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尊敬的用户：

　　欢迎你购买和使用北京三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的产品，

向你对本公司产品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振兴测绘民族工业为己任，

把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测绘仪器系列产品作为自身的奋

斗目标。本公司生产的测绘仪器外形美观，性能可靠，功能

齐备。使用仪器前请您提前仔细阅读本操作手册。

　　本公司生产的 系列测绘仪器由广东科力达仪器有

限公司总代理销售。您在使用仪器过程中如发现的问题或提

出建议，请就近向销售网点反映，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并表

示衷心感谢。

　　（为保持仪器的良好工作状态，建议您每年在销售网点

进行一次专业的仪器保养。）

 

  北京三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二零一贰年三月　　

厂家保留对技术及产品规格进行修改的权利而不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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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点

　　北京三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DT系列电子经纬仪及

激光电子经纬仪，结构合理、美观大方、功能齐全、性能可

靠、操作简单、易学易用，很容易实现仪器的所有功能，而

且还具备如下特点：

可与电子手簿联接

　　可与广东科力达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子手簿联机，完

成野外数据的自动采集。

按键操作简单

　　仅6个功能键即可实现各种测量功能，并且可以将测距

仪的距离数据显示在电子经纬仪的显示器上。

黑暗环境亦可操作

　　望远镜十字丝和显示屏有照明光源，便于在黑暗环境中

操作。

激光指向功能（仅对激光经纬仪）

　　激光经纬仪可以发射激光，作为可见视准线方便的应用

在各工程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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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备事项
2.1.预防事项

(1) 阳光下测量应避免将物镜直接瞄准太阳。若在太阳下作业

应安装滤光器。

(2) 避免在高温和低温下存放和使用仪器，亦应避免温度骤变

（使用时气温变化除外）。

(3) 仪器不使用时，应将其装入箱内，置于干燥处，注意防

震、防尘和防潮。

(4) 若仪器工作处的温度与存放处的温度差异太大，应先将仪

器留在箱内，直到它适应环境温度后再使用仪器。

(5) 仪器长期不使用时，应将仪器上的电池卸下分开存放。电

池应每月充电一次。

(6) 仪器运输应将仪器装于箱内进行，运输时应小心避免挤

压、碰撞和剧烈震动，长途运输最好在箱子周围使用软

垫。

(7) 仪器安装至三脚架或拆卸时，要一只手先握住仪器，以防

仪器跌落。

(8) 外露光学件需要清洁时，应用脱脂棉或镜头纸轻轻檫净，

切不可用其它物品擦试。

(9) 不可用化学试剂擦试塑料部件及有机玻璃表面，可用浸水

的软布擦试。

(10) 仪器使用完毕后，用绒布或毛刷清除仪器表面灰尘，仪

器被雨水淋湿后，切勿通电开机，应及时用干净软布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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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并在通风处放一段时间。

(11) 作业前应仔细全面检查仪器，确定仪器各项指标、功

能、电源、初始设置和改正参数均符合要求时再进行作

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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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坏。

(13) 当激光亮起时，不要用眼睛直视激光光源，以免伤害人的

眼睛。

2.2.部件名称

电子经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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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仪器开箱和存放

　　开箱

　　轻放下仪器箱，让箱盖朝上，打开箱子的锁栓，开启箱

盖，取出仪器。

　　存放

　　将望远镜垂直朝下（或朝上），使照准部与基座的装箱

标记对齐，将仪器装箱标记朝上平卧放入箱中，轻轻旋紧垂

直自动旋钮，盖好箱盖并关上锁栓。

2.4.电池的装卸、信息和充电

　　电池装卸

　　取下电池盒时，按下电池盒顶部的按扭，顶部朝外向上

将电池盒取出。

　　安装电池盒时，先将电池盒底部凸起插入仪器上的凹槽

中，按压电池盒顶部按扭，使其卡入仪器中固定归位。

　　电池信息

　　电池充满电时可供仪器使用8~10小时。显示屏右下角的

符号“ ”显示电池电量的消耗信息，电池电量的消耗

情况如下：

　　  “ ”及“ ”：电量充足，可操作使用。

　　 “ ”：刚出现此信息时，表示尚有少量电源，

　　　　 应准备随时更换电池或充电后再使用。

　　 “ ”闪烁到消失：从闪烁到缺电关机大约可持

　　　　 续几分钟，应立即结束操作更换电池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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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充电

　　本机使用的是10A，NiMH高能可充电电池，请用10A专

用充电器充电。

　　充电时先将充电器接好220v的电源，电源红灯亮，从仪

器上取下电池盒，将充电器插头插入电池盒的充电插孔，充

电器上的充电灯为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充电6小时或充电灯

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结束，拔出插头。

　　警告：如果电池放置不当，可能引起爆炸，请按照说明

处理已使用的电池。 

　　取下机载电池盒时注意事项！

●每次取下电池盒时，都必须先关掉仪器电源，否则仪器易
损坏。

　　充电时注意事项！

●尽管充电器有过充电保护回路，但过充电会缩短电池寿
命，因此在电池充满电后应将及时结束其充电。

●要在0°~+45°温度范围内充电，超出此范围可能出现充电
异常。

●禁止使用任何已经损坏的充电器或电池。

　　存放注意事项！

●充电电池可重复充电300-500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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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证每月充电一
次。

●不要将电池存放在高温、高热或潮湿的地方，更不要将电
池短路，否则会损坏电池。

根据本地的规则妥善处理电池，最好回收，不要将电池投入

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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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仪器与机座的装卸

　　拆卸

　　如有需要，仪器可从三角基座上卸下，先用螺丝刀松

开基座锁定扭固定螺丝，然后逆时针转动基座锁定扭约

180°，即可使仪器与基座分离。

　　安装

　　将仪器的定向凸出标记与基座定向凹槽对齐，把仪器上

的三个固定脚对应放入基座的孔中，使仪器装在三个基座

上，顺时针转动基座锁定扭约180°使仪器与基座锁定，再

用螺丝刀将基座锁定扭固定螺丝旋紧。

          

定向凹槽

基座锁定钮固定螺丝

定向凸出标记

仪器固定脚

三角基座

基座锁定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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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键盘功能与信息显示
3.1.键盘符号与功能

　　本仪器键盘具有一键双重功能，一般情况下仪器执行按

键上所标示的第一（基本）功能，当按下 切换 键后再按其

余各键则执行按键上方面板上所标示的第二（扩展）功能。

左/右

存储

 

显示左旋/右旋水平角选择键。连续按此键，两种角值交
替显示。长按（3秒）后，此时有激光对中器功能的仪器
激光点亮起。再长按（3秒）后熄灭。
存储键。切换模式下按此键，当前角度闪烁两次，然后当
前角度数据存储到内存中。在特种功能模式中按此键，显
示屏中的光标左移。

锁定

复测

水平角锁定键。按此键两次，水平角锁定；再按一次则解除。
长按（3秒）后，此时是激光经纬仪的仪器，激光指向功
能亮起。再长按（3秒）后熄灭。复测键。切换模式下按
此键进入复测状态。
在特种功能模式中按此键，显示屏中的光标右移。

置零

输出

▲

水平角置零键。按此键两次，水平角置零。

输出键。切换模式下按此键，输出当前角度到串口，也可

以令电子手簿执行记录。

减量键。在特种功能模式中按此键，显示屏中的光标可向

上移动或数字向下减少。

角/坡

测 距

▼

竖直角和斜率百分比显示转换键。连续按此键交替显示。
测距键。在切换模式下，按此键每秒跟踪测距一次，精度
至0.01m（连接测距仪有效）。连续按此键则交替显示斜
距，平距，高差，角度。
增量键。在特种功能模式中按此键，显示屏中的光标可向
上移动或数字向上增加。

信息显示窗口

第一（键上）功能符号

操作键

第二（键下）功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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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

照明

模式转换键。连续按键，仪器交替进入一种模式，分别执

行键上或面板标示功能。

在特种功能模式中按此键，可以退出或者确定。

望远镜十字丝和显示屏照明键。长按（3秒）切换开灯照

明；再长按（3秒）则关。

电源 电源开关键。按键开机；按键大于2秒则关机。

3.2.操作面板与操作键

按键 功能1 功能2

水平角右旋增量或左旋增量 测量数据存储

水平角锁定 重复测角测量

水平角清零 测量数据串口输出

第二功能选择 显示器照明和分划板照明

垂直角/坡度角百分比 斜/平/高 距离测量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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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信息显示符号

　　液晶显示屏采用线条式液晶，常用符号全部显示时其位

置如图所示：

　　中间两行各8个数位显示角度或距离观测结果数据或提

示字符串。左右两侧所示的符号或字母表示数据的内容或采

用的单位名称。

符号 内容 符号 内容

垂直 垂直角 % 斜率百分比

水平 水平角

G
角度单位：格（Gon）

(角度采用度及密位时无符号显示)。水平右旋(顺时针)增量

水平左旋(顺时针)增量 m 距离单位：米

斜距 斜距 ft 距离单位：英尺

平距 平距 电池电量

高差 高差 锁定 锁定状态

补偿 倾斜补偿功能 自动关机标志

复测 复测状态 切换 第二功能切换

水平

　　右

    左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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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始设置
　　本仪器具有多种功能项目供选择，以适应不同作业性质

对成果的需要。因此，在仪器使用前，应按不同作业需要，

对仪器采用的功能项目进行初始设置。

4.1.设置项目

(1) 角度测量单位：360°、400gon、6400mil（出厂设为360°）。

(2) 竖直角0方向的位置：水平为0°或天顶为0°（仪器出厂

设天顶为0°）。

(3) 自动断电关机时间为：30min（分钟）或10min（分钟）

（出厂设为30min）。

(4) 角度最小显示单位：1″或5″（出厂设为1″）。

(5) 竖盘指标零点补偿选择：自动补偿或不补偿（出厂设为自

动补偿）。（无自动补偿的仪器此项无效）。

(6) 水平角读数经过0°、90°、180°、270°象限时蜂鸣或

不蜂鸣（出厂设为蜂鸣）。

(7) 下激光对中强度等级设置（出厂时设置为4，强度分为0、1、

2、3、4五档）。（有激光下对中仪器，此项内容有效）。

(8) 当前的时间设置。（注：出厂设置为当前时间，时间格式

为YYYY–MM-DD  HH:MM 即 年–月-日 小时：分钟）

4.2.设置方法

(1) 按住 左/右 键打开电源开关，至三声蜂鸣后松开 左/右 

键。仪器进入初始设置模式状态，显示器显示：

 
LASER 0

11011110
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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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器下一行8个数位分别表示初始设置的内容如下：

(2)按(  )或键( )使闪烁的光标向左或向右移动到要改变的数字位。

(3)按 或 键改变数字，该数字所代表的设置内容在显示器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 7 )  
    
 
           6  
 

5  
 

4  
 

3  
 

2  
 
 

 1  

1    90 BEEP   
0    DIS.BEEP   

1    TIT.ON    
0    TIT.OFF   

1    STEP 1    1  
0    STEP 5    5  

1    30OFF    30min  
0    10OFF    10min  

1    HOT     0  
0    HOT    0  

11   359 59 59   360  
01   399.99.99    400 G  
00   639.99    6400  
10   359 59 59  360  

1-4    LASER 1-4 1-4 
0    LASER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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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以字符代码的形式予以提示。        

(4)重复⑵和⑶操作进行其它项目的初始设置直至全部完成。

(5)设置完成后按 切换 键予以确认。然后仪器进入时间设置

　界面。

(6)时间格式按 年-月-日 小时：分钟 如 2007-01-01 00:00 ，

　然后按(  )或( )使闪烁的光标向左或向右移动到要改变的

　数字位。

(7)按 或 键改变数字，该数字所代表的设置内容在显示器

　上行以字符代码的形式予以提示。        

(8)比如设置时间为 2007-01-01 00:00 首先设置年为2007，　

　此时时间格式年对应的位置光标闪烁，通过按 或 键　

　改变数字，选择为2007。其他月、日、小时、分钟的设置

　类似。（注：秒值不用设置）

(9)设置完成后按 切换 键予以确认，将新的时间设置存入仪器。

● 设置完成后，一定要按 切换 键予以确认，把设置存入仪器内，否则仪器

仍保持原来的设置。
● 由于仪器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实时时钟电池的意外断电或电

量不足，造成此时显示的时间可能和当前实际时间相差较大，而且按前
面⑹ ⑺ ⑻的方法来设置时间显得非常不方便。（比如由于某种意外情况
导致当前的年份显示为1234，而实际年份却是2007 ，显然用前面介绍的
方法来设置非常麻烦。）此时可以在时间设置界面中，长按 左/右 键（超
过5s），仪器将自动将时间初始化为2007-01-01 00:00 ，然后在这个时间
的基础上再用前面的方法设置就方便了很多。

● 有激光对中的仪器激光点强度设置出厂前已经设置为4，表示激光点强度
最大。用户可适当调小。

● 用户调整激光点强度的时候，最好不要将其强度调为0，否则，在测量主
界面里，即使打开了对中功能，但是由于其强度为0，也还是相当于没打
开。也就是说，设置里强度设置成0后，就相当于仪器禁用了对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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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量准备

5.1.仪器的安置、对中和整平

　　安置三脚架和仪器

　　(1) 选择坚固地面放置脚架之三脚，架设脚架头至适当高

度，以方便观测操作。

　　(2) 将垂球挂在三脚架的挂钩上，使脚架头尽量水平地移

动脚架位置并让垂球粗略对准地面测量中心，然后将脚尖插

入地面使其稳固。

　　(3) 检查脚架各固定螺丝固紧后，将仪器置于脚架头上并

用中心联接螺丝联结固定。

　　使用光学对中器对中

　　(1) 调整仪器三个脚螺旋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通过

对中器目镜观察，调整目镜调焦旋钮，使对中分划标记

清晰。

　　(2) 调整对中器的调焦旋钮，直至地面测量标志中心清晰

并与对中分划标记在同一成像平面内。

　　(3) 松 开 脚 架 中 心 螺 丝 （ 松 至 仪 器 能 移 动 即 可 ） ，

通过光学对中器观察地面标志，小心地平移仪器（勿旋

转），直到对中十字丝（或圆点）中心与地面标志中心

重合。

　　(4) 再调整脚螺旋，使圆水准器的气泡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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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再通过光学对中器，观察在面标志中心是否与对

中器中心重合，否则重复（3）和（4）操作，直至重合

为止。

　　(6) 确认仪器对中后，将中心螺丝旋紧固定好仪器。

　　使用激光对中器对中（仅对有激光对中功能）

　　(1)调整仪器三个脚螺旋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

　　(2)按住 左/右 键3秒钟以上，激光对中器点亮。

　　(3)松开脚架中心螺丝（松至仪器能移动即可），通过观

察激光光斑点与地面标志，小心地平移仪器（勿旋转），直

到激光光斑的中心与地面标志中心重合。

　　(4)再调整脚螺旋，使圆水准器的气泡居中。

　　(5)再观察地面标志中心是否与激光光斑中心重合，否则

重复（3）和（4）操作，直至重合为止。

　　(6)确认仪器对中后，将中心螺丝旋紧固定好仪器。

　　(7)按住 左/右 键3秒钟以上，激光对中器熄灭。

● 仪器对中后不要再碰三脚架的三个脚，以免破坏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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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长水准器精确整平仪器

　　(1) 旋转仪器照准部让长水准器与任意两个脚螺旋连线平

行，调整这两个脚螺旋，使长水准器气泡居中。调整两个脚

螺旋时，旋转方向应相反（如图）。

　　(2) 将照准部转动90°，用另一脚螺旋使长水准器气泡居

中。

　　(3) 重复⑴和⑵，使长水准器在该两个位置上气泡都居

中。

　　(4) 在⑴的位置将照准部转动180°，如果气泡居中并且

照准部转动至任何方向气泡都居中，则长水准器安置正确且

仪器已整平。

● 注意观察脚螺旋的旋转方向与气泡移动方向的关系。

● 在⑷中，气泡若不居中，应校正长水准器，请参阅后面   

  （8.1）的校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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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望远镜目镜调整和目标照准

　　目镜调整

　　(1) 取下望远镜镜盖。

　　(2) 将望远镜对准天空，通过望远镜观察，调整目镜旋

钮，使分划板十字丝最清晰。

●  观察目镜时，眼睛应放松，以免产生视差和眼睛疲劳。    

    当光亮度不足难以看清十字丝时，长按 切换 键照明。

　　目标照准

　　(1) 用粗瞄准器的准星对准目标。

　　(2) 调整望远镜调焦旋钮，直至看清目标。

　　(3) 旋紧水平与垂直制动旋钮，微调两微动旋钮，将十字

丝中心精确照准目标，眼睛左右上下轻微移动观察，若目标

与十字丝两影像间有相对移位现象，则应该再微调望远镜调

焦旋钮，直至两影像清晰且相对静止时止。

● 对较近目标调焦时，顺时针转动调焦旋钮。较远目标则

逆时针方向旋转。

● 若⑶未调整好，则视差会歪曲目标与十字丝中心的关

系，从而导致观测误差。

● 用微动旋钮对目标作最后精确照准时，应保持旋钮顺时

针方向旋转。如果转动过头，最好返回再重新按顺时针

方向旋转旋钮进行照准。

● 即使不测竖直角，我们仍建议尽量用十字丝中心位置照

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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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打开或关闭电源

　　按键式电源开关
操作 显示

按住 电源 键至显示屏显示全部符号，

电源打开。  

2秒后显示出水平角值，即可开始测量

水平角。

按 电源 键大于2秒至显示屏显示OFF 

符号后松开，显示内容消失，电源关闭。

● 开启电源显示的水平角为仪器内存的原角值，若不需要此
     值时，可用“水平角置零”
● 若设置了“自动断电”功能，30或10分钟内不进行任何操
     作，仪器会自动关闭电源并将水平角自动存储起来。

5.4.指示竖盘指标归零（垂直  置零）
操作 显示

　　开启电源后如果显示“b”，提示仪器的

竖轴不垂直，将仪器精确置平后“b”消失。

　　仪器精确置平后开启电源，直接显示竖

盘角值。

　　当望远镜通过水平视线时将指示竖盘指

标归零，显示出竖盘角值。仪器可以进行水

平角及竖直角测量。

●采用了竖盘指标自动补偿归零装置的仪器，当竖轴不垂直
度超出设计规定时，竖盘指标将不能自动补偿归零，仪器
显示“b”，将仪器重新精确置平待“b”消失后，仪器方
恢复正常。

●若设置了“自动断电”功能，30或10分钟内不进行任何操
作，仪器会自动关闭电源并将水平角自动存储起来。



21为保证售后服务，请务必购机后上网注册：www.kolida.com.cn

6、基本测量
6.1.盘左/盘右观测

　　“盘左”是指观测者用望远镜时观测时，竖盘在望远镜

的左边；“盘右”指的是观测者用望远镜观测时，竖盘在望远

镜的右边（如图所示）。取盘左和盘右读数的平均数作为观测

值，可以有效地消除仪器相应的系统误差对成果的影响。因

此，在进行水平和竖直角观测时，要在完成盘左观测之后，中

转望远镜180°再完成盘右观测。

 

                      盘左观测             　　　      盘右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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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水平角置“0”（置零）

　　将望远镜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A后，按 置零 键两次，使

水平角读数为

　　“0°00′00″”。如：

　　照准目标A 水平角显示为 50°10′20″→ 按两次 置零 

键 →  显示目标A水平角为

　　0°00′00″ 

● 置零 键只对水平角有效。

● 除已锁定 锁定 键状态外，任何时候水平角均可置

“0”。若在操作过程中误按 置零 键盘，只要不按第二

次就没关系，当鸣响停止，便可继续以后的操作。

6.3.水平角与竖直角测量

　　(1) 设置水平角右旋与竖直角天顶为0°。

　　顺时针方向转动照准部（水平右），以十字丝中心照准

目标A，按两次 置零 键，目标A的水平角度设置为0°00′

00″，作为水平角起算的零方向。照准目标A时的具体步骤

及显示为：

                      　　顺时针方向转动照准部（水平右），以十字丝中心照准

目标B时显示为：

垂直  93°20′30″

水平右 10°50′40″

垂直  93°20′30″

水平右 00°00′00″

A方向竖直角（天顶距）值

A方向水平角已置“0”

按两次

置零

垂直  91°05′10″

水平右 50°10′20″

B方向竖直角（天顶距）值

AB方向间右旋水平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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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左/右键后，水平角设置成左旋测量方式。

逆时针方向转动照准部（水平左），以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

A，按两次 置零 键将A方向水平角置“0”。步骤和显示结果

与（1）之A目标相同。

逆时针方向转动照准部（水平左），以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

B时显示为：

6.4.水平角锁定与解除（锁定）

　　在观测水平角过程中，若需保持所测（或对某方向需预

置）水平角时，按 锁定 键两次即可。水平角被锁定后，显

示“锁定”符号，再转动仪器水平角也不发生变化。当照准

至所需方向后，再按 锁定 键一次，解除锁定功能，此时仪

器照准方向的水平角就是原锁定的水平角值。

● 锁定  键对竖直角或距离无效。

● 若在操作过程中误按 锁定 键，只要不按第二次就没有

关系，当鸣响停止便可继续以后的操作。

垂直  91°05′10″

水平右 309°49′40″

B方向竖直角（天顶距）值

AB方向间左旋水平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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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水平角象限鸣响设置

　　(1) 照准定向的第一个目标，按 置零 键两次，使水平角

　　　  置“0”。

　　(2) 将照准部转动约90°，至有鸣响时停止，显示：

              89°59′20″。

　　(3) 旋紧水平制动旋钮，用微动旋钮使水平读数显示为：           

              90°00′00″，用望远镜十字丝确定象限目标点方 

             向。

　　(4) 用同样的方法转动照准部确定180°、270°的象限目 

             标点方向。

● 当读数值经过0°、90°、180°、270°各象限时，蜂鸣

器鸣响，鸣响从上述值±1′范围开始至±20″范围停

止。

● 鸣响可以在初始设置中取消。

6.6.竖直角的零方向设置

　　竖直角在作业开始前就应依作业需要而进行初始设置，

选择天顶方向为0º或水平方向为0º。（方法参阅初始设置说

明）两种设置的竖盘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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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天顶距与垂直角的测量

(1) 天顶距：如竖直角选择天顶

方向为0°,测得（显示）的竖直

角V为天顶距，如图。

天顶距=（L+360°－R）/2   

指标差=（L+R－360°）/2

(2) 垂直角：如竖直角选择水平

方向为0°，则测得（显示）的

竖直角V为垂直角，如图。

垂直角=（L±180°－R）/2  

指标差=（L+R－        ）/2

● 若指标差 |i| ≥16″，则应按本书（8.5和8.6）介绍的方

法进行检验与校正。

6.8.斜率百分比

在测角模式下测量。竖直角可

以转换成斜率百分比。按角/坡

键，显示器交替显示竖直角和斜

率百分比。

斜率百分比值=H/D×100%

180°

540°

S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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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率百分比范围从水平方向至±45°（±50G），若超

过此值则仪器显示斜率值超限EEE.EEE%。

6.9.重复角度测量

　　开机使仪器处于测量角度模式
操作 显示

① 按下 切换 键。

② 按下 复测 键，仪器置于复测模

式。

③ 照准第一目标A。

④ 按下 左/右 键，将第一目标读数

置为0°00′00″。

⑤ 用水平固定螺钉和微动螺旋照准

第二目标B。

⑥ 按下 锁定 键，将水平角保持并

存入仪器中。

⑦ 用水平固定螺旋和微动螺旋再次

照准目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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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按下 左/右 键，将第一目标读数

置为0°00′00″。

⑨ 用水平固定螺旋和微动螺旋再次

照准目标B。

⑩ 按下 锁定 键，将水平角保持并

存入仪器。

这时显示出角度平均值。重复⑥至

⑩的步骤，可进行所需要的复测次

数的测量。

测量完成后按下键退出复测模式。

※ 在复测模式时，复测次数应该限定在八次以内，超过八次，将自动退出复

测模式。

※ 再次进行复测时，对准目标，从第③步开始。

※ 按下 切换 键，退出复测模式，返回测角模式。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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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角度输出功能

　　开机进入测角模式后，先按 切换 键进入第二功能选择

模式，然后按 输出 键选择输出当前角度到串口或电子手簿

(波特率设置为1200)，输出成功后仪器会显示“             ”一

秒，表示仪器已经将当前角度输出到了串口或电子手簿。

6.11.角度存储功能

　　开机进入测角模式后，先按 切换 键进入第二功能选择

模式，然后按 存储 键选择存储角度，此时，当前角度将闪

烁两次，表示将当前角度存入了内存中。如果想再次存储角

度，调整好角度后，再次按 存储 键即可。

　　如果想查看存储下来的角度数据，参看后面第7章节的

内存功能。

　　注：本仪器目前只提供256组（512个,一组角度包括一个

垂直角和一个水平角）角度数据，存储的角度组数超过256

时仪器将在界面中显示”FULL.”，提示用户存储区已满。

此时就应该由用户手动清除存储区了才能重新存储，具体参

看内存功能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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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望远镜测距丝测距

　　利用望远镜分划板上的视距丝（上下或左右视距丝）可

以测量目标与仪器间的距离，测量精度≤0.4%D。

　　(1) 将仪器安置在A点，标尺竖立（平放）在目标B点。

　　(2) 读出分划板在上下或左右两视距丝在标尺上的截距d。

　　(3) AB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D= 100×d.

●此种测距精度不是很高，不可用此法测高精度的距离。

上下
视距丝

左右视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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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存功能
7.1.查看仪器电子序列号

操作过程 界面显示

① 按住 切换 键，然后按 电源 键开

机，蜂鸣三下后进入仪器内存查看界

面。主界面里显示的是仪器电子序列

号。此号码应该与机身上所印制的号

码一致，如序列号T53056显示如右

图所示。望用户仔细核对，以确保用

户利益受到保护。

② 按 切换 键退出内存查看界面。

7.2.查看内存角度数据
操作过程 界面显示

① 按住 切换 键，然后按 电源 键开

机，蜂鸣三下后进入仪器内存查看界

面。

② 按 角/坡 键，显示内存模式中的角

度数据，N. 000表示内存中无角度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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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如果显示N. 001表示内存中有角

度数据，此时可以用(  )或( )来

选择查看内存中的角度。用 或

来选择第二行显示的是垂直角或水平

角。如右图表示这是内存中的第4组

垂直角数据。

④ 按 切换 键退出内存角度查看界

面，回到查看仪器序列号界面，再次

按 切换 键退出内存查看模式，返回

正常测角状态。

7.3.清除内存角度数据

　　按照7.2中查看内存角度数据的步骤进入后，在查看角度

的界面中，长按▼键（超过5s），蜂鸣三下，同时界面上出

现CLEAR，表示内存中的角度数据清空了。

　　(注：内存中最多存储256组共512个角度数据，存储区满

后系统会提示内存已满，此时用户就应该将有用的角度通过

串口发出，然后自己手动清除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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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向串口发送内存数据

　　按照7.2中查看内存角度数据的步骤进入后，每次按            

( ) (  )或  查看内存中的角度数据时，串口同时都输出

了该角度（第二行瞬间显示“　　　　”表示串口输出了当

前角度，可以通过串口精灵之类的串口工具查看，波特率设

置为9600）。

　　另外也提供了将内存中的所有角度数据一次输出到串口

的功能。可按照7.2中查看内存角度数据的步骤进入后，在查

看角度的界面中，长按▲键（超过5s），蜂鸣三下，表示内

存中所有的角度数据开始发送到串口, 波特率设置为9600，

发送时间由内存中的角度个数决定。

　　注：内存中的单个角度发送到串口中的格式为 当前角度

+0x0D+0x0A。

　 　 内 存 中 所 有 角 度 发 送 到 串 口 的 格 式 为  垂 直 角

+0x0D+0x0A+水平角+0x0D+0x0A

　　角度是按照内存中角度存储的顺序发送的，即存储的最

早的数据（内存中的第一组数据）最先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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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激光指向功能(仅对激光经纬仪)
　　激光经纬仪是在望远系统中增加激光系统，在望远镜中

激光光斑与望远镜的十字丝重合又可视，且与望远镜成像同

步，作为可见视准线，方便的应用在各种工程施工中。

8.1．激光指向的打开与关闭

　　长按（超过3秒）锁定 键激光被点亮；再长按 锁定 键

（超过3秒）激光被关掉。

8.2.激光指向

　　旋转望远镜调焦手轮看清目标，当激光点亮后，十字丝

的中心就是激光光点的中心，此时激光光斑最小也最亮。当

光线昏暗时，先瞄目标，后点亮激光，否则无法看清目标。

！注意安全。

　● 激光对人眼有伤害！切勿用眼睛直接观看激光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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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与电子手簿联接

电子经纬仪与电子手簿的联接

　　DT系列电子经纬仪及激光电子经纬仪有一个数据输入输

出接口，可用科力达电缆与科力达电子手簿联接，将仪器观

测数据输入电子手簿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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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检验与校正
10.1.长水准器

　　检验

　　方法见本书“5.1用长水准器精确整平仪器”一节。

　　校正

(1) 在检验的（4）位置，若长水准器的气泡偏离了中心，先

用与长水准器平行的脚螺进行调整，使气泡向中心移近

一半的偏离量。

(2) 剩余的一半用校正针对水准器校正螺丝进行调整。

(3) 将仪器旋转180°，检查气泡是否居中。如果气泡仍不居

中，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气泡居中。

(4) 将仪器旋转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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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圆水准器

　　检验

　　长水准器检校正确后，若圆水准器气泡亦居中就不必校

正。

　　校正

　　若水泡不居中，用校正针或内六角搬手调整气泡下放的

校正螺丝使气泡居中。校正时，应先松开气泡偏移方向对面

的校正螺丝（1或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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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校正螺丝的紧固力均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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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望远镜分划板倾斜

　　检验

(1) 整平仪器后一望远镜视线上选定一目标点A，用分划

板十字丝中心照准A并固定水平和垂直制动旋钮。

(2) 转动望远镜垂直微动旋钮，使 A点移动至视场的边沿

（A′点）。

(3) 若A点是沿十字丝的竖丝移动，即A′点仍在竖丝之

内的，则十字丝不倾斜不必校正。

　　如图，A′点偏离竖丝中心，则十字丝倾斜，需对分划

板进行校正。

　　校正

　　(1) 首先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旋钮之间的分划板座

护盖，便看见四个分划板座固定螺丝（见8.4的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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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A′点落在竖丝的位置上。

　　(3) 均匀地旋转紧固螺丝，再用上述方法检验校正结果。

　　(4) 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A

A

视准轴

竖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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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2C）

　　检验

　　(1) 距离仪器同高的远处设置目标A，精确整平仪器并打

开电源。

　　(2) 在盘左位置将望远镜照准目标A，读取水平角（例：

水平角L=10°13′10″）。

　　(3) 松开垂直及水平制动旋钮中转望远镜，旋转照准部盘

右照准同一A点（照准前应旋紧水平及垂直制动旋钮）并读

取水平角（例：水平角R=190°13′40″）。

　　(4) 2C=L—（R±180°）= —30″≥±20″，需校正。

　　校正

　　(1) 用水平微动旋钮将水平角读数调整到消除C后的正确

读数：R+C=190°13′40″—15″=190°13′25″。

　　(2) 取下位于望远镜目镜与调焦旋钮之间的分划板座护

盖，调整分划板水平左右两个校正螺丝，先松一侧后紧另一

侧的螺丝，移动分划板使十字丝中心照准目标A。

　　(3) 重复检验步骤，校正至 |2C|<20″符合要求为止。

　　(4) 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十字丝校正螺丝（四个）

分划板座固定螺丝（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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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竖盘指标零点自动补偿

　　检验

　　竖盘采用了 电容式指标零点自动补偿装置的仪器，指标

零点是否能自动补偿，可用下述简要方法检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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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的联线相一致，旋紧水平制动旋钮。

(2) 开机后指示竖盘指标零点，旋紧垂直制动旋钮，仪器

显示当前望远镜指向的竖直角值。

(3) 朝一个方向慢慢转动脚螺旋（X）至10mm（圆周

距）左右时，显示的竖直角由相应随着变化到消失

出现”b”信息，表示仪器竖轴倾斜已大于3′，超

出竖盘补偿器的设计范围。当反向旋转脚螺旋复原

时，仪器又复现竖直角（在临界位置可反复实验观

其变化），表示竖盘补偿器工作正常。

　　校正

　　当发现仪器补偿失灵或异常时，应送厂检修。

● DT-10型仪器无竖盘指标零点自动补偿装置。

10.6.竖盘指标差（i角）和竖盘指标零点设置

　　在完成9.3和9.5的检验项目后再检验本项目。

　　检验

(1) 安置整平好仪器后开机，将望远镜照准任一清晰目标

得竖直角盘左读数L。

(2) 中转望远镜再照准A，得竖直角盘右读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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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竖直角天顶为0°，则I=(L+R – 360°)/2；若竖

直角水平为0°，则I = (L+R – 180°)/2或（L+R - 

540°）/2

(4) 若 |I|≥16″，则需对竖盘指标零点重新设置。

　　校正（竖盘指标零点设置）

(1) 整平仪器后，按住 置零  键开机，三声蜂鸣后松开按

键，显示： 

(2) 转动仪器精确照准与仪器同高的远处任一清晰稳定目

标A，按  置零 键，显示：

(3) 中转望远镜，盘右精确照准同一目标A，按 置零  

键，设置完成，仪器返回测角模式。

(4) 重复检验步骤重新测定指标差（I）。若指标差仍不

符合要求，则应检查校正（指标零点设置）的（1）

（2）（3）步骤的操作是否有误，目标照准是否准

确等，按要求再重新进行设置。

(5) 经反复操作仍不符合要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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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设置中参考不能作他用。  

垂直  90°20′30″

补偿  SET -- 1    

垂直  90°20′30″

补偿  SE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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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光学对中器

　　检验

(1) 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交

叉并放在仪器正下方的地面上。

(2) 调整好光学对中器的焦距后，移动白纸使十字丝交叉

位于视场中心。

(3) 转动脚螺旋，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交叉点重

合。

(4) 旋转照准部，每转90°，观察对中点的中心标志与十

字交叉点的重合度。

(5) 如果照准部旋转时，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一直与

十子交叉点重合，则不必校正。否则需按下方法进

行校正。

　　校正

(1) 将光学对中器目镜与调焦旋钮之间的改正螺丝护盖取

下。

(2) 固定好十字交叉白纸并在纸上标记出仪器每旋转90°

时对中器中心标志落点，如图：A、B、C、D点。

(3) 用直线连接对角点AC和BD，两直线交点为O。

对中器校正螺丝（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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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校正针调整对中器的四个校正螺丝，使对中器的中

心目标与O点重合。

(5) 重复检验步骤（4），检查校正至符合要求。

(6) 将护盖安装回原位。

10.8.激光对中器 （仅对带激光对中器的仪器）

　　检验

(1) 将仪器安置到三脚架上，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十字

交叉并放在仪器正下方的地面上。

(2) 点亮激光对中器后，移动白纸使十字交叉位于激光

光点上。

(3) 转动脚螺旋，使激光对中器的光点中心与十字交叉

点重合。

(4) 旋转照准部，每转90°，观察激光光点的中心与十

字交叉点的重合度。

(5) 如果照准部旋转时，激光对中器的光点中心一直与

十子交叉点重合，则不必更换。否则需按下方法进

行更换。（本激光对中器件不可调）

　　更换

(1) 将仪器从三脚基座上取下。

(2) 用内六角搬手拧开三个M4的螺钉将下壳取下，露出

竖轴下面的激光对中器。

(3) 再用内六角搬手拧开三个M3的螺钉，将激光对中器

取下。

(4) 拔下电线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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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换上新的激光对中器，安装回原位即可。

10.9.激光指向与视准轴同轴

　　检验

(1) 在距仪器约20到30米远处安置一个十字标记。

(2) 将望远镜对准标记，调焦清晰，且将望远镜中的十

字丝对准十字标记。

(3) 点亮指向激光，观察激光光点与十字标记是否重

合。（也可以察看望远镜中的视距十字丝与里面的

激光光点是否重合）

(4) 如果不重合则须校正，需按下面方法进行校正。

　　校正

(1) 用改锥将上面三个紧固螺钉的粗瞄准器取下。

(2) 有四个调整螺钉露出。

(3) 左右调节望远镜调焦手轮，检查激光光斑是否达到

最小，当光斑最小时，十字标记应最清晰。否则更

换修正垫以达到激光光斑最小。（此步骤出厂时已

经做到最佳，只有激光管更换时才进行此操作。）

(4) 调节调整螺钉，使最小光斑与望远镜中的视距十字

丝重合。重复此步骤，以达到最佳状态。

(5) 调校完成后，点螺钉胶胶住。

(6) 再装上粗瞄准器并调校。

　　要求

(1) 激光束和视准轴共轴。

(2) 激光发光点与望远镜十字丝中心共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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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望远镜瞄准目标最清晰时，激光的汇聚点同时照在此

目标中心上，汇聚点应达到最小。

10.10.其他调整

　　若脚螺旋出现松动相象，可以调整机座上脚螺旋两侧的

2个校正螺丝，拧紧螺丝的压紧力到合适的力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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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 电子经纬仪 激光电子经纬仪

成像 正像

放大倍率 30X

有效孔径 45mm

分辨率 3″

视场角 1°30′

最短视距 1.4m 1m

视距乘常数 100

视距加常数 0

视距精度 ≤0.40%L

筒长 157mm 154mm

角度测量

测角方式 绝对编码式

光栅码盘直径(水平、竖直) 79mm

最小显示读数 1″或 5″，可选

探测方式
水平角：双

竖直角：双

测角单位 360°/ 400gon/6400mil,可选

精度 DT-02/02L：2″， DT -05/05L：5″

水准器

长水准器 30″/2mm

圆水准器 8′/2mm

竖盘零点自动补偿器（DT-10 型无此项设置）

11、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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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液体电容式，可选

工作范围 ±3′

精度 ±3″

光学对中器

成像 正像

放大倍数 3X

调焦范围 0.5～∞

视场角 5°

激光对中器（仅对带激光对中器的仪器）

精度 ±0.15mm  (1.5m处)

激光点光斑直径 3mm  (1.5m处)

波长 630nm-670nm

出光功率 ≤0.9mW

显示器

类型 LCD，双行，线段式

数据输入输出

接口 RS-232C

机载电池

电源 可充电镍－氢电池

电压 直流4.8V

连续工作时间 8h

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温度 -20°～+50°

尺寸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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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外型尺寸 160×150×330mm

仪器重量 5.2kg

激光管技术指标（仅对激光经纬仪）

波长 630nm—670nm

望远镜出光功率 ≤0.9mW

最大测量距离 150m（白天遮阳）

中心光斑直径 ≤Φ5mm/100m

激光轴与视准轴不共轴误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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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错误代码信息表
　　当操作仪器不当或仪器内部电路出现故障时，显示屏上

会显示错误信息，其内容和处理办法如下表所列：

错误代码 代码含义及处理方法

Err  04 竖直光电转换器(Ｉ)出错。需送修理。

Err  05 水平光电转换器(Ｉ)出错。需送修理。

Err  06 水平光电转换器(Ⅱ)出错。需送修理。

Err  07 竖直光电转换器(Ⅱ)出错。需送修理。

Err  08
竖盘测量出错。关机后重新置平仪器，开机后若仍出现“Err 

08”则需送修理。

Err  20
竖盘指标零点设置错误。按本书8.6的步骤重新操作。仍出现

“Err 20”，按 锁 定  、置 零  、  锁 定  强制设置。

Err  21
竖直角电子补偿器零点超差。关机后重新置平仪器，开机后

若仍出现“Err 21”则需送修理。

● 出现错误信息后，请全面检查仪器的操作是否符合程

序，检校后仍然出现错误信息请将仪器送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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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附件
标配

　　●包装箱     1个

　　●主机（含一块电池）   1台

　　●充电器     1个

　　●AA电池盒    1个

　　●垂球     1个

　　●校正针     2只

　　●软毛刷     1把

　　●改锥     1把

　　●内六方扳手    2把

　　●绒布     1块

　　●干燥剂     1袋

　　●合格证     1张

　　●使用说明书    1本

　　●波罗板 （仅对激光经纬仪）  1套

选配

　　●弯管目镜    1套

　　●太阳镜     1套

售后服务电话：010－67805689

技术服务电话：010－67806697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中路16号   邮编：1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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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重要零部件汇总表

          竖轴系组                                                             1组/台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编号及检验依据

              

               证书编号及对应产品：                                

               2009L132-11                        DT/ET-02，DT/ET-05

                 2009L135-11                        DT/ET-02L，DT/ET-05L

                 检验依据：

                 JJG    100 -2003                        全站型电子速测仪

                                                                                                            

投诉电话：010-67805686

  售后服务电话：010－67805689

技术服务电话：010－67806697

生产厂家：北京三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生产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中路16号   邮编：1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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