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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不受地形环境限制，可有效

提高水准测量工作效率和可靠性的尺仪一体化

快速水准测量装置，由表面带刻度分划的水准标

尺、水准器、高度测定器、观测手簿、辅助支架及

辅助尺垫构成，高度测定器通过第一连接件与水

准标尺相接；观测手簿通过第二连接件与水准标

尺固定连接，高度测定器的信号输出端与观测手

簿的数据处理模块相接；辅助支架通过第三连接

件与水准标尺固定连接，水准标尺可相对于辅助

支架水平转动；辅助尺垫通过第四连接件与水准

标尺固定连接，水准标尺可相对于辅助尺垫转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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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尺仪一体化快速水准测量装置，由表面带刻度分划的水准标尺（1）、水准器（2）、

高度测定器（3）、观测手簿（4）、辅助支架（5）及辅助尺垫（6）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度测

定器（3）通过第一连接件（7）与水准标尺（1）相接；所述观测手簿（4）通过第二连接件（8）与

水准标尺（1）固定连接，高度测定器（3）的信号输出端与观测手簿（4）的数据处理模块（41）

相接；所述辅助支架（5）通过第三连接件（9）与水准标尺（1）固定连接，水准标尺（1）可相对

于辅助支架（5）水平转动；所述辅助尺垫（6）通过第四连接件（10）与水准标尺（1）固定连接，

水准标尺（1）可相对于辅助尺垫（6）转动；

所述辅助支架（5）有横向基架（51），与横向基架（51）垂直转动相接有两个可伸缩的支

腿（52），可伸缩的支腿（52）下端均与脚轮（55）相接，两个脚轮（55）之间设有连接杆（56）；

所述第三连接件（9）置于横向基架（51）内侧且与横向基架（51）通过竖向转轴（92）转动

相接，在横向基架（51）与第三连接件（9）之间设有微调装置（54）；

所述辅助尺垫（6）设有连接杆（6-1），连接杆（6-1）下端与球体（6-2）

固定相接，所述连接杆（6-1）的中心线穿过球体（6-2）的球心；球体（6-2）外面套有可与

球体（6-2）形成球头节的球套（6-3），球套（6-3）外侧与水平挡片（6-4）相接，在水平挡片（6-

4）下面设有支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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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仪一体化快速水准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地及工程测量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不受地形环境限制，可有效

提高水准测量工作效率和可靠性的尺仪一体化快速水准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水准测量装置是由一个水准仪和两个水准标尺组成。测量时先将两个水准

标尺分别置于地面上的A、B两点，再将水准仪设置在A、B两点的中间位置，为了保证测量精

度，一般要求水准仪距两个水准标尺的水平距离相等或大致相等。利用整平后水准仪的水

平视线分别照准读取两个水准标尺的标高数值，所测标高数值之差即为地面A、B两点的水

准高差，若已知其中一点的高程，即可由高差推算出另一点的高程。传统的水准测量装置及

相应的作业方法存在如下不足：（1）三点配置、异步观测，测量工作效率低。因为在复杂的地

形环境中实现水准仪和水准标尺三点之间位置的合理配置，往往耗费测量人员大量的精力

和时间，同时先后分别照准标尺观测读数的异步观测又增加了观测时间，均影响了水准测

量的工作效率，并且当遇到陡坡、坑洼、水塘、沟渠、沟壑、江河、山区等复杂地形环境时，往

往不能将水准仪架设在两个水准标尺的中间位置，导致水准测量无法实施。（2）单观测系

统，测量可靠性低。即传统水准测量装置仅采用一台水准仪进行测量，不能对测量的高差数

据进行多观测系统的可靠性检核，通常为了提高水准测量的可靠性，往往采用往返测量检

核模式，这样做同样耗费测量人员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影响水准测量的工作效率；（3）水准

仪、脚架、水准标尺及辅助尺垫分离设置，不便于携带和安置使用，在连续进行水准测量时，

同样耗费测量人员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影响水准测量的工作效率。

[0003] 专利申请号为201210466871 .3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对偶式观测用尺仪

合一复合水准仪”（以下简称复合水准仪），其结构是设有柱形尺体及水准器，在柱形尺体的

同一柱面上固定有与柱形尺体轴线平行的水准标尺及可上下滑动的观测单元，所述观测单

元有相互固定连接的对方高度信号测定器和本方高度信号测定器，对方高度信号测定器的

视准轴与柱形尺体轴线垂直。水准测量时，需要将柱形尺体（水准标尺）的下端置于辅助尺

垫上，同时需要使用三腿脚架固定柱形尺体（水准标尺），通过观测水准器等将柱形尺体（水

准标尺）整平后，再进行观测……。此专利申请的进步点是：首次将水准仪安置在水准标尺

上，实现了水准仪和水准标尺的一体化，可采用对偶观测原理，将传统水准测量装置的三点

配置改为两点配置，并且实现了双系统的同步观测，克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然而，上

述专利申请仍存在如下不足：（1）脚架、水准标尺及辅助尺垫分离设置，移站后均需组合后

再进行水准测量，组合操作费时费力，不仅影响水准测量的工作效率，而且还会影响到连续

观测的准确性，甚至会在组合过程中损坏水准标尺；（2）使用三腿脚架时与水准标尺构成四

点落地，难以平衡、稳定安置；当地面高差较大，升高或降低高度信号测定器（水准仪）架设

高度后，测量员受身体因素限制无法通过目镜进行瞄准和调焦；脚架安置后标尺不能相对

于脚架（地面）转动，调直和瞄准操作步骤难以协调导致无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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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不受地形环境限

制，可有效提高水准测量工作效率和可靠性的尺仪一体化快速水准测量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尺仪一体化快速水准测量装置，由表面带刻度分

划的水准标尺、水准器、高度测定器、观测手簿、辅助支架及辅助尺垫构成，所述高度测定器

通过第一连接件与水准标尺相接；所述观测手簿通过第二连接件与水准标尺固定连接，高

度测定器的信号输出端与观测手簿的数据处理模块相接；所述辅助支架通过第三连接件与

水准标尺固定连接，水准标尺可相对于辅助支架水平转动；所述辅助尺垫通过第四连接件

与水准标尺固定连接，水准标尺可相对于辅助尺垫转动。

[0006] 所述辅助支架有横向基架，与横向基架垂直转动相接有两个可伸缩的支腿，可伸

缩的支腿下端均与脚轮相接，两个脚轮之间设有连接杆。

[0007] 所述第三连接件置于横向基架内侧且与横向基架通过竖向转轴转动相接，在横向

基架与第三连接件之间设有微调装置。

[0008] 所述辅助尺垫设有连接杆，连接杆下端与球体固定相接，所述连接杆的中心线穿

过球体的球心；球体外面套有可与球体形成球头节的球套，球套外侧与水平挡片相接，在水

平挡片下面设有支脚。

[0009] 本发明综合考虑测量学、机械学及人体工程学等方面的因素，首次将传统分离设

置的水准标尺、水准器、高度测定器（水准仪）、观测手簿、辅助支架及辅助尺垫有机地融合

为一个整体，使水准测量效率提高80%  ，节省人力30%，实现了作用效率倍增的系统性效果。

附图说明

[0010] 图1、2、3、4、5、6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使用示意图。

[0012] 图8、9、10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11、12是本发明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

[0015] 如图1、2、3、4、5、6所示：有用金属、塑料或木材等制成的、表面带刻度分划的2~4米

高的水准标尺1，在水准标尺1中部还固定连接有水准器2，水准器2采用二个正交安置的管

水准器。通过第一连接件7将高度测定器3固定在水准标尺1上，第一连接件7由标尺连接件

71和托架72构成，标尺连接件71采用U型固定环及紧固螺栓等，托架72采用卡槽或托板，高

度测定器3置于托架72上。高度测定器3由物镜31、调焦透镜32、自动水平视线补偿器33、分

光镜34、十字丝分划板35、电子读数器36，电子目镜37沿水平方向依次排列组成，还设有控

制调焦透镜32的调焦螺旋38及电源模块39。来自物镜31、调焦透镜32、自动水平视线补偿器

33的光线经分光镜34，一路至电子读数器36，电子读数器36采用CCD等图像处理器，另一路

至十字丝分划板35和电子目镜37等图像监视器。通过第二连接件8将观测手簿4固定在水准

标尺1中部，第二连接件8由标尺连接件81和手簿夹具82构成，标尺连接件81采用U型固定环

或线型固定条及紧固螺栓或G型夹等，标尺连接件81与手簿夹具82固定连接，观测手簿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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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手簿夹具82内。观测手簿4由数据处理模块41、通信模块42、显示屏43及按键44连接组成，

数据处理模块41与高度测定器3的电子读数器36及电子目镜37的信号输出端相接，显示屏

43则可显示来自电子目镜37的图像信息和来自电子读数器36观测读数信息，观测手簿4还

设有电源模块45。通过第三连接件9将水准标尺1与辅助支架5固定相接，第三连接件9采用U

型固定环及紧固螺栓，辅助支架5有横向基架51，与横向基架51垂直转动相接有两个在横向

基架51上呈正交安置且可伸缩的支腿52，可根据地形随意调节支腿52的张角和长度，可伸

缩的支腿52与脚踏53相接，在横向基架51上设有微调装置54（调节螺丝），可控制第三连接

件9的转动角度。通过第四连接件10将辅助尺垫6通过第四连接件10与水准标尺1固定连接，

第四连接件10采用U型固定环及拉紧锁扣等，辅助尺垫6设有连接杆6-1，连接杆6-1下端与

球体6-2固定相接，连接杆6-1的中心线穿过球体6-2的球心；球体6-2外面套有可与球体6-2

形成球头节的球套6-3，球套6-3外侧与水平挡片6-4相接，第四连接件10底部与连接杆6-1

的上端相接。水平挡片6-4采用三叶型或圆型，在水平挡片6-4的下面固定连接或转动连接

有支脚63。

[0016] 本发明实施例1的工作过程：

[0017] 如图7所示：本发明实施例1（简称水准尺仪）在水准测量时需配对使用，即将两个

水准尺仪A、B分别安置在待测高差的两地面点P1、P2，以水准尺仪A的工作过程为例说明，水

准尺仪B的工作过程同步同理进行。

[0018] 测量员首先将水准尺仪A的辅助尺垫6放置于P1地面测量点上，使水准标尺1带刻

度分划的一面大致面向P2点的对方水准尺仪B，然后根据地形安置辅助支架5的支腿52的张

角并用脚踩住辅助支架5的脚踏53，分别用手调节二个支腿52的长度使水准器2的气泡居中

（此时水准标尺1已处于垂直状态），再通过观察显示屏43的物镜图像、控制辅助支架5的调

节螺丝54使柱形尺体1上高度测定器3的物镜31及显示屏43显示的十字丝分划板35的竖丝，

精确照准对方水准尺仪B的水准标尺1，再进一步控制高度测定器3的调焦螺旋38使显示屏

43中柱形尺体1的刻度分划图像实现精确调焦。此时水准尺仪A已达到调直、精确照准的观

测状态。水准尺仪B的工作过程同步同理进行。

[0019] 其次再控制水准尺仪A（或B）观测手簿4的按键44即可发出同步观测读数指令，水

准尺仪A、B各自的高度测定器3的电子读数器36分别观测读数并传入各自的数据处理模块

41和显示屏43，并同时通过通信模块42将双方同步观测数据汇总至水准尺仪A（或B）的观测

手簿4，双方观测数据经双系统检核高差后再通过通信模块42分别在各自观测手簿4的显示

屏43显示最终的P1、P2两点高差的测量结果。此时可将水准尺仪A（或B）搬至下一个测点，进

行下一组两点的高差测量。

[0020] 实施例2：

[0021] 如图8、9、10所示：基本结构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是：第一连接件7的标尺连接件71

采用滑道73、滑块74，滑道73与水准标尺1固定连接，托架72与滑块74固定连接，高度测定器

3可沿水准标尺1上下移动。第二连接件8的标尺连接件81和手簿夹具82转动连接，观测手簿

4可上下倾斜转动，便于测量员操作。第三连接件9采用G型夹，辅助支架5的横向基架51由内

环状横向基架51-1和外环状横向基架51-2组成，内环状横向基架51-1与标尺连接件9通过

竖向转轴92转动相接，在内环状横向基架51-1上设有微调装置54（调节螺丝），外环状横向

基架51-2与二个可伸缩的支腿52垂直转动相接，在内环状横向基架51-1和外横向基架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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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设有调直微调装置51-3，调直微调装置51-3由二个正交设置的横向螺丝或横向拉杆及

伸缩弹簧组成，在支腿52底部连接有脚轮55，两个脚轮55之间设有连接杆56，脚轮55的设置

是便于测量员轻松拖带水准尺仪进行连续性搬站测量。第四标尺连接件10采用固定板及紧

固螺丝，辅助尺垫6的三个支脚63为可伸缩或可转动的支脚，并增设有中心支脚，便于将硬

质路面测点保留为永久水准点，水准器2采用圆水准器。

[0022] 工作过程同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如下：安置辅助支架5时不再使用脚踏53，

而是将脚轮55固定使水准尺仪与地面稳定接触，然后通过分别伸缩二个正交的支腿52可快

速使对应的管水准器2的气泡大致居中，再通过调节调直微调装置51-3使管水准器2的气泡

快速精确居中。当地面高差较大时可快速移动标尺连接件71的滑块74及托架72，使高度测

定器3处于合适的观测高度。当需要永久保留硬质路面地面点的高度时，可收起辅助尺垫6

的三个外围支脚63，使中心支脚独立安置于地面点。

[0023] 实施例3：

[0024] 如图11、12所示：基本结构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是：水准标尺  1采用二节组合柱形

尺体或塔尺，即由上节尺11、下节尺12通过固定连接件13组合而成，便于测量员携带。标尺

连接件71采用线型固定条及紧固螺栓。观测手簿4设有状态指示灯45或语音提示器（喇叭）

46及遥控器47，便于两水准尺仪A、B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同步施测。水准器2设有气泡位置检

测器21及报警器22，高度测定器3还设有由五棱镜310和反光镜311，并且调焦透镜32、自动

水平视线补偿器33、分光镜34、十字丝分划板35、电子读数器36，电子目镜37沿垂直方向依

次排列组成，更便于水准尺仪的携带和存放。

[0025] 工作过程同实施例1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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