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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操作入门
1.1 显示符号意义

1.2 快捷功能

显示符号 内	容 显示符号 内	容

HA 水平角 ddd 以度为单位

VA 竖直角 dms 以度分秒为角度单位

HD 水平距离 gon 以哥恩为角度单位

VD 高差 m 以米为距离单位

SD 斜距 ft 以英尺为距离单位

N 北向坐标 mil 以密为角度单位

E 东向坐标 ℃ 以摄氏度为单位

Z 高程 ℉ 以华氏度为单位

PPM 大气改正值 hPa 以百帕为单位

PSM 棱镜常数（以mm为单位）

常用快捷功能图标：
：该键为快捷功能键，点击该键或者在主菜单
界面左侧边缘向右滑动可唤出该功能键的快捷
设置，包含激光指示、十字丝照明、激光下对点、
温度气压设置；

：该键为数据功能键，包含点数据、编码数据
及数据图形；

：该键为测量模式键，可设置N次测量、连续
精测或跟踪测量；

：该键为合作目标键，可设置目标为反射板、
棱镜或无合作；

：该键为电子气泡键，可设置 X轴、XY 轴补偿
或关闭补偿；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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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测量和放样之前都要进行已知点建站的工作。 

2.1	已知点建站

◆测站：输入已知测站点的名称，通过＋可以调

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测站点	

◆仪高：输入当前的仪器高	

◆镜高：输入当前的棱镜高	

◆ [ 后视点 ]：输入已知后视点的名称，通过＋

可以调用或新建一个已知点做为后视点	

◆当前HA：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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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或设置要求，将会给

出提示	

●通过直接输入后视角度来设置后视

◆ [ 后视角 ]：输入后视角度值

二、建站
●通过已知点进行后视的设置，设置后视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已知的后视点，一种是通过已知的后视方位角

建站程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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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知点建站方式建站操作示例：

操作步骤 按键 界面显示

①在主菜单按“建站”键，选
择“已知点建站”功能。

【已知点建站】

②设置测站点坐标。
			※1)、※2)

【调用】或【新建】

③选择需要调用的已知点，选
择完毕返回建站页面。

④以同样的方式设置后视点，
点击设置，照准后视点，点击
设置，不进行多点定向，完成
建站。

※1) 提供两种测站点坐标获取模式：直接输入、点库获取、（超站仪可通过GNSS 采集获取）
※2) 编码可以输入、编码库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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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定向与高程传递

利用一个或多个已知点定向并利用其中一个或多个点的高程来确定测站高程（定向及传递高程）

●测量已知点的界面：

列表：显示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结果

[ 测量 ]：进入到测量已知点界面（跳转至下图）

[ 计算 ]：对当前已测量的已知点进行计算，得出测

站点坐标

◆HA：显示测量的角度结果	

◆ VA：显示测量的垂直角度值	

◆ SD：显示测量的斜距值

◆ [测角 ]：只测量角度

◆ [测角 &测距 ]：测角并测距	

◆ [ 完成 ]：完成测量，保存当前的测量结果，返

回到上一界面

多点定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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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定向操作示例：

操作步骤 按键 界面显示

①在已知点建站界面点击设
置按钮，选择多点定向功能。

【多点定向】

②点击“测量第一点”，输
入参数，照准棱镜，点击“测
角&测距”，完成。

【测角测距】

③继续上述操作，完成第二
点或更多点的测量工作，完
成后，点击下方的“计算”。

【计算】

④若测量数据无误，则点击
“设置”，可以选择是否传
递高程，完成设站。

【高程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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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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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需要先进行设站才能进行测站高程的设置

◆高程：输入已知点高程，可以通过	得到调用已

知点的高程	

◆镜高：当前棱镜的高度	

◆仪高：当前仪器的高度	

◆ VD：显示当前的垂直角	

◆测站高（计算）：显示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得到的

测站高	

◆测站高（当前）：显示当前的测站高	

◆ [ 测量 ]：开始进行测量，并且会自动计算测站

高	

◆ [ 设置 ]：将当前的测站高设置为测量计算得出

的测站高

◆测站点名：显示测站点名

◆后视点名：显示后视点的点名，如果通过输入后

视角度的方式得到的点名此处将显示为空	

◆ BS：显示设置的后视点名	

◆ HA：显示当前的水平角	

◆ dHA：显示 BS和 HA两个角度的差值	

◆ [ 重置 ]：将当前的水平角重新设置为后视角度值

2.3	后视检查
●检查当前的角度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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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视点建站才能进行后视点坐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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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EBS、ZBS：后视点建站坐标值

◆N、E、Z：坐标实测值	

◆ dN、dE、dZ：坐标差值

◆距离差：后视点和实测点的空间距离

2.4	后方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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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后方交会最少的数据为三个角度观测或两个距离观测	

●基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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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高程仅由对已知坐标点的测角所定

◆列表：显示当前已经测量的已知点结果	

◆ [ 测量 ]：进入到测量已知点的界面	

◆ [ 删除 ]：删除一个选定的已测已知点	

◆ [ 计算 ]：对当前已经	测量的已知点进行计算，得

出测站点的坐标	

◆ [ 保存 ]：将计算结果进行保存，用于建站	

◆ { 数据 }：显示计算的结果	

◆ { 图形 }：对当前列表内的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测量已知点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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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输入一个已知点的点名	

◆镜高：输入当前棱镜的镜高	

◆ HA：显示测量的角度结果	

◆ VA：显示测量的垂直角度值	

◆ SD：显示测量的斜距值	

◆ [ 仅测角 ]：只测量角度	

◆ [ 测角 &测距 ]：测角并测距	

◆ [ 完成 ]：完成测量，保存当前的测量结果，

返回到上一界面

1). 后方交会操作示例：

操作步骤 按键 界面显示

①在主菜单按“建站”键，选
择“后方交会”功能。

【后方交会】

②选择“测量”选项，进行第
一个控制点的输入和测量工
作。在点名一栏输入控制点点
名，镜高一栏输入棱镜高度，
然后对准棱镜选择“测角&测
距”，之后点击“完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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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按键 界面显示

③继续上述操作，完成第
二点或更多点的输入测量
工作 , 完成之后，点击下
方“计算”。

【计算】

④若测量与数据均无误，
则点击“前往建站”，输
入测站名并照准最后一个
测量点，点击“设置”则
建站完成。

【前往建站】

2.5	点到直线建站
●首先任意测量两点做为基点，点击 [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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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计算出两点之间的位置关系，点击 [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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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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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站后，通过测图程序可以进行测量及绘图工作

三、测图
3.1.1	缩放至地物
●点击该按钮，可以将地物缩放至地图中心位置。

3.1	功能按钮

测图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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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屏幕交互方式

●无操作：不能与屏幕进行交互操作。

●屏幕：可以与屏幕进行交互操作。

●捕捉：可以捕捉到图上已有的地物的节

点，可用于地物共边情况和符号化实体等

情况。

3.1.3	测量
●选择点线面的方式，点击该按钮，可以进行坐标点的测量，该键为测量键。

●输入点名，若有需要可以设置下一次

测量时的镜高值，

再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认”

按钮，即可完成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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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显示当前的水平角度值	

◆ VA：显示当前的垂直角度值	

◆ HD：显示测量的水平距离值	

◆ VD：显示测量的垂直距离值	

◆ SD：显示测量的斜距	

◆点名：输入测量点的点名，每次保存后

点名自动加 1	

◆编码：输入或调用测量点的编码

◆镜高：显示当前的棱镜高度，若改变该值，

只能影响下一次测量的值

◆ [ 确定 ]：完成点测量并且可以看到该点

在图上的效果	

3.1.4	更多方式

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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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手线

●“随手线”是一种绘制地物的方式，该绘制方式可以达到根据手指在屏幕上画的轨迹生成地物

实体的效果，需要配合绘制模块或者编辑模块内的子功能使用。

★操作示例：

①点击“点”按钮，再点击左下角的“更多方式”功能按钮内的“随手线”按钮。

②再在图上绘制出相应的地物形状，绘制完成后可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若是

画（测）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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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点击“选择”可以给绘制的点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使用“随手线”绘制方式来辅助绘制线

或者面的操作方法与绘制点类似。

※使用“随手线”绘制方式来绘制点时，

若在图上绘制的轨迹为一条线，最终生成

的结果便是组成该线的点集。

2）平面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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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输入或者调用待测点的编码	

◆镜高：当前棱镜高度

◆待测：当前点还没有进行测量	

◆完成：当前点已经完成测量	

◆ [ 测量 ]：对当前点进行测量，可多次	

◆ [ 查看 ]：查看当前点的测量结果	

◆ [ 确定 ]：对当前的计算结果点进行保存	

3）圆柱中心点

●首先直接测定圆柱面上（P1）点的距离，然后通过测定圆柱面上的（P2）和（P3）点方向角即可计算出圆柱中

心的距离，方向角和坐标。	

●圆柱中心的方向角等于圆柱面点（P2）和（P3）方向角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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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输入待测点的点名	

◆编码：待测点编码	

◆镜高：棱镜的高度	

◆方向 A：照准圆柱侧边	

◆方向 B：照准圆柱的另外一个侧边	

◆中心：照准圆柱的中心进行测距	

◆ [ 完成 ]：已经照准，完成角度	

◆ [ 测角 ]：重新进行测角	

◆ [ 测量 ]：重新进行测距	

◆ HA：分别代表圆柱两边的方向值	

◆ HD：仪器中心到圆柱表面的水平距离值	

◆ [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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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确定 }：当测量完成后，显示计算得到的圆心坐标值和测

量的结果	

1). 圆柱中心点操作示例：

操作步骤 按键 界面显示

主菜单选择“测图”，点击“更
多方式”，点击“圆柱中心点”。 【圆柱中心点】

②将目镜内十字丝对准目标圆柱
体一侧边缘
“方向 A”，之后按确定。
③然后转动镜筒，对准圆柱体的
另一个边缘
“方向 B”按下确定。
④最后将十字丝对准大致圆柱中
心位置，按下测距，即可获得圆
柱中心坐标 , 再点击确认按钮。
⑤输入测量点的名字及镜高，最
后点击确定即可在图上看到所测
量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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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隔点直角

在进行线面测量时，完成两个点的测量，确定一条线段，主菜单选择“测图”，点击“更多
方式”，点击“隔点直角”，然后测量下一点，按顺时针方向自动生成隔点线段，如下图所示，
测量“0”和“1”两个点后选择隔点直角，再测量“3”点，完成隔点直角测量。

5）隔点直角 2
在进行线面测量时，完成两个点的测量，确定一条线段，主菜单选择“测图”，点击“更多方式”，

点击“隔点直角”，然后测量下一点，按逆时针方向自动生成隔点线段，如下图所示，在 0、

1、2、3点构成的线段存在的基础上，选择隔点直角，再测量“5”点，完成隔点直角测量。



3837

3.2	基本绘制
3.2.1	点
★操作示例：
点击“点”按钮，点击右下角测量键进行点测量。或者可以选择左下角的“更多方式”功能
按钮来选择不同的绘点方式。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上绘点。

再在图上对应的位置点击输入一个点，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若是

画（测）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																这个为恢复前一步操作按钮 , 适用于撤销错了，想要恢复撤销前的效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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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可以给绘制的点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提供三种地物编码搜索模式：数字编码、实体中文名称、实体名称拼音首字母。

编码库界面 绘制完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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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线	
★操作示例：

点击“线”按钮，点击右下角测量键进行线测量。或者可以选择左下角的“更多方式”功能

按钮内的更多方式来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上绘线。

②再在图上对应的位置点击输入构成线的点，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

若是画（测）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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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点击“√”后，即可计算出线地物的长度，此时可以选择地物的闭合情况，再点击“选择”

可以给绘制的线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操作示例：

点击“面”按钮，点击右下角测量键进行面测量。或者可以选择左下角的“更多方式”功能按钮内的更多方式来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上绘面。

3.2.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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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再在图上对应的位置点击输入构成面的点，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

若是画（测）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③此时可以计算出所绘制面的周长和面积，点击“选择”可以给绘制的面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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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示例：

①点击“注记”按钮，再点击右

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

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3.2.4	注记 ②在测图界面任意位置点击，弹出注记框，可输入文字注记或添加语音注记，点击确定完成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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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绘制模块目前有 5个子功能，分别是：	

▷		两点矩形

▷		三点矩形

▷	两点圆

▷		三点圆

▷	弧

3.3.1	两点矩形
●根据输入的两个点，可以计算出矩形一条边的长度，

然后再手动输入与确定的边相垂直边的长度即可绘制出矩形。

3.3	工具绘制

★操作示例：

点击“两点矩形”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

层”按钮以选择绘制矩形的几何类型，点

击右下角测量键进行测量。或者可以选择

左下角的“更多方式”功能按钮内的更多

方式来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

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

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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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图上对应的位置输入两个点，输入矩形无法确定的一侧的长度后点击“确定”，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

菜单栏处的“√”来确定，若是画（测）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③选择“√”后，即可计算出所画（测）矩形的周长和面积，再点击“选择”可以给绘制的

矩形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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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操作示例选择绘制地物的几何类型为面，绘制地物几何类型为线时操作方法与面相似。

●根据输入的三个点，可以计算出矩形的长和宽即可绘制出矩形。

3.3.2	三点矩形

★操作示例：

点击“三点矩形”按钮，再点击上方

的“图层”按钮以选择绘制矩形的几

何类型，点击右下角测量键进行测量。

或者可以选择左下角的“更多方式”

功能按钮内的更多方式来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

按钮，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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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图上对应的位置输入三个点，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若是画（测）

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此时可以计算出所画（测）矩形的周长和面积，再点击“选择”可以

给绘制的矩形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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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两点圆
●输入的第一个点为圆心，第二个点与第一点的距离可以确定圆的半径，因此根据这两个点即可绘制出圆形。

★操作示例：

点击“两点圆”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

按钮以选择绘制圆形的几何类型，点击右

下角测量键进行测量。或者可以选择左下

角的“更多方式”功能按钮内的更多方式

来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

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

上绘制。

②再在图上对应的位置输入两个点，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若是画（测）

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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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计算出所画（测）圆形的周长和面积，再点击“选择”可以给绘制的圆选择对应的

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根据输入的 3个点来确定圆心及半径即可绘制出圆形。

具体绘制方式与绘制“两点圆”方式相似，唯一的区别是需要输入三个点，可以参考上述“两点圆”的绘制方式进行绘制。

★操作示例：

点击“弧”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

按钮以选择绘制弧的几何类型，点击右下

角测量键进行测量。或者可以选择左下角

的“更多方式”功能按钮内的更多方式来

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

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

上绘制。

3.3.4	三点圆

3.3.5	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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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再在图上点击对应的位置，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若是画（测）错

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此时可以计算出所画（测）弧的周长，再点击“选择”可以给绘制的弧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

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绘制弧时，至少需要输入三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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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物编辑
3.4.1	续测
●当测量的地物较大导致需要分期测量等情况出现时，“续测”功能可以很好的保证测量测量地物的连续性。

★操作示例：

点击“续测”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

按钮以保证所选择续測的地物几何类型为

线，点击右下角测量键进行测量。或者可以

选择左下角的“更多方式”功能按钮内的更

多方式来绘制线。

屏幕交互：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

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直接在图

上绘制。

点选需要续測的地物，再在图上输入续測点位置，点击完成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来确定，

若是画（测）错了可以点击															撤销按钮或者（×）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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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測”功能只能用于几何类型为线的地物。

③点击“√”后，即可计算出线地物的长度，此时可以选择地物的闭合情况，再点击“选择”

可以给绘制的线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绘制完成。
3.4.2	删除

★操作示例：

①点击“删除”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按

钮选择需要删除地物对应的几何类型，最后点击

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以开

始屏幕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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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删除”操作时，可以不选择所删除地物的几何类型，直接点选图上的地物进行删除。

※进行“删除”操作时，若出现所要删除的地物附近有较多其他不同几何类型的地物或

者所删除的地物部分被不同类型的地物压盖等情况较复杂的情况时，选择所删除地物的

几何类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选中所删除地物。

再在图上点选所要删除的地物实体，选中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确定”即可删除该地物，

若是选择错了可以点击“取消”按钮便不会执行删除操作。
3.4.3	反向

★操作示例：

①点击“反向”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

层”按钮选择需要反向地物对应的几何类

型，最后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

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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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图上点选所要反向的地物实体，选中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确定”即可反向该地物，

若是选择错了可以点击“取消”按钮便不会执行反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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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拟合

★操作示例：

①点击“拟合”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

按钮选择需要拟合地物对应的几何类型，

最后点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

选择“屏幕”以开始屏幕交互。

再在图上点选所要拟合的地物实体，选中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确定”即可拟合该地物，

若是选择错了可以点击“取消”按钮便不会执行拟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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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连线

★操作示例：

点击“连线”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

按钮需要选择几何类型为线，最后点击

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

以开始屏幕交互。

②再在图上依次选择所要连接的线，选中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确定”，若是

选择错了可以点击“取消”按钮，再次选择需要连接的线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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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设置连接完成后得到线的闭合情况及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

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线地物间的连接。

※“连线”操作结束后得到的实体几何实体类型仍为线，并且会删除所有用于连线的线实体，

只保留连线结束后得到的线实体。

※在点击选中所连接的线实体时，连接的方向可以由用户选中的线上的点控制，要注意的是

点选第二条线时要选择与点选第一条线时选的端点距离较远的端点，以此类推，依次选择所

需连接线实体的端点，才可以达到理想的连接效果，否则会出现交叉连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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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构面

★操作示例：

点击“构面”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层”

按钮选择需要几何类型为线，最后点击右

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

以开始屏幕交互。

再在图上依次选择所要构面的线，选中后选择下方菜单栏处的“确定”，若是选择

错了可以点击“取消”按钮，再次选择需要所要构面的线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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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为构面完成后得到的面实体选择对应的地物编码，最后点击“确定”即完成构面操作。

※“构面”操作结束后得到的实体几何实体类型为面，并且会删除所有用于构面的线实体，

只保留构面结束后得到的面实体。

※在点击选中所连接的线实体时，连接的方向可以由用户选中的线上的点控制，要注意的是

点选的第二条线时要选择与点选第一条线时选的端点距离较远的端点，以此类推，依次选择

所需连接线实体的端点，才可以达到想要的连接效果，否则会出现交叉连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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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要素识别

★操作示例：

①点击“要素识别”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

层”按钮需要选择几何类型为线，最后点

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

以开始屏幕交互。

②在图上点选所要识别的地物实体。

A、选中上方的“地物编码”，编码框显示为当前地物编码，点击“选择”按钮即可对地物编码进行编辑。	

B、选中上方的“地物信息”，点击白色输入框可进行文字注记编写，点击红色按钮可进行语音注记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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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点击“确定”即可保存当前地物所属编码及注记，若是选择错了可以点击“取消”按钮便不会执行修改操作。

4.4.8	偏移拷贝

★操作示例：

①点击“偏移拷贝”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

层”按钮需要选择几何类型为线，最后点

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

以开始屏幕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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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备拷贝地物实体任意位置上点击，选中偏移相对点位置，如下图： ③点击任意位置进行偏移和拷贝（注意：所选点与上一步选择点相对应，有辅助线显示）。

点击菜单栏处的“√”来确定并进入地物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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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节点编辑

★操作示例：

①点击“偏移拷贝”按钮，再点击上方的“图

层”按钮需要选择几何类型为线，最后点

击右侧“屏幕交互方式”按钮，选择“屏幕”

以开始屏幕交互。

②在备编辑地物实体任意位置上点击，打开节点，再次点击选中需要编辑的节点（黄色高亮位置）

③点击任意位置进行节点修改，点击菜单栏处的“√”来确定并进入地物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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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编辑修改完成。

“确认线面测量点”按钮：开启了这个按钮，

再点击右下角的					 	 	 	 	 	 	按钮时，测量完成后

会出现具体的测量信息面板，可以看到具体

的测量信息，关闭了按钮再测量时，在测量

完成后就直接将点绘制在图上，没有具体的

测量信息可以看。

图层设置：默认包含点、线、面、注记图层，

击右下角的														可以新增图层。

3.5	测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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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

◆ [＋ ]：新建工程，包含工程名称、
时间、人员、备注等信息
◆ [	 	]：右上角导出文件为 *.cas 格
式的数据
◆长按工程文件可进行打开、查看属
性及删除功能

五、数据

可以对当前项目中的数据进行查看、添加、删除等操作。	

																		数据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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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数据

●右上角功能键																	可进行清空数据、导入数据，点击多选功能选择所需数据进行导出。

●右上角功能键可以进行数据的模糊搜索	。

●长按数据，查看：点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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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编码 5.3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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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据导入导出
1）数据导入

右上角功能键 [			] 可进行导入相应格式的坐标数据文件。

2）坐标数据导出

数据主菜单界面点击多选功能，选择所需数据进行导出，并可设置导出坐标数据的字段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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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文件数据导出

在工程列表中，右上角导出文件为 *.cas 格式的数据
5.4	数据导入 Southmap 软件

1）云平台导入

数据菜单下点击读取云平台数据，弹出登录云平台对话

框，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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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一个工程文件列表，选中需要读取的工程文件，点击读取按钮。 软件就会从云端下载这个工程文件，并进行解压操作，最后将 gpkg 数据读入当前的工作空间。这就实

现了从外业采集数据到内业成图处理的基本流程，极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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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站仪数据导入

将全站仪的数据文件夹拷贝到电脑中去，数据菜单下点击读取全站仪数据，弹出数据选择对话框

选择保存到本地的工程文件夹，程序自动识别工程数据（gpkg），直接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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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换文件导入

全站仪端导出文件为 *.cas 格式的数据，在 southmap 中选择该 *.cas 格式文件，程序自动识别直接成图。
六、设置
设置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和项目相关的设置，修改这些设置只会影响到当前的项目。

第二类是和项目无关的设置，修改会影响到所有的项目。以下的说明为第二类。

●设置程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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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单位设置

●进行单位的设置。单位和具体的项目相关，项目不同，单位可能也不相同

◆角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角度单位	

◆距离单位：设置当前项目距离单位	

◆温度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温度单位	

◆气压单位：设置当前项目气压单位

6.2	角度相关设置

◆角度最小读数：角度显示精度 ( 仅高精度仪器 )	

◆垂直零位：设置当前项目垂直角度显示为天顶零或者水平零	

◆倾斜补偿：设置是否开启自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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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距离相关设置
●设置与距离相关的参数

◆距离最小读数：距离值显示精度 ( 只支持

高精度 )	

◆两差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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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比例因子：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比例

尺因子	

◆平均海拔：设置当前项目测站位置的高程	

◆格网因子：设置当前项目格网因子

◆温度：设置项目温度	

◆气压：设置项目气压	

◆ PPM：设置大气改正值	

◆模式选择：设置测量模式	

◆目标选择：设置测距合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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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坐标相关设置
●设置坐标相关的参数

◆坐标顺序：设置坐标的显示顺序

6.5	通讯设置
●演示模式

开启演示模式后，软件内的所有数据都是模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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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校准设置
●设置校准相关的参数

◆指标差设置：校正垂直角补偿

◆视准差设置：校正垂直角和水平角补偿

◆横轴误差设置：校正横轴误差补偿

◆电子气泡校正：设置电子气泡补偿

◆常数设置：在有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器常数 K；在无棱镜情况下测定的仪器常数 K	

◆误差结果显示：显示误差结果

6.7	辅助功能
●设置辅助相关的参数

◆十字丝照明：设置十字丝照明

◆开启软键盘：设置软键盘

◆象限蜂鸣：设置象限蜂鸣器

◆测距蜂鸣：设置测距蜂鸣器

◆快速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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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功能键设置
●设置物理快捷键的功能

根据不同的功能，自定义不同的物理按键的快捷功能方式

6.9 恢复默认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将各种参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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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设置
●账号登录（退出）

●检查软件更新

●查看软件版本

6.10.1	登录

★操作示例：

①	输入手机号码、密码，点击“立即登录”。如果暂无账号，请点击右上角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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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注册
★操作示例：

①	输入手机号码、密码，点击“获取”验证码，请留意系统下发的短信验证码信息。

②	输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点击“现在注册”。如已有账号，请点击右上角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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