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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
量装置及方法，
包括由水平尺和竖直尺构成的高
程测量尺，
水平尺的一侧连接有可拆卸的激光投
线仪；
水平尺另一侧的侧面铰接有激光校准板，
激光投线仪的两侧面上均设有第一刻度尺，
水平
尺上还设有水平水准气泡 ；
竖直尺为伸缩杆结
构，
竖直尺上设有紧定螺杆、第二刻度尺和竖直
水准气泡。
使用时，
首先固定两个高程测量尺，
将
第三个高程测量尺置于前两个高程测量尺之间，
根据三点一线原理调整中间高程测量尺的长度，
从而测定中间高程测量尺处的高程。利用该装置
可快速对所需高程进行加密作业 ，操作简单方
便，
精度高，
易于在施工现场开展作业，
大大提高
施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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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由水平尺和竖直尺构成的高
程测量尺，
所述水平尺和竖直尺相固接；
所述水平尺的一端上设有水平设置的激光投线仪，
所述激光投线仪与水平尺可拆卸连
接；
水平尺另一端的侧面铰接有激光校准板，
所述激光校准板落下时顶端不高于水平尺的
上表面，
且激光校准板竖立时顶端高于激光投线仪的顶端，
激光校准板的两侧上均设有第
一刻度尺，
水平尺上还设有水平水准气泡；
所述竖直尺为伸缩杆结构，
竖直尺上设有用于固定竖直尺长度的紧定螺杆，
竖直尺上
还设有第二刻度尺和竖直水准气泡。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激光投线仪
底部设有连接座，
所述连接座上连接有固定座，
所述固定座上设有与连接座配合连接的滑
槽，
所述固定座固定于激光投线仪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激光校准板
铰接于水平尺沿长度方向的一侧。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激光投线仪
与水平尺相垂直。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准气泡设
于水平尺的中心处。
6 .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1）选取三个高程测量尺，
其中两个为基准尺，另一个为加密尺，
将三个高程测量尺的
长度调至相等并记录长度尺寸；
（2）将所述两基准尺分别设于两个已知高程点处，
利用水平水准气泡调节水平尺至水
平状态，
并利用竖直水准气泡调节竖直尺至铅垂状态；
（3）光线充足时：
一名操作人员将加密尺设于两基准尺之间需要加密高程处，
然后利用
水平水准气泡和竖直水准气泡调节加密尺，
使水平尺达到水平状态、
竖直尺达到铅垂状态；
一名观察者再根据三点一线原理指挥操作人员调节加密尺的长度，
并使三个高程测量尺的
上表面处于同一条直线上，
此时加密尺与基准尺之间的长度差即为加密处的高程值；
（4）光线较暗时：
首先打开一个基准尺的激光投线仪，
并竖起另一个基准尺的激光校准
板，
读取激光投线仪发射的激光在激光校准板上显示的数值；
一名操作人员将加密尺设于两基准尺之间需要加密高程处，
并调平、调垂加密尺，
并竖
立起激光校准板，
然后调节加密尺的长度，
使得激光投线仪在该激光校准板显示的数值等
于基准尺的激光校准板数值，
此时测量加密尺伸长或缩短的长度值即为待加密点的填挖值
或高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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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公路市政工程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各个城市都纷纷掀起了一股基
建热，
公路及市政等基础建设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市政道路建设过程中高程控制是保
障高质量施工的前提条件。高程控制测量是建立大地水准面上高程控制网测量工作，
它的
任务是统一测区范围内的高程基准，
精确测定地面各控制点的高程，
为地形测图和工程测
量提供高程控制依据。
[0003] 传统的高程放样适用于坡度小于8 °
的工程，
并且在放样前后还受到视距限制，
在
两放样点之间的距离小于20 m或交通无法完全封闭的环境下，
传统的高程放样存在明显的
缺陷。在路面纵横坡度有变化的位置时需要加密测桩，
由于道路的横纵坡都不一致，
要准确
得出高程就必须推算出控制桩至加密点之间的距离。
随着距离的增加，
传统测量高程的误
差会不断累积，
导致传统方法的测量精度无法满足快速施工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提供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
装置，
以解决市政施工过程中，
传统高程放样法无法满足快速施工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方法。
[0006] 为此，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包括由水平尺和竖直尺构成的高程测量尺，
所述
水平尺和竖直尺相固接；
所述水平尺的一端上设有水平设置的激光投线仪，
所述激光投线仪与水平尺可拆卸连
接；
水平尺另一端的侧面铰接有激光校准板，
所述激光校准板落下时顶端不高于水平尺的
上表面，
且激光校准板竖立时顶端高于激光投线仪的顶端，
激光校准板的两侧上均设有第
一刻度尺；
水平尺上还设有水平水准气泡；
所述竖直尺为伸缩杆结构，
竖直尺上设有用于固定竖直尺长度的紧定螺杆，
竖直尺上
还设有第二刻度尺和竖直水准气泡。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激光投线仪底部设有连接座，
所述连接座上连接有固定座，
所述固
定座上设有与连接座配合连接的滑槽，
所述固定座固定于激光投线仪上。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激光校准板铰接于水平尺沿长度方向的一侧。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激光投线仪与水平尺相垂直。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水准气泡设于水平尺的中心处。
[0011] 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1）选取三个高程测量尺，
其中两个高程测量尺为基准尺，
另一个为加密尺，
将三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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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测量尺的长度调至相等并记录长度尺寸；
（2）将所述两基准尺分别设于两个已知高程点处，
利用水平水准气泡调节水平尺至水
平状态，
并利用竖直水准气泡调节竖直尺至铅垂状态；
（3）光线充足时：
一名操作人员将加密尺设于两基准尺之间需要加密高程处，
然后利用
水平水准气泡和竖直水准气泡调节加密尺，
使水平尺达到水平状态、
竖直尺达到铅垂状态；
一名观察者再根据三点一线原理指挥操作人员调节加密尺的长度，
并使三个高程测量尺的
上表面处于同一条直线上，
此时加密尺与基准尺之间的长度差即为加密处的高程值；
（4）光线较暗时：
首先打开一个基准尺的激光投线仪，
并竖起另一个基准尺的激光校准
板，
读取激光投线仪发射的激光在激光校准板上显示的数值；
一名操作人员将加密尺设于两基准尺之间需要加密高程处，
并调平、调垂加密尺，
并竖
立起激光校准板，
然后调节加密尺的长度，
使得激光投线仪在该激光校准板显示的数值等
于基准尺的激光校准板数值，
此时测量加密尺伸长或缩短的长度值即为待加密点的填挖值
或高程值。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 .利用该装置可快速对所需高程进行加密作业，
操作简单方便，
精度高，
易于在施工现
场开展作业，
大大提高施工速度，
加快施工进度；
2 .使用激光投线仪和激光校准板可保证本装置在夜间正常使用，
大大拓宽该装置的使
用条件，
满足全天候作业要求，
便于现场施工作业正常进行；
3 .本装置适用于公路、
桥梁、
市政道路、乡村道路的基层、底基层及面层的高程快速加
密作业，
应用范围广，
适应性强。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激光校准板放下时的结构主视图；
图2是图1中A部的局部放大图；
图3是图1的左视图；
图4是本发明激光校准板竖起时的结构主视图；
图5是图4的左视图；
图中：
1-水平尺，
2-竖直尺，
3-激光投线仪，
4-连接座，
5-固定座，
6-水平水准气泡，
7-激
光校准板，
8-第一刻度尺，
9-第二刻度尺，
10-紧定螺杆，
11-竖直水准气泡。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图1～5所示，
一种路基路面全天候高程测量装置，
包括由水平尺1和竖直尺2构成的
高程测量尺，
竖直尺2垂直于水平尺1并与水平尺1固定连接，
水平尺1和竖直尺2可采用铝合
金方管制作。
[0015] 水平尺1的一端上固接有固定座5，
固定座5上设有与水平尺1的上表面相平行且与
水平尺1侧面相垂直的滑槽，
固定座5通过该滑槽可拆卸地连接有连接座4，
连接座4上设有
水平的激光投线仪3，
且激光投线仪3与水平尺1的侧面垂直。水平尺1另一端的侧面铰接有
矩形的激光校准板7，
且激光校准板7的前后两面上沿竖直方向均设有第一刻度尺8。当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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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板7落下时其顶端低于水平尺1的上表面，
当激光校准板7竖立时其顶端高于激光投线
仪3的顶端。水平尺1的中心处还设有水平水准气泡6。为了便于使用，
降低施工时光线的干
扰，
提高测量的精度，
水平尺的前后两侧可涂为较醒目的红色。
[0016] 竖直尺2为套管结构，
便于快速调节竖直尺2的长度，
竖直尺2上设有用于固定竖直
尺2长度的紧定螺杆10，
竖直尺2上还设有第二刻度尺9，
便于在施工时快速获取竖直杆2的
长度变化量，
竖直尺2还设有用于调垂竖直尺2的竖直水准气泡11。
[0017] 下面结合部分应用场景对本发明的使用方法作进一步说明：
1 .场地平整、
机场建设等同一坡度的高程测定；
取三个高程测量尺并将长度调至相等，
并通过紧定螺杆10锁紧竖直尺2，
然后记录长度
数值h。将两个基准尺分别设置于两个已知高程点处，
并利用水平水准气泡6和竖直水准气
泡11调平、调垂高程测量尺。一名操作人员将加密尺设于两基准尺之间需要加密高程处，
并
调平、调垂该加密尺；
一名观察者再根据三点一线原理指挥操作人员调节加密尺的长度，
并
使三个高程测量尺的上表面处于同一直线上。若无需调节竖直尺2的长度，
则竖直尺2底面
所在的位置即为待加密的高程。若调节竖直尺2的长度则竖直尺2的长度变化值Δh即为加
密点处的填挖值或高程值。
[0018] 2 .变坡点处的标高测定
如果道路两侧路肩已成型，
即路面标高已经确定，
需要放样道路中央的相对标高，
可根
据半幅路宽，
横坡推算路中与路边的高差值Δh。放样时将两个基准尺分别设于道路两侧，
并调平、调垂两基准尺，
再将加密尺设于道路中间，
将加密尺的高度缩短Δh并锁定竖直尺
2，
并调平、调垂两基准尺。然后观察者指挥操作人员在铅垂面内移动加密尺，
使得三个高程
测量尺的上表面处于同一直线上，
此时加密尺下端的水平面即为待放样点或加密点的高
程。
[0019] 3 .夜间环境或其他光线较差环境
在夜间环境或其他光线较差环境中施工时，
由于光线较暗，
观察者视距受到较大影响，
依靠目视存在较大误差，
此时需要借助激光投线仪3辅助作业。取三个高程测量尺并将长度
调至相等，
并通过紧定螺杆10锁紧竖直尺2，
然后记录长度数值h。将两个基准尺分别设置于
两个已知高程点处，
并调平、调垂该基准尺。
[0020] 然后打开一个基准尺的激光投线仪3，
并竖起另一个基准尺的激光校准板7，
读取
激光投线仪3发射的激光在激光校准板7上显示的数值。一名操作人员将加密尺设于两基准
尺之间需要加密高程处，
然后调平、调垂该加密尺，
并竖立起加密尺的激光校准板7，
然后调
节加密尺的长度，
使得激光投线仪3在该激光校准板7显示的数值等于基准尺的激光校准板
7数值，
此时测量加密尺伸长或缩短的长度值即为待加密点的填挖值或高程值。
[0021]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
这些改
进和替换也应视为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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