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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自动安平水准仪。

本仪器属精密建筑测量仪器，为了您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仪器，

请您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存备用。如果您在阅读使

用说明书或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遇到什么难题，可随时拨打我公司客

户服务部的电话 ( 0519-88858228) ，我们会向您提供及时而热诚

的技术支持和服务。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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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安平水准仪是新型的防水型自动安平水准仪，可用于国家

控制三、四等水准测量 (Z2级) 装置专用平板测微器后作二等水准

测量)、地形测量、工程测量、变形观测、矿山测量、水文测量、

农用水利测量以及大型机器的安装等其他水准测量。它的防水性能

可使其在任意外业条件下工作。

技术参数 Z2 级 Z3 级 Z4/Z5 级

每公里往返测量标准差

采用高质量铟钢标尺 1.0mm 1.5mm 1.5mm

QAL2+FS1 测微器 0.7mm / /

望远镜成像 正像 正像 正像

望远镜倍率 32× 3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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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镜口径 45mm 40mm 40mm

视场角 1°30′ 1°30′ 1°30′

最短视距 0.6m 0.6m 0.6m

乘常数 100 100 100

加常数 0 0 0

补偿器工作范围 ±15′ ±12′ ±10′

安平精度 ±0.3″ ±0.4″ ±0.5″

圆水泡精度 8′/2mm 8′/2mm 8′/2mm

度盘分度值 1°/1gon 1°/1gon 1°/1gon

仪器净重 2.2kg 1.9kg 1.55kg

外形尺寸 251× 144×138mm 213×132×130mm 216×128×138mm

防尘防水 IP67 IP67 /

温度范围 -20℃~50℃ -20℃~5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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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座

2、脚螺旋

3、度盘

4、水平微动手轮

5、圆水泡

6、 目镜罩

7、 目镜

8、水泡观察器

9、粗瞄器

10、物镜

11、度盘指示牌

12、调焦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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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仪器简述

本仪器由带补偿器的望远镜、度盘、微动装置及基座组成。补

偿器采用成型吊丝及磁阻尼器，保证仪器工作可靠。仪器采用摩擦

制动。水平微动采用无限微动机构，安排在两侧的手轮可方便两侧

操作。

3.2水准标尺

QAL自动安平水准仪望远镜成正像，故水准标尺也采用正像标尺。

必须强调的是水准测量精度与标尺的刻划精度有较大关系，因此必

须选用优质标尺，高精度测量时应使用高质量铟钢标尺。

四、仪器使用

4.1安装和整平仪器

4.1.1将三脚架下部的皮带解开，松开制动螺旋。

4.1.2分开三只脚，使其成正三角形，用脚踩踏脚，使三个脚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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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地插入地面，同时使三脚架架头平面基本处于水平位置，其高度

应使望远镜与观测者的眼睛基本一致，注意伸缩部锁紧是否可靠；

4.1.3将仪器安置在三脚架架头上,并用中心螺旋手把将仪器可靠

紧固。

4.1.4 旋转脚螺旋，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

4.1.5 观察望远镜目镜，旋转目镜罩，使分划板刻划成像清晰。

4.1.6 用仪器上的粗瞄准器瞄准标尺，旋转调焦手轮，使标尺成像

清晰，这时眼睛作上、下、左、右的移动， 目标影像与分划板刻线

应无任何相对位移，即无视差存在，然后旋转水平微动手轮，使标

尺竖丝正确地置于标尺中间。

4.1.7 当需要进行角度测量或定位时，仪器务必设置在地面标点的

中心上方，把垂球悬挂在三脚架的中心螺旋手把上，使垂球的尖与

地面标点相距2cm 左右，直到垂球尖对准地面标点，即是定中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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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点上。

4.2. 仪器的读数

4.2.1. 标尺读数

瞄准好标尺后，检查一下圆

水准器是否居中，读取水平丝在

标尺上的位置，先读水平丝下面

最近的厘米值114cm，估读出水

平丝在厘米间隔内对应的毫米

值3mm，因此读数为1.143m。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用三丝

法核校数据，分别读取水平丝和

上下视距丝读数，上下丝的平均值来检验中丝的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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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图中中丝读数为1.143m；上丝为读数为：1.220m；下

丝读数为：1.068；验算：上下丝的平均值为1.144m；

4.2.2. 视距读数测量距离

瞄准测量标尺，用视距上丝和视距下丝读出标尺上的读数，两

读数之差乘上100就得到仪器中心到标尺间的距离，如图：上丝读

数：1.220；下丝读数：1.068；

那么标尺到水准仪中心的距离S为：

S= (1.220-1.068) × 100=15.2m

4.2.3测量角度

望远镜照准目标A，在度盘上读数a，然后转动仪器，使望远镜照准

目标B，在金属度盘上读数b，则 A、B 两目标对仪器安置点的水平

角 ω=b –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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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精密

测量 (QAL2

和FS1平板

测微器配套

使用)

将平板测微

器套入QAL2锁紧后即可进行精密水准测量；旋转测微手轮使分划

版锲形平分铟钢标尺上最近的厘米格值重合，厘米值直接从标尺上

读取，毫米值从测微器的测微尺上读取，两者相加即为观测值。

仪器出厂前，各几何轴线位置己充分校正，但出厂后经过运输

或长期使用，为了保证测量精度，使用前必须对仪器进行检测，若

发现偏差，须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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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圆水准器的检校

将仪器安装在三脚架上，用脚螺旋将气泡准确居中，旋转望远

镜,如果气泡始终位于分划圆中心，说明圆水准器位置正确，否则，

需要进行校正，方法如下：

5.1.1 转动脚螺旋，使气泡向分划圆中心移动，移动量为气泡偏离

中心量的一半。

5.1.2 调节圆水准器的调节螺钉，使气泡移至分划圆中心，用上述

方法反复检校，直到气泡不随望远镜的旋转而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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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望远镜视准轴水平 (即i 角) 的检校

可以按国家水准测量规范进行。也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5.2.1`将仪器安置在平坦地方相距约50m的二点的中间，整平仪器，

(1) (2)
在A 、B二点设置标尺，用仪器瞄准标尺并读取读数a1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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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将仪器移至距A点 (或B点) 约2m处 (C点) 整

平并再次读取标尺读数a2 、b2 。如图 (2) 。

5.2.3如果a1-b1≠a2-b2 则仪器

需要进行校正。

5.2.4在C点进行，取下目镜罩，

。

5.2.5用2.5mm内六角扳手松动或

拧紧分划板校正螺钉，使分划板刻

线对准正确读数：b2=a2-(a1-b1)

5.2.6重复上述步骤反复检查、校

正，直到误差小于1mm/30m为止。

5.2.7校正完毕，按5.2.1重新检

验。

紧固

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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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仪器在安装在三脚架上时，必须用中心螺旋手把将仪器固紧，

三脚架应安放稳固。

6.2 仪器在工作时，应尽量避免强烈阳光直接照射，以免影响施测

精度。

6.3 望远镜的光学零件表面不得用手或硬物直接触碰，以防油污或

擦伤。

6.4 仪器使用后，应将仪器各表面清洁干净，放入仪器箱内，并保

存在干燥、通风的房间内。

6.5 仪器在严寒季节使用时，应把仪器放置在具有与室外温度合适

位置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工作，以防止水汽浸入并凝结在仪器内部。

6.6 仪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应使用外包装，并采取防震防潮措施。

6.7 仪器如有故障或损坏，须由熟悉仪器结构并有一定维修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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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进行检修或送仪器修理厂修理。

7.
1．内六角扳手1把

2．使用说明书 1份

3．合格证 1张

本产品关键零部件：补偿器

本产品型式批准证书编号：2013L468-32；

本产品执行标准：GB/T 10156-2009

本产品制造许可证号： (苏) 制 0400302

由于产品不断改进，外观及局部结构发生细小变化时，不再另

行通知，特请谅解！



地址：常州市青龙路 11 号

电话：+86 519 88858228

传真：+86 519 88867687

邮编：2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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