受到一些影响其内部结构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新购买本仪新购买本仪新购买本仪新购买本仪

器以及到测区后在作业之前均应对仪器进行本节的各项检验与校正器以及到测区后在作业之前均应对仪器进行本节的各项检验与校正器以及到测区后在作业之前均应对仪器进行本节的各项检验与校正器以及到测区后在作业之前均应对仪器进行本节的各项检验与校正，，，，以确以确以确以确

保作业成果精度保作业成果精度保作业成果精度保作业成果精度。。。。    

11114444.1.1.1.1    长水准器长水准器长水准器长水准器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松开水平制动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转动仪器使管水准器平行于某一对脚螺旋 AAAA、、、、BBBB 的连的连的连的连

线线线线。。。。再旋转脚螺旋再旋转脚螺旋再旋转脚螺旋再旋转脚螺旋 AAAA、、、、BBBB，，，，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使管水准器气泡居中。。。。将仪器先至将仪器先至将仪器先至将仪器先至 180180180180°°°°，，，，查看查看查看查看

气泡是否居中气泡是否居中气泡是否居中气泡是否居中,,,,如果不居中如果不居中如果不居中如果不居中，，，，则需要校正则需要校正则需要校正则需要校正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１１１１        在检验时在检验时在检验时在检验时，，，，若长水准器的气泡偏离了中心若长水准器的气泡偏离了中心若长水准器的气泡偏离了中心若长水准器的气泡偏离了中心，，，，先用与长水准器平行的先用与长水准器平行的先用与长水准器平行的先用与长水准器平行的

脚螺旋进行调整脚螺旋进行调整脚螺旋进行调整脚螺旋进行调整，，，，使气泡向中心移近一半的偏离量使气泡向中心移近一半的偏离量使气泡向中心移近一半的偏离量使气泡向中心移近一半的偏离量。。。。剩余的一半用校正针剩余的一半用校正针剩余的一半用校正针剩余的一半用校正针

转动水准器校正螺丝转动水准器校正螺丝转动水准器校正螺丝转动水准器校正螺丝（（（（在水准器右边在水准器右边在水准器右边在水准器右边））））进行调整至气泡居中进行调整至气泡居中进行调整至气泡居中进行调整至气泡居中。。。。    

２２２２        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检查气泡是否居中检查气泡是否居中检查气泡是否居中检查气泡是否居中。。。。如果气泡仍不居中如果气泡仍不居中如果气泡仍不居中如果气泡仍不居中，，，，重重重重

复复复复（（（（１１１１））））步骤步骤步骤步骤，，，，直至气泡居中直至气泡居中直至气泡居中直至气泡居中。。。。                    

３３３３    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将仪器旋转９０９０９０９０°°°°，，，，用第三个脚螺旋调整气泡居中用第三个脚螺旋调整气泡居中用第三个脚螺旋调整气泡居中用第三个脚螺旋调整气泡居中。。。。    

重复检验与校正步骤直至照准部转至任何方向气泡均居中为止重复检验与校正步骤直至照准部转至任何方向气泡均居中为止重复检验与校正步骤直至照准部转至任何方向气泡均居中为止重复检验与校正步骤直至照准部转至任何方向气泡均居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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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444....2 2 2 2 圆水准器圆水准器圆水准器圆水准器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长水准器检校正确后长水准器检校正确后长水准器检校正确后长水准器检校正确后，，，，若圆水准器气泡亦居中就不必校正若圆水准器气泡亦居中就不必校正若圆水准器气泡亦居中就不必校正若圆水准器气泡亦居中就不必校正。。。。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若气泡不居中若气泡不居中若气泡不居中若气泡不居中，，，，用校正针或内六角搬手调整气泡下方的校正螺丝使气用校正针或内六角搬手调整气泡下方的校正螺丝使气用校正针或内六角搬手调整气泡下方的校正螺丝使气用校正针或内六角搬手调整气泡下方的校正螺丝使气

泡居中泡居中泡居中泡居中。。。。校正时校正时校正时校正时，，，，应先松开气泡偏移方向对面的校正螺丝应先松开气泡偏移方向对面的校正螺丝应先松开气泡偏移方向对面的校正螺丝应先松开气泡偏移方向对面的校正螺丝（（（（１１１１或或或或２２２２个个个个），），），），

然后拧紧偏移方向的其余校正螺丝使气泡居中然后拧紧偏移方向的其余校正螺丝使气泡居中然后拧紧偏移方向的其余校正螺丝使气泡居中然后拧紧偏移方向的其余校正螺丝使气泡居中。。。。气泡居中时气泡居中时气泡居中时气泡居中时，，，，三个校正螺三个校正螺三个校正螺三个校正螺

丝的紧固力均应一致丝的紧固力均应一致丝的紧固力均应一致丝的紧固力均应一致。。。。    

11114444....3 3 3 3 倾斜传感器零点误差检校倾斜传感器零点误差检校倾斜传感器零点误差检校倾斜传感器零点误差检校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8.18.18.18.1    

    

11114444....4 4 4 4 望远镜分划板望远镜分划板望远镜分划板望远镜分划板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１１１１整平仪器后在望远镜视线上选定一目标点整平仪器后在望远镜视线上选定一目标点整平仪器后在望远镜视线上选定一目标点整平仪器后在望远镜视线上选定一目标点Ａ，Ａ，Ａ，Ａ，    用分划板十字丝用分划板十字丝用分划板十字丝用分划板十字丝

中心照准中心照准中心照准中心照准ＡＡＡＡ并固定水平和垂直制动手轮并固定水平和垂直制动手轮并固定水平和垂直制动手轮并固定水平和垂直制动手轮。。。。                

２２２２转动望远镜垂直微动手轮转动望远镜垂直微动手轮转动望远镜垂直微动手轮转动望远镜垂直微动手轮，，，，使使使使ＡＡＡＡ点移动至视场的边沿点移动至视场的边沿点移动至视场的边沿点移动至视场的边沿（Ａ（Ａ（Ａ（Ａ′′′′点点点点）。）。）。）。                    

３３３３若若若若ＡＡＡＡ点是沿十字丝的竖丝移点是沿十字丝的竖丝移点是沿十字丝的竖丝移点是沿十字丝的竖丝移动动动动，，，，即即即即ＡＡＡＡ′′′′点仍在竖丝之内的点仍在竖丝之内的点仍在竖丝之内的点仍在竖丝之内的，，，，    则则则则

十字丝不倾斜不必校正十字丝不倾斜不必校正十字丝不倾斜不必校正十字丝不倾斜不必校正。。。。                    

如图如图如图如图，Ａ，Ａ，Ａ，Ａ′′′′点偏离竖丝中心点偏离竖丝中心点偏离竖丝中心点偏离竖丝中心，，，，则十字丝倾斜则十字丝倾斜则十字丝倾斜则十字丝倾斜，，，，需对分划板进行校正需对分划板进行校正需对分划板进行校正需对分划板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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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１１１１首先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盖首先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盖首先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盖首先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盖，，，，便看便看便看便看

见四个分划板座固定螺丝见四个分划板座固定螺丝见四个分划板座固定螺丝见四个分划板座固定螺丝（（（（见附图见附图见附图见附图）。）。）。）。                        

２２２２用螺丝刀均匀地旋松该四个固定螺丝用螺丝刀均匀地旋松该四个固定螺丝用螺丝刀均匀地旋松该四个固定螺丝用螺丝刀均匀地旋松该四个固定螺丝，，，，    绕视准轴旋转分划板座绕视准轴旋转分划板座绕视准轴旋转分划板座绕视准轴旋转分划板座，，，，

使使使使ＡＡＡＡ′′′′点落在竖丝的位置上点落在竖丝的位置上点落在竖丝的位置上点落在竖丝的位置上。。。。                

３３３３均匀地旋紧固定螺丝均匀地旋紧固定螺丝均匀地旋紧固定螺丝均匀地旋紧固定螺丝，，，，再用上述方法检验校正结果再用上述方法检验校正结果再用上述方法检验校正结果再用上述方法检验校正结果。。。。    

４４４４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11114444....5 5 5 5 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２２２２Ｃ）Ｃ）Ｃ）Ｃ）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１１１１距离仪器同高的远处设置距离仪器同高的远处设置距离仪器同高的远处设置距离仪器同高的远处设置目标目标目标目标Ａ，Ａ，Ａ，Ａ，精确整平仪器并打开电源精确整平仪器并打开电源精确整平仪器并打开电源精确整平仪器并打开电源。。。。                    

２２２２在盘左位置将望远镜照准目标在盘左位置将望远镜照准目标在盘左位置将望远镜照准目标在盘左位置将望远镜照准目标Ａ，Ａ，Ａ，Ａ，读取水平角读取水平角读取水平角读取水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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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例例：：：：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Ｌ＝Ｌ＝Ｌ＝Ｌ＝10101010°°°°13131313′′′′10101010″″″″））））    。。。。    

３３３３松开垂直及水平制动手轮中转望远镜松开垂直及水平制动手轮中转望远镜松开垂直及水平制动手轮中转望远镜松开垂直及水平制动手轮中转望远镜，，，，旋转照准部盘右照准同一旋转照准部盘右照准同一旋转照准部盘右照准同一旋转照准部盘右照准同一    

ＡＡＡＡ点点点点照准前应旋紧照准前应旋紧照准前应旋紧照准前应旋紧水平及垂直制动手轮水平及垂直制动手轮水平及垂直制动手轮水平及垂直制动手轮并读取水平角并读取水平角并读取水平角并读取水平角    

（（（（例例例例：：：：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Ｒ＝Ｒ＝Ｒ＝Ｒ＝ 190 190 190 190°°°°13131313′′′′40404040″″″″））））。。。。    

    ４４４４        ２２２２Ｃ＝Ｌ－Ｃ＝Ｌ－Ｃ＝Ｌ－Ｃ＝Ｌ－((((ＲＲＲＲ±±±±180180180180°°°°))))＝－＝－＝－＝－30303030″≥±″≥±″≥±″≥±20202020″″″″，，，，需校正需校正需校正需校正。。。。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１１１１用水平微动手轮将水平角读数调整到消除用水平微动手轮将水平角读数调整到消除用水平微动手轮将水平角读数调整到消除用水平微动手轮将水平角读数调整到消除ＣＣＣＣ后的正后的正后的正后的正确读数确读数确读数确读数：：：：    

Ｒ＋Ｃ＝Ｒ＋Ｃ＝Ｒ＋Ｃ＝Ｒ＋Ｃ＝190190190190°°°°13131313′′′′40404040″″″″－－－－15151515″″″″＝＝＝＝190190190190°°°°13131313′′′′22225555″″″″。。。。    

２２２２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盖盖盖盖，，，，调整分划调整分划调整分划调整分划

板上水平左右两个十字丝校正螺丝板上水平左右两个十字丝校正螺丝板上水平左右两个十字丝校正螺丝板上水平左右两个十字丝校正螺丝，，，，先松一侧后紧另一侧的螺丝先松一侧后紧另一侧的螺丝先松一侧后紧另一侧的螺丝先松一侧后紧另一侧的螺丝，，，，移动分移动分移动分移动分

划板使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划板使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划板使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划板使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Ａ。Ａ。Ａ。Ａ。                    

３３３３    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校正至校正至校正至校正至｜｜｜｜2C2C2C2C｜＜｜＜｜＜｜＜20202020″″″″符合要求为止符合要求为止符合要求为止符合要求为止。。。。    

４４４４    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11114444....6 6 6 6 竖盘指标零点自动补偿竖盘指标零点自动补偿竖盘指标零点自动补偿竖盘指标零点自动补偿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1111））））安置和整平仪器后安置和整平仪器后安置和整平仪器后安置和整平仪器后，，，，使望远镜的指向和仪器中心与任一脚螺旋使望远镜的指向和仪器中心与任一脚螺旋使望远镜的指向和仪器中心与任一脚螺旋使望远镜的指向和仪器中心与任一脚螺旋

XXXX 的联线相一致的联线相一致的联线相一致的联线相一致，，，，旋紧水平制动手轮旋紧水平制动手轮旋紧水平制动手轮旋紧水平制动手轮。。。。                    

（（（（2222））））开机后指示竖盘指标归零开机后指示竖盘指标归零开机后指示竖盘指标归零开机后指示竖盘指标归零，，，，旋紧垂直制动手轮旋紧垂直制动手轮旋紧垂直制动手轮旋紧垂直制动手轮，，，，仪器显示当前仪器显示当前仪器显示当前仪器显示当前

望远镜指向的竖直角值望远镜指向的竖直角值望远镜指向的竖直角值望远镜指向的竖直角值。。。。                    

（（（（3333））））朝一个方向慢朝一个方向慢朝一个方向慢朝一个方向慢慢转动脚螺旋慢转动脚螺旋慢转动脚螺旋慢转动脚螺旋 XXXX 至至至至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ｍｍｍｍｍｍｍｍ圆周距圆周距圆周距圆周距左右时左右时左右时左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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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的竖直角由相应随着变化到消失出现显示的竖直角由相应随着变化到消失出现显示的竖直角由相应随着变化到消失出现显示的竖直角由相应随着变化到消失出现““““补偿超限补偿超限补偿超限补偿超限””””信息信息信息信息，，，，表示仪器竖表示仪器竖表示仪器竖表示仪器竖

轴倾斜已大于轴倾斜已大于轴倾斜已大于轴倾斜已大于 4444′′′′，，，，超出竖盘补偿器的设计范围超出竖盘补偿器的设计范围超出竖盘补偿器的设计范围超出竖盘补偿器的设计范围。。。。当反向旋转脚螺旋复原当反向旋转脚螺旋复原当反向旋转脚螺旋复原当反向旋转脚螺旋复原

时时时时，，，，仪器又复现竖直角仪器又复现竖直角仪器又复现竖直角仪器又复现竖直角在临界位置可反复试验观其变化在临界位置可反复试验观其变化在临界位置可反复试验观其变化在临界位置可反复试验观其变化，，，，表示竖盘补表示竖盘补表示竖盘补表示竖盘补

偿器工作正常偿器工作正常偿器工作正常偿器工作正常。。。。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当发现仪器补偿失灵或异常时当发现仪器补偿失灵或异常时当发现仪器补偿失灵或异常时当发现仪器补偿失灵或异常时，，，，应送厂检修应送厂检修应送厂检修应送厂检修。。。。        

11114444....7 7 7 7 竖盘指标差竖盘指标差竖盘指标差竖盘指标差 ( ( ( (ｉｉｉｉ角角角角))))和竖盘指标零点设置和竖盘指标零点设置和竖盘指标零点设置和竖盘指标零点设置                    

请参见请参见请参见请参见 8.28.28.28.2    

    

11114444....8 8 8 8 光学对点器光学对点器光学对点器光学对点器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１１１１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

器正下方的地面上器正下方的地面上器正下方的地面上器正下方的地面上。。。。                
２２２２        调整好光学对中器的焦距后调整好光学对中器的焦距后调整好光学对中器的焦距后调整好光学对中器的焦距后，，，，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于视场中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于视场中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于视场中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于视场中

心心心心。。。。                    

３３３３        转动脚螺旋转动脚螺旋转动脚螺旋转动脚螺旋，，，，    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重合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重合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重合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重合。。。。    

４４４４        旋转照准部旋转照准部旋转照准部旋转照准部，，，，每转每转每转每转 90909090°°°°，，，，观察对中点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观察对中点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观察对中点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观察对中点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

的重合度的重合度的重合度的重合度。。。。                    

５５５５        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

合合合合，，，，则不必校正则不必校正则不必校正则不必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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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１１１１将光学对中器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改正螺丝护盖将光学对中器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改正螺丝护盖将光学对中器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改正螺丝护盖将光学对中器目镜与调焦手轮之间的改正螺丝护盖取下取下取下取下。。。。                    

２２２２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 90909090°°°°时对中器时对中器时对中器时对中器

中心标志落点中心标志落点中心标志落点中心标志落点，，，，如图如图如图如图：Ａ、Ｂ、Ｃ、Ｄ：Ａ、Ｂ、Ｃ、Ｄ：Ａ、Ｂ、Ｃ、Ｄ：Ａ、Ｂ、Ｃ、Ｄ点点点点。。。。                    

３３３３用直线连接对角点用直线连接对角点用直线连接对角点用直线连接对角点ＡＣＡＣＡＣＡＣ和和和和ＢＤ，ＢＤ，ＢＤ，ＢＤ，两直线交点为两直线交点为两直线交点为两直线交点为Ｏ。Ｏ。Ｏ。Ｏ。    

４４４４用校正针调整对中器的四个校正螺丝用校正针调整对中器的四个校正螺丝用校正针调整对中器的四个校正螺丝用校正针调整对中器的四个校正螺丝，，，，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ＯＯＯＯ

点重合点重合点重合点重合。。。。    

５５５５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４４４４，，，，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    

６６６６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11114444....9 9 9 9 激光对点器激光对点器激光对点器激光对点器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１１１１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叉并放在仪

器正下方的地面上器正下方的地面上器正下方的地面上器正下方的地面上。。。。                

２２２２        打开激光对点器打开激光对点器打开激光对点器打开激光对点器，，，，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光斑中心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光斑中心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光斑中心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光斑中心。。。。                    

３３３３        转动脚螺旋转动脚螺旋转动脚螺旋转动脚螺旋，，，，    使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重合使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重合使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重合使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重合。。。。    

４４４４        旋转照准部旋转照准部旋转照准部旋转照准部，，，，每转每转每转每转 90909090°°°°，，，，观察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的重观察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的重观察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的重观察对点器的光斑与十字交叉点的重

合度合度合度合度。。。。                    

５５５５        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如果照准部旋转时，，，，激光对点器的光斑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合激光对点器的光斑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合激光对点器的光斑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合激光对点器的光斑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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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必校正则不必校正则不必校正则不必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否则需按下述方法进行校正。。。。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１１１１将激光对点器护盖将激光对点器护盖将激光对点器护盖将激光对点器护盖取下取下取下取下。。。。                    

２２２２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 90909090°°°°时对点器时对点器时对点器时对点器

光斑落点光斑落点光斑落点光斑落点，，，，如图如图如图如图：Ａ、Ｂ、Ｃ、Ｄ：Ａ、Ｂ、Ｃ、Ｄ：Ａ、Ｂ、Ｃ、Ｄ：Ａ、Ｂ、Ｃ、Ｄ点点点点。。。。                    

３３３３用直线连接对角点用直线连接对角点用直线连接对角点用直线连接对角点ＡＣＡＣＡＣＡＣ和和和和ＢＤ，ＢＤ，ＢＤ，ＢＤ，两直线交点为两直线交点为两直线交点为两直线交点为Ｏ。Ｏ。Ｏ。Ｏ。    

４４４４用内六角扳手调整对点器的四个校正螺丝用内六角扳手调整对点器的四个校正螺丝用内六角扳手调整对点器的四个校正螺丝用内六角扳手调整对点器的四个校正螺丝，，，，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

与与与与ＯＯＯＯ点重合点重合点重合点重合。。。。    

５５５５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重复检验步骤４４４４，，，，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    

６６６６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11114444....10 10 10 10 仪器常数仪器常数仪器常数仪器常数（（（（KKKK））））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888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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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444....11111111 视准轴与发射电光轴的视准轴与发射电光轴的视准轴与发射电光轴的视准轴与发射电光轴的重合重合重合重合度度度度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１１１１在距仪器在距仪器在距仪器在距仪器 50505050 米处安置反射棱镜米处安置反射棱镜米处安置反射棱镜米处安置反射棱镜。。。。    

２２２２用望远镜十字丝精确照准反射棱镜中心用望远镜十字丝精确照准反射棱镜中心用望远镜十字丝精确照准反射棱镜中心用望远镜十字丝精确照准反射棱镜中心。。。。    

３３３３打开电源进入测距模式按打开电源进入测距模式按打开电源进入测距模式按打开电源进入测距模式按[[[[测量测量测量测量]]]]键键键键进行进行进行进行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左右旋转水平左右旋转水平左右旋转水平左右旋转水平

微动手轮微动手轮微动手轮微动手轮，，，，上下旋转垂直微动手轮上下旋转垂直微动手轮上下旋转垂直微动手轮上下旋转垂直微动手轮，，，，进行电照准进行电照准进行电照准进行电照准，，，，通过测距光路畅通信息通过测距光路畅通信息通过测距光路畅通信息通过测距光路畅通信息

闪亮的左右和上下的区间闪亮的左右和上下的区间闪亮的左右和上下的区间闪亮的左右和上下的区间，，，，找到测距的发射电光轴的中心找到测距的发射电光轴的中心找到测距的发射电光轴的中心找到测距的发射电光轴的中心。。。。    

４４４４检查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照准中心是否重合检查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照准中心是否重合检查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照准中心是否重合检查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照准中心是否重合，，，，如基本如基本如基本如基本

重合即可认为合格重合即可认为合格重合即可认为合格重合即可认为合格。。。。    

校正校正校正校正    

如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中心偏差很大如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中心偏差很大如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中心偏差很大如望远镜十字丝中心与发射电光轴中心偏差很大，，，，则须送专业修理部则须送专业修理部则须送专业修理部则须送专业修理部

门校正门校正门校正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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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444.1.1.1.12222 基座脚螺旋基座脚螺旋基座脚螺旋基座脚螺旋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脚螺旋出现松动现象脚螺旋出现松动现象脚螺旋出现松动现象脚螺旋出现松动现象，，，，可以调整基座上脚螺旋调整用的可以调整基座上脚螺旋调整用的可以调整基座上脚螺旋调整用的可以调整基座上脚螺旋调整用的２２２２个校正个校正个校正个校正

螺丝螺丝螺丝螺丝，，，，拧紧螺丝到合适的压紧力度为止拧紧螺丝到合适的压紧力度为止拧紧螺丝到合适的压紧力度为止拧紧螺丝到合适的压紧力度为止。。。。    

    

    

11114444.1.1.1.13333 反射棱镜有关组合件反射棱镜有关组合件反射棱镜有关组合件反射棱镜有关组合件    

１１１１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器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器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器反射棱镜基座连接器    
基座连接器上的长水准器和光学对中器是否正确应进行检验基座连接器上的长水准器和光学对中器是否正确应进行检验基座连接器上的长水准器和光学对中器是否正确应进行检验基座连接器上的长水准器和光学对中器是否正确应进行检验，，，，其检校方法其检校方法其检校方法其检校方法

见见见见 11114.4.4.4.１１１１和和和和 14.14.14.14.７７７７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    

２２２２对中杆垂直对中杆垂直对中杆垂直对中杆垂直    

如如如如 14.14.14.14.７７７７图所示图所示图所示图所示，，，，在在在在ＣＣＣＣ点划点划点划点划““““＋＋＋＋””””字字字字，，，，对中杆下尖立于对中杆下尖立于对中杆下尖立于对中杆下尖立于ＣＣＣＣ整个检验不整个检验不整个检验不整个检验不

要移动要移动要移动要移动，，，，两支脚两支脚两支脚两支脚ｅｅｅｅ和和和和ｆｆｆｆ分别支于十字线上的分别支于十字线上的分别支于十字线上的分别支于十字线上的ＥＥＥＥ和和和和Ｆ，Ｆ，Ｆ，Ｆ，调整调整调整调整ｅｅｅｅ,,,,ｆｆｆｆ的长度使的长度使的长度使的长度使

对中杆圆水准器气泡居中对中杆圆水准器气泡居中对中杆圆水准器气泡居中对中杆圆水准器气泡居中。。。。    

在十字线上不远的在十字线上不远的在十字线上不远的在十字线上不远的ＡＡＡＡ点安置置平仪器点安置置平仪器点安置置平仪器点安置置平仪器，，，，用十字丝中心照准用十字丝中心照准用十字丝中心照准用十字丝中心照准ＣＣＣＣ点点点点脚尖固脚尖固脚尖固脚尖固

定水平制动手轮定水平制动手轮定水平制动手轮定水平制动手轮，，，，上仰望远镜使对中杆上部上仰望远镜使对中杆上部上仰望远镜使对中杆上部上仰望远镜使对中杆上部ＤＤＤＤ在水平丝附近在水平丝附近在水平丝附近在水平丝附近，，，，指挥对中杆指挥对中杆指挥对中杆指挥对中杆

仅伸缩支脚仅伸缩支脚仅伸缩支脚仅伸缩支脚ｅ，ｅ，ｅ，ｅ，使使使使ＤＤＤＤ左右移动至照准十字丝中心左右移动至照准十字丝中心左右移动至照准十字丝中心左右移动至照准十字丝中心。。。。此时此时此时此时，Ｃ、Ｄ，Ｃ、Ｄ，Ｃ、Ｄ，Ｃ、Ｄ两点均应两点均应两点均应两点均应

在十字丝中心线上在十字丝中心线上在十字丝中心线上在十字丝中心线上。。。。    

        

将仪器安置到另一十字线上的将仪器安置到另一十字线上的将仪器安置到另一十字线上的将仪器安置到另一十字线上的ＢＢＢＢ点点点点，，，，用同样的方法用同样的方法用同样的方法用同样的方法此时此时此时此时，，，，仅伸缩支脚仅伸缩支脚仅伸缩支脚仅伸缩支脚

ｆｆｆｆ令对中杆的令对中杆的令对中杆的令对中杆的ＤＤＤＤ点重合到点重合到点重合到点重合到ＣＣＣＣ点的十字丝中心线上点的十字丝中心线上点的十字丝中心线上点的十字丝中心线上。。。。    

经过仪器在经过仪器在经过仪器在经过仪器在ＡＢＡＢＡＢＡＢ两点的校准两点的校准两点的校准两点的校准，，，，对中杆已垂直对中杆已垂直对中杆已垂直对中杆已垂直，，，，若此时杆上的园水准器若此时杆上的园水准器若此时杆上的园水准器若此时杆上的园水准器

的气泡偏离中心的气泡偏离中心的气泡偏离中心的气泡偏离中心，，，，则调整园水准器下边的三个改正螺丝使气泡居中则调整园水准器下边的三个改正螺丝使气泡居中则调整园水准器下边的三个改正螺丝使气泡居中则调整园水准器下边的三个改正螺丝使气泡居中方法见方法见方法见方法见

13.13.13.13.２２２２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    

再作一次检校再作一次检校再作一次检校再作一次检校，，，，直至对中杆在两个方向上都垂直且圆气泡亦居中为直至对中杆在两个方向上都垂直且圆气泡亦居中为直至对中杆在两个方向上都垂直且圆气泡亦居中为直至对中杆在两个方向上都垂直且圆气泡亦居中为

止止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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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11115555....1111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望远镜望远镜望远镜望远镜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成像成像成像成像    正像正像正像正像    

放大倍率放大倍率放大倍率放大倍率    30× 

有效孔径望远有效孔径望远有效孔径望远有效孔径望远    45mm 

有效孔径测距有效孔径测距有效孔径测距有效孔径测距    47mm 

分辨率分辨率分辨率分辨率    3″ 

视场角视场角视场角视场角    1°30′ 

最短视距最短视距最短视距最短视距    1.5m 

筒长筒长筒长筒长    152mm 

    

水准气泡水准气泡水准气泡水准气泡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长水准器长水准器长水准器长水准器    30″／／／／2mm 

圆水准器圆水准器圆水准器圆水准器    8′／／／／2mm 

    

补偿器补偿器补偿器补偿器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双轴双轴双轴双轴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工作范围工作范围        ±±±±4444′′′′    

分辨率分辨率分辨率分辨率    １１１１″ 

    

光学对点器光学对点器光学对点器光学对点器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成像成像成像成像    正像正像正像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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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倍率放大倍率放大倍率放大倍率    3× 

调焦范围调焦范围调焦范围调焦范围    0.3m～～～～∝∝∝∝ 

视场角视场角视场角视场角    5° 

    

激光对点器激光对点器激光对点器激光对点器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激光激光激光激光    可见可见可见可见 2222 级红色激光级红色激光级红色激光级红色激光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仪器竖轴内仪器竖轴内仪器竖轴内仪器竖轴内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    在在在在 1.5m仪器高时与铅垂线的偏仪器高时与铅垂线的偏仪器高时与铅垂线的偏仪器高时与铅垂线的偏差为差为差为差为 1.5mm 

直径直径直径直径    在在在在 1.5m仪器高时为仪器高时为仪器高时为仪器高时为 2.5mm 

    

显示器显示器显示器显示器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LCD，，，，图形式图形式图形式图形式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电阻式触摸屏电阻式触摸屏电阻式触摸屏电阻式触摸屏、、、、按键按键按键按键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RS—232C 有有有有    

USB 有有有有    

蓝牙蓝牙蓝牙蓝牙 有有有有    

    

存储介质存储介质存储介质存储介质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SD卡卡卡卡 有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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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电池机载电池机载电池机载电池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锂电池锂电池锂电池锂电池 

电压电压电压电压    7.4V    

连续测距测角连续测距测角连续测距测角连续测距测角    8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使用环境使用环境使用环境使用环境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使用环境温度使用环境温度使用环境温度使用环境温度    －－－－20°～＋～＋～＋～＋50℃℃℃℃ 

    

尺寸及重量尺寸及重量尺寸及重量尺寸及重量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外形尺寸外形尺寸外形尺寸外形尺寸    206mm×200mm×353mm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6.0kg 

    

影像传感器影像传感器影像传感器影像传感器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像素像素像素像素    78 万万万万 

焦距焦距焦距焦距    16mm 

视场视场视场视场    12.5××××11.7度度度度  

刷新速度刷新速度刷新速度刷新速度    11 帧帧帧帧/秒秒秒秒 

景深景深景深景深    2 m - ∝∝∝∝  

存储存储存储存储    jpeg 

数码变焦数码变焦数码变焦数码变焦    zoom (1x,2x,3x) 

白平衡白平衡白平衡白平衡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 

亮度亮度亮度亮度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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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角度测量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BBBB    CCCC    

显示精度显示精度显示精度显示精度    0.0.0.0.1111″    1″    1″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    1111″    2″    5″    

测角方式测角方式测角方式测角方式    绝对编码绝对编码绝对编码绝对编码    

光栅盘直径光栅盘直径光栅盘直径光栅盘直径    79mm 

测角单位测角单位测角单位测角单位    360°／／／／400GON／／／／6400MIL 可选可选可选可选    

竖直角竖直角竖直角竖直角 0°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天顶天顶天顶天顶 0°／／／／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0°可选可选可选可选    

 

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1111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参见后面配置表参见后面配置表参见后面配置表参见后面配置表    

注注注注::::    

    aaaa....浓雾浓雾浓雾浓雾，，，，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 5555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    

    bbbb....薄雾薄雾薄雾薄雾，，，，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 2020202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或中等阳光或中等阳光或中等阳光或中等阳光，，，，轻微热流闪烁轻微热流闪烁轻微热流闪烁轻微热流闪烁    

    cccc....阴天阴天阴天阴天，，，，无雾无雾无雾无雾，，，，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 4040404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无热流闪烁无热流闪烁无热流闪烁无热流闪烁    

    dddd....测量距离值测量距离值测量距离值测量距离值    

    eeee....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白色白色白色白色，，，，90%90%90%90%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    

    ffff....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灰色灰色灰色灰色，，，，18%18%18%18%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    

    gggg....初次精测初次精测初次精测初次精测    

    hhhh....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连续精测    

    iiii....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跟踪测量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AAAA    BBBB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m/ft 

测量系统测量系统测量系统测量系统    基础频率基础频率基础频率基础频率 70 70 70 70----150150150150MHzMHzMHzMHz    

大气折光和地球曲大气折光和地球曲大气折光和地球曲大气折光和地球曲

率改正率改正率改正率改正    
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 , , ,  K=0.14/0.2可选可选可选可选    

反反反反射棱镜常数改正射棱镜常数改正射棱镜常数改正射棱镜常数改正    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    0.0.0.0.1mm1mm1mm1mm    1111mmmmmmmm 

气象改正气象改正气象改正气象改正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自动自动自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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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2000m2000m2000m2000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3500m3500m3500m3500m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4000m4000m4000m4000m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3333555500m00m00m00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6666000000m00m00m00m    

棱棱棱棱

镜镜镜镜    

测程测程测程测程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7777000m000m000m000m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700m700m700m700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000m1000m1000m1000m    

反反反反

射射射射

板板板板    

标配标配标配标配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1212121200m00m00m00m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50*50*50*50mmm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80*80*80*80mmmm))))    eeee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100m*100m*100m*100m))))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25*25*25*25mmm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40*40*40*40mmmm))))    

测测测测

程程程程    

无无无无

合合合合

作作作作    
ffff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50m*50m*50m*50m))))    

gggg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21.21.21.2ssss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21.21.21.2ssss    

hhhh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7s7s7s7s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50.50.50.5ssss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iiii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3333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25252525    

gggg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1.1.1.5555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1.1.1.5555    

hhhh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8888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6666    

棱棱棱棱

镜镜镜镜    

测程测程测程测程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    

iiii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4s4s4s4s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3s3s3s3s    

gggg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01.01.01.0ssss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01.01.01.0ssss    

hhhh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6s6s6s6s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5555ssss    

反反反反

射射射射

板板板板    iiii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3s3s3s3s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25252525ssss    

gggg    

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    

无无无无

合合合合 hhhh    

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 0000....5555----3333ssss，，，，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被测物体漫反射弱被测物体漫反射弱被测物体漫反射弱被测物体漫反射弱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距离加长距离加长距离加长距离加长，，，，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最大为最大为最大为最大为 10101010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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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作作    
iiii    

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 0.0.0.0.25252525----3333ssss，，，，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被测物体漫反射被测物体漫反射被测物体漫反射被测物体漫反射

弱或者弱或者弱或者弱或者距离加长距离加长距离加长距离加长，，，，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最大为最大为最大为最大为 10101010ssss    

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1111++++1111××××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2+22+22+22+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普普普普

通通通通

模模模模

式式式式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3333++++1111××××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5+25+25+25+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5+25+25+25+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棱棱棱棱

镜镜镜镜    测测测测
程程程程

增增增增

强强强强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5+25+25+25+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3+23+23+23+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反反反反

射射射射

板板板板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5+25+25+25+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bcebcebcebce    

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    

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 3003003003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3+23+23+23+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 600600600600 米并且大于米并且大于米并且大于米并且大于 3003003003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5+25+25+25+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 6006006006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10+210+210+210+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

精精精精

度度度度    

无无无无

合合合合

作作作作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bcebcebcebce    

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    

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 5005005005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5555+2+2+2+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 5005005005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10101010+2+2+2+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棱镜棱镜棱镜棱镜    
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

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    

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    
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

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    

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

影影影影

响响响响

条条条条

件件件件    
无合作无合作无合作无合作    

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被测物体处于阳光照射中被测物体处于阳光照射中被测物体处于阳光照射中被测物体处于阳光照射中，，，，

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体会引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体会引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体会引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体会引

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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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距离测量----2222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用于表示不同测距参数,,,,参见后面配置表参见后面配置表参见后面配置表参见后面配置表        

注注注注::::    

    aaaa....浓雾浓雾浓雾浓雾，，，，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 5555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或强阳光强热流闪烁    

    bbbb....薄雾薄雾薄雾薄雾，，，，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 2020202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或中等阳光或中等阳光或中等阳光或中等阳光，，，，轻微热流闪烁轻微热流闪烁轻微热流闪烁轻微热流闪烁    

    cccc....阴天阴天阴天阴天，，，，无雾无雾无雾无雾，，，，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能见度约 4040404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无热流闪烁无热流闪烁无热流闪烁无热流闪烁    

    dddd....测量距离值测量距离值测量距离值测量距离值    

    eeee....柯达灰度柯达灰度柯达灰度柯达灰度板板板板（（（（白色白色白色白色，，，，90%90%90%90%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    

    ffff....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柯达灰度板（（（（灰色灰色灰色灰色，，，，18%18%18%18%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漫反射率））））    

    gggg....初次精测初次精测初次精测初次精测    

    hhhh....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连续精测连续精测    

    iiii....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跟踪测量跟踪测量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CCCC    DDDD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m/ft 

测量系统测量系统测量系统测量系统    基础频率基础频率基础频率基础频率 70 70 70 70----150150150150MHzMHzMHzMHz    

大气折光和地球曲大气折光和地球曲大气折光和地球曲大气折光和地球曲

率改正率改正率改正率改正    
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 , , ,  K=0.14/0.2可选可选可选可选    

反射棱镜常数改正反射棱镜常数改正反射棱镜常数改正反射棱镜常数改正    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输入参数自动改正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    1111mmmmmmmm 

气象改正气象改正气象改正气象改正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自动自动自动自动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2000m2000m2000m2000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3333000000m00m00m00m    
单棱单棱单棱单棱
镜镜镜镜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3535353500m00m00m00m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3333000000m00m00m00m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5555000000m00m00m00m    

棱棱棱棱

镜镜镜镜    

三棱三棱三棱三棱
镜镜镜镜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6666000m000m000m000m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700m700m700m700m    ----    

测测测测

程程程程    

反反反反

射射射射

标配标配标配标配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000m1000m1000m100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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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板板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1212121200m00m00m00m    ----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50*50*50*50mmmm))))    ----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80*80*80*80mmmm))))    ----    eeee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100100100100mmmm))))    ----    

aaaa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25*25*25*25mmmm))))    ----    

bbbb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40*40*40*40mmmm))))    ----    

无无无无

合合合合

作作作作    
ffff    

cccc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50m*50m*50m*50m))))    ----    

gggg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1.1.1.3s3s3s3s    

hhhh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4s4s4s4s    
棱棱棱棱

镜镜镜镜    
iiii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2222    

gggg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1.01.01.01.0ssss    ----    

hhhh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6s6s6s6s    ----    

反反反反

射射射射

板板板板    iiii    小于小于小于小于 0.0.0.0.3s3s3s3s    ----    

gggg    

hhhh    

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 0.0.0.0.5555----3333ssss，，，，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被测物体漫反射被测物体漫反射被测物体漫反射被测物体漫反射

弱或者弱或者弱或者弱或者距离加长距离加长距离加长距离加长，，，，则则则则

时间增加时间增加时间增加时间增加，，，，最最最最小小小小为为为为 5555ssss    

----    

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    

无无无无

合合合合

作作作作    

iiii    

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时间一般为

0.0.0.0.25252525----3333ssss，，，，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被测物被测物被测物被测物

体漫反射弱或者体漫反射弱或者体漫反射弱或者体漫反射弱或者距离距离距离距离

加长加长加长加长，，，，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则时间增加，，，，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为为为为 5555ssss    

----    

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2+22+22+22+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棱棱棱棱

镜镜镜镜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5+25+25+25+2××××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3+23+23+23+2××××10101010----6666××××dddd））））

mmmmmmmm    
    

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

精精精精

度度度度    反反反反

射射射射

板板板板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5+25+25+25+2××××10101010----6666××××dddd））））

mmmm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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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测精测精测精测    

((((bcebcebcebce    

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    

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 1111000000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3+23+23+23+2

××××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 222200000000 米并且米并且米并且米并且

大于大于大于大于 1111000000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5+25+25+25+2

××××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 2222000000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10+210+210+210+2

××××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无无无无

合合合合

作作作作    

    

跟踪跟踪跟踪跟踪    

(bce(bce(bce(bce    

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条件下))))    

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距离小于 2222000000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5555+2+2+2+2

××××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距离大于 222200000000 米米米米    

----------------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精度为±±±±（（（（10101010+2+2+2+2

××××10101010----6666××××dddd））））mmmmmmmm    

    

棱镜棱镜棱镜棱镜    
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强热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上

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有移动物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的偏差。。。。    

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    

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强热强热强热强热

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流闪烁及在光束路径

上有移动物体会引起上有移动物体会引起上有移动物体会引起上有移动物体会引起

准确度指标的偏差准确度指标的偏差准确度指标的偏差准确度指标的偏差    

    
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

影影影影

响响响响

条条条条

件件件件    
无合作无合作无合作无合作    

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测距光束中断，，，，被测被测被测被测

物体处于阳光照射物体处于阳光照射物体处于阳光照射物体处于阳光照射

中中中中，，，，强热流闪烁及在强热流闪烁及在强热流闪烁及在强热流闪烁及在

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光束路径上有移动物

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体会引起准确度指标

的偏差的偏差的偏差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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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555.2.2.2.2 型号配置型号配置型号配置型号配置        

型号前缀为: NTS-34 

    2A 2RnA 

(n≤5) 

2RnA 

(n≥6) 

1RnA 

(n≥6) 

2I 

 

1I 

望远镜 A A A A A A 

水准气泡 A A A A A A 

补偿器 A A A A A A 

光学对点器 

(选配) 

A A A A A A 

激光对点器 

(选配) 

A A A A A A 

显示器 A A A A A A 

输入 A A A A A A 

数据传输 A A A A A A 

存储介质 A A A A A A 

机载电池 A A A A A A 

使用环境 A A A A A A 

影像传感器 ----    ----    ----    ----    A A 

角度测量 B B B A/B B A/B 

距离测量 D C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n) 

B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n) 

A/B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n) 

B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10) 

A/B 
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测距系数(10) 

    

后缀 类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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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出错信息代码表出错信息代码表出错信息代码表出错信息代码表        

出错信息出错信息出错信息出错信息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错误说明错误说明错误说明错误说明    处理措施处理措施处理措施处理措施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 01010101----06060606    角度测量系统出现异角度测量系统出现异角度测量系统出现异角度测量系统出现异常常常常    关机后再开机关机后再开机关机后再开机关机后再开机，，，，如果连续出现如果连续出现如果连续出现如果连续出现

此错误信息码此错误信息码此错误信息码此错误信息码，，，，则该仪器必需则该仪器必需则该仪器必需则该仪器必需

送修送修送修送修。。。。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 31313131----36363636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测距测距测距测距系统出现异常系统出现异常系统出现异常系统出现异常    关机后重起关机后重起关机后重起关机后重起,,,,如果问题继续出如果问题继续出如果问题继续出如果问题继续出

现则需现则需现则需现则需送修送修送修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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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安全指南安全指南安全指南安全指南        

17171717....1111 内置测距仪内置测距仪内置测距仪内置测距仪（（（（可见激光可见激光可见激光可见激光））））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全站仪配备激光等级全站仪配备激光等级全站仪配备激光等级全站仪配备激光等级 CCCCllllass 3A / ass 3A / ass 3A / ass 3A / ⅢⅢⅢⅢ a a a a 测距仪由以下标识辨认测距仪由以下标识辨认测距仪由以下标识辨认测距仪由以下标识辨认：：：：    

在仪器正镜垂直制微动上方贴有提示标签在仪器正镜垂直制微动上方贴有提示标签在仪器正镜垂直制微动上方贴有提示标签在仪器正镜垂直制微动上方贴有提示标签：：：：””””3A3A3A3A 类激光产品类激光产品类激光产品类激光产品””””，，，，对对对对

面也有一张同样的标签面也有一张同样的标签面也有一张同样的标签面也有一张同样的标签。。。。    

该产品属于该产品属于该产品属于该产品属于 Class 3AClass 3AClass 3AClass 3A 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根据下列标准根据下列标准根据下列标准根据下列标准::::    

IEC 60825IEC 60825IEC 60825IEC 60825----1:2001 1:2001 1:2001 1:2001 ““““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    

该产品属于该产品属于该产品属于该产品属于 ClaClaClaClass ss ss ss ⅢⅢⅢⅢ a a a a 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根据下列标准根据下列标准根据下列标准根据下列标准::::    

FDA21CFR ch.1 FDA21CFR ch.1 FDA21CFR ch.1 FDA21CFR ch.1 §§§§ 1040:1998 ( 1040:1998 ( 1040:1998 ( 1040:1998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联邦规则编联邦规则编联邦规则编联邦规则编

码码码码))))    

Class 3A / Class 3A / Class 3A / Class 3A / ⅢⅢⅢⅢ a a a a 激光产品激光产品激光产品激光产品：：：：连续观察激光束是有害的连续观察激光束是有害的连续观察激光束是有害的连续观察激光束是有害的，，，，要避免激光要避免激光要避免激光要避免激光

直射眼睛直射眼睛直射眼睛直射眼睛。。。。在波长在波长在波长在波长 400nm400nm400nm400nm----700nm700nm700nm700nm 能达到发射极限在能达到发射极限在能达到发射极限在能达到发射极限在 Class 2 / Class 2 / Class 2 / Class 2 / ⅡⅡⅡⅡ的五倍的五倍的五倍的五倍

以内以内以内以内。。。。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连续直视激光束是有害的连续直视激光束是有害的连续直视激光束是有害的连续直视激光束是有害的。。。。    

预防预防预防预防：：：：    

    不要用眼睛盯着激光束看不要用眼睛盯着激光束看不要用眼睛盯着激光束看不要用眼睛盯着激光束看，，，，也不要用激光束指向别人也不要用激光束指向别人也不要用激光束指向别人也不要用激光束指向别人。。。。反射光束对仪反射光束对仪反射光束对仪反射光束对仪

器来说都是有效测量器来说都是有效测量器来说都是有效测量器来说都是有效测量。。。。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当激光束照射在如棱镜当激光束照射在如棱镜当激光束照射在如棱镜当激光束照射在如棱镜、、、、平面镜平面镜平面镜平面镜、、、、金属表面金属表面金属表面金属表面、、、、窗户上时窗户上时窗户上时窗户上时，，，，用眼睛直接用眼睛直接用眼睛直接用眼睛直接

观看反射光可能具有观看反射光可能具有观看反射光可能具有观看反射光可能具有危险性危险性危险性危险性。。。。    

预防预防预防预防：：：：    

不要盯着激光反射的地方看不要盯着激光反射的地方看不要盯着激光反射的地方看不要盯着激光反射的地方看。。。。在激光开关打开时在激光开关打开时在激光开关打开时在激光开关打开时（（（（测距模式测距模式测距模式测距模式），），），），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在激光光路或棱镜旁边看在激光光路或棱镜旁边看在激光光路或棱镜旁边看在激光光路或棱镜旁边看。。。。只能通过全站仪的望远镜观看照准棱镜只能通过全站仪的望远镜观看照准棱镜只能通过全站仪的望远镜观看照准棱镜只能通过全站仪的望远镜观看照准棱镜。。。。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不正确使用不正确使用不正确使用不正确使用 Class 3AClass 3AClass 3AClass 3A 激光设备是有危险性的激光设备是有危险性的激光设备是有危险性的激光设备是有危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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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预防预防预防：：：：    

要避免造成伤害要避免造成伤害要避免造成伤害要避免造成伤害，，，，让每个使用者都切实做好安全预防措施让每个使用者都切实做好安全预防措施让每个使用者都切实做好安全预防措施让每个使用者都切实做好安全预防措施，，，，必须在可必须在可必须在可必须在可

能发生危害的距离内能发生危害的距离内能发生危害的距离内能发生危害的距离内（（（（依标准依标准依标准依标准 IEC60825IEC60825IEC60825IEC60825----1:20011:20011:20011:2001））））做好控制做好控制做好控制做好控制。。。。    

    

下面是有关标准的主要部分的解释下面是有关标准的主要部分的解释下面是有关标准的主要部分的解释下面是有关标准的主要部分的解释。。。。    

    

Class 3RClass 3RClass 3RClass 3R 级激光产品在室外和建筑工地使用级激光产品在室外和建筑工地使用级激光产品在室外和建筑工地使用级激光产品在室外和建筑工地使用（（（（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定线定线定线定线、、、、操平操平操平操平）。）。）。）。    

a a a a 只有经过相关培训和认证的人才可以安装只有经过相关培训和认证的人才可以安装只有经过相关培训和认证的人才可以安装只有经过相关培训和认证的人才可以安装、、、、调试和操作此类激光设调试和操作此类激光设调试和操作此类激光设调试和操作此类激光设

备备备备。。。。    

b b b b 在使用区域范围内设立相应激光警告标志在使用区域范围内设立相应激光警告标志在使用区域范围内设立相应激光警告标志在使用区域范围内设立相应激光警告标志。。。。    

c c c c 要防止任何人用眼睛直视激光束或使用光学仪器观看激光束要防止任何人用眼睛直视激光束或使用光学仪器观看激光束要防止任何人用眼睛直视激光束或使用光学仪器观看激光束要防止任何人用眼睛直视激光束或使用光学仪器观看激光束。。。。    

d d d d 为了防止激光对人的损害为了防止激光对人的损害为了防止激光对人的损害为了防止激光对人的损害，，，，在工作路线的末端应挡住激光束在工作路线的末端应挡住激光束在工作路线的末端应挡住激光束在工作路线的末端应挡住激光束，，，，在激在激在激在激

光束穿过限制区域光束穿过限制区域光束穿过限制区域光束穿过限制区域（（（（有害距离有害距离有害距离有害距离****），），），），且有人活动时必须终止激光束且有人活动时必须终止激光束且有人活动时必须终止激光束且有人活动时必须终止激光束。。。。    

e e e e 激光束的通过路线必须设置在高于或低于人的视线激光束的通过路线必须设置在高于或低于人的视线激光束的通过路线必须设置在高于或低于人的视线激光束的通过路线必须设置在高于或低于人的视线。。。。    

f f f f 激光产品在不用时激光产品在不用时激光产品在不用时激光产品在不用时，，，，妥善保管存放妥善保管存放妥善保管存放妥善保管存放，，，，未经认证的人不得使用未经认证的人不得使用未经认证的人不得使用未经认证的人不得使用。。。。    

g g g g 要防止激光束无意间照射如平面镜要防止激光束无意间照射如平面镜要防止激光束无意间照射如平面镜要防止激光束无意间照射如平面镜、、、、金属表面金属表面金属表面金属表面、、、、窗户等窗户等窗户等窗户等，，，，特别要小特别要小特别要小特别要小

心如平面镜心如平面镜心如平面镜心如平面镜、、、、凹面镜的表面凹面镜的表面凹面镜的表面凹面镜的表面。。。。    

****有害距离是指从激光束起点至激光束减弱到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最有害距离是指从激光束起点至激光束减弱到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最有害距离是指从激光束起点至激光束减弱到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最有害距离是指从激光束起点至激光束减弱到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最

大距离大距离大距离大距离。。。。    

配有配有配有配有 ClaClaClaClass 3R / ss 3R / ss 3R / ss 3R / ⅢⅢⅢⅢ a a a a 激光器的内置测距仪产品激光器的内置测距仪产品激光器的内置测距仪产品激光器的内置测距仪产品，，，，有害距离是有害距离是有害距离是有害距离是 1000m1000m1000m1000m

（（（（3300ft3300ft3300ft3300ft），），），），在此距离以外在此距离以外在此距离以外在此距离以外，，，，激光强度减弱到激光强度减弱到激光强度减弱到激光强度减弱到 Class 1Class 1Class 1Class 1（（（（眼睛直观光束不眼睛直观光束不眼睛直观光束不眼睛直观光束不

会造成伤害会造成伤害会造成伤害会造成伤害）。）。）。）。    

    

17171717....2222 激光对中器激光对中器激光对中器激光对中器    

    

安装在仪器里的激光对中器安装在仪器里的激光对中器安装在仪器里的激光对中器安装在仪器里的激光对中器，，，，从仪器底部发射出一束可见的红色激光从仪器底部发射出一束可见的红色激光从仪器底部发射出一束可见的红色激光从仪器底部发射出一束可见的红色激光。。。。    

    

本产品是本产品是本产品是本产品是 Class 2 / Class 2 / Class 2 / Class 2 / ⅡⅡⅡⅡ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Class 2  Class 2  Class 2  Class 2 级激光类产品级激光类产品级激光类产品级激光类产品，，，，依据下列标准依据下列标准依据下列标准依据下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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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825IEC 60825IEC 60825IEC 60825----1:1993 1:1993 1:1993 1:1993 ““““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    

EN 60825EN 60825EN 60825EN 60825----1:1994+A1:1994+A1:1994+A1:1994+AⅡⅡⅡⅡ:1996 :1996 :1996 :1996 ““““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    

Class Class Class Class ⅡⅡⅡⅡ    级激光类产品级激光类产品级激光类产品级激光类产品，，，，依据下列标准依据下列标准依据下列标准依据下列标准：：：：    

FDA21CFR ch.1 FDA21CFR ch.1 FDA21CFR ch.1 FDA21CFR ch.1 §§§§ 1040:1998 ( 1040:1998 ( 1040:1998 ( 1040:1998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联邦规则编联邦规则编联邦规则编联邦规则编

码码码码))))    

Class 2 / Class 2 / Class 2 / Class 2 / ⅡⅡⅡⅡ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级激光产品：：：：    

    

不要用眼睛盯住激光束或把激光束直接指向别人不要用眼睛盯住激光束或把激光束直接指向别人不要用眼睛盯住激光束或把激光束直接指向别人不要用眼睛盯住激光束或把激光束直接指向别人。。。。应防止激光束或强应防止激光束或强应防止激光束或强应防止激光束或强

烈的反射光射入眼睛里烈的反射光射入眼睛里烈的反射光射入眼睛里烈的反射光射入眼睛里，，，，以免造成伤害以免造成伤害以免造成伤害以免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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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A   A   A   A   数据格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数据格式    

    

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原始数据    

JOBJOBJOBJOB        项目名项目名项目名项目名，，，，项目描述项目描述项目描述项目描述    

DATEDATEDATEDATE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NAMENAMENAMENAME    项目创建人姓名项目创建人姓名项目创建人姓名项目创建人姓名    

INSTINSTINSTINST    仪器标识仪器标识仪器标识仪器标识    

UNITSUNITSUNITSUNITS    米米米米////英尺英尺英尺英尺，，，，度度度度////哥恩哥恩哥恩哥恩    

SCALESCALESCALESCALE    格网因子格网因子格网因子格网因子，，，，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海拔高海拔高海拔高海拔高    

ATMOSATMOSATMOSATMOS    温度温度温度温度，，，，气压气压气压气压    

STNSTNSTNSTN        测站号测站号测站号测站号，，，，仪器高仪器高仪器高仪器高，，，，测站编码测站编码测站编码测站编码    

XYZXYZXYZXYZ    XXXX（（（（东坐标东坐标东坐标东坐标），），），），YYYY（（（（北坐标北坐标北坐标北坐标），），），），ZZZZ（（（（高程高程高程高程））））    

BKBBKBBKBBKB    点号点号点号点号，，，，后视后视后视后视，，，，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方位角    

SSSSSSSS        点号点号点号点号，，，，目标高目标高目标高目标高，，，，点编码点编码点编码点编码    

HVHVHVHV        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    

SDSDSDSD        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垂直角，，，，斜距斜距斜距斜距    

HDHDHDHD        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水平角，，，，平距平距平距平距，，，，高差高差高差高差    

OFFSETOFFSETOFFSETOFFSET    径向偏差径向偏差径向偏差径向偏差，，，，切向偏差切向偏差切向偏差切向偏差，，，，铅垂偏差铅垂偏差铅垂偏差铅垂偏差，，，，    

NOTENOTENOTENOTE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坐标数据坐标数据坐标数据坐标数据    

向计算机传送的坐标格式有以下几种向计算机传送的坐标格式有以下几种向计算机传送的坐标格式有以下几种向计算机传送的坐标格式有以下几种    

1111））））点名点名点名点名，，，，NNNN，，，，EEEE，，，，ZZZZ，，，，编码编码编码编码    

2222））））点名点名点名点名，，，，EEEE，，，，NNNN，，，，ZZZZ，，，，编码编码编码编码    

3333））））点名点名点名点名，，，，编码编码编码编码，，，，NNNN，，，，EEEE，，，，ZZZZ    

4444））））点名点名点名点名，，，，编码编码编码编码，，，，EEEE，，，，NNNN，，，，ZZZZ    

    

编码数据编码数据编码数据编码数据    

1111））））编码名编码名编码名编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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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1111））））水平定线水平定线水平定线水平定线    

namenamenamename    道路名称道路名称道路名称道路名称    

startstartstartstart    桩号桩号桩号桩号，，，，NNNN（（（（北坐标北坐标北坐标北坐标），），），），EEEE（（（（东东东东坐标坐标坐标坐标），），），），起始方位角起始方位角起始方位角起始方位角    

linelinelineline    直线长度直线长度直线长度直线长度    

arcarcarcarc        圆半径圆半径圆半径圆半径，，，，圆弧长圆弧长圆弧长圆弧长    

spiralspiralspiralspiral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起始半径起始半径起始半径起始半径，，，，结束半径结束半径结束半径结束半径    

2222））））垂直定线垂直定线垂直定线垂直定线    

gcpgcpgcpgcp        里程里程里程里程，，，，高程高程高程高程，，，，长度长度长度长度    

    

DXFDXFDXFDXF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格式参考标准格式参考标准格式参考标准格式参考标准 R12R12R12R12    

1111））））相同编码的点将在同一层相同编码的点将在同一层相同编码的点将在同一层相同编码的点将在同一层    

2222））））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线在线在线在线在同同同同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3333））））没有编码的点将同在默认层没有编码的点将同在默认层没有编码的点将同在默认层没有编码的点将同在默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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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操作手册如遇与仪器操作不同本操作手册如遇与仪器操作不同本操作手册如遇与仪器操作不同本操作手册如遇与仪器操作不同，，，，请与厂方联系请与厂方联系请与厂方联系请与厂方联系，，，，恕不另行恕不另行恕不另行恕不另行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本产品执行标准本产品执行标准本产品执行标准本产品执行标准：：：： 

GB/T 27663-2011    全站仪 

JJG100-2003        全站型电子速测仪 

 

 

本本本本产产产产品制造许品制造许品制造许品制造许可证号可证号可证号可证号：：：： 

（苏）制 0400302 号 

 

 

生产商生产商生产商生产商：：：： 

常州市新瑞得仪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