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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用品领域，尤其是一种建筑

用水平激光发生器，包括壳体、条形的激光器、浮

体、十字连杆、横向转动杆、纵向转动杆、及固定

件，壳体内具有密封的空腔，空腔内装有透明液

体，浮体包裹在激光器外并使激光器水平漂浮于

液面；横向转动杆一端铰接激光器的重心处、另

一侧铰接十字连杆，使横向转动杆可绕十字连杆

横向转动；纵向转动杆的一端铰接十字连杆、另

一端铰接固定件，使纵向转动杆可绕固定件纵向

转动，固定件与壳体的底壁固定连接，激光器所

产生的激光穿过壳体始终水平射出。利用激光的

高度聚集性和较强的传播距离的特点，实现水平

方向发射激光，并使激光器始终漂浮在水面上，

从而保证激光的水平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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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1）、条形的激光器（2）、浮体、十

字连杆（3）、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及固定件（6），壳体（1）内具有密封的空腔，空

腔内装有透明液体，浮体包裹在激光器（2）外并使激光器（2）水平漂浮于液面；横向转动杆

（4）一端铰接激光器（2）的重心处、另一侧铰接十字连杆（3），使横向转动杆（4）可绕十字连

杆（3）横向转动；纵向转动杆（5）的一端铰接十字连杆（3）、另一端铰接固定件（6），使纵向转

动杆（5）可绕固定件（6）纵向转动，固定件（6）与壳体（1）的底壁固定连接，激光器（2）所产生

的激光穿过壳体（1）始终水平射出，在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十字连杆（3）上分别

设置有浮条，浮条用于抵消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十字连杆（3）的重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激光器（2）与浮体通过重心处铰

接的横向转动杆（4）与壳体（1）底部间接相连，其余部位不与壳体（1）直接或间接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在壳体（1）的激光射出侧设置玻

璃层，壳体（1）上与该玻璃层对应的位置设置有通孔，玻璃层覆盖并密封该通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激光器（2）的供电线从激光器（2）

重心线对应的壳体（1）的位置处被引出。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激光器（2）位于液面下的部分占

激光器（2）体积的70-80%，激光器（2）的激光输出口位于液面下。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壳体（1）呈条状，在壳体（1）底部

设置有三个稳定足，在壳体（1）的激光射出侧设置玻璃层，壳体（1）上与该玻璃层对应的位

置设置有通孔，玻璃层覆盖并密封该通孔；壳体（1）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激光强度的控制器，

激光器（2）的供电线从激光器（2）重心线对应的壳体（1）的位置处被引出并与控制器电连

接，激光器（2）位于液面下的部分占激光器（2）体积的70-80%，激光器（2）的激光输出口位于

液面下；在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十字连杆（3）上分别设置有用于抵消其重力的

浮条；透明液体的体积占空腔体积的65-80%，透明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液体由以

下重量份的材料组成：5-8份乳化石蜡浆、16-19份脲醛树脂、5-7份硫代硫酸钠、5-9份聚乙

烯醇、3-6份乙酸、14-20份皮胶、13-18份乳化剂、5-9份丙酸醇、10-15份氢氧化钠、20-25份

聚丙烯酰胺、4-9份顺丁橡胶、3-9份松焦油、12-14份微晶蜡、8-12份硬脂酸、适量去离子水。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其液体的制备方法：

步骤1：在容器中加入50-100ml水，将脲醛树脂、硫代硫酸钠、聚乙烯醇、乙酸、皮胶、乳

化剂、甲醛、及丙酸醇加入容器中搅匀，并加热至50-65℃；

步骤2：将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和聚丙烯酰胺，使液体的稠度为7-10厘泊，并对容器内

的液体降温至10-15℃；

步骤3：依次加入乳化石蜡浆、氢氧化钠、聚丙烯酰胺、顺丁橡胶、松焦油、微晶蜡、及硬

脂酸，并加热至40-45℃，并均匀搅拌5-8min；

步骤4：将容器内的液体冷却至常温，将加入适量水使容器内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平激光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在液面上方具有无氧气体，无氧

由以下重量份的气体组成：70-80份氮气、10-15份氦气、5-7份氦气、3-4份氨气、及1-2份氖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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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用品领域，尤其是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地的建筑过程中，经常需要进行水平的测量，而在水平测量的过程中，往往由

于环境因素或安装因素造成水平测量的误差较大，而且现在水平的校准往往采用重锤，但

是重锤往往在竖直方向占用的空间较大，不利于表面水平的测量，此外，需要较长时间的校

准，受风力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体积较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

用激光的高度聚集性和较强的传播距离的特点，实现水平方向发射激光，使激光器始终漂

浮在水面上，从而保证激光的水平射出，该结构的使用简单，无需校准，此外，其密封性好，

能够防止其他因素对水平校准的影响，降低结构的体积。能够有效提高液态介质中传递激

光的有效性，能够降低液体流动对激光水平度的影响，能够降低液体的流动性，提高激光器

达到水平的速度。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包括壳体、条形的激光器、浮体、十字

连杆、横向转动杆、纵向转动杆、及固定件，壳体内具有密封的空腔，空腔内装有透明液体，

浮体包裹在激光器外并使激光器水平漂浮于液面；横向转动杆一端铰接激光器的重心处、

另一侧铰接十字连杆，使横向转动杆可绕十字连杆横向转动；纵向转动杆的一端铰接十字

连杆、另一端铰接固定件，使纵向转动杆可绕固定件纵向转动，固定件与壳体的底壁固定连

接，激光器所产生的激光穿过壳体始终水平射出。利用激光的高度聚集性和较强的传播距

离的特点，实现水平方向发射激光，此外，利用液体的浮力，使激光器始终漂浮在水面上，从

而保证激光的水平射出，而且，该结构的使用简单，无需校准，此外，其密封性好，能够防止

其他因素对水平校准的影响，降低结构的体积。

[0006] 进一步，激光器与浮体通过重心处铰接的横向转动杆与壳体底部间接相连，其余

部位不与壳体直接或间接相连。该结构的设计能够防止激光器受壳体影响，造成水平测量

不稳定不准确的问题。

[0007] 进一步，在壳体的激光射出侧设置玻璃层，壳体上与该玻璃层对应的位置设置有

通孔，玻璃层覆盖并密封该通孔。该结构的玻璃层能够提高透明性，防止激光被衰减。

[0008] 进一步，激光器的供电线从激光器重心线对应的壳体的位置处被引出。该结构的

设计中，能够使导线充重心处被引出，降低供电线对激光器水平调节的影响。

[0009] 进一步，激光器位于液面下的部分占激光器体积的70-80%，激光器的激光输出口

位于液面下。该结构能够使激光器更靠近液体，降低液体拨动对激光器的影响，利用液体介

质进行激光传播，降低激光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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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在横向转动杆、纵向转动杆、或十字连杆上分别设置有浮条，浮条用于抵

消横向转动杆、纵向转动杆、或十字连杆的重力。该结构通过设置浮条的方式，降低横向转

动杆、纵向转动杆、或十字连杆的自身重力或浮力对机关器的影响。

[0011] 进一步，壳体呈条状，在壳体底部设置有三个稳定足，在壳体的激光射出侧设置玻

璃层，壳体上与该玻璃层对应的位置设置有通孔，玻璃层覆盖并密封该通孔；壳体上设置有

用于控制激光强度的控制器，激光器的供电线从激光器重心线对应的壳体的位置处被引出

并与控制器电连接，激光器位于液面下的部分占激光器体积的70-80%，激光器的激光输出

口位于液面下；在横向转动杆、纵向转动杆、或十字连杆上分别设置有用于抵消其重力的浮

条；透明液体的体积站空腔体积的65-80%，透明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该结构的设计，能够

有效提高液态介质中传递激光的有效性，能够降低液体流动对激光水平度的影响，能够降

低液体的流动性，提高激光器达到水平的速度。

[0012] 进一步，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液体的由以下重量份的材料组成：5-8份乳化石蜡

浆、16-19份脲醛树脂、5-7份硫代硫酸钠、5-9份聚乙烯醇、3-6份乙酸、14-20份皮胶、13-18

份乳化剂、5-9份丙酸醇、10-15份氢氧化钠、20-25份聚丙烯酰胺、4-9份顺丁橡胶、3-9份松

焦油、12-14份微晶蜡、8-12份硬脂酸、适量去离子水。

[0013] 该成分的液体，具有较强的透明性，能够提高液体的粘稠性，降低液体受外力作用

的波动，在降低液体流动性的情况下，提高液体恢复水平的速度，提高激光器自动调节速

度。

[0014] 进一步，其液体的制备方法：

[0015] 步骤1：在容器中加入50-100ml水，将脲醛树脂、硫代硫酸钠、聚乙烯醇、乙酸、皮

胶、乳化剂、及丙酸醇加入容器中搅匀，并加热至50-65℃；

[0016] 步骤2：将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和聚丙烯酰胺，使液体的稠度为7-10厘泊，并对容

器内的液体降温至10-15℃；

[0017] 步骤3：依次加入乳化石蜡浆、氢氧化钠、聚丙烯酰胺、顺丁橡胶、松焦油、微晶蜡、

及硬脂酸，并加热至40-45℃，并均匀搅拌5-8min；

[0018] 步骤4：将容器内的液体冷却至常温，将加入适量水使容器内液体的稠度为3-7厘

泊。

[0019] 方法能够制备粘稠度、流动性、透明度都适合与本装置中激光器对透明度和水平

调节速度的需要。

[0020] 进一步，在液面上方具有无氧气体，无氧由以下重量份的气体组成：70-80份氮气、

10-15份氦气、5-7份氦气、3-4份氨气、及1-2份氖气。

[0021] 该气体更有利于保持液体的化学成分的稳定，防止液体的氧化，提高同时保证气

体的安全无毒性。

[0022]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 .利用激光的高度聚集性和较强的传播距离的特点，实现水平方向发射激光，使

激光器始终漂浮在水面上，从而保证激光的水平射出，该结构的使用简单，无需校准，此外，

其密封性好，能够防止其他因素对水平校准的影响，降低结构的体积。

[0024] 2.能够有效提高液态介质中传递激光的有效性，能够降低液体流动对激光水平度

的影响，能够降低液体的流动性，提高激光器达到水平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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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本发明将通过例子并参照附图的方式说明，其中：

[0026] 图1是水平激光发生器的主视图。

[0027] 附图标记：1-壳体，2-激光器，3-十字连杆，4-横向转动杆，5-纵向转动杆，6-固定

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包括壳体1、条形的激光器

2、浮体、十字连杆3、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及固定件6，壳体1内具有密封的空腔，空腔

内装有透明液体，浮体包裹在激光器2外并使激光器2水平漂浮于液面；横向转动杆4一端铰

接激光器2的重心处、另一侧铰接十字连杆3，使横向转动杆4可绕十字连杆3横向转动；纵向

转动杆5的一端铰接十字连杆3、另一端铰接固定件6，使纵向转动杆5可绕固定件6纵向转

动，固定件6与壳体1的底壁固定连接，激光器2所产生的激光穿过壳体1始终水平射出。利用

激光的高度聚集性和较强的传播距离的特点，实现水平方向发射激光，此外，利用液体的浮

力，使激光器2始终漂浮在水面上，从而保证激光的水平射出，而且，该结构的使用简单，无

需校准，此外，其密封性好，能够防止其他因素对水平校准的影响，降低结构的体积。激光器

2与浮体通过重心处铰接的横向转动杆4与壳体1底部间接相连，其余部位不与壳体1直接或

间接相连。该结构的设计能够防止激光器2受壳体1影响，造成水平测量不稳定不准确的问

题。在壳体1的激光射出侧设置玻璃层，壳体1上与该玻璃层对应的位置设置有通孔，玻璃层

覆盖并密封该通孔。该结构的玻璃层能够提高透明性，防止激光被衰减。激光器2的供电线

从激光器2重心线对应的壳体1的位置处被引出。该结构的设计中，能够使导线充重心处被

引出，降低供电线对激光器2水平调节的影响。激光器2位于液面下的部分占激光器2体积的

70-80%，激光器2的激光输出口位于液面下。该结构能够使激光器2更靠近液体，降低液体拨

动对激光器2的影响，利用液体介质进行激光传播，降低激光的衰减。在横向转动杆4、纵向

转动杆5、或十字连杆3上分别设置有浮条，浮条用于抵消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或十

字连杆3的重力。该结构通过设置浮条的方式，降低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或十字连杆

3的自身重力或浮力对机关器的影响。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用水平激光发生器，包括壳体1、条形的激光器2、浮体、十

字连杆3、横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及固定件6，壳体1内具有密封的空腔，空腔内装有透

明液体，浮体包裹在激光器2外并使激光器2水平漂浮于液面；横向转动杆4一端铰接激光器

2的重心处、另一侧铰接十字连杆3，使横向转动杆4可绕十字连杆3横向转动；纵向转动杆5

的一端铰接十字连杆3、另一端铰接固定件6，使纵向转动杆5可绕固定件6纵向转动，固定件

6与壳体1的底壁固定连接，激光器2所产生的激光穿过壳体1始终水平射出。壳体1呈条状，

在壳体1底部设置有三个稳定足，在壳体1的激光射出侧设置玻璃层，壳体1上与该玻璃层对

应的位置设置有通孔，玻璃层覆盖并密封该通孔；壳体1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激光强度的控制

器，激光器2的供电线从激光器2重心线对应的壳体1的位置处被引出并与控制器电连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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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2位于液面下的部分占激光器2体积的70-80%，激光器2的激光输出口位于液面下；在横

向转动杆4、纵向转动杆5、或十字连杆3上分别设置有用于抵消其重力的浮条；透明液体的

体积站空腔体积的65-80%，透明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该结构的设计，能够有效提高液态

介质中传递激光的有效性，能够降低液体流动对激光水平度的影响，能够降低液体的流动

性，提高激光器2达到水平的速度。

[0032] 实施例3

[0033] 实施例1或实施例2中，空腔中的液体的稠度为3-7厘泊，液体的由以下重量份的材

料组成：5-8份乳化石蜡浆、16-19份脲醛树脂、5-7份硫代硫酸钠、5-9份聚乙烯醇、3-6份乙

酸、14-20份皮胶、13-18份乳化剂、5-9份丙酸醇、10-15份氢氧化钠、20-25份聚丙烯酰胺、4-

9份顺丁橡胶、3-9份松焦油、12-14份微晶蜡、8-12份硬脂酸、适量去离子水。

[0034] 该成分的液体，具有较强的透明性，能够提高液体的粘稠性，降低液体受外力作用

的波动，在降低液体流动性的情况下，提高液体恢复水平的速度，提高激光器2自动调节速

度。

[0035] 实施例4

[0036] 实施例3中的液体的制备方法：

[0037] 步骤1：在容器中加入50-100ml水，将脲醛树脂、硫代硫酸钠、聚乙烯醇、乙酸、皮

胶、乳化剂、及丙酸醇加入容器中搅匀，并加热至50-65℃；

[0038] 步骤2：将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和聚丙烯酰胺，使液体的稠度为7-10厘泊，并对容

器内的液体降温至10-15℃；

[0039] 步骤3：依次加入乳化石蜡浆、氢氧化钠、聚丙烯酰胺、顺丁橡胶、松焦油、微晶蜡、

及硬脂酸，并加热至40-45℃，并均匀搅拌5-8min；

[0040] 步骤4：将容器内的液体冷却至常温，将加入适量水使容器内液体的稠度为3-7厘

泊。

[0041] 方法能够制备粘稠度、流动性、透明度都适合与本装置中激光器2对透明度和水平

调节速度的需要。

[0042] 实施例5

[0043] 基于实施例1-4中的结构，在液面上方具有无氧气体，无氧由以下重量份的气体组

成：70-80份氮气、10-15份氦气、5-7份氦气、3-4份氨气、及1-2份氖气。

[0044] 该气体更有利于保持液体的化学成分的稳定，防止液体的氧化，提高同时保证气

体的安全无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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