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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购买拓普康 HiPer SR GNSS 接收机。 
为了更好地使用 HiPer SR 接收机及其配套的相关软件，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

书，并妥善保存，便于随时查阅。 
    本说明书包含如下几大部分： 
    第一部分：HiPer SR 快速操作入门 

第二部分：HiPer SR GNSS 接收机操作手册 
第三部分：MAGNET Field 软件参考手册 

 
本说明书的第一部分：HiPer SR 快速操作入门，是针对用户不同的实际作业类

型编写的入门级操作步骤，可以满足用户的绝大部分需要。第二部分：HiPer SR GNSS
接收机操作手册，是针对 HiPer SR 接收机的硬件编写的功能性说明，并附有 HiPer SR
接收机的技术指标，供用户参考查阅。第三部分：MAGNET Field 软件参考手册，则

是针对手簿中的 MAGNET Field 软件编写的，详细说明了 MAGNET Field 软件的各

项功能。 
建议用户在阅读本说明书时，将重点放在本说明书的第一部分：HiPer SR 快速

操作入门。一旦在操作中需要了解某项功能的详情时，再去查看第二部分：HiPer SR 
GNSS 接收机操作手册，或者第三部分：MAGNET Field 软件参考手册。 

本说明书基于 HiPer SR 接收机（Firmware v4/acpu v1.5）版本、MAGNET Field 
v1.2 版本编写。也可供其他拓普康 GNSS 接收机用作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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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HiPer SR  

快速操作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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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er SR 静态测量快速操作入门 

1 内业设置静态测量参数（高度角和采样率） 

1.1 打开 PCCDU 软件，设置参数 
用数据电缆线连接好 HiPer SR接收机和计算机，运行 PCCDU软件： 

 

 

点击[连接]， 

 

 

 7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选择“设置/接收机”， 

 

如上图，设置静态测量参数（高度角和采样率）。图中设置的高度角（记录文件

高度角）为 30度，采样率（记录间隔）为 10秒。 

点击[保存]，则该接收机设置完毕。 

2 外内观测 

  HiPer SR仪器对中整平，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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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天线斜高，如下图所示的位置： 

 

接收机开机，开始搜索卫星信号； 

当接收到 5 颗以上卫星信号时，在 2 秒之内快速按电源键 3 次，仪器开始记录

静态观测数据； 

此时，数据记录指示灯闪烁表示正在记录数据（数据记录指示灯闪烁的间隔为

采样率的间隔）； 

当观测结束时，再次在 2 秒之内快速按电源键 3 次，仪器停止记录静态观测数

据，整个外业静态测量过程结束。 

 

3 内业后处理 

内业后处理包括：（1）静态观测原始数据下载；（2）基线解算和网平差。 

关于内业后处理的操作，参见其他的相关技术文档。 

 

（End） 

 9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HiPer SR LongLink RTK 快速操作入门 

1 建立配置集 

1.1 打开 MAGNET Field 软件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10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Ste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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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配置集 
点击名称 My RTK“...”设置配置集。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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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5                          Step6 
 

         
 

            Step7                                Ste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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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9                         Ste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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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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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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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作业文件 

 
 

2.1 新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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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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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基准站 

 
  点击“连接”菜单， 

 
选择“基准站”选项，点击“连接”， 
选择基准站蓝牙 S/N 号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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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连接”， 

         
 
点击“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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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基准站”菜单， 
 

 
 
点击 修改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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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获取控制点坐标， 

 

 

点击“ ”停止测量，点击“ ”修改仪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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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进行基准站设置。 

 

 
点击“关闭”，基准站设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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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流动站 

进入主菜单，进入“连接”菜单， 

          
 
点击“断开连接”， 

 

选择“ ”，进行流动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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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流动站接收机 S/N， 

         
                                                 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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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测量”菜单， 

 
点击“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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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流动站设置。 

点击“ ”修改点名， 

点击“ ”修改目标高度， 

点击“ ”图标保存测量点， 

点击开始观测点坐标。 

点击 ，设置其他观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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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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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er SR CORS RTK 快速操作入门 

1 建立配置集 

1.1 打开 MAGNE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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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进入 MAGNET Field 软件主菜单界面， 

     

点击 新建作业                           点击 保存作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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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立配置集 

      
   点击“配置”新建配置集                     点击“测量” 
 

     

                                   选择“BJCORS”，点击 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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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编辑 
 

      
类型选择“网络 RTK”，改正数选择 
“VRS”, 点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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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手薄”，继续                选择“已存在的网络连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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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址”输入网络 IP 地址，点击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继续 
“名称”输入新名称，地址列表选择 
“IP”。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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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                              点击“ ” 

      

           点击“ ”                            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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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接收机 S/N 号，点击“选择”               点击“连接” 
 

 

      点击“ ”，进入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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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行 RTK 测量 

     
        选择“测量”菜单                选择“点测量”菜单， 
            修改“目标高”，进行点位测量， 

 

点击“ ”图标，保存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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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接收机状态信息 

点击 图标，选择“状态”进行查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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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HiPer SR GNSS 接收机 

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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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HiPer SR 接收机是一款用于测量市场的性能最先进、结构最紧凑的双频 GNSS

接收机。多功能、多用途的 HiPer SR 接收机采用 Topcon 的专有技术（VanguardTM

技术）和业内领先的 Fence AntennaTM天线技术，内置 2GB 大容量内存、长寿命电池、

和 Topcon 革命性 LongLinkTM 无线通讯技术，是专为精密定位领域而设计的一款

GNSS 接收机。 

HiPer SR 可以接收和处理多种卫星信号（包括最新的 GPS：L1 C/A、L1、L2P

（Y）、L2、L2C 码和载波；GLONASS：L1 C/A、L1P、L2 C/A、L2P 码和载波；SBAS：

WASS/EGNOSS/MSAS/QZSS L1 码和载波，以及未来规划中的 Galileo 或北斗卫星系

统信号，在 Galileo 或北斗完全具备商业化运营条件时，接收机可开通对上述卫星系

统的跟踪），提高测量与定位的精度，这一优点在困难的作业环境下表现的特别明显。

其多频率与 GNSS 技术的结合使得接收机可以满足任何测量的高精度要求。其它一

些特性，如多路径抑制技术，使得接收机在有遮挡和信号弱的环境下能够跟踪卫星

信号。HiPer SR 满足了快速、简便数据采集的多功能、高精度、可用性及高集成度

的要求。 

Topcon 革命性 LongLinkTM无线通讯技术特别适用于小区域的（离基准站 800 米

至 1200 米范围）RTK 作业，基准站和流动站直接利用 LongLinkTM无线通讯来建立

数据链，不再需要利用常规的电台或 GPRS/CDMA 等模式来建立数据链。 

HiPer SR 的防尘防水等级高达 IP67，适应任何的恶劣测量环境作业。 

 

 45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图1-1 HiPer SR接收机 

系统组成及附件 

HiPer SR 的系统组成和附件如下（图 2 和图 3），请注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其系统组成和附件可能会略有不同。 

 

图 1-2 HiPer SR 接收机系统组成（标准配置） 

 

图 1-3 HiPer SR 接收机附件 

认识接收机 

HiPer SR 接收机的主要按键和指示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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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HiPer SR 接收机（底部） 

 
图 1-4 LED 显示面板（按键和指示灯） 

 
电源键主要用于接收机的开机和关机、格式化或删除内存、或恢复出厂设置。

按住电源键的秒数时间的长短决定接收机如何动作。具体操作及功能参见表 1-1。 

表1-1 电源键功能 

功能 按键 说明 

开机 >1 秒 
按住电源键，在电源键变亮并闪烁一下后熄灭时，松开电源键，接

收机开机。 

关机 3–10 秒 
按住电源键，在电池电量指示灯变红色、其它指示灯熄灭时，松开

电源键，接收机关机。 
恢复出厂

设置并清

除

10–15 秒 
当接收机开机后，按住电源键,在卫星状态指示灯变红色、其它指示

灯熄灭时，松开电源键，接收机将恢复出厂设置，并清除 NVRAM。

此时电源键变亮并闪烁绿色，当电源键停止闪绿色后该命令执行完

 47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功能 按键 说明 
NVRAM 毕（闪烁绿色一秒一次，约 60 秒）。 

注：该操作不可撤回。 

删除内存

中的全部

文件 
15–20 秒 

当接收机开机后，按住电源键，在数据记录指示灯变红色、其它指

示灯熄灭时，松开电源键，接收机将删除内存中的所有文件。 
注：该操作不可撤回。如果你不能确认是否要删除内存中的所有文

件，请继续按住该键大于 20 秒，则接收机不会执行任何操作，并将

返回到正常操作模式。 
抗卡键保

护功能 
>20 秒 按住电源键大于 20 秒，接收机将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开始数据

记录/结束

数据记录 

在 2 秒之

内快速按

电源键 3
次 

当接收机开机后，在 2 秒之内快速按电源键 3 次，开始数据记录,数
据记录指示灯闪烁表示正在记录数据（数据记录指示灯闪烁的间隔

为采样率的间隔）； 
再次在 2 秒之内快速按电源键 3 次，结束数据记录，数据记录指示

灯停止闪烁。 

卫星状态指示灯显示接收机跟踪卫星的状态信息。 

1. 绿色闪—绿色闪一次表示接收到了一颗 GPS卫星，绿色连续闪的总次数即为

接收机跟踪到的 GPS卫星的总颗数。 

2. 黄色闪—黄色闪一次表示接收到了一颗 GLONASS卫星，黄色连续闪的总次数

即为接收机跟踪到的 GLONASS卫星的总颗数。 

3. 红色闪—表示当前接收机没有定位。 

 

数据记录指示灯显示接收机内存和记录相关的状态信息。 

4. 闪烁 – 闪绿色表示正在记录数据，剩余内存容量>50%； 

5.      闪黄色表示正在记录数据，剩余内存容量 10% - 50%； 

闪红色表示正在记录数据，剩余内存容量<10%； 

6. 常亮 -  常亮绿色表示未记录数据，剩余内存容量>50%； 

常亮黄色表示未记录数据，剩余内存容量 10% - 50%； 

常亮红色表示未记录数据，剩余内存容量<10%； 

7. 绿灯常亮黄灯闪—正在格式化内存（约 20分钟）。 

8. 熄灭—未检测到内存卡。 

蓝牙状态指示灯显示内置蓝牙模块的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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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蓝色闪—蓝牙已打开，等待连接。 

10. 蓝色常亮—已建立单个蓝牙连接。 

11. 蓝色常亮和蓝色闪—LongLINK连接已建立，对每个连接每隔 5秒闪烁一

次，闪烁的次数表示建立的 LongLINK连接数。 

12. 熄灭—蓝牙已关闭。 

电池电量指示灯显示电池电量的状态信息。 

（1）接收机使用内置电池：  

13. 绿色常亮—表示电池电量>50%。 

14. 黄色常亮—表示电池电量 15% - 50%。 

15. 红色常亮—表示电池电量<15%。 

（2）接收机使用外接电源：  

16. 绿色常亮—表示正在使用外接电源，内置电池电量已充满。 

17. 绿色闪—表示接收机正在充电，内置电池电量>50%。 

18. 黄色闪—表示接收机正在充电，内置电池电量 15% - 50%。 

红色闪—表示接收机正在充电，内置电池电量<15%。 

（3）接收机关机： 

19. 绿色常亮—表示正在使用外接电源，内置电池电量已充满。 

20. 绿色闪—表示接收机正在充电。 

 

电源供电 

HiPer SR可以使用内置电池或者外接电源进行供电。当采用外接电源供电时，

外接电源将会同时对内置电池进行充电，一旦外接电源断电，仪器会自动切换到内

置电池供电，不会影响到仪器作业。HiPer SR优先使用外接电源进行供电。 

HiPer SR内置电池在出厂时只有虚电（部分充电），请在使用前先充满电。 

内置电池充电 

电池电量不足时，电池电量指示灯将会依据电量的多少由绿色变为黄色，最后

变为红色。此时需要对内置电池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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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内置电池彻底没电时，HiPer SR将会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前，仪器将会

自动保存观测的数据文件。 

 内置电池充电操作 

1． 连接电源适配器和HiPer SR仪器； 

2． 插上外接电源，仪器开始给内置电池充电，此时电池电量指示灯闪烁，表示正

在充电。 

注：充满电大约需要5小时，仪器有充满电后的自动保护设计，不会造成充电过

度。 

 内置电池工作时间 

在内置电池充满电的状态下，其大约的工作时间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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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内置电池工作时间 

测量模式 说明 工作时间（小时） 
LongLINK RTK 基准

站 
基准站发送 RTCM3 差分数据到流动站 

18 

LongLINK RTK 流动

站/网络 RTK 流动站 
接收 LongLINK RTK 基准站发送的 RTCM3
差分数据 /接收网络 RTK 台站网发送的

RTCM3 差分数据 
18 

静态测量 采用 1Hz 记录 GNSS 原始观测数据 20 

注：内置电池工作时间的长短受多种因素影响，上表是在环境温度为20℃时的大概

工作时间。由于外界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实际的工作时间可能会略有不同。 

TRU 软件的操作 

TRU（Topcon Receiver Utility）软件是Topcon GNSS接收机的一个工具软件。

HiPer SR仪器使用TRU软件可以完成如下功能操作： 

21. 查看接收机的信息； 

22. 升级接收机的固件（Firmware）； 

23. 查看/升级接收机的OAF选项（接收机授权选项）； 

24. 设置静态测量的参数，如：高度角、采样率等； 

25. 下载接收机内存中记录的观测数据文件； 

26. 清除NVRAM、重置接收机等。 

关于TRU软件的具体操作，请参见“TRU软件操作手册”。 

PCCDU 软件的操作 

PCCDU软件是Topcon GNSS接收机早期的一个工具软件。只要用于设置Topcon 

GNSS接收机的有关参数，其功能和TRU软件基本相同。HiPer SR仪器使用PCCDU软件

也可以完成如下功能操作： 

1. 查看接收机的信息； 

2. 升级接收机的固件（Fir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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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升级接收机的OAF选项（接收机授权选项）； 

4. 设置静态测量的参数，如：高度角、采样率等； 

5. 下载接收机内存中记录的观测数据文件； 

6. 清除NVRAM、重置接收机等。 

关于PCCDU软件的具体操作，请参见“PCCDU软件操作手册”。 

静态测量 

HiPer SR用于静态测量的操作，参见本说明书的快速操作入门部分“静态测量

的操作”。 

 

图 1-5 静态测量 
LongLINK RTK 测量 

HiPer SR LongLINK RTK测量的操作，参见本说明书的快速操作入门部分

“LongLINK RTK测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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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LongLINK RTK 基准站 

 
图 1-7 LongLINK RTK 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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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RTK 测量 
HiPer SR 网络 RTK 测量的操作，参见本说明书的快速操作入门部分“网络 RTK

测量的操作”。 
 

技术指标 
HiPer SR 是一款具有 VanguardTM技术、Fence AntennaTM技术、LongLINK 无线

通讯技术的 226 超级通用通道的 GNSS 接收机。其具体的技术指标见下表。 
 

常规性能 

表A-1列出了接收机的常规性能指标。 

表A-1  接收机常规性能指标 

物理参数 

封装 镁合金外壳 

颜色 拓普康黄色和拓普康灰色 

尺寸（mm） 150（长） x 150（宽）x 64（高） 

重量（克） 850（含电池） 

天线 内置，Topcon Fence AntennaTM技术 

面板和指示灯 MINTER（4 个 LED 指示灯+1 个电源键） 

串口/外接电源口 Hirose H205 系列（6 芯） 

USB 口 USB Mini B 2.0（客户端） 

外接天线接口 无 

蓝牙天线 内置，高灵敏性 

跟踪参数 

通道 226 超级通用通道，VanguardTM技术 

跟踪信号 GPS：L1 C/A、L1、L2P（Y）、L2、L2C 码和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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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NASS：L1 C/A、L1P、L2 C/A、L2P 码和载波 
Galileo 卫星信号 
北斗卫星信号 
（注：HiPer SR 已具备充裕的通道数跟踪现有及未来规划中卫星系统的信

号，在 Galileo 或北斗完全具备商业化运营条件时，接收机可开通对上述卫

星系统的跟踪。） 

SBAS WASS/EGNOSS/MSAS/QZSS L1 码和载波 

多路径抑制 具备，码和载波 

PLL/DLL 设置 可调节带宽和次序 

间隔平滑 可调节，码和载波 

数据输出 

RTK 改正数 TPS，RTCM SC104 版本 2.x、3.x，CMR/CMR+ 

ASCII 输出 NMEA 0183 版本 2.x 和 3.x 

RTK位置数据输出

速率 
标配 10Hz，可升级至 100Hz 

测量数据输出速率 标配 10Hz，可升级至 100Hz 

内存 

可移动存储介质 不可移动 

内存容量 内置 4GB 工业级存储卡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40℃~+65 

存储温度 -40℃~+70℃ 

湿度 100%防冷凝 

防尘防水等级 IP67，可承受 1 米水下浸泡 

抗震等级 MIL-STD 202G, Method 214A, Test Curve A, 5.35g RMS 标准 

 55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SAE J1211:1978 Section 4.7 4g Peak 标准 
IEC 60068-2-27 edition 4, Table A.2 25g,6ms 标准 

抗摔 可承受 2 米自由落体至硬地面 

技术 

 

Topcon VanguardTM技术 
Fence AntennaTM技术 
Topcon 高级多路径抑制技术（AMR） 
自主监测技术（RAIM） 
Topcon 自动文件循环处理技术（AFRM） 
超级通用跟踪通道技术 

电源 

内置电池 5000mAh/7.4VDC  

电池充电时间 <5 小时 

电池充电方式 
接电源适配器充电（交流电）； 
接外接电源（12V 以上）充电（直流电） 

工作时间 
静态工作时间：20 小时 
RTK 工作时间：18 小时 
（注：由于外界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实际的工作时间可能会略有不同。） 

外接电源 1 个外接电源接口 

输入电压 6.5 至 30V DC 

功耗 2.0W（20℃，LongLINK RTK 流动站，内置电池） 

电源适配器 
输入：100~240VAC,50~60 Hz,0.8A 
输出：+12VDC/2.5A 

通讯 

串口 1 个，Hirose H205 系列（6 芯），RS232 RX/TX 

USB 1 个，USB Mini B 2.0（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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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LINKTM 无线

通讯 
LongLINKTM无遮挡条件下传输距离为 800 米~1200 米，支持 3 个并发连

接 

蓝牙 V2.1+EDR，蓝牙传输距离>280m 

手机通讯 具备，通过蓝牙连接 

测量精度 

静态/快速静态（后

处理） 

L1      H：3mm + 0.8ppm xD； 
        V：4mm + 1ppm xD 
L1+L2   H：3mm + 0.5ppm xD； 
        V：5mm + 0.5ppm xD 

Kinematic/RTK 
L1+ L2  H：10mm + 1ppm xD； 
        V：15mm + 1ppm xD 

DGPS 
H：0.4m 
V：0.6m 

SBAS 
H：1.0m 
V：1.5m 

冷启动 
热启动 
失锁后重捕 

< 40 秒 
< 20 秒 
< 1 秒 

RTK 初始化时间 <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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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MAGNET Field 软件 

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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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明 

1 特殊按键 

[ENT]—回车键最常用，它常用于”观测”, 或当出现一个警告或者提示后，回车

键用于进一步的操作。 
[ESC]键主要具有退出功能。你可以用它退出页面而不保存输入数据、退出菜单

返回到高一级菜单，或者中止操作。 
 
在“放样”下，它们具有以下功能： 
用[ENT]键，保存已测的放样点，进入到放样点页面。 
用[ESC]键，不保存已测的放样点，进入到放样点(Job Point)页面，或者在不保

存的情况下退出任何页面。 

2 菜单选择 

主菜单位于页面的最顶端一行，子菜单采用下拉式菜单。选择菜单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键盘选择，一种是通过触摸屏选择。 
 

2.1 通过键盘 
当下一级菜单出现时，◄►▲▼才能使用，按下[ALT]键后，作业菜单就会显示

出来。(见图 1-1) 

 
图 1-1 程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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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键，使光标在页面顶端的主菜单选项上移动，使用▲和▼键，使光标

在子菜单上移动。按[ENT]键来选择子菜单选项。 
子菜单选择项若含有子选项，子选项会显示在侧面，按下回车键之后，子选项

将显示出来。同样用▲和▼键，光标上下移动，用[ENT]键来选择其中的某一项。使

用[ESC]将返回到主菜单。 
 

2.2 通过触摸屏 
使用指定的笔来敲击键盘，这种笔装在键盘的右侧。 
敲击一次，选择项就会运行。 
（1） 采用全触摸屏界面， 
（2） 有些页面会显示出功能键，按下相应的按键即进入附加屏幕。 
（3） 点击需要人工输入的位置会出现软键盘 
（4） 要输入大写英文及字符在屏幕软键盘出现后点击[shift]键，可以进行切换 

     
图 1-2. 触摸屏软键盘界面 

3 特殊显示 

在“设置基准站”和“测量”、“放样”等时，页面右上角会出现这些图标， 

  这两个图标是关于接收机及手簿剩余电量和剩余内存状况的一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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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果剩余内存低于内存的 25%，剩余内存的提示图标会变红。 

这个图标是关于 GPS 卫星情况，数字是已锁定的卫星数量 

是现阶段测量状态。 

 
图 1-3. 显示状态 

4 主要特点 

机载 MATNEG Field 的主要特点如下： 
 

4.1 多作业文件工作模式 
MAINET Field 在系统中可以建立多个作业，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作业名以存贮

数据，或者打开一个已存在的作业用于存贮数据。当前被选择作业用以存贮观测数

据，你也可以删除作业文件。（程序主界面中会随选择的配置集进行变化） 
 

4.2 从文件中导入道路设计数据 
定线放样中的水平定线数据和竖向曲线模版数据，数据格式可以采用 SSS、TDS、

LandXML 等多种常用的数据格式从文件里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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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导出数据到计算机 
原始数据、坐标数据可以直接通过数据线拷贝到计算机。数据格式可采用 FC-4、

FC-5,GTS-6、FC-6/GTS-7、GT、SHP、Cut sheet、PTL sheet、Land XML、CR5、TDS
等多种常用的格式。 

 
4.4 导出为 DXF 文件 

记录数据里的点能够以 DXF 格式输出，图层由点编码来定义。 
 

4.5 点坐标 
坐标是实时产生的。存储的坐标可供设置基站、点放样调用，并且可以用于后

视方位角计算。 
 

4.6 道路放样 
根据道路中线的里程桩号和偏距可进行道路放样。一个完全的道路设计包括水

平定线、垂直定线和横断面三部分设计。 
 

4.7 编辑数据 
原始数据、点坐标、控制点坐标和属性能够在 MAGNET Field 软件界面上编辑。 
注意：即使改变了原始数据，坐标数据和其他数据也都不会立刻改变。 
 

4.8 钢尺联测 
钢尺联测是用 GPS 和钢尺进行联合作业。这个程序在快速测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特别有用。 
 

4.9 反算 
计算两个已知点之间的距离和方位角。值得注意的是在设置里面所定义的比例

因子在这儿将会用到。 
 

4.10 交点 
已知到两个已知点的方位角和距离，来计算交点的坐标。 
 

4.11 点到线的反算 
计算相对于参考线沿纵向到起点的距离和沿横向到参考线的垂直距离。 
 

4.12 方向上的点 
通过旋转角度或方位角来进行坐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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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转角 
通过方位角、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来进行坐标计算（坐标转换）。 
 

4.14 偏距 
通过方位角、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来进行坐标计算（坐标转换）。 
 

4.15 面积 
计算某个点列表中一系列点所组成的多边形的面积。 
 

4.16 表面 
可以在两个 DTM 之间的、新 DTM 的以及沿着等高线进行坐标计算，放样。 
 

4.17 曲线 
曲线反算是利用四种指定参数最少的组合计算确定曲线的各种参数，有圆曲线、

三点计算曲线、交点和切线、半径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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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入门 

按下 HiPer SR GNSS 手簿电源按钮开机，在一段启动程序之后，将显示手簿基

本界面。 

   

点击开始按钮后选择 后，会进入 MAGNET Field 程序加载界

面， 

 
如上图所示的闪屏会持续大约 10 秒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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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显示使用蓝牙连接接收机的界面。 

       

此处可进行连接或点击 返回主界面。 

 
点击主界面中【作业】按键进入作业界面，可进行新建、打开、删除及查看信

息、另存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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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新的作业，点击【作业】，然后选择【新建作业】。进入新建作业界面 
 
输 入 新 的 作 业 名 称 ， 以 下 字 符 可 以 作 为 作 业 的 名 称 的 一 部

分：!@#$%^&()_+-={}[];’,.。但是以下的字符就不能作为作业名称的一部分：\/:*?<>|。 
输入生成时期、注释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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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继续】按键，进行接收机配置集选项 

 
选择好配置集后继续点击【继续】进入坐标系统配置界面。 

 
坐标系统配置好后点击【继续】，进入单位设置界面。在此页面进行测量单位的

设置。（在此界面可进行测量精度显示控制，及距离小数点后尾数，角度精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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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配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入显示配置界面。 

 
显示配置界面后，点击【继续】，进入报警设置界面。 

此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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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出 

 有两种方法可以退出此程序。 

（1） 点击 来关闭程序。 

（2） 界面为主菜单的时候关闭电源，这样下次启动时就会直接进入主

  菜单界面，可以跳过闪屏窗口，节省时间。 
 

2 注意 

（1） 硬重启之后，定向数据会消失，软启动时，定向数据不会丢失， 
（2） 数据会记录到“\ROMDisk\PROGRAM\MAGNET Field\Jobs”的

目录下。 
（3） 保存了数据的作业文件的扩展名及格式可有用户自定义。 
（4） 不要直接删除、重命名、移动或者修改数据文件。 
（5） 不要删除、重命名、移动MAGNET Field文件夹里面的*.exe和

*.dl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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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 

 
MAGNET Field 程序中【作业】界面中包括以下选项： 

 

 

◆ 新建作业 

◆ 打开作业 

◆ 删除作业 

◆ 作业信息 

◆ 作业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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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作业 

要新建一个作业，在程序主界面选【作业】—【新建作业】。 
 

1.1 新建作业页面 
新建作业界面可用来新建一个作业。 

 
 
输入名称、生成日期、注释信息后，按【生成】则保存所有的设置。 
◆ 名称：新作业的名称。 
◆ 生成日期：生成文件 
◆ 注释：关于该作业的附加信息，例如测量的条件等。 
◆ 当前日期：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 
◆ 【浏览】：可以改变作业目录。 
◆ 【继续】：保存设置，进入文件配置界面，此处配置参见第 4 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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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文件 

打开一个作业，在程序主菜单选【作业】—【打开作业】。 
 

2.1 打开作业界面 
打开作业界面可以用来选择一个作业。 

 
 
在作业列表栏中包括原有的作业。当选中一个作业后，生成日期和修改日期栏

将显示该作业生成的时间和最后一次修改的修改的时间。 
◆ 【浏览】：查找某个作业。 

选择所需的文件后双击文件名或按[NET]键，后将所选文件置为当前使用文件，

随后自动返回程序主菜单。 

按【浏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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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个作业文件，按 ，即将所选文件置为当前使用文件，随后自动返回程

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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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作业 

要删除一个作业，在程序主界面选【作业】—【删除作业】。 
 

3.1 删除作业界面 

 
 
一旦从作业列表中删除了某作业，包含该作业的文件将从磁盘上被删除。 
缺省情况下，作业文件存储在 MAGNET Field 安装目录下的\Job 文件夹中。 
◆浏览：如果作业不在当前列表中，可以浏览选择不同的目录。 

◆ ：删除当前选中的作业。 

◆关闭：取消删除作业操作，关闭当前窗口。 

在删除之前程序会有提示，请再次确认。确认后返回【作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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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信息 

要查看当前作业的信息，在程序主界面选【作业】—【作业信息】，即可显示当

前文件的信息 

 
◆ 此界面中数据不可修改，修改可在程序的主界面中【配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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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业另存为 

 
◆在名称处填写当前文件另存后的的名称。 

◆ ：确认另存后返回作业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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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置 

 
MAGNET Field 程序中【配置】界面中包含以下选项 

 
 测量 
 坐标系统 
 全局 
 备份 
 单位 
 显示 
 报警 
 编码 
 放样报表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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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设置测量参数，可在程序主菜单中选【配置】—【测量】 

 
图 4-1 

【配置】—【测量】页面所包含的配置集将会在整个测量流程中用到。（GPS 配

置集是 GPS 测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GPS+  Configuration(GPS 配置)点击上图所示按钮。进入配置集设置。 

 
图 4-2 

选择所需的配置集点击【编辑】进行编辑或点击【增加】进行自定义配置集。 

点 击

进入配置

集设置。 

78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此处选择接收机为 HiPer SR 为例常用三种配置集进行示范。Longlink RTK 设

置、网络 RTK 设置、静态 GPS 设置。 
 

1.1 Longlink RTK 设置。 

在图 4-1 中选择“My RTK” 点击“ ”图标进入图 4-2，在图 4-2 界面选择

My RTK 后点击【编辑】。 

 
图 4-1-1 

点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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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此处进行默认设置即可，直接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你可以根据你所

用接收机的型号进行选择，只兼容拓普康及索佳接收机） 

 
图 4-1-3 

此处进行基准站接收机基础设置 ，设置完毕后点击【继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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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设置选择可为“蓝牙”、“串口电缆”。 
 接收机型号，兼容你选择的索佳或拓普康所有系列产品，（现在默认设

置为 HiPer SR） 
 序列号为接收机序号 
 高度角：此处设置接收机接收信号高度角。（此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设置） 
 RTK 格式：此处为默认设置，根据接收机型号进行调整，HiPer SR 的

默认设置为 RTCM3.X,并不可修改。 
 天线：此处与接收机型号保持一致，并不可修改，选择接受型号后自

动发生变化。 
 目标高： 为基准站的仪器高。量取方式为斜高、垂高。 
 外围设备： 
 【继续】：继续进行设置。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放弃当前修改并返回主界面。 
 

 
图 4-1-4 

 
基准站电台选择“Longlink”，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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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此处进行流动站接收机基础设置 ，设置完毕后点击【继续】进行设置。 
 连接设置选择可为“蓝牙”、“串口电缆”。 
 接收机型号，兼容你选择的索佳或拓普康所有系列产品，（现在默认设

置为 HiPer SR） 
 序列号为接收机序号 
 高度角：此处设置接收机接收信号高度角。（此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设置） 
 RTK 格式：此处为默认设置，根据接收机型号进行调整，HiPer SR 的

默认设置为 RTCM3.X,并不可修改。 
 天线：此处与接收机型号保持一致，并不可修改，选择接受型号后自

动发生变化。 
 目标高： 为基准站的仪器高。量取方式为斜高、垂高。 
 外围设备： 
 【继续】：继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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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流动站电台选择“Longlink”，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图 4-1-7 

此处进行点测量设置，设定点测量中观测次数，精度指标，最好选择默认设置，

也可根据观测需要进行修。 

此处设

置观测次数 

此 处 设

置观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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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e：精确测量选项。 
◆ Quick：快速测量选项。 

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连续测量设置操作。 

 
图 4-1-8 

连续测量可进行设置 2 次测量间隔方法：水平距离、斜距、时间。并进行设置

间隔长短。 
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入放样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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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放样设置界面，进行放样设置，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设置。 
◆ Horz.distance tolerance: 公差设置。 
◆ Screen Orientation:屏幕显示方向。 
◆ Display Reference: 屏幕参考信息。 

 
图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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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进行点放样设置，设定点放样测量中观测次数，精度指标，最好选择默认

设置，也可根据观测需要进行修改。 
◆ Precise：精确测量选项。 
◆ Quick：快速测量选项。 
◆ 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连续测量设置操作。 
 

 
图 4-1-11 

此界面设置放样点存储信息，采用默认设置即可。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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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2 

此处进行高级设置， 可根据实际使用需要进行设置， 如无特殊要求，请保持

默认设置。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图 4-1-13 

此处设置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如无特殊要求， 请保持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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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配置集选择界面（图 4-2）。 

◆ ：放弃当前修改并返回配置集选择界面（图 4-2）。 
 

1.2 网络 RTK 设置。 

在图 4-1 中选择“My Network RTK” 点击“ ”图标进入图 4-2，在图 4-2

界面选择 My Network RTK 后点击【编辑】。 

 
图 4-2-1 

选择默认设置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注意改正数为“VRS”、类型

为“网络 R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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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此界面进行接收机制造商的选择，此处选择请参照您的接受机品牌进行选择， 
选择结束后点击【继续】进入下一步操作。 

 
图 4-2-3 

此处进行流动站接收机基础设置 ，设置完毕后点击【继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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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设置选择可为“蓝牙”、“串口电缆”。 
 接收机型号，兼容你选择的索佳或拓普康所有系列产品，（现在默认设

置为 HiPer SR） 
 序列号为接收机序号 
 高度角：此处设置接收机接收信号高度角。（此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设置） 
 RTK 格式：此处为默认设置，根据接收机型号进行调整，HiPer SR 的

默认设置为 RTCM3.X,并不可修改。 
 天线：此处与接收机型号保持一致，并不可修改，选择接受型号后自

动发生变化。 
 目标高： 为基准站的仪器高。量取方式为斜高、垂高。 
 外围设备： 
 【继续】：继续进行设置。 

 
图 4-2-4 

调制解调器连接设置，由于 HiPer SR 接收机没有内置调制解调器，所以调制解

调器连接选择“手簿”。 选择结束后点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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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网络类型，可直接选择“已存在的网络连接”，设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入下

一步操作。 

 
图 4-2-6 

互联网信息：地址栏填写您网络 RTK 服务器的 IP 地址，名称可自定义，输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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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点击【新建】将您输入的 IP 地址更新到地址列表中， 您可以通过选择地址列

表中存在的 IP 地址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图 4-2-7 

登陆信息：在此处填写您网络 RTK 登陆服务器的账号及密码(账号及密码由网络

RTK 服务商提供)。输入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此后个界面操作可参见 Longlink RTK 设置的操作步骤及选项。 
 

1.3 静态 GPS 设置。 

在图 4-1 中选择“My PP Static” 点击“ ”图标进入图 4-2，在图 4-2 界面

选择 My PP Static 后点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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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选择默认设置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类型为“后处理静态测量”） 

 
图 4-3-2 

此界面进行接收机制造商的选择，此处选择请参照您的接受机品牌进行选择， 
选择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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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此处进行静态接收机基础设置 ，设置完毕后点击【继续】进行设置。 
 连接设置选择可为“蓝牙”、“串口电缆”。 
 接收机型号，兼容你选择的索佳或拓普康所有系列产品，（现在默认设

置为 HiPer SR） 
 序列号为接收机序号 
 高度角：此处设置接收机接收信号高度角。（此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设置） 
 天线：此处与接收机型号保持一致，并不可修改，选择接受型号后自

动发生变化。 
 目标高： 为基准站的仪器高。量取方式为斜高、垂高。 
 【继续】：继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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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 

此处进行原始数据记录设置 ，设置完毕后点击【继续】进行设置。 
 文件名：可选择缺省值、自定义。（选择缺省值后系统会自动按照时间

对原始数据名称进行命名，选择自定义后需要人工对文件名进行命名，

建议选择缺省值） 
 记录到：可选接收机及手簿，这里设置原始数据存放位置，建立选择

接收机） 
 采样率：采样率关系到数据文件的大小，您可以根据观测的时间及相

应的测量规范进行设置。 
 最少卫星数：最少卫星数是参与计算的最少卫星数量，此处默认为“0”，

可根据相应的测量规范进行设置。 
 【继续】：继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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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此处设置观测初始化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建议保持默认设置。设

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图 4-3-6 

此处设置观测初始化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建议保持默认设置。设

置结束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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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设置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如无特殊要求， 请保持默认设置。 

◆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配置集选择界面（图 4-2）。 

◆ ：放弃当前修改并返回配置集选择界面（图 4-2）。 
 

2 坐标系统 

 
 

 选择作业中使用的“投影”。MAGNET Field 有许多预定义的投影和投

影表格，它们在 MAGNET Field 安装期间进行选择。也可以需要进行

选择 
 根据需要使用“平面/地面”转换为地面坐标。 
 根据需要指定基准面。MAGNET Field 有许多编目基准面。（此处默认

为 WGS84） 
 根据需要选择“大地水准面”生成高程。MAGNET Field 包含许多大地

水准面文件，它们在 MAGNET Field 安装期间进行选择。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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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局 

 
 本页面是一些基本设置，建议不做调整。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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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备份 

更改文件目录保存作业备份。 

 
 目标文件夹：中【自定义】选项选择后，【浏览】按钮激活可选择你指

定的文件夹或新建文件夹。 
 频率： 每次自动保存间隔。 
 历史深度：保存的文件数量。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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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位 

可以为 MAGNET Field 对话框总显示的各种数值设置不同单位和精度： 

5.1 距离设置 

 
 
单位中有 4 个页面上图为第一个页面，为设置距离的页面 
 

 距离：设置距离的单位，包括米、英尺、美国英尺、英尺与英寸、美

国英尺和英寸、英链、美国链。可根据需要设置。 
 距离精度：设置小数点后保留位数，包括有保留到零位(0)、保留小数

点后一位（0.1）保留小数点后二位（0.12）、保留小数点后三位（0.123）、
保留小数点后四位（0.1234）。可根据需要设置。 

 面积单位：设置面积的单位，包括平方米、平方英尺、美国平方英尺。

可根据需要设置 
 体积单位：设置体积的单位，包括立方米、立方英尺、美国立方英尺、

立方英码、美国立方英码。可根据需要设置。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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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的单位是美国英尺，则可以通过在输入数值后加“m”或“if”的方式输入以米或国

际英尺为单位的线形数值。如果选择的单位是米，则可以通过在输入数值后加“f”或“if”
的方式输入以美国英尺或国际英尺为单位的数值。如果选择的单位是国际英尺，可以通

过在输入数值后加“m”或“f”的方式输入以米或美国英尺为单位的线形值。附加符号“m”、
“f”、或“if”不分大小写。换而言之，也可以输入“M”、“F”或“IF”。 

 

5.2 角度设置 

 
 
此页面为设置角度页面 
 

 角度单位：设置角度值得单位，度分秒（一整圈包含 360 度）或哥恩

（整圈包含 400 哥恩） 
 角度精度：设置角度计算时角度值得小数位。 
 COGO 角度单位：表示 COGO 任务的角度数值。除了【角度单位】中

的设置以外，还可以是弧度；或者是密度。 
 COGO 角度精度：表示 COGO 计算任务中角度值的小数位 

◆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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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坐标设置 

 
 
此界面为设置坐标的小数点后保留位数的设置 
 

 北坐标/东坐标精度：设置坐标点小数点后保留位数，格式同距离设置

中的【距离精度】，从零位到小数点后 4 位。可根据需要设置。 
 纬度/经度精度：设置经纬度小数点后保留位数，格式同距离设置中的

【距离精度】，从零位到小数点后 6 位。可根据需要设置。 
 北坐标/东坐标精度：设置坐标点小数点后保留位数，格式同距离设置

中的【距离精度】，从零位到小数点后 4 位。可根据需要设置。 
 高程精度：设置高程点小数点后保留位数，格式同距离设置中的【距

离精度】，从零位到小数点后 4 位。可根据需要设置。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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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 
 

 
此页面为设置温度/气压低单位。 

 温度:温度单位,用于测量距离时的距离计算,可为摄氏（℃）或华氏（℉）。 
 气压：气压单位，用于测量距离时的距离计算,可为百帕、毫巴、汞柱、

毫米汞柱。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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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示 

 
 

 此界面设置各种显示的数据。 
 坐标类型：显示的坐标类型，包括：地面、WGS84(纬度/经度/椭球高）、

WGS84(X/Y/Z)。可根据需要选择。 
 坐标顺序：坐标(N(北/X)/E(东/Y)的顺序和高程的类型,包括："北、东、

高程联测"，"东，北，高程联测"。可根据需要选择。 
 方位角起始：方位角的参考方向，包括：北、南、东、西。可根据需

要选择。 
 显示方向为：选择是显示象限角还是显示方位角。 
 显示中线位置为：选择是显示桩号还是显示里程。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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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警 

警报设置窗口用来设定全站仪、低内存声音报警。 
通过放置 “√”符号选中期望的报警条件。 

  

  

    105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主页面。 

8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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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为编码配置全局设置 
 Quick Codes:快速编码设置，点击“[empty]”后在其对应的下拉选项中

选择。 
 缺省值新类型：为新编码设置缺省类型。如果设置为“提示”，则会在

保存点观测值时提示用户定义新编码。 
 

 在“编码文件”中使用“浏览”按钮选择随同该项作业内的编码使用

的全局编码文件。 
 全局设置“编码和说明“切换显示编码说明。 
 选择“允许用户自定义”允许您自定义控制编码，并可以在“测量”

对话框中将其设置为“永久”。 
 在“prompts”选项卡内，被选择适当复选框可以在全站仪测量、COGO

和放样对话框中设置编码时得到提示。 

9 Enterprise 

 
此处是云功能， 现在在国内无法使用，暂时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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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换 

 
 

 
 
此界面功能为数据的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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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作业 

 

 

在交换界面选择 “到文件”是将当前作业中的数据导出到其他作业。 

 
 使该作业在作业列表中高亮显示。作业列表包含所有通过该软件创建/

打开的当前存在作业的“作业名称”。 
 选取该列表中的一项作业时，“生成日期：”和“修改日期：”字段体现

该项作业的创建时间和最后修改时间。 

  表示被选择作业的路径。缺省状态下，作业文件保存在

PROGRAM\MAGNET Field\Jobs 文件夹内。 
 如果列表内没有需要的作业名称，点击“浏览”。将打开“浏览”对话

框浏览目录以搜索该项作业。 
 可以将数据导出到一项新作业。点击“新建”创建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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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文件 

在交换界面选择 是要从当前作业导出到其他文件的数据。 

 
 数据：选择导出的点过滤条件，可选择包括：点、线、面积、点列表、

编码库、原始数据、水平定线、垂直定线、横断面集、道路、横断面

模板、地方坐标转换、正在扫描数据、道路测量、作业历史、TIN、层

状态、放样报表多重。 
通过选中相应复选框选择待导出的数据类型。不能选择当前作业中不包含的数

据。 
 格式：选择导出文件的格式，可选择包括： 

 拓普康自定义文本（*.txt)、 
 索佳 SDR33（*.sdr)、 
 用户自定义文本报表（*.txt) 
 拓普康自定义文本带 QC 信息（*.txt） 
 拓普康 FC-4(*.fc4) 
 拓普康 FC-5(*.fc5) 
 拓普康 GTS210/310/10(*.xyz) 
 拓普康 GTS-6(*.gt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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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普康 FC-6/GTS-7(*.pnt) 
 拓普康 GTS-7 带串(*.txt) 
 拓普康 GT(*.pnt) 
 拓普康芬兰 GT(*.gt) 
 拓普康 3DMC(*.pt3) 
 拓普康 3DMC(*.tp3) 
 Auto CAD DXF(*.dxf) 
 Auto CAD 2000 图形（*.dwg) 
 ESRI Shape(*.shp) 
 TDS(*.cr5) 
 LandXML(*.xml) 
 MAGNET XML (*.xml) 
 MOSS GENIO (*.mgn) 
 标准挖方表 (*.txt) 
 用户自定义挖方表 (*.txt) 
 检查表(*.txt) 
 PTL 表(*.txt) 
 NEZ(*.csv) 
 NEZ 带串(*.csv) 
 CMM(*.cor) 
 MMH360(*.360) 
 MML-ETRS(*.mml) 
 KOF(*.kof) 
 SIMA(*sim) 
 SIMA 索引(*.sim) 
 MMH360_Z000(*.360) 
 Microstation 95/ISFF(*.dgn) 
 SBG Pxy(*.pxy) 
 SBGGeo(*.Geo) 

可根据需要跑选取需要的格式。 
◆ 选择文件单位：此单选项为导出数据的单位。 

选取此单选框后，点击【继续】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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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为可导出的数据信息。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 选择点的类型：此单选项为导出点的距离单位。 
选取此单选项后，点击【继续】出现以下界面，此单选项为导出点的过滤器设

置。 
112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当数据、格式、文件单位、点的类型、过滤器都设置好了点击【继续】进入导

出界面 

 
在此界面，输入要导出的文件名，也可在此界面下更改导出文件的路径，默认

的导出路径为\Program Files\MAGNET Field\IEFiles，您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导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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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 为上一层文件夹。 

◆ 为在当前文件夹下新建一文件夹。 

◆ 为文件显示为图标。 

◆ 为文件显示为详细资料 
 

◆ 可在【名称】处输入导出文件的名字 

名称输出完毕后点击 ，进入文本文件格式界面如下图： 

 
 
选择所需的选项后点击【继续】，进入坐标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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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坐标系统界面后设置好后，点击【继续】，进入单位格式设定界面，如下图 
 

 
平面坐标精度及高程精度均可设置为小数点后 1 位至小数点后 8 位，可根据需

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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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设置好后，点击 开始导出界面如下图。 

 
   
点击【关闭】结束导出。返回【交换】主界面。 
 

3 到 3DMC 

 此页面用来将当前文件的数据导入到 3DMC 项目。 

 
◆ 此界面的【数据】、【格式】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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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面积为直线：导出面积为线格式。 
◆ 【继续】：进入选择数据的界面。 

 
此图中数据为当前文件中的可用数据。进行选择后点击【继续】进行下一步。 

 
此页面用来选择要导入的点的过滤，可选择如下：所有点、用点列表、用范围、

用范围和编码、用类型，范围和编码、无。 
其过滤功能同【到文件】。 
点击【继续】进入下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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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界面各按键功能参考【到文件】中同类界面说明。 

在名称处输入名称，后点击 进入坐标系统选择界面。 

 

118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坐标选择界面中进行设置后点击 继续进入下图导出界面。 

 
导出界面点击【关闭】后退出到【交换】主界面。 

4 Enterprise  

 
此功能为网络云功能， 现在国内无法实现， 暂时不考虑。 

    119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5 从作业 

 

 
 此功能为从其他作业中导出数据到当前文件 

 在作业列表中选择文件后点击 ，或双击所选择的文件都可进入下

一步操作。 
 【浏览】：为选择作业所在地文件夹。 

  表示被选择作业的路径。缺省状态下，作业文件保存在

\Program Files\MAGNET Field\Jobs 文件夹内。 
 如果列表内没有需要的作业名称，点击“浏览”。将打开“浏览”对话

框浏览目录以搜索该项作业。 
 

下一步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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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入界面中。如果要导入到数据中包含水平定线、垂直定线、横断面集、道

路串集、道路，等道路元素，在可选择的单选项中为可选，如没有则如上图为不可

选择。 
选择水平定线的名称后单击【继续】。进入以下界面 

 
选择垂直定线的名称后单击【继续】。进入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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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横断面集后点击 ， 如果还选择了其他要导入到项，上图右下角会出现

【继续】选项，可继续导入需要的选项。 

选择 后数据开始导入，导入数据界面为下图 

 
 
 
选择【关闭】后结束本次数据导入。 
 

复制点 
 如果目前的作业里面存在着和准备导入的点相同名字的点，那么会出现复制

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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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点页面是一个警告窗口，用来提示点名冲突，以避免一些点数据丢失。 
 覆盖？：被导入点将覆盖原有点。 
 重命名：被导入点将会重新命名。 
 前缀？：被导入点将会加上前缀，避免冲突。 
 添加后缀？：被导入点将会加上后缀，避免冲突 
 【是】：接受决定。 
 【全部是】：对于同样的状况接受同样的决定。 
 【跳过】：此点不导入。 
 【全部跳过】：凡是和现有点名冲突的点都不导入。 

6 从文件 

 
此功能为从其他文件中导入数据到当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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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可以定义要导入的文件有关的信息。 
 数据：被导入文件数据类型，类型参考【到文件】中的格式。 
 格式：被导入文件格式，格式参考【到文件】中的格式 
 选择文件单位：此单选项为导出数据的单位。操作参考【到文件】中

的操作 
 【设置】：为导入数据的类型，如下图 

本文以数据类型为点，格式为拓普康自定义文本(*.txt)为例 
选取对应的选项后，点击【继续】 

 
此界面各按键功能参考【到文件】中同类界面说明。 

选择要要所需的文件后点击 或双击所需文件进入文本文件格式设定（界面

参考【到文件】同类界面说明），点击【继续】后进入坐标系统设置界面，此界面中

内容为 GPS 设置全站仪不用考虑可忽略，点击【继续】后进入导入界面，后点击【关

闭】退出到交换柱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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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 3DMC 

 

 
此功能为从其他 3DMC 项目文件中导入数据到当前作业。 

◆ 此界面的【数据】、【格式】为固定。 
◆ 【设置】：此按键功能参考【从文件】中通类型界面说明。 
◆ 【继续】：进入选择数据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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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要所需的文件后点击 或双击所需文件进入可用数据选择界面（界面

参考【到 3DMC】中同类界面说明），点击【继续】后进入导入界面，后点击【关闭】

退出到交换柱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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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MAGNET Field 编辑菜单包含以下菜单项： 

 

◆ 点 
◆ 编码 
◆ 层 
◆ 线作业 
◆ 面积 
◆ 点列表 
◆ 原始数据 
◆ 影像 
◆ 道路 
◆ 放样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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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 

欲查阅坐标点数据，点击【编辑】—【点】。 
点页面把存储的坐标点数据以坐标和编码的形式显示，并包含一组数据库操作

工具。点号列的图标对应该点的类型（如果是有效的）。 

 
 

 【查找】：按照一定的条件查找点，包含：用范围、用编码、用编码及

串、用半径、用点名、用层。 
 【继续查找】：搜索与前面查找点具有相同性质的下一点。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当前点。 
 【编辑】：打开编辑坐标点数据页面，用户可对当前点的点号、编码或

坐标进行编辑。 
 【增加】：通过增加新点页面可生成新的坐标点数据。 
 左上方的位图可弹出以下菜单项： 

— PTL 模式：切换到点到线模式。（页面显示变为点（点到线）。） 
— 显示扫描点： 
— 显示连续测量点： 
— 重新计算： 
— 帮助：显示帮助文件。 

◆ ：打开显示页面。 

128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1.1 显示 
该显示页面用于自定义显示界面。 

 
 

◆ 坐标类型：通用坐标系（该软件仅限于地面坐标系） 
◆ 坐标顺序：设定坐标显示的顺序 
◆ 方位角起始位：设置方位角的参照方向 
◆ 显示方向为：如何显示到某一点的方向。 

 方位角 
 象限角 

◆ 显示中线位置为：如何显示中线位置，桩号或里程。 
 

1.2 查找 
 用范围  

点编辑页面【查找】中选择【用范围】后进入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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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此进行点的范围设置，设置好后点击 ，进行搜索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用编码 
点编辑页面【查找】中选择【用编码】后进入以下页面。 

 

选择编码后点击 ，进行搜索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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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编码及串 
点编辑页面【查找】中选择【用编码及串】后进入以下页面。 

 

在编码中选择，要查找的编码串后点击 进行搜索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用半径 
点编辑页面【查找】中选择【用半径】后进入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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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点击 ，在图形中选择，也可点击 在点列表中选择。 
【半径】：输入半径。 

点和半径输入好后，点击 进行以输入的点为圆心输入的半径为半径的圆，

搜索在这个圆中的点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用点名 
点编辑页面【查找】中选择【用点名】后进入以下页面。 

 
◆ 点：点名或点名的一部分 
◆ 匹配整个名称：由点名的全名确定 
◆ 匹配部分名称：由点名的一部分确定 

在输入点名后，点击 进行搜索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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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层 
点编辑界面【查找】中选择【用层】后进入以下页面 

 

在选取目标后，点击 进行搜索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1.3 编辑点/增加新点 

编辑点/增加新点显示要操作的点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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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信息页包含如下信息： 
 点：设定坐标点点名。 
 编码：设置坐标点编码。可手工输入或从下拉列表选择。 

 ：属性列表位图，打开属性页面。（详细请看后面【编码】编

辑） 
 WGS84（米）：新点在当前坐标系中的坐标显示区域。 

 ：保存并返回到坐标点页面 

 层/样式信息页包含如下信息： 
 层：设置图层。（详细请看后面【层编辑】） 
 点样式：设置点在全站仪的图像显示中样式及颜色。 

影像界面，如手簿支持数码相机可进行拍摄 

全部设置好后点击 ，记录并返回【点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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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码 

 要编辑编码和属性，点击【编码】进入编码页面。 

 
编码-属性页面包含一个所能使用到的编码列表，每一个编码的属性列表以及配

套的编码编辑工具。已在使用的编码不能编辑或删除。 
 编码：包含一个编码列表 
 属性：包含一个当前被选择的编码的属性列表 
 [删除]：删除高亮显示条目 
 [编辑]：打开高亮显示的编码或属性页面 
 [增加]：打开空白的编码或属性页面。如果至少存在一个编码并被高亮

显示，一个新的属性将被增加 

左上方的位图 显示的是一个可弹出式的菜单： 

 导出到文件：选择该项将编码输出到该文件 
 [帮助]：打开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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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编码编辑/添加 
编码界面如下： 

  
 名称：输入编码名称。 
 类型：选择编码的类型。 
 注释：输入编码的其他注释。 
 层：选择编码的层。点击【…】可以设置层相关的信息。 

 ：保存更改，关闭窗口并返回编码－属性窗口。 

 DTM：选中本选项卡上的对应复选框以将 DTM 中的编码用作“断裂线”

和/或“外部区域”。 
 点：根据编码的不同类型，可以设置不同的“Style（样式）”和“Color

（颜色）”。 
点击[Color (颜色)]可以设置与颜色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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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属性编辑/添加 
 属性页面包含编码所对应的参数： 

 
 属性“名称”。 
 属性“类型”。文本、布尔、日期-时间、整数、菜单或实数。每种类型

都有配套可编辑设置。 

文本：当属性值为阿拉伯字符串时设定。设置可以输入的最大字符数。 

布尔：设置布尔逻辑值。 

日期-时间：使用缺省值（当前日期和时间）作为编码属性，或者通过下拉列表设置日               
期和时间。 

整数：当属性值为整数时设定。设置该属性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菜单：设定有效属性列表。通过“添加”按钮在字段内输入属性值并添加到列表。 

实数：当属性值为实数时设定。设置该属性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编码属性缺省值。选中“需要”复选框在每次使用相应编码时提示输

入属性值。如果不选中该复选框，则编码属性始终自动使用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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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 

【层编辑】主要编辑图层属性并手动添加新图层。点击【编辑】—【层】进入

后显示如下图界面 

 
 【开】/【关】：控制所选图层的打开和关闭。 
 【全开】/【全关】：控制所有图层的打开和关闭。 
 【删除】：删除所选的图层。（如改图层上有数据及编码，应在删除该

层上的所有数据及编码后进行，否则无法进行。 
 【编辑】：编辑所选的图层。 
 【插入】：在选中的图层后增加一个图层。 
 【增加】：在图层列表最后增加一个图层。 

 ：所选的图层在图层排列顺序上升一位。 

 ：所选的图层在图层排列数序下降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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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编辑 
在【编辑层】界面中点击【编辑】进入图层编辑界面。 
层： 

 
 

 
 层名：图层的名字 
 显示：图层是否关闭。选取显示，图层开启；不选取显示，图层关闭。 
 注释：添加注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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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 

 
设置图层中点、线、区间的样式。 
 

 目标： 

 
显示图层中包含的数据。 

编辑完毕后点击 ，保存编辑内容并返回【层编辑】界面，点击 ，放弃

当前编辑内容并返回【层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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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插入/添加 
此功能和编辑近似，只是界面减少了目标这个页面。 
 
【插入】和【添加】二个按钮，点击后出现以下界面： 

 
其操作方法参考 6.3.1 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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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作业 

 线作业页面包括：页面左方显示现有点列表的列表，页面右方有两个窗口，分

别呈现当前列表的水平视图与垂直视图。 

 
 [删除]：点击以从列表中删除点列表 
 [编辑]：打开编辑点列表页面。点击以编辑选择列表的属性 
 [增加]：打开增加点列表页面。点击以生成新的列表 
 左上方的位图包含下列下拉菜单项： 

【编辑点】：显示坐标点页面。欲了解详情，参阅 6-1 页的“点编辑”

页面 
【帮助】：执行帮助文件 

142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4.1 增加线 
添加线模块显示线列表的常规属性 

 
 名称：线的名称 
 点：当前被选择的点列表中点的目录。 

在列表中增加点的方法有两种。 
 通过选择点按钮：点击该按钮将显示包含有如下九个选项的浮动

菜单：全部、用范围、用编码、用编码及串、用半径、用点名、用层、

从地图、从列表按照上述方法在图上选择。（选择后出现的界面参考 6.1.3
【查找】) 

 ：点击该键可显示坐标点信息。 

        —编码、北向坐标、东向坐标、高程。 
 点列表左方的上下箭头可让用户顺序的上下移动高亮显示点。 

 ：从列表中删除被选择的点 

 ：关闭点列表图解。 
 左上方的位图包含以下下拉菜单项： 

 编辑点：显示坐标点页面。欲了解详情，参阅 6.1【点编辑】页

面 
 帮助：执行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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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点击【层/样式】，可进行图层及图层样式的设置，具体操作参考 6.3【层

编辑】。 
 

 
 
【编辑线】与【增加线】操作类似，可参考【增加线】的操作。 

编辑完毕后点击 ，保存编辑内容并返回【线编辑】界面，点击 ，放弃

当前编辑内容并返回【线编辑】界面。 
 
 

144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5 面积 

面积页面包括：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面积列表，右侧两个窗口分别显示被

选择的面积水平视图与垂直视图。 
 

 
◆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高亮显示的面积。 
◆ 编辑：编辑列表中被选择的面积。 
◆ 增加：创建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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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增加面积 
添加面积模块显示面积列表的常规属性 

 
◆ 名称：面积的名称 
◆ 点：当前被选择的点列表中点的目录。 

 通过选择点按钮：点击该按钮将显示包含有如下十个选项的浮动

菜单：全部、用范围、用编码、用编码及串、用半径、用点名、用层、

从地图、从列表、从线按照上述方法在选择。（选择后出现的界面参考

6.1.3【查找】) 

 ：点击该键可显示坐标点信息。 

        —编码、北向坐标、东向坐标、高程。 
◆ 点列表左方的上下箭头可让用户顺序的上下移动高亮显示点。 

◆ ：从列表中删除被选择的点 

◆ ：关闭点列表图解。 
◆ 左上方的位图包含以下下拉菜单项： 

 编辑点：显示坐标点页面。欲了解详情，参阅 6.1【点编辑】页

面 
 帮助：执行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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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点击【层/样式】，可进行图层及图层样式的设置，具体操作参考 6.3【层

编辑】。 

 
 
【编辑面积】与【增加面积】操作类似，可参考【增加面积】的操作。 

编辑完毕后点击 ，保存编辑内容并返回【面积编辑】主界面，点击 ，

放弃当前编辑内容并返回【面积编辑】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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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列表 

点列表即一组可同时被处理的点。点列表贯穿 MAGNET Field 软件的始终。根

据前后顺序，由点可以连成线。点列表通过列表点的联线可构成多边形。 
欲对点列表进行操作，选择“编辑/点列表”菜单。 
 

6.1 点列表列表 
 点列表列表页面包括：页面左方显示现有点列表的列表，页面右方有两个窗口，

分别呈现当前列表的水平视图与垂直视图。 

 
◆ 【删除】：点击以从列表中删除点列表 
◆ 【编辑】：打开编辑点列表页面。点击以编辑选择列表的属性 
◆ 【复制】：点击以生成被选择列表的拷贝 
◆ 【增加】：打开增加点列表页面。点击以生成新的列表 
◆ 左上方的位图包含下列下拉菜单项： 

 编辑点：显示坐标点页面。欲了解详情，参阅 6.1 页的【点

编辑】页面 
 帮助：执行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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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增加点列表 
点列表模块显示点列表的常规属性 

 
◆ 名称：线的名称 
◆ 点：当前被选择的点列表中点的目录。 

在列表中增加点的方法有两种。 
 通过选择点按钮：点击该按钮将显示包含有如下九个选项的浮动

菜单：全部、用范围、用编码、用编码及串、用半径、用点名、用层、

从地图、从列表按照上述方法在图上选择。（选择后出现的界面参考 6.1.3
【查找】) 

 ：点击该键可显示坐标点信息。 

        —编码、北向坐标、东向坐标、高程。 
◆ 点列表左方的上下箭头可让用户顺序的上下移动高亮显示点。 

◆ ：从列表中删除被选择的点 

◆ ：关闭点列表图解。 
◆ 左上方的位图包含以下下拉菜单项： 

 编辑点：显示坐标点页面。欲了解详情，参阅 6.1【点编辑】页

面 
 帮助：执行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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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点列表】与【增加点列表】操作类似，可参考【增加点列表】的操作。 

编辑完毕后点击 ，保存编辑内容并返回【点列表编辑】主界面，点击 ，

放弃当前编辑内容并返回【点列表编辑】主界面。 

7 原始数据 

     
需要编辑原始数据，点击【编辑】—【原始数据】 

 
该页面包含以下各列： 

◆ 名称：（点名和显示该点类型的图标） 
◆ 类型（点的类型） 
◆ 编码 
◆ 仪高：仪器的高度 
◆ 北、东、高程：（北向、东向、高程） 
◆ 控制编码 
◆ 当地时间：点的记录时间。 
◆ 【第一】和【最后】：把光标移到第一个或最后一点。 
◆ 【编辑】：打开编辑选中数据的页面，列表中高亮的数据为当前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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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据 
◆ 【查找】：有二个选择,用点名、用编码， 

用点名查找：用全名或半名查找点 
用编码查找：用全码或半码形式查找点 

◆ 【继续查找】：查找下一个与当前点类似的点 
◆ 【关闭】：关闭页面 
◆ 允许用户修改名称、编码、结点和记录特定参数。 
 

编辑数据页面显示被选择点的属性并允许用户更改点名、编码、附加参数和添加说明。 

 
允许用户修改名称、编码、镜高和记录特定参数。 

 
◆ 确定：修改结果存盘并返回到原始数据页面。 
◆ 点击左上角的图标，显示如下下拉式菜单项： 
◆ 作业信息：显示作业信息界面。 
◆ 显示 GPS+原始数据：此功能为 GPS 功能。 
 

重新计算 
1) 处理编辑前的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被更改之后，编辑前的原始数据仍然被保留，只是附加了一个编辑标志。 
编辑后的原始数据按照观测顺序插入到原始数据之后。 
原始数据和编辑后的原始数据都将被导出到原始数据文件中，其中编辑前的的原始数

据被附加了一个编辑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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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计算的时机 
原始数据编辑窗口关闭时，不管是否进行重新计算，强制执行对话框都会出现。 
如果选择“是”，会执行重新计算操作，根据所做的更改来更新点的坐标。如果选择

了“否”，重新计算不会立即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执行对话框在下次导出到文

件的时候会重新出现。 
注意：强制执行对话框在如下情况下不会自动出现：使用点编辑功能改变了点的属性

（ID，坐标）。这时，用户需要通过原始数据编辑功能来强制执行重新计算。 
3) 重新计算规则 

（1） 测站点名称、测站点坐标、仪器高度、后视点名称、后视点坐标 
当这些项目发生改变时，与此测站点设置相关的所有观测点都将被重新计算以

获取更新。 
（2） 棱镜高度 

当棱镜高度发生改变时，只有当前点会进行更新计算。 

8 影像 

需要删除或添加背景图的可在【编辑】—【影像】中进行。 

 
 “背景影像”对话框显示可以用作背景的图像列表。 
 增加：打开“增加影像”对话框浏览控制器目录以将文件添加到列表。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 当前被选择文件。 
 打开被选择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或有错误，则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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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列表”对话框会再次打开，您可以选择其他文件。 
 

 属性：本对话框显示被选择文件的属性。 

 
 文件名称：图像的文件名，不显示没有扩展名。 
 文件路径：图像在设备或 PC 上的位置。 
 文件类型：指定图像的文件类型。 
 单位 
 用于选择图像文件的尺度单位。 
 使用 World 文件 
 “使用 World 文件”复选框告诉用户该图像是否需要 World 文件正确进

行图解。  
 

 打开被选择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或有错误，则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图

像列表”对话框会再次打开，您可以选择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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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道路 

 

道路界面为修改道路相关的文件的界面，其中包括： 

 道路 

 水平定线 

 垂直定线 

 横断面模板 

 横断面 

 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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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道路 
点击【道路】图标后进入道路编辑界面 

 
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道路列表，右侧两个窗口分别显示被

选择的道路水平视图与垂直视图。 
◆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被选道路 
◆ 【编辑】：打开被选道路的属性 
◆ 【增加】：打开一个空的道路页面 

左上 图标中有 5 个选项 

◆ 【从作业导入道路】：从其他作业中导入道路数据到当前作业 
◆ 【从文件中导入道路】：从其他文件中导入道路数据到当前作业。 
◆ 【导出道路到作业】：将当前作业中的道路数据导出到其他作业。 
◆ 【导出道路到文件】：将当前作业中的道路数据导出到其他文件。 
◆ 【帮助】：打开帮助文档/ 

点击【增加】按钮，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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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名称：道路的名称  
 图层：，不同线路可以放到不同层里面，线型、点的形状、甚至颜色，

都可以设置，你也可以让它隐藏或可见 

 水平定向：平曲线，可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已有的水平定线，或点击

进入水平定线编辑界面。 

 垂直定向：竖曲线，可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已有的垂直定线，或点击

进入垂直定线编辑界面。 
 起始桩号：起始里程桩号 
 桩号间隔：逐桩间隔 
 表面：横断面集或串集，可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已有的横断面集或串集，

也可点击 进入横断面集或串集的编辑界面 

 

点击层、水平定线、垂直定线、横断面集、串集相对应的 后会进

入相关的编辑界面，层编辑界面参照 6.3 层编辑，水平定线、垂直定线、横
断面集、串集编辑界面说明在随后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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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名称，设置好后，点击 保存当前编辑的道路数据，并退出到道路编辑

界面。点击 则不保存当前编辑的道路数据，并退出到道路编辑界面。 
其【编辑】和【增加】功能相近可参考【增加】界面的操作。 
 

9.2 水平定线 
此功能可编辑可用水平定线和创建新水平定线。点击【水平定线】后进入以下界

面 

 
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水平定线列表，右侧窗口显示被选择的水平定

线水平视图。 
◆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被选水平定线。 
◆ 【编辑】：打开被选水平定线 
◆ 【增加】：打开一个空的水平定线页面 

左上 图标中有 2 个选项 

◆ 【编辑点】：编辑或增加坐标点，操作可参考 6.1 【点编辑】。 
◆ 【帮助】：打开帮助文档。 

 
点击【增加】按钮，弹出如下界面 

    157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定线名称】：给它一个名字，如 hz 
 【起点】：如果您事先在软件里已经输入了线路起始点坐标，可以输入点

号，否则不用理会 ，输入点号后，软件会自动搜索出坐标及编码，在

上图编码和坐标处显示，这时编码及坐标处数据锁死不可修改。修改

可在点击 （在图形中选择点）或 （在列表中选择点）。 
 【开始】：起始里程桩号。 

 ：共有 4 个选项直线、圆曲线、缓和曲线、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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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 
若想添加直线，可点击上图【增加】里的直线选项，进入以下界面。 

 
页面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 长度：直线元素的长度，单位为米 
◆ 方位角：方位角的缺省值设置为前一元素的切线方向 

◆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增加道路页面 

 
 圆曲线 

若想添加一条圆曲线，可点击水平定线中【增加】或【编辑】中【增加】或【插

入】按钮，并从浮动菜单中选择圆曲线项。则进入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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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指向的按钮为多选，点击后会发生变化。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半径/Chord Angle( 弦度）/Curve Angle（曲度）：圆弧的半径,或可明确

定义半径的参数。每点击一次该按键，显示区域的值将被重算一次。 
 使用[Chord Angle]（DCH）和[Curve Angle]（DCV），可以计算半径： 

 
 长度/弦/切线/中间/外置/差量：圆弧曲线的长度，或者是相关参数：弦，

切线，中间（从弦中点到相对应圆弧中点的距离），或者差量。 
 方位角：方位角的缺省值设置为前一元素的切线方向 
 转动：旋转的方向。顺时针方向被定义为右方向，逆时针方向被定义

为左方向 
 与上一项相切：可控制是否与上一项相切。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添加道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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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和曲线 
若想添加一条缓和曲线，可点击水平定线中【增加】或【编辑】中【增加】或

【插入】按钮，并从浮动菜单中选择缓和曲线项。则进入以下界面。 

 
图标指向的按钮为多选，点击后会发生变化。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半径： 起始点的半径 
 半径/Chord Angle( 弦度）/Curve Angle（曲度）：圆弧的半径,或可明确

定义半径的参数。每点击一次该按键，显示区域的值将被重算一次。 
 长度/Sp 常数：缓和曲线元素的长度，缓和曲线常数。该参数为缓和曲

线长度与半径乘积的平方根，该值对于缓和曲线为一常数 
 方位角：方位角的缺省值设置为前一元素的切线方向 
 转动：旋转的方向。顺时针方向被定义为右方向，逆时针方向被定义

为左方向 
 方向：沿缓和曲线的运动方向，有 3 个可选项直缓点到缓圆点、圆缓

点到缓直点、圆缓点到缓圆点。 
 与上一项相切：可控制是否与上一项相切。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添加道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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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点 
若想添加交点，可点击水平定线中【增加】或【编辑】中【增加】或【插入】

按钮，并从浮动菜单中选择交点项。则进入以下界面。 

 
图标指向的按钮为多选，点击后会发生变化。 
  点：点名。可人工输入、从列表选取或从地图中选取已知点  
  北、东：该交点的坐标  
 半径/Chord Angle( 弦度）/Curve Angle（曲度）：对应圆弧的半径,  或

可明确定义半径的参数。每点击一次该按键，显示区域的值将被重算

一次 
 Sp 常数 1，Sp 常数 2/长度 1，长度 2：对应缓和曲线常数，当然可以

把输入的参数切换为缓和曲线长度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添加道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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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垂直定线 
【垂直定线】按钮显示垂直定线元素或纵断面（适用于纵断面垂直定线类型）

列表、垂直定线图以及每个元素的起始桩号或里程列表。 
按【垂直定线】进入以下界面 

 
 

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垂直定线列表，右侧窗口显示被选择

的垂直定线垂直视图。 
◆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被选垂直定线。 
◆ 【编辑】：打开被选垂直定线的属性 
◆ 【增加】：打开一个空的垂直定线页面 

左上 图标中有 1 个选项 

◆ 【帮助】：打开帮助文档。 
点击【增加】按钮，后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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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竖曲线的名称，如 vt 
◆ 垂直定线类型：有 2 种选择，桩号和高程：选择了纵断面的垂直

定线类型，用户可以分区段生成道路。该纵断面是以一系列的介于高程

已知点（通常是竖曲线的极值点）和竖曲线的抛物点之间。长度和坡度：

选择元素的垂直定线类型，用户可以一个元素紧接另一个元素的方式生

成道路并可按照用户意愿停止或开始 

◆ ：打开第二个增加垂直定线页面，该页面包含垂直定线的各

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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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和坡度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从【长度和坡度】，输入名称后进入如下界面。 

 

   
在“起点”界面中 

 【定线名称】：之前输出的名称，此处不可修改。 
 【起点】：如果您事先在软件里已经输入了线路起始点坐标，可以输入

点号，否则不用理会 ，输入点号后，软件会自动搜索出高程及编码，

在上图编码和高程处显示，这时编码及坐标处数据锁死不可修改。修

改可在点击 （在图形中选择点）或 （在列表中选择点）。 
 【开始】：起始里程桩号 

在“垂直”界面中 
 【元素】：元素图标和元素名称。 
 【长度】：元素长度 
 【删除】：删除选中的元素。 
 【编辑】：打开被选中元素的属性页面。 
 【插入】：显示浮动的元素菜单，在列表的制定位置插入新元素。包含

抛物线、圆弧、垂直坡度。 
 【增加]】：显示浮动的元素菜单，在列表的最后位置添加新元素。包含

抛物线、圆弧、坡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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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物线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长度和坡度】后，在【垂直】界面中的【插入】或【增

加】那个菜单中选择【抛物线】，进入如下界面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长度：抛物线元素的长度，长度为米 
 起始坡度，结束坡度：抛物线的起始与终止坡度，以百分制形式表示。

如果坡度是下降的，坡度值将被设定为负值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垂直定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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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弧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长度和坡度】后，在【垂直】界面中的【插入】或【增

加】那个菜单中选择【抛物线】，进入如下界面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圆弧半径：抛物线元素的圆弧半径，长度为米 
 起始坡度，结束坡度：抛物线的起始与终止坡度，以百分制形式表示。

如果坡度是下降的，坡度值将被设定为负值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增加垂直定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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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坡度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长度和坡度】后，在【垂直】界面中的【插入】或【增

加】那个菜单中选择【垂直坡度】，进入如下界面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长度：垂直坡度元素的长度，长度为米。 
 坡度：元素的坡度，以百分制形式表示，如果坡是下降的，坡度值将

被设定为负值。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增加垂直定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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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桩号和高程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从【桩号和高程】，输入名称后进入如下界面。 
 

  
 
在“起点”界面中 

 【定线名称】：之前输出的名称，此处不可修改。 
 【高程】：起始的高程。 
 【起始点桩号】：起始里程桩号 

在“垂直”界面中 
 【元素】：元素图标和元素名称。 
 【长度】：元素长度 
 【删除】：删除选中的元素。 
 【编辑】：打开被选中元素的属性页面。 
 【插入】：显示浮动的元素菜单，在列表的制定位置插入新元素。包含

抛物线、圆弧、垂直坡度。 
 【增加]】：显示浮动的元素菜单，在列表的最后位置添加新元素。包含

抛物线、圆弧、坡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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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物线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桩号和高程】后，在【垂直】界面中的【插入】或【增

加】那个菜单中选择【抛物线】，进入如下界面：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VPI 桩号：中线桩到道路起点的桩号距离。 
 高程联测：输入点的高程 
 圆曲线长度：该中线桩处的垂直曲线长度（假设该中线桩位于间隔的

中点） 
 上一个（比分比）/上一个（米）：为自动显示与上一点的关系。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添加垂直定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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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弧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桩号和高程】后，在【垂直】界面中的【插入】或【增

加】那个菜单中选择【圆弧】，进入如下界面：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桩号：中线桩到道路起点的桩号距离。 
 高程联测：输入点的高程 
 圆弧：该中线桩处的垂直曲线长度（假设该中线桩位于间隔的中点）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添加垂直定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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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度点 
在垂直定线类型中选择【桩号和高程】后，在【垂直】界面中的【插入】或【增

加】那个菜单中选择【坡度点】，进入如下界面： 

 
底部的图解将显示当前元素的外观 
 桩号：中线桩到道路起点的桩号距离。 
 高程联测：输入点的高程 
 圆曲线长度：该中线桩处的垂直曲线长度（假设该中线桩位于间隔的

中点） 

 ：保存元素到列表中并返回添加垂直定线页面 

 
9.4 横断面模板 

横断面模板主要用于生成复杂的道路横断面视图。横断面模板由几个区段、填

方边坡和挖方边坡组成。 
区段部分包括偏移量和垂直高度或坡度比又或者斜率（%）或多或 1/n。偏移量

只能是偏离中心点的绝对值。高差指前一个区段点到当前区断点的高度差。 
在横断面模板页面中，页面的上方显示的是当前存在的模板列表，下方则是高

亮显示的横断面模板的图解。 

172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该列表包含四列内容：名称（模板名称），区段数目，填方边坡值和挖方边坡值。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被选模板 
 [编辑]：打开被选模板的属性 
 [增加]：打开一个空的横断面模板页面 

 ：编辑结果存盘并返回主页面 

点击【编辑】或【增加】后进入横断面模板页面如下图 

 
横断面模板页面中包括横断面模板的各相关参数。 

 名称：模板的名称 
 边坡：填挖方的属性值。它表示单位垂直增量上的水平增量。挖方指

路面低于自然地表面，填方指路面高于自然地表面。 
同时，该页面包含横断面模板的各组成部分和横断面模板的图解。

组成部分列表包含三列内容：编码（组成部分编码），水平偏移量（水平

方向上的偏移量），垂直偏移（垂直方向上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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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从模板中删除该部分 
 [编辑]：打开具有高亮显示区段部分属性的区段显示屏 
 [插入]：打开空白的区段页面。被增加区段可以任意形式输入到该列表，

且位于当前高亮显示区段的上方。 
 [增加]：打开空白的区段页面。被增加区段将被追加在列表的最后。 

 ：修改结果存盘并返回横断面模板页面。 

区段页面包括各组成区段的相关属性值。 
 

 
 

 编码：区段编码。该编码可从下拉列表中选取或手工输入。 
 偏移量：水平及垂直偏移量。点击向下/向上/坡度百分比按键可选择类

型和垂直偏移量。如果是以坡度百分比格式输入的，确认以后将被换

算为长度。 
 

该 符号意指该功能被选中。 

 ：对所作改动存盘并关闭该页面。重复进行增加模板操作，直到

模板可用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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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横断面 
【横断面】按钮中包含横断面模板适用的桩号点列表。它也显示横断面视图。 
点击【编辑】—【道路】—【横断面】后进入以下界面： 

 
如果设计了一个以上的模板，中间的横断面将通过内插来计算。 

 
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横断面集列表，右侧窗口显示被选择的垂直视

图。 
◆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被选横断面集。 
◆ 【编辑】：打开被选横断面集的属性 
◆ 【增加】：打开一个空的横断面集页面 

 
点击【增加】后进入界面 

 
 桩号：模板设定的桩号  
 左横断面，右横断面：道路相对于中线的左，右部分模板的名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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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横断面可以不相同。 
  [删除]：从列表中删除桩号点  
 [编辑]：打开带有横断面参数的横断面页面  
  [增加]：打开空白的横断面页面 

点击【增加】，后进入横断面页面，如下图 

 
 桩号：桩号距离，单位为米  
 左横断面，右横断面：道路的左，右部分横断面模板,可以从现有横断

面模板中选取  

 ：在列表中保存横断面模板并返回到添加道路页面 

对复杂的道路横断面，重复上述步骤，在不同的里程桩号处，添加横断面。 
       

9.6 串集 
   【串集】按钮中包含显示当前所有可用串集的列表，并能创建和编辑串集。 
点击【编辑】—【道路】—【串集】后进入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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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串集列表，右侧窗口显示被选择的预览窗口。 
 串集列表：该列表包含所有可用的串集。 
 预览窗口：显示当前被选择的串集。 
 删除：用于删除一项或多项串集。可以同时删除多重串集。 
 编辑：编辑单个串集。 
 增加：添加单个串集。 
点击【增加】按钮后进入增加设置串页面。 

 
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存在的串列表，右侧窗口显示被选择的预览窗口。 

 串列表：该列表包含所有可用的串。 
 预览窗口：显示当前被选择的串。 
 串集：当前串集的名称。如果正在编辑一个当前串集，则可以通过更

改输入框中的名称来更改该串集的名称 
 删除：用于删除一项或多项串。可以同时删除多重串。 
 编辑：编辑单个串。 
 增加：添加单个串。 
点击【增加】按钮后进入增加道路串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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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页面左侧显示当前串中存在的水平定线与垂直定线，右侧窗口分别显示

被选择串的水平预览窗口和垂直预览窗口。 
 删除：用于删除串中的一组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 
 编辑：编辑串的的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 
 增加：添加串的的水平定线和垂直定线。 

点击【增加】按钮后进入增加定线对页面 

 
 

 水平定线：用于选择已编辑好的水平定线。 
 垂直定线：用于选择已编辑好的垂直定线。 
 选择线：选择线中有 2 个按钮分别为从列表、从地图， 

从列表：从已编辑好的线作业中选择线。 
从地图：从图形中选择线。 

选择好点击 ，保存当前选择返回上一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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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放样报表 

放样报表是编辑显示作业内当前存在的报告列表。 点击【编辑】—【道路】—

【放样报表】 进入以下放样报表列表页面。 

 

此列表包含名称、类型、配置，名称前有的 标记为当前值。 

 【Del】：删除选中的放样报表。 
 【编辑】：编辑选中的放样报表。 
 【增加】：增加一个放样报表。 
 【查看】：显示本报告类型的设计参考和适当信息。 

 
点击【增加】按钮后出现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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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输入放样报表的名称 
 【报表类型】：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报表的类型，类型包括：点、直线/

曲线、道路、斜坡、表面。 
 【配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配置，配置包括：My Surface Confiq、编

辑。 
选择编辑后进入放样报表配置列表页面 
 设置为当前值： 选择后向其设置为当前值，不选择则非当前值。 

 ：保存当前数据后退出至上一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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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计算界面中包含以下项目 

 
◆ 坐标反算 
◆ 方向上的点 
◆ 交点 
◆ 计算器 
◆ 曲线 
◆ 面积 
◆ 转角 
◆ 偏距 
◆ 平差 
◆ 导线 
◆ 表面 
◆ 三角形 

 
此处计算功能主要是坐标的反算及全站仪功能，此处不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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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形 

 
“图形”屏幕显示当前作业图形以及查看工具和尺度比。图形在改变主图状态

后保持尺度比。 
点击【图形】进入图形页面。 

 

 
 
 
 
 
 
 
 
 
 
 
点击下列工具图标执行需要命令： 
 

 

放大 
放大图形。 

 

缩小 
缩小图形。 

 

选框缩放 
选框选择放大显示的对象；从左向右拖拽得到需要的对象。 

 

显示全部 
显示作业内的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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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为中心缩放 
以选择的一个点为中心使图形居中显示。 

 

属性 
选择显示图形属性。同时，按下并保持图区上的铁笔显示“图形属性”选项。 

点击图形属性进入图形属性界面 

 

“图形属性”对话框允许用户自定义图形视图，添加点显示这些点的属性（名

称、编码、高程等），同时显示连续测量点。 
要显示这些点，需要选中“显示点”字段的复选框。这样就可以显示这些点，

包括它们的名称、编码、图标、高程、连续测量和/或扫描点。 
同时也可以显示道路、道路的桩号和模板、线及其桩号，每次从当前位置开始。

选中“当前位置”字段也意味着，如果当前位置移至图形边缘外，则它会自动突然

返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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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接 

点击【连接】进入手簿与接收机连接界面 

 
 
设备类型选择 GPS 对应选项选择前文提到的配置集。(请连接时区分基准站和流

动站) 
连接到最后使用的蓝牙设备，是快速连接选项。如果本次连接于上次连接接受

相同，则可选择此选项。 
启动时提示，是在程序启动时提示连接。建议开启， 
当设置好后，点击【连接】 

184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在此界面中选择要连接的接受后点击【选择】 

 
设备信息中内容是接收机信息，可与接收机对照，以防连接失误。确认无误后

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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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序右上角出现 时，代表蓝牙连接成功。 
 
 
 
 
 
 

连 接

成功后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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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 

点击【设置】进入测量设置页面。 

 
选择基准站连接接收机后设置页面 
共有 4 个功能 
 状态 
 设置基准站 
 地方坐标转换 
 Survey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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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流动站连接接收机后设置页面 
共有 3 个功能 
 状态 
 地方坐标转换 
 Survey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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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状态  

状态功能是显示接受工作状态信息点击【设置】—【状态】进入状态设置页面 

 
点位信息是现在接受机所在位置的信息。其中信息随所在位置变化、卫星信号

进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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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信息中可进行接收机及手簿电量和存储器剩余容量，也可查看卫星信

息，当选择流动站连接时也可看流动站与基准站之间电台连接情况。 

 
绘图信息显示点位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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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信息显示卫星信息，点击列表可查看卫星使用情况。信噪比可查看卫星

信噪比。 

2 设置基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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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基准站前先修改点名，点击点名框 

 

输入需要的点名。或者在设置基准站界面点击 进行图上选择，或点击

在已输入点列表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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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输入后点击 进行坐标点的获取。获取结束后如右图。点击 停止

观测在点击 中数字部分输入仪器高。最后点击【设置基准站】。 

 
这时基准站设置成功。 

3 地方坐标转换。 

 

    193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如果测量在地方坐标系统下进行，点测量之前必须求解转换参数。转换参数的

求解必须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点既有地方坐标，又有 WGS84 坐标。这些点称为控制

点，它们的 WGS84 坐标绝对位置精度不一定要求很高，但各点之间的相对位置精度

要很精确。也就是要有足够精度的以 WGS84 坐标表示的相对网形。转换参数求解的

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以 WGS84 坐标表示的控制点相对网形拟合到相应地方坐标的过

程。 
控制点选择的原则： 
①．选定三个或三个以上具有精确地方坐标的点作为控制点，要求这三个点均

匀分布，并能很好控制测区。 

 

假设测区内有 C01-C07 共 7 个控制点，理想的参与坐标转换的控制点为

C01-C05-C03-C02-C04,如下图： 

 

图（上两幅）：较为理想的控制点，黑框为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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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右）：较差的控制点，黑框为测区 

 
注：在较差控制点的情况，请尽量不要使用高程。 

 ②．基准站可以架设在控制点上，也可以架设在测区中央有一定高度视野开

阔的未知点上，比如楼顶。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案更值得推荐。这是因为基准站架

的越高，电台信号的传输距离越远，信号质量也越好；视野开阔保证能接收到更多

且信号更好的卫星；同时基准站架在测区中央能更好地覆盖整个测区，减少基站架

设次数。 

1．控制点只有地方坐标，没有 WGS84 坐标 

 通常作业情况下，测区内并没有具有 WGS84 精确坐标的可用控制点，不过

还好，我们并不需要高精度的绝对位置精度，而只需各控制点之间高精度的相对位

置。于是控制点的 WGS84 坐标可以如下采集： 

不管基准站是否架设在控制点上，首先采用前面所述“自动定位”设置基准站，

然后在各控制点上进行“点测量”采集 WGS84 坐标。控制点上既有地方坐标，又有

WGS84 坐标之后，即可进行坐标转换。第二章所述方案一、二都属于这种情况，并

进行了详细说明。 

2．控制点既有地方坐标，又有精确 WGS-84 坐标 

注：这里说的精确 WGS-84 坐标都是指经过整网三维无约束平差后的 WGS-84
坐标，并且这些控制点都是该网平差后得到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坐标转换可以使用控制点已有的精确 WGS84 坐标，但必须注意

不能使用“自动定位”设置基准站，而必须调用已输入的该点的精确 84 坐标设置基

准站。 

点击【增加】后进入增加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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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点列表 选择需要转换的坐标点。 
已知点选择地方坐标系坐标，已测量点选择与已知点相同点位的 WGS-84

坐标系统坐标。 

或者在已知点进行测量，点击 即可，测量结束后点击 进行保存。 

已知点与已测量点选择结束后点击 保存退出知道地方坐标转换。转换坐

标最少需要 2 个点，可继续重复上述操作。 

点 列

表 

点 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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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选项不要选择。点击【转换参数】后出现右图的界

面。坐标转换完成。 

4 Survey session 

此功能为云功能，国内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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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量 

 

 

测量中有 5 个功能 

 点测量 

 连续测量 

 横断面 

 查找桩号 

 钢尺联测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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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测量 

 
点测量页面包含单次观测的初始数据，同时又显示观测过程中的信息。 
观测界面内容如下 

 点：设置当前点名称。在观测过程中，名字中的数字部分会自动加 1
变化。 

 编码：设置当前点的编码。可以手工输入或者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按钮：获取被选择编码的属性，打开编码页面（具体参见

“属性”）。 
 镜高：设置目标在标志上的高度（测杆高（棱镜高））。 

 按钮：中有两个选项：“0.000”，“编辑” 

         0.000：设置镜高为 0.000 
         编辑：进入接收机天线高清设定。 

 ：点击后出现列表内容如下 

状态：当前手簿、接收机工作状态。 
设置：参考主界面【设置】 
编辑点：参考【编辑】-【点】 
坐标反算：进入坐标反算页面，进行两点之间坐标方位角反算   
帮助：打开帮助文档。           

 ：打开测量配置界面参考【配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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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保存当前测量结果。 

 ：测量目标并自动保存。 
数据界面内容如下 

 
 

数据显示详细观测数据：包括 GPS 观测时间，数据类型等 
图形界面显示当前文件测量成果。 

 
偏距界面包含了定义偏距的一些工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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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偏距测量 

 
工具如下： 

 直线和偏距：通过一条由两点确定的直线和偏离此直线的距离来确定

一个点。 
 方位角和偏距：通过到一个点的水平角、偏距以及到另一个点的距离

来确定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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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TL 模式 
要进行 PTL 模式设置,先要点击【测量—点测量】，再按下紧邻属性列表图标的

位图，选择 PTL 模式项目。 

 
 

点到线模式（PTL 模式）是对点坐标进行阐明的一种方法。通过两点确定坐标

系。通过这些点的线轨迹可以当作一条轴线,并将与其垂直的另一条直线作为另一条

轴线。 
 参考始点，参考终点：参考点的名称。可以从地图中选择，也可以从

点列表中选择。 
 PTL 模式 开：打开 PTL 模式。 

 ：保存并返回到前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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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续测量 

连续测量基本与点测量一致， 

 

点击 开始连续观测，当接收机达到观测条件时及自动记录，开始时观测时，

点击 则暂停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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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横断面测量 

横断面测量任务进行横断面的观测工作。请点击“测量/横断面测量”进入界面。 

 
 
 水平定线/道路：输入水平定线/道路名称，或者从列表中选择。如果水

平定线道路列表中没有水平定线道路信息，则只能输入。 
 X-Sect Sta：当进行横断面测量时需设置桩号/里程。仅当道路确定之后，

第一个横断面才显示此文本域。 
 间距：到下一个桩号的距离增量，道路默认为 10m，水平定线默认为

1000m 
 点击左上角的位图，显示两个子项的菜单： 
 编辑道路：显示道路页面。参见。 
 帮助：打开帮助文件。 

 ：保存并打开横断面观测页面。 

 
横断面观测页面用来进行同横断面相关的观测工作。页面与点测量一致 

测量工作是按照与中线相垂直的平面上的线从一侧到另一侧进行的。如果没有

设置道路，用户应当自定义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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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找桩号 

点击“测量/查找桩号”，进入此功能页面。 
查找桩号页面通过一个桩号在中线上的投影到道路起点的距离和到中线的偏移

来确定这个桩号的信息。 

 
 
 
 道路/水平定线/HV 定线：输入道路/水平定线/HV 定线名称，或者从列

表中选择。如果道路列表中没有道路信息，则只能输入。（HV 定线中

需要输入“H”水平定线，“V”垂直定线。） 
 编码：中线点的编码。可以手工输入，或者从下来列表中选择。 
 镜高：设置标志之上的目标高（测杆高（棱镜高））。 

 ：输入坐标查找桩号 

 ：观测但不记录数据。 

 ：观测并直接记录数据，计算并查找桩号。 
结果页面显示计算结果。 
地图页面以图形模式显示所有点。具体地图属性和自定义，可以参见“地图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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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尺联测 

点击【测量】—【钢尺联测】，进行工作。  
已知建筑物一面墙上两点（组成参考线），可以用钢尺进行联测，测量建筑

物外围。 
参考线页面包含组成此线的两点信息。 

 
 起点：包含起始点信息：点名（可以手工输入，或者从地图或列表中

选择）和编码。同时也可以通过按下 按钮进行测量，确定此点。 
 终点：包含结束点信息：点名（可以手工输入，或者从地图或列表中

选择）和编码。同时也可以通过按下 按钮进行测量，确定此点。 
钢尺联测页面可以进行测量的设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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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下一个点的名称。 
 编码：点的编码。可以手工输入或者从列表中选择。 
 点击紧邻属性列表附近的位图，会打开如下下拉菜单： 
 左偏距/右偏距：在左偏距和右偏距之间来回切换。根据目前的方向来

确定进一步的方向。下方的文本域设置移动的长度。 
 采用：应用所输入数据。 
 完成：打开有两个子项的浮动菜单： 

关闭多边形：将首末两点相连，形成封闭的多边形 
计算闭合差：计算起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闭合差。 
数据页面显示初始数据和现在测量的结果。 
地图页面以图形方式显示当前测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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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样 

 
  放样功能包括以下菜单项目 

 

◆ 点 
◆ 线 
◆ 偏距 
◆ 表面 
◆ 方向上的点 
◆ 点列表 
◆ 圆曲线 
◆ 实时道路 
◆ 道路 
◆ 斜坡 
◆ 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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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放样 

进行点放样，点击“放样/点”。 
点放样页面包括点放样的初始数据。 
 

 
◆ 设计点/最近点：输入要放样的点。放样点可以从图形、点列表

中选择，也可以使用最后一次观测的点。 
◆ 目标高：设置接收机天线高。 
◆ [放样]：打开放样窗口。 

点击左上角的图标会弹出以下菜单： 
状态：手簿及接收机工作状态 
PTL 模式：代开 PTL 设置界面参考 10.1.2 PTL 模式。 
编辑点：打开点编辑界面，参考【编辑—点】 
坐标反算：打开坐标反算界面，参考【坐标反算】 
查看报告：查看放样报表 
帮助：打开帮助文档。  

点击【放样】进入放样模式先打开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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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目标点名。 

◆ ：接收机天线高。 

◆ ：切换放样点。 

◆ ：下拉菜单用包括 

查看面板：放样窗口的显示模式共有 4 个模块，数据视图、常规视图、俯视图、

地图视图。 
倾斜：打开倾斜设置界面。 
点测量：进入点测量界面参考【点测量】。 
设计偏距： 
保存设计点/图层：保存设计点或图层 
坐标反算：进入坐标反算界面参考【坐标反算】 
查看报表：查看放样报表。 
帮助：打开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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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放样模块具有一系列不同的视图，提供不同的样式来辅助放样操作。要采用不同的视图，按住

放样对话框直到弹出所选的视图位置。 

数据视图 

数据视图在所有的放样模块中均可用。数据视图提供当前放样模块全部可用数据字段的详细列表。 

图形视图 

图形视图在所有的放样模块中均可用。在图形视图中放样时，放样的背景影像就是该作业的图形。

图形菜单面板可用于图形控制，例如：图形缩放。 

常规视图 

当放样已知的设计坐标时，常规视图可用。常规视图提供到设计位置的方向。如果到设计位置的距

离大于 3 米，在对话框的中央将会显示蓝色的箭头，指示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的方向。如果到设计位置的

距离小于 3 米，图形则在中央显示目标位置，并显示当前位置。一旦目标位置接近于水平距离限差值时，

对话框图形则显示目标点靶心。 

俯视图 

当放样已知的设计坐标时，俯视图可用。俯视图与图形视图类似，显示当前位置和设计位置。 

 

◆ ：设置观测类型和棱镜类型。 

◆ 点击屏幕文字部分回打开选择项图 

 
可设置文字显示部分放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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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放样屏幕上的箭头指向是与盘左显示屏一致的。 
[存储] ： 
存储当前的位置。被储存点的点名用“作为……存储放样点”设置放样参数。 
[测量] ： 
进行距离测量并将测量结果显示在信息区域。 
如果点击[测量]按钮时信息区域显示的是角度模式，则它会自动转换为偏移量模

式。 
但是放样点图不会自动转换为距离模式，依然保持现有模式。 

2 线 

点击【放样】—【线】进入线放样界面 

 
 

◆ 起点：设置参考线的起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或列表选取。 
◆ 终点/方位角：通过指定另一点或方位角，设置参考线的方向。 
◆ 高程计算：放样点高程计算的类型。其类型如下： 

起点的高程：放样点将具有和直线起点相同的高程。 
内插高程：放样点的高程为直线起点的高程和终点的高程的内插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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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高：输入接收机高。 
◆ 放样：进行放样。 

 
放样界面 

 
 
 
根据提示可准确放出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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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偏距 

点击【放样】—【偏距】进入偏距放样界面。 

 
偏距放样有 5 中功能 
 直线 
 交点 
 三点计算曲线 
 圆曲线 
 缓和曲线 

214 



拓佳丰圣（上海）科贸有限公司 

3.1 直线 
直线放样功能是放样直线偏距（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点击【放样】—【偏距】

—【直线】进入直线偏距界面。 

 
 起点：直线的起点。该直线由方位角、到另一点的方位角、或直线的终点

来定义。 
 终点/方位角：直线的方向，由直线的方位角、或直线的终点来定义。 
 高程计算：放样点高程计算的类型。 

其类型如下： 
 起点的高程：放样点将具有和直线起点相同的高程。 
 内插高程：放样点的高程为直线起点的高程和终点的高程的内插计算值。 
 包括过渡点：如果要包括过渡点，则选中该选项。 
 SS（起始桩号）：直线的起始桩号（里程）。 
 继续：打开桩号和偏距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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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号和偏距界面 

 
操作参考【偏距】，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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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点 
交点放样功能允许您放样两直线（与另外两直线按一定偏距平行的）的交点。

第一个对话框定义一条直线（直线 1）和第一条平行直线的偏距。第二个对话框的字

段允许您定义另一条直线（直线 2）和第二条平行直线的偏距。该两条平行直线的交

点即为放样点。 
点击【放样】—【偏距】—【交点】进入交点界面 
 

 
 

 从点：直线 1 的起点。 
 到点的方位角到点/方位角：直线的方向。可以由直线的方位角、从起点到

所选点的方位角来设置。 
 左偏距/右偏距：放样点相对于该直线的左偏距或右偏距。 
 继续：定义第二条线 
点击【继续】进入定义第二条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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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对话框包含第二条直线的参数： 
 从点：直线 2 的起点。 
 方位角到点/方位角：直线的方向。可以由直线的方位角、从起点到所选点

的方位角来设置。 
 左偏距/右偏距：放样点相对于该直线的左偏距或右偏距。 
 交点高程：交点的高程。 
 存储点：交点的名称。 
 镜高：接收机天线高 
 放样：打开放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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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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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点计算曲线 
三点计算曲线功能是通过选择三点，您可以生成要放样的圆弧。点击【放样】

—【偏距】—【三点计算曲线】，进入三点计算曲线页面。 

 
 

 弯曲点：设置曲线的弯曲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或列表选取。 
 切点：设置曲线的切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或列表选取。 
 圆曲点点/交汇点：设置曲线的圆曲点点/交汇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或

列表选取。 
 圆曲线：大/小，指定采用小圆弧或大圆弧。 
 SS ：起始桩号。 
 继续：打开桩号和偏距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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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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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圆曲线 
圆曲线功能允许您放样与某条圆曲线有一定的水平偏距和垂直偏距的圆曲线

（一段圆弧）。点击【放样】—【偏距】—【圆曲线】进入圆曲线放样界面。 
 

 
 弯曲点：设置曲线的弯曲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或列表选取。 
 切点：设置曲线的切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或列表选取。 
 半径/ Curve angle（曲线)/ Chord angle (弦)：曲线的半径参数。 
 SS（起始桩号）：直线的起始桩号（里程）。 
 高程计算：放样点高程计算的类型。其类型如下： 

 
起点的高程：放样点将具有和直线起点相同的高程。 
内插高程：放样点的高程为直线起点的高程和终点的高程的内插计算值。 
 包含转点：不管是否包含拐角点，只要它们没有位于指定桩号点。 
 继续：进入桩号和偏距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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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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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缓和曲线（全站仪功能） 
放样缓和曲线功能用于放样与相对于指定的缓和曲线有一定的水平偏距和垂直

偏距的点。点击【放样】—【偏距】—【缓和曲线】进入缓和曲线放样。 

 
 全站仪点：到缓和曲线点的切线。这是缓和曲线的起点。 
 切线方位角：在全站仪点处缓和曲线切线的方位角。 
 半径/ Curve angle（曲线)/ Chord angle (弦)：在终点处缓和曲线的半径参数。 
 长度/Sp 参数：在终点处缓和曲线的长度参数、或缓和曲线的常数。 
 转向：指定缓和曲线是左转向还是右转向。 
 方向：缓和曲线的“移动”方向： 
直缓点到缓圆点（直线缓和曲线到缓和曲线圆曲线。这是缓和曲线到内部圆曲

线的入口。） 
缓圆点到直缓点（圆曲线缓和曲线到缓和曲线直线。这是缓和曲线从圆曲线到

直线出口。） 
 SS（起始桩号）直线的起始桩号（里程）。 
 继续：进入桩号和偏距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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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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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面 

放样表面允许您放样一个高程固定的表面。根据需要，选择放样表面的三种类型之一：

高程、道路、或DTM。点击【放样】—【表面】。 
 

4.1 放样表面 

 
选择放样点表面文件后点击放样，进入表面放样界面，根据提示进行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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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放样道路表面 
 
放样道路表面功能是放样已有的道路表面。点击【放样】—【表面】。 
选择放样道路 

 
选择好放样表面的道路后进入放样界面。按提示进行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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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程联测 
高程联测功能是放样高程固定的表面点击【放样】—【表面】选择高程联测进入高程联

测界面。 

 
输入高程值或从列表或图形中选择点。   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根据提示进行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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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向上的点 

 

点击【放样】—【方向上的点】可进行方向线上的点的放样。 

方向线上的点页面中用户可利用已知点、方位角及方向线的角度偏移量进行方向线上点

的放样。 

 

 从点：可以键入点名或从图中选取。 
 方位角/到点：可以直接输入方位角的度数，也可输入到另一已知点的点号。 
 角度偏心：对于方向线的角度偏移。 
 水平距离：角度偏移方向上的距离偏移。 
 高差：高程偏移。 
 存储点：如需储存该点请核对该区域，是否有重名。 
 [放样]：打开放样窗口开始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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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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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列表放样 

点击【放样】—【点列表】，进入点列表放样页面。 
点列表放样其实是点放样的一个组合，按照次序放样点列表中的点。 

 
◆ 名称：输入点列表号码或者从列表中选取。 

◆ ：向上滚动显示点列表中的点。 

◆ ：向下滚动显示点列表中的点。 

◆ 目标高：接收机天线高  
◆ 倒序：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点列表放样。 
◆ [放样]：点击进入放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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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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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圆曲线 

该对话框允许您通过指定的两点，放样圆曲线（圆弧的一段）。点击【放样】—

【圆曲线】进入圆曲线放样 

 
 弯曲点：圆曲线点，圆弧的起点。 
 切点：切线点，圆弧的终点。 
 半径/ Curve angle（曲线)/ Chord angle (弦)：曲线的半径参数。 
 转向：指定圆曲线的转向方向。 
 圆曲线：指定采用是两点之间的小圆弧或大圆弧。 
 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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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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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时道路 

放样实时道路功能允许您选择道路/水平定线/垂直定线来进行实时放样。点击

【放样】—【实时道路】进入实时道路放样界面 

 

 道路/水平定线/HV 定线：要放样的道路/水平定线/HV 定线，可以手动输入，

也可以从列表中选择。 
 SS（起始桩号）：要放样的起始点到道路起始处的距离 
 镜高：棱镜高 
 继续：打开实时道路放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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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边坡：选中该按钮采用模板挖方/填方边坡值。 
◆ 输入边坡：选中该按钮，输入所需的挖方/填方值。 
◆ 放样：打开放样对话框，开始放样。 

 
放样界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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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道路放样 
 要进行道路放样，点击【放样】—【道路】进入。 
 道路放样页面用于选择待放样的道路信息以及用图示方式显示该道路投影。 

 
  

◆ 道路：选择道路名称。 
◆ SS：起始点的里程桩。 
◆ 目标高：接收机天线高。 
◆ 平移点：如果选中，则表示每一个过渡点都要进行放样作业。 
◆ [继续]：进入道路放样页面。 

按过渡点按钮，进入一个对话框，允许您选择那些过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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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进行道路偏移和偏心设置。 
 桩号：要放样的点桩号。 

 ：切换桩号 
 桩号间距：放样点间距，下一放样点到上一放样点之间的距离。 
 区段点：放样点在横断面上的位置 

 ：切到横断面左一区段点 

 ：切到横断面右一区段点 

 [右偏距/左偏距]：进行左右方向偏距的设置 
 [向上偏距/向下偏距]：进行上下方向偏距的设置 
 区段：制定偏距位置 

 
 中线：从直线开始的水平偏距和垂直偏距。 
 左交：垂直偏距从线段点起始；水平偏距从交点起始（平行于左线段的直

线与横断面的交点）。 
 右交：垂直偏距从线段点起始；水平偏距从交点起始（平行于右线段的直

线与横断面的交点）。 
 区段：水平偏距从线段起点起始；垂直偏距从中线起始。 
 左表面：水平左偏距从线段起点起始；垂直偏距从与水平偏距对应的线段

表面的点起始。 
 右表面：水平右偏距从线段起点起始；垂直偏距从与水平偏距对应的线段

表面的点起始。 
 [返回]：返回到上一页面 
 [放样]：继续进行放样作业。 

 
 
 此放样页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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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斜坡 

点击【放样】—【斜坡】进入斜坡放样页面 

 

◆ 道路：选择道路名称 
◆ 目标高：接受机天线高 
◆ 平移点：如果选中，则表示每一个过渡点都要进行放样作业。 
◆ [继续]：进入斜坡放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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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桩号：要放样的点桩号。 

 ：切换桩号 
 桩号间距：放样点间距，下一放样点到上一放样点之间的距离。 
 连接点：放样点在横断面上的位置 

 ：切到横断面左一区段点 

 ：切到横断面右一区段点 

 [右偏距/左偏距]：进行左右方向偏距的设置 
 [向上偏距/向下偏距]：进行上下方向偏距的设置 
 区段：制定偏距位置 

 
 中线：从直线开始的水平偏距和垂直偏距。 
 左交：垂直偏距从线段点起始；水平偏距从交点起始（平行于左线段的直

线与横断面的交点）。 
 右交：垂直偏距从线段点起始；水平偏距从交点起始（平行于右线段的直

线与横断面的交点）。 
 区段：水平偏距从线段起点起始；垂直偏距从中线起始。 
 左表面：水平左偏距从线段起点起始；垂直偏距从与水平偏距对应的线段

表面的点起始。 
 右表面：水平右偏距从线段起点起始；垂直偏距从与水平偏距对应的线段

表面的点起始。 
 斜坡线段：变坡点。 
 自动：根据坐标自动选择。 
 [返回]：返回到上一页面。 
 [放样]：继续进行放样作业。 

 
 
此放样页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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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线作业 

点击【放样】—【线作业】进入线作业放样。 

 
 

◆ 线作业/编码，有两种线性作业选择： 
编码：允许用编码串来选择线性作业。 
线作业：允许从线作业列表（对话框中的列表）或从图形中所选的多边形来选

择线性作业。 
 点平移（包括过渡点）：按过渡点按钮，进入一个对话框，允许您选择那些

过渡点需要包括。更多信息… 
 SS（起始桩号）：要放样的起始点到道路起始处的距离 
 镜高 
 继续：打开桩号和偏距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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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参考 7.8【偏距】，点击放样进入放样界面 

此放样页面参考【点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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