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S-200
1" 专业级图形显示全站仪

OS-200 是一款专业级全站仪
它集成了高精度、机载行业解决方案、 图形显示三
大特点。拓普康先进的技术，耐用的品质是高精度测
绘的可靠保障。机载行业解决方案，符合国内测量行
业规范。图形显示可显示 DXF 和 DTM 表面模型，让
操作清晰直观。OS-200 响应行业用户需求，让专业
测绘更高效、更简单。



测绘
领域

Magnet 带面积和体积计算程序；使用偏心测量可以方
便测量柱体，例如电线杆中心坐标。

机身右侧触发键，方便您照准目标的同时开始测量。
无棱镜测程 1000 米，可减少搬站次数。

功能齐全的点、线、偏移、道路、表面、坡度放样程序，
支持道路数据实时计算。

设计点、线路、DTM 表面模型皆可导入 Magnet 软件，
在图形上显示。也可在图形上分析对比检测点。

Magnet 导线助手，方便等外导线采集和简易平
差。导线精灵（选配）符合等级导线观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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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形 测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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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放样数据可实时计算，现场查看里程、中桩偏距
和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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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精度 测程
棱镜 1.5mm+2ppm 5,600m*
无棱镜 2.0mm+2ppm 1,000m*

测距精益求精
精度更高，测程更远
得益于拓普康对测距技术的升
级，OS-200 为大范围、高精度
测绘与建筑施工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保障。

1″ 高精度测角
测角精确，稳定耐用
IACS 自主角度校正系统为 OS-201 带来
1″级测角精度。5.5′ 大范围补偿器保证
仪器长时间稳定工作。

导向光 & 触发键
操作方便，提升效率
导向光引导棱镜员快速判断移动方向。机身右侧触发键，方便您照准
目标的同时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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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提升一倍
软件更强，计算更快
无论您是修建公路和铁路、还是测算面积和土方，拓普康 Magnet 软
件都有对应的模块帮您计算。

数据图形呈现
图形显示，查看直观
测量点可实时显示在 DXF 或 DTM 表面模型上。适合放样新颖建筑模
型，方便监理单位检测竣工精度。

机载解决方案
本地化软件，符合规范
预装多测回，隧道精灵，导线
精灵，电力精灵解决方案。适
合监测、隧道、电力等测量需
求。



OS-200 系列产品

型号 OS-201 OS-202
望远镜
放大倍率 / 分辨率 30X/2.5"
其它 镜筒长度 ：171mm，物镜孔径 ：45mm（EDM:48mm），成像 ：正像

视场角 ：1˚30′（26m/1,000m）, 最小视距 ：1.3m，十字丝照明 ：5 级
测角部
最小显示 0.1"/1" 0.5"/1"
测角精度 (ISO17123-3:2001) 1" 2"
双轴补偿器 补偿器类型 液体双轴倾斜传感器

补偿范围 / 最小显示 补偿范围 ±5.5′ / 最小显示 1″
视准差改正 提供
测距部
激光输出等级 *1 无棱镜模式 ：3R 级 / 棱镜或反射片模式 ：1 级
测距范围 无棱镜 *3 0.3 ～ 1,000m*6

（一般气象条件下 *2） 反射片 *4*5 RS90N-K:1.3 ～ 500m，RS50N-K:1.3 ～ 300m，RS10N-K:1.3 ～ 100m
小型棱镜 1.3 ～ 500m
单 AP 标准棱镜 1.3 ～ 5,600m*6

最小显示 精测 / 速测 0.0001m
跟踪测 0.001m

测距精度 *2 无棱镜 *3 （2+2ppm×D）mm*7

(ISO17123-4:2001) 反射片 *4 （2+2ppm×D）mm
AP/CP 棱镜 （1.5+2ppm×D）mm

测量时间 *8 精测 1.0 秒（首次 1.5 秒）
速测 0.6 秒（首次 1.3 秒）
跟踪测 0.4 秒（首次 1.3 秒）

系统 / 接口与数据管理
操作系统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7
显示器 / 键盘 3.5 英寸，亮度自动控制，带背光半透射式 TFT QVGA 彩色液晶显示

触摸屏 / 背光式 29 按键数字键盘
操作面板 双面触摸屏（盘右时仅为触摸屏操作）
触发键 位于仪器支架右侧
数据存储 内存 1G 内存（含软件存储空间）

插入式存储设备  U 盘
接口 RS232 串口 , USB 2.0 接口
蓝牙模块（选配）*9 1 级蓝牙，通讯距离 10 米 *10

其它
激光指向 同轴红色 EDM 激光束
导向光 *11 绿色激光二极管（524nm）和红色激光二极管（626nm），

工作范围 ：1.3 ～ 150m
日历 / 时钟 有
水准器 电子水准器 ±6′（内圆）

圆水准器（基座上） 10′ /2mm
对中器 光学对中器 放大倍率 ：3X，最短焦距 ：0.3 米自基座

激光对中器（选配） 红色激光（波长 635±10nm），5 级亮度可调，
精度 ：≤ 1mm@1.3m，2 级激光

防尘防水等级 / 工作温度 *12 IP65（IEC 60529:2001) / -20~+60° C
尺寸（含提柄） 191mm（宽）×190mm（长）×348mm（高） 
仪器高 192.5mm 自基座面，236mm 自基座底
重量（含提柄和电池） 5.7kg
电源系统
电池 BDC72 可充电锂电池，7.2V/5,986mAh
工作时间（20° C） 约 23 小时（角距同测间隔 1 次 /30 秒）

技术指标

*1：参照IEC60825-1:Ed.3.0:2014标准/FDA CDRH 21 CFR 
部分，第 1040.10和11条例。

*2：一般气象条件：薄雾、能见度约20Km、晴天、大气无
热闪烁。

*3：使用反射率为90％的Kodak灰卡白面、 亮度低于
3000lx / 测量精度可能受测量表面，观测方法和周围环
境影响。

*4：激光束与灰卡白面正交角度小于30°的测试结果。
*5：低温版在-30~-20°C，高温版在50~60°C 环境下测试：

RS90N-K:1.3~300m, RS50N-K:1.3~180m, RS10N-
K:1.3~60m。

*6：良好天气：无雾、能见度约40Km、阴天、大气无热闪
烁。

*7：测程：0.3~200m。
*8：处于良好环境。无棱镜测量时间受到测量物体，观测条

件和环境影响。
*9：蓝牙选配，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代理商。
*10：无遮挡，仪器周围不受车辆和电磁干扰，无雨。
*11：指示激光和导向光不能同时使用。
*12：低温版：-30~＋50°C依据订单生产。

▪ OS 主机 ▪电池（BDC72×1）
▪电池充电器 (CDC77) ▪充电线
▪镜头盖 ▪镜头刷▪镜头遮光罩
▪ U 盘▪工具袋 ▪螺丝刀▪清洁布
▪六角扳手 ×2 ▪操作手册 
▪激光警示标牌 ▪仪器箱 ▪肩带

标准配置

仪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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