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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及方

法，装置包括三脚架及换能器，还包括滑尺杆及

换能器连接杆，三脚架包括对中杆，第一升降杆

及第二升降杆，第一升降杆的一端与对中杆的一

端可活动的连接，第二升降杆的一端与对中杆的

一端可活动的连接，滑尺杆的一端可活动的与对

中杆的一端连接，换能器连接杆的一端通过第一

连接环与滑尺杆转动连接，换能器连接杆的另一

端通过第二连接环与对中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

换能器设置在换能器连接杆另一端的底部；本发

明通过滑尺杆控制方向，换能器连接杆控制测深

信号入水角度达到测绘水下地形的目的；使水下

地形测量工作从水上移至岸边，有效地解决了水

下地形测量的安全和季节限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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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包括三脚架及换能器(7)，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滑尺杆(4)及

换能器连接杆(3)，所述三脚架包括对中杆(1)，第一升降杆(21)及第二升降杆(22)，所述第

一升降杆(21)的一端与所述对中杆(1)的一端可活动的连接，所述第二升降杆(22)的一端

与所述对中杆(1)的一端可活动的连接，所述滑尺杆(4)的一端可活动的与所述对中杆(1)

的一端连接，所述换能器连接杆(3)的一端通过第一连接环(101)与滑尺杆(4)转动连接，换

能器连接杆(3)的另一端通过第二连接环(102)与对中杆(1)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换能

器(7)设置在换能器连接杆(3)另一端的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升降杆(21)、

第二升降杆(22)及对中杆(1)的另一端底部为锥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水准器

(5)，所述水准器(5)固定设置在所述对中杆(1)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环(101)

和第二连接环(102)均为旋转扣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加长连

接杆(6)，所述加长连接杆(6)设置在所述对中杆(1)另一端，并与所述对中杆(1)螺纹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长连接杆(6)的

底端为锥形。

7.一种水下地形测量方法，应用于如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

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建立坐标系，其中Y为横坐标，X为纵坐标，H为高程；

获取测站点A的坐标(XA，YA，HA)；

获取所述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的夹角θ、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连接

点到换能器(7)的距离d及换能器(7)到测点P的距离S；

根据θ及所述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连接点到测点P的距离S+d计算测站点A至

测点P的水平距离D：

D＝(S+d)×sinθ(100)；

计算测点P在纵坐标的值X：

X＝XA+D×cosα(200)；

D×cosα为XA到测点P在纵坐标上的增量；

计算测点P在横坐标的值Y：

Y＝YA+D×sinα(300)；

D×sinα为YA到测点P在横坐标的增量；

计算测点P的高程H：

H＝HA+f-(S+d)×cosθ(400)；

(S+d)×cosθ为所述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连接点到测点P的高差；

α为滑尺杆(4)的方位角，β为滑尺杆(4)与对中杆(1)的夹角，f为所述换能器连接杆(3)

与对中杆(1)的连接点到对中杆(1)另一端与地面接触处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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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形测量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水下地形测量为了安全的需要，水下地形测量作业时间必须是在枯水季节

进行，目前水下地形测量的常用方法有两种：

[0003] 1.将测深仪固定在船上，并驾驶船只到需要测绘的水域按断面法或散点法进行测

量；

[0004] 2.钢绳断面法：在需要测量的区域每隔一定的距离在河面上架设一条钢绳，然后

在钢绳上每隔一定的距离放下重锤测一个水深。

[0005] 方法1的适用范围是水流相对平缓的区域，方法2的适用范围是河面宽度不大于

100m，且两岸河滩可行人和具备架设钢绳的条件。

[0006] 但是因为高山峡谷区河流湍急，两岸岸坡陡峭，无法满足水下地形测量的常用方

法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所以常常会发生不能及时提交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而使工程设计周期

延长。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及方法，解决了现有水

下地形测量受环境影响无法及时进行测量的问题。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具体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包括三脚架及换能器，还包括滑尺杆及换能器连

接杆，所述三脚架包括对中杆，第一升降杆及第二升降杆，所述第一升降杆的一端与所述对

中杆的一端可活动的连接，所述第二升降杆的一端与所述对中杆的一端可活动的连接，所

述滑尺杆的一端可活动的与所述对中杆的一端连接，所述换能器连接杆的一端通过第一连

接环与滑尺杆转动连接，换能器连接杆的另一端通过第二连接环与对中杆的另一端转动连

接，所述换能器设置在换能器连接杆另一端的底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升降杆、第二升降杆及对中杆的另一端底部为锥形。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装置还包括水准器，所述水准器固定设置在所述对中杆上。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连接环和第二连接环均为旋转扣件。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装置还包括加长连接杆，所述加长连接杆设置在所述对中杆另一

端，并与所述对中杆螺纹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加长连接杆的底端为锥形。

[0015] 具体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建立坐标系，其中Y为横坐标，X为纵坐标，H为高程；

[0017] 获取测站点A的坐标(XA，YA，HA)；

[0018] 获取所述换能器连接杆与对中杆的夹角θ、换能器连接杆与对中杆连接点到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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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距离d及换能器到测点P的距离S；

[0019] 根据θ及所述换能器连接杆与对中杆连接点到测点P的距离S+d计算测站点A至测

点P的水平距离D：

[0020] D＝(S+d)×sinθ；

[0021] 计算测点P在纵坐标的值X：

[0022] X＝XA+D×cosα；

[0023] D×cosα为XA到测点P在纵坐标上的增量；

[0024] 计算测点P在横坐标的值Y：

[0025] Y＝YA+D×sinα；

[0026] D×sinα为YA到测点P在横坐标的增量；

[0027] 计算测点P的高程H：

[0028] H＝HA+f-(S+d)×cosθ；

[0029] (S+d)×cosθ为所述换能器连接杆与对中杆连接点到测点P的高差；

[0030] α为滑尺杆的方位角，β为滑尺杆与对中杆的夹角，f为所述换能器连接杆与对中杆

的连接点到对中杆另一端与地面接触处的距离。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2] 通过三脚架对中整平，滑尺杆控制方向，换能器连接杆控制测深信号入水角度，通

过摆动滑尺杆和调节换能器连接杆在滑尺杆上的位置达到测绘水下地形的目的；使水下地

形测量工作从水上移至岸边，有效地解决了水下地形测量的安全和季节限制的问题，避免

了因测量不及时而影响设计周期的情况发生。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水下地形测量方法流程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的坐标示意图；

[0037] 图5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的测量标识示意图。

[0038] 附图标记说明：1-对中杆，21-第一升降杆，22-第二升降杆，3-换能器连接杆，4-滑

尺杆，5-水准器，6-加长连接杆，7-换能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

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0040] 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

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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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定义和解释。

[0042] 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

要性。

[0043] 如图1所示，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包括三脚架及换能器7，还包括滑尺杆4及换

能器连接杆3，三脚架包括对中杆1，第一升降杆21及第二升降杆22，第一升降杆21的一端与

对中杆1的一端可活动的连接，第二升降杆22的一端与对中杆1的一端可活动的连接，第一

升降杆21及第二升降杆22角度可调，通过角度调节实现对测量装置的调节，滑尺杆4的一端

可活动的与对中杆1的一端连接，换能器连接杆3的一端通过第一连接环101与滑尺杆4转动

连接，换能器连接杆3的另一端通过第二连接环102与对中杆1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本实施例

中，第一连接环101和第二连接环102均为旋转扣件，通过旋转扣件连接，滑尺杆4及换能器

连接杆3之间的相对位置可以灵活调节，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的相对位置也能灵活调

节，同时实现了换能器连接杆3及滑尺杆4的旋转调节，以便于满足对不同测点的检查需求，

滑尺杆4上设置有刻度，最小刻度值为1mm，便于获取滑尺杆4与换能器连接杆3的连接点在

滑尺杆4上的长度值，换能器7设置在换能器连接杆3另一端的底部，用于获取换能器7到测

点的距离。

[0044] 进一步的，第一升降杆21、第二升降杆22及对中杆1的另一端底部为锥形，便于作

业时更好的固定本发明的测量装置。

[0045] 进一步的，测量装置还包括水准器5，水准器5固定设置在对中杆1上，用于辅助调

整本发明的测量装置的水平。

[0046] 如图2所示，测量装置还包括加长连接杆6，当装置包括加长连接杆6时，对中杆1的

底部不为锥形，且对中杆1为中空，内部设置有螺纹，加长连接杆6设置在对中杆1底部，加长

连接杆6的一端设置有螺口，并与对中杆1螺纹连接，加长连接杆可以为一根连接杆或多根

连接杆通过螺纹连接组成，加长连接杆6的底端为锥形，便于更好的固定测量装置。

[0047] 作业时，通过水准器5判断测量装置是否水平，并通过调节第一升降杆21和第二升

降杆22实现对测量装置的调平，通过调节换能器连接杆3在滑尺杆4上的位置及换能器连接

杆3在对中杆1上的位置进行粗调，并通过调节换能器连接杆3的转动角度，使换能器对准测

点。

[0048] 如图3、图4及图5所示，一种水下地形测量方法，应用于一种水下地形测量装置，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9] 建立坐标系，其中Y为横坐标，X为纵坐标，H为高程；

[0050] 获取测站点A的坐标XA，YA，HA，以测量装置在地面的投影中心点为测站点A；

[0051] 获取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的夹角θ、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连接点到换能

器7的距离d及换能器7到测点P的距离S；

[0052] 根据θ及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连接点到测点P的距离S+d计算测站点A至测点P

的水平距离D：

[0053] D＝(S+d)×sin0(100)；

[0054] 计算测点P在纵坐标的值X：

[0055] X＝XA+D×cosα(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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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D×cosα为XA到测点P在纵坐标上的增量；

[0057] 计算测点P在横坐标的值Y：

[0058] Y＝YA+D×sinα(300)；

[0059] D×sinα为YA到测点P在横坐标的增量；

[0060] 计算测点P的高程H：

[0061] H＝HA+f-(S+d)×cosθ(400)；

[0062] (S+d)×cosθ为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连接点到测点P的高差；α为滑尺杆4的方

位角，β为滑尺杆4与对中杆1的夹角，f为换能器连接杆3与对中杆1的连接点到对中杆1另一

端与地面接触处的距离。

[0063]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精度分析方法，具体如下：

[0064] 由上述，根据余弦定理有：

[0065]

[0066]

[0067] 1.β角的精度分析

[0068] 将式(500)全微分得到：

[0069]

[0070] 将式(700)转换为中误差形式得到：

[0071]

[0072] 令β＝45°，ma＝mb＝mc＝0.5mm，a＝2m，b＝c＝1.414m，则mβ＝89″。

[0073] 2.θ角的精度分析

[0074] 将式(600)全微分得到：

[0075]

[0076] 将式(800)转换为中误差形式得到：

[0077]

[0078] 令θ＝45°，ma＝mb＝mc＝0.5mm，a＝2m，b＝c＝1.4142m，则mθ＝89″；

[0079] 令θ＝90°，ma＝mb＝mc＝0.5mm，a＝b＝2m，c＝2.8284m，则mθ＝103″；

[0080] 令θ＝0°，ma＝mb＝mc＝0.5mm，a＝b＝2m，c＝0m，则mθ＝103″；

[0081] 3.水平距离D的精度分析：

[0082] 将式(100)全微分得到：

[0083] dD＝sinθ×d(S+d)+(S+d)×cosθdθ(1000)；

[0084] 将式(1000)转换为中误差形式得到：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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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令S+d＝200m，θ＝90°，ms+d＝0.30m，则mD＝ms+d＝0.30m；

[0087] 令S+d＝200m，θ＝45°，ms+d＝0.30m，则mD＝0.22m。

[0088] 4.坐标X、Y、H的精度分析：

[0089] 同理，分别将式(200)、(300)及(400)转换为中误差形式得到：

[0090]

[0091]

[0092]

[0093] 令S+d＝200m，α＝θ＝45°，mα＝120″，则mx＝mY＝0.17m，mH＝0.22m，测点P的平面点

位中误差为mP＝0.24m。

[0094] 其中，da、db及dc分别为a、b及c的微小增量；ma、mb、mc、mβ、mθ、mS+d、mD、mα、mx、my、mH及

mP分别表示a、b、c、β、θ、S+d、D、α、X、Y、H及测点P平面点位的中误差，mm为单位毫米，m为单位

米。

[0095] 根据NB/T35029-2014《水电工程测量规范》表3.0.5-3规定1∶500比例尺的平地、丘

陵地水下地形图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得大于0.60m，山地、高山地不得大于0.80m；表

3.0.5-4规定的平地、丘陵地水下地形图图幅等高线及注记点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0.50m，

山地、高山地不得大于0.66m；通过本发明的测量装置及方法，能够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前提

下，有效地解决水下地形测量的水上作业安全和作业季节限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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