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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 

DE 系列中文电子经纬仪测角部分分别采用光栅增量式和绝对编码式数字角度测量系

统，使用微型计算机技术进行测量、计算、显示等多项功能，可同时显示水平角、垂直角、

斜距或平距、高差等测量结果，可以进行角度、坡度等多种模式的测量。 

 DE 系列中文电子经纬仪可用于铁路、公路、桥梁、水利、矿山等方面的工程测量、也

可用于建筑、大型设备的安装，应用于地籍测量、地形测量和多种工程测量。 

    本维修手册适用于 DE2A、DE2A-L、DE2B、DE5A、DE5B、DE10A 和 DE10B等 DE 系列中文

电子经纬仪；其中 2、5、10表示测角精度，A表示有补偿器，B表示无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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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修手册使用注意 

1、 仪器出现故障，需依照本维修手册内维修步骤，参考图示，逐项检测调试。若不是按照

本维修手册内要求实施维修，导致仪器损坏，本公司概不负责。 

2、 仪器因功能故障牵涉到主要构造部件，如电经微机板、光栅盘、读数头、补偿器、望远

液晶显示部件等，只可以更换整个组件，不可以进行拆分修理。 

3、 仪器维修进行部件更换时，请按照本维修手册的维修步骤及图示，进行维修，如本手册

中没有该部件的维修方法，请勿擅自拆分仪器，需返回本生产公司维修。 

4、 仪器维修更换部件后，需对仪器的整机指标进行调试，确定各项整机指标合格后，仪器

方可投入使用。 

5、 电子经纬仪属于精密仪器，若没有专业的维修素养或专业的维修设备，请勿擅自对电子

经纬仪进行维修，以免导致仪器损坏。 

6、 该维修手册只针对常州大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DE 系列电子经纬仪的维修，若在维修过

程中有不明确的地方，请咨询常州大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大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DΛD 
 

3 

3．仪器简介 

 3.1外观部件介绍 

                              DE2A-L 激光电子经纬仪 

 

 

 

 

 

 

 

 

 

 

 

 

 

 

 

 

 

 

 

 

 

 

 

 

 

 

仪器中心 

提手锁紧螺丝 

激光部件 

望远镜目镜护罩 

望远镜目镜 

水平微动螺旋 

水平止动螺旋 

望远镜调焦手轮 

仪器左侧盖板 

激光下对点器 

液晶显示屏 

圆水准器 

基座 

提手 

望远镜物镜护罩 

望远镜物镜 

粗瞄器 

仪器号 

长水准器调整螺钉 

长水准器 

仪器底座 

脚螺旋 

电池盒按钮 

电池盒 

垂直微动螺旋 

垂直止动螺旋 

仪器右侧盖板 

基座连接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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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显示屏及面板简介 

       a．显示屏采用图形式液晶显示，可显示角度、汉字、日期及时间等信息。 

           开机后进入测角主界面显示的画面如下图所示： 

 

 

 

 

 

 

      面板上共有十个按键，红色开关为开关机键，测角模式下其余按键及组合说明如

下： 

左右：水平角左/右计数方向的转换； 

锁定：水平角读数锁定； 

坡度：垂直角与百分比坡度的切换； 

置零：水平角置为 0°00′00″； 

按¤键当屏幕右下角出现 再按▲键：启动指向激光，重复一次关闭； 

按¤键当屏幕右下角出现 再按▼键：启动对点激光，重复一次关闭； 

按¤键当屏幕右下角出现 再按◆键：启动液晶背光照明，重复一次关闭； 

按¤键当屏幕右下角出现 再按确定键：进入菜单模式，再按一次确定键保存退出。 

b．显示符号介绍 

    ：自动关机标志； 

    ：电池电量标志； 

    ：特殊功能标志，按¤键一次，再按一次消失； 

    %：坡度； 

 b-OUT：垂直角补偿超限； 

   OUT：坡度超过±100%； 

m : 以米为单位； 

°，′，″：角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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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用指标检查与校正 

4.1 长水准器的检查与校正 

       a．长水准器的检查，如图 A 所示。 

          （1）将仪器安放于稳定装置上 

（如三脚架、仪器校正台），并固 

定仪器； 

          （2）将仪器粗整平，并使仪器长水准 

器与基座三个脚螺旋中的两个的 

连线平行，调整该两个脚螺旋使 

长水准器水泡居中； 

          （3）分别转动仪器 90°与 180°，观

察长水准器水平泡移动情况，如

果水泡均处于长水准器的中心，

则无需校正；如果水泡移出允许

范围，则需进行调整。 

        

 

 

 

 

 

 

 

 

 

 

 

 

 

长水准器 

脚螺旋 A 脚螺旋 B 

平行 

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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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长水准器的校正，如图 B所示。 

          （1）将仪器安放于稳定装置上并粗整 

平仪器； 

（2）转动机身使管水准器与其中两只 

脚螺旋 A、B 平行。然后按图中 

箭头方向同时向内或向外旋转 

 A、B 脚螺旋，使气泡居中； 

          （3）旋转机身 90°，使管水准器垂直 

于 A、B 脚螺旋。然后旋转脚螺 

旋 C 使气泡居中。完成后再次 

重复上一步与这一步，直至水泡 

在这两个位置处于居中状态。 

          （4）使仪器水平转动 180°，待水泡 

稳定，用校正徽调校正螺钉，使 

水泡向长水准器中心移动一半的 

距离； 

          （5）重复（2）（3）（4）步骤，直到仪 

器用长水准器精确整平后转动到

任意位置，水泡都处于其中心。 

 

 

 

 

 

 

 

 

 

 

用校针徽校正螺钉 

图 B 

校正过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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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圆水准器的检查和校正 

 如图 C 所示。 

       a．圆水准器的检查 

          （1）将仪器固定在稳定的装置上； 

          （2）用长水准器将仪器精确整平； 

          （3）观察仪器圆水准器气泡是否居中： 

               如气泡居中，则无需校正； 

               如气泡移出范围，则需调整。 

       b．圆水准器的校正 

          （1）将仪器固定在稳定的装置上； 

          （2）用长水准器将仪器精确整平； 

          （3）用校正针徽调两个校正螺钉， 

使气泡居于圆水准器的中心。 

            注：用校针调整两个校正螺钉时， 

用力不能过大，且两螺钉的 

松紧程度应相当。 

 

 

 

 

 

 

 

 

 

 

 

 

 

图 C 

圆水准器 

校正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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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学下对点器的检查和校正 

如图 D 所示。 

       a．光学下对点器的检查 

          （1）将仪器架在三脚架上并固定，正

下方放十字标志； 

          （2）转动仪器基座的第三个脚螺旋， 

使对点器分化板中心与地面十字 

标志重合； 

          （3）使仪器水平转动 180°，观察下 

对点器分化板中心与地面十字标 

志地是否重合，如果重合，则无

需校正；如有偏移，则需进行调

整。  

       b．光学下对点器的校正 

          （1）转动仪器基座的三个脚螺旋，使

对点器分化板中心与地面十字标 

志重合； 

          （2）使仪器转动 180°，并拧下对点 

目镜护盖，用校针调整 4 各调整 

螺钉，使地面十字标志在分化板 

上的象向分化板中心移动一半； 

          （3）重复（1）（2）步骤，直至转动仪

器，地面十字标志与分化板中心

始终重合为之。 

          注：4 个调整螺钉应稍紧，且程度相当。 

 

 

 

 

下对点器目镜 

地面十字标志 

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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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激光下对点器的检查和校正 

如图 E 所示。 

       a．激光下对点器的检查 

          （1）将仪器安置在三脚架上并固定好； 

          （2）在仪器正下方放置十字标志； 

          （3）打开激光下对点器，并调整光斑 

亮度至合适； 

          （4）转动仪器基座的三个脚螺旋，使 

光斑与地面十字标志重合； 

          （5）使仪器转动 180°，观察光斑与

地面十字标志是否重合。如果重

合，则无需校正；如果有偏移，

则需进行调整。 

       b．激光下对点器的校正 

          （1）转动仪器基座的脚螺旋，使激光 

光斑与地面十字标志重合； 

          （2）使仪器转动 180°，并拧下对点 

点目镜护盖，用校针调整 4各调 

整螺钉，使激光光斑向地面十字 

标志移动一半； 

          （3）重复（1）（2）步骤，直至转动仪

器，地面十字标志与分化板中心

始终重合为止。 

 

 

 

 

 

 

下激光对点器 

激光下对点 

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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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激光管的更换，如图 F所示。 

          （1）如果激光无法打开，并且已经排 

除人为操作、引线脱落等外围因 

素的情况下，更换激光管； 

          （2）按逆时针方向旋下下激光对点器 

的护罩； 

          （3）用校正徽按逆时针旋下四颗调整 

螺钉，然后轻轻的拔出激光聚焦 

管； 

          （4）用镊子卡入如图中所示的卡槽， 

然后逆时针旋下聚焦管，然后 

焊下连接激光管的三根引线，从 

而便能取下激光管了； 

          （5）从新安装激光管注意三根引线（ 

红黑蓝）的焊接位置，如图所示。 

注意：如果更换激光管后仍无法打开

上激光，那重新检查人为操作

并排除外围引线的脱焊、虚焊

和断线等问题，如果仍无法解

决问题，则返修。 

 

 

 

 

 

 

 

 

 

下激光护罩 

调整螺钉 

卡槽 

红 
黑 蓝 

引线端平面示意 

图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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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的检查和校正 

如图 G 所示。 

       a．望远镜分划竖丝的检查 

          （1）将仪器安置于三脚架上并精确整

平； 

          （2）在距仪器 50m处设置一点 A； 

          （3）用仪器望远镜照准 A点，旋转竖 

盘微动手轮，如 A点沿分划划板 

竖丝移动，则无需调整；如移动 

后与分划板竖丝有偏移，则需进

行调整。 

       b．望远镜分划竖丝的校正 

          （1）安置仪器并在 50m处设置 A点； 

          （2）取下目镜护照，旋转竖盘微动手

轮，用校针将 4 个调整钉稍微松

动，然后转动目镜头使 A 点竖丝

重合，拧紧 4个调整螺钉； 

          （3）重复检查 4.5a 中的（3），校正

4.5b中的（2）步骤直至无偏差。 

 

 

 

 

 

 

 

 

 

 

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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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激光上对点的检查与校正 

如图 H所示。 

       a．激光上对点器的检查 

          （1）将仪器架在三脚架上并固定，正 

前方 50m处放置十字标志； 

          （2）打开激光下对点器，并调整光斑 

亮度至合适并且使光斑位于十字 

标志的中心； 

          （3）调整望远镜调焦手轮和目镜调焦 

手轮使目镜十字丝与远处十字标 

志清晰，通过目镜观察红色光斑 

与目镜十字丝是否重合，如重合， 

则无需校正；如偏移，则需进行

调整。 

       b.激光上对点器的校正 

          （1）旋转目镜调焦手轮与望远镜调焦 

手轮，使目镜十字丝与远处十字 

重合并清晰； 

          （2）一边用螺丝刀调整激光安装座上 

的四只调整螺钉，一边用眼睛通 

过目镜观察红色光斑的移动； 

          （3）重复（2）步骤，直至红色光斑与 

目镜十字丝重合。 

            注：四只调整螺钉应稍紧，且程度相

当。 

 

 

 

 

激光上对点器 

图 H 

激光与十字标识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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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上激光管的更换，如图 I所示。 

          （1）如果激光无法打开，并且已经排 

除人为操作、引线脱落等外围因 

素的情况下，更换激光管； 

       （2）用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如图 

            所示的三颗 M2×12的螺钉，然后 

            便可以上激光的护罩； 

       （3）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四颗 M2×5的 

            螺钉，位置如图所示，从而便可

以取出聚焦管； 

          （4）用镊子卡入如图中所示的卡槽， 

然后逆时针旋下聚焦管，然后 

焊下连接激光管的三根引线，从 

而便能取下激光管了； 

          （5）从新安装激光管注意三根引线（ 

红黑蓝）的焊接位置，如图所示。 

注意：上激光管的功率比下激光管的

大，不能混用。 

              如果更换激光管后仍无法打

开上激光，那重新检查人为操

作并排除外围引线的脱焊、虚

焊和断线等问题，如果仍无法

解决问题，则返修。 

 

 

 

 

 

 

M2×5 

 

M2×12 

 

卡槽 

 

引线端平面示意 

 
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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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仪器照准差 C 的检查和校正 

如图 J所示。 

       a．仪器照准差 C的检查 

          （1）将仪器安置在稳定装置或三脚架

上并精密整平； 

          （2）瞄准平行光管分划板十字丝或远

处明显目标，先后进行正镜和倒

镜观测； 

          （3）得正镜读数 HL和倒镜读数 HR； 

               计算照准差： 

               C=（HL－HR±180°）/2，如 

C＜10″，则需要调整；如 C＞ 

10″，则需要调整。 

       b．仪器照准差 C的校正 

          （1）在倒镜位置，旋转水平盘微动手 

轮，使得倒镜读数为：HR′=HR+C； 

          （2）松开望远镜分划板调整螺钉护罩， 

调整左右两个调整螺钉，使望远 

镜分划板竖丝与平行光管或远处 

目标重合；  

          （3）重复进行上述检查和校正直至合 

格为止。 

    

 

 

 

 

 

 

调焦螺钉 

目镜 

调焦手轮 

如：正镜读数 HL=000°00′00″ 

倒镜读数 HR=180°00′40″ 

则仪器照准差 C 为： 

C=（HL–HR±180°）/2=-20″， 

C 超差，需调整。 

调整：使 HR′=HR+C=180°00′20″ 

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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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水平度程序调整的 2C 指标检查 

          （1）将仪器安置在稳定装置或三脚架 

上并精密整平； 

          （2）按住“坡度”键开机，待界面显 

示如图 K所示的图形时松开“坡 

度”按键； 

       （3）用望远镜在正镜位置瞄准垂直角

为±10°左右的平行光管分划板

或远处目标，然后按置零，此时 

屏幕显示如图 L所示； 

       （4）再用望远镜倒镜位置瞄准与（3） 

同样的目标，然后按置零； 

       （5）再用望远镜正镜位置瞄准与（3）

同样的目标，然后按置零，此时

水平度为 0°0′0″，如图 M 所

示； 

       （6）再次用望远镜倒镜位置瞄准与 

（3）同样的目标，瞄准后看屏 

幕上显示的水平度数 X； 

       （7）计算：ΔC=|180°－X|，如ΔC

＜8″，符合要求，否则重新检查

2C，如用户无法使 2C指标达标，

则需返修。 

 

 

 

 

 

 

图 K 

图 L 

图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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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竖直度盘指标差 I 的检查 

       （1）将仪器安置在稳定装置或三脚架 

上并精密整平； 

       （2）开机后先按“¤”，再按“确定” 

进入菜单模式，然后通过按“◆ 

（测距）”选择 SET-2，按“▼（ 

测角）”键使屏幕下排显示“ON” 

开启天顶为 0°,如图 N所示。再

按“确定”键，之后按“开关” 

关机； 

（3）按住“左右”键开机，待显示有 

SETP-1的画面时松开按键； 

       （4）用望远镜在正镜位置瞄准垂直角

为±10°左右的平行光管分划板

或远处目标，如图 O 所示。然后

按置零； 

       （5）再用望远镜倒镜位置瞄准与（3） 

同样的目标，如图 P所示。然后 

按置零，此时的垂直角度记为 VR；     

（6）再次用望远镜正镜位置瞄准与 

（3）同样的目标，此时的垂直角

度记为 VL； 

（7）计算：指标差为 

            I=(VL+VR-360°)/2 

       （8）如果指标差小于 15″，则符合要

求，否则重新检查指标差，如用

户无法使指标差达标，则需返修。 

 

 

图 N 

图 P 

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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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垂直度盘补偿器的安装校正和两种补偿 

    a. 补偿器的安装校正 

       （1）将仪器安置在稳定装置或三脚架 

上并精密整平并使仪器长水准器 

一面朝向操作者； 

       （2）用两对 M3×8的内六角螺钉和Φ3 

的弹簧垫圈组合固定补偿器，然后 

插好插头。如图 Q所示； 

       （3）开机后先按“¤”，再按“确定”

进入菜单模式，然后通过按“◆

（测距）”选择 SET-1，按“▼” 

键使屏幕下排显示“ON”开启补 

偿器（如图 R所示）再按“确定” 

键保存； 

       （4）先按“¤”，再按“左右”进入

补偿数值显示界面，如图 S所示； 

       （5）使用小锤（或使用带塑料与木质

把柄的其它工具）轻轻敲击补偿 

器的一端（不能使补偿器变形或 

损坏的前提下），使屏幕上显示的 

补偿数值＜20″时，然后旋紧固 

定补偿器的螺钉，此时正向数值

记为 BC1 然后使仪器旋转 180°

后，继续轻轻敲击补偿器调整数

值，此时数值记为 BC2； 

        （6）重复（5）步骤中的正反敲击方

法，直到|BC1+BC2|＜30″为止； 

     

 

图 Q 

图 S 

图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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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补偿器的线性补偿 

        （1）将仪器安置在稳定装置或三脚架

上并精密整平； 

        （2）同时按住 “置零”和“测角” 

键开机，待显示如图 T所示的界 

面时，松开两个按键； 

        （3）按“左右”键选择线性补偿

F1L-SET后屏幕显示如图 U所示； 

        （4）用望远镜在正镜位置瞄准垂直角

为±10°左右的平行光管分划 

板或远处目标，之后调整底座旋 

钮使水平角为零，然后通过调节 

微动止动旋钮使垂直度数在原来 

的基础上+3′，然后通过调节底

座螺旋使正向瞄准与上述同样的 

目标，最后置零保存，此时垂直 

角度记为 X1； 

（5）再调节微动止动旋钮使垂直度数 

在现有的基础上-6′（即在未+3′ 

之前的数值上-3′），然后通过调 

节底座螺旋使正向瞄准与上述同

样的目标，最后置零保存，记此

时的垂直度数为 X2； 

        （6）按“¤”，再按“左右”键即可

观察到补偿精度，调整底座旋钮

使数值变为 0°0′0″，如图 V

所示,然后置零。记此时界面上显

示的垂直度数为 X3； 

        （7）把 X1、X2、X3三个值中的最大

图 T 

图 U 

图 V 



常州市大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DΛD 
 

19 

值记为 Xmax，最小值记为 Xmin。 

令 X=|Xmax－Xmin|，当 X＜6″ 

为符合要求，否则重复两只校正 

的步骤，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c. 补偿器的零位补偿 

        （1）将仪器安置在稳定装置或三脚架 

上并精密整平； 

        （2）同时按住 “置零”和“测角” 

键开机，待显示如图 T所示的界

面时，松开两个按键； 

        （3）按“锁定”键选择线性补偿

F20-SET后屏幕显示如图 W所示； 

        （4）用望远镜在正镜位置瞄准垂直 

角为±10°左右的平行光管分 

划板或远处目标，然后置零； 

        （5）用望远镜在倒镜位置瞄准同（4） 

的目标，然后置零； 

        （6）按“¤”，再按“左右”键即可观

察到补偿零位数值（补偿界面如

图 X 所示），分别正镜与倒镜观

察补偿数值，并记为 Y1与 Y2，

令 Y=Y1+Y2，当 Y＜30″时，即

符合要求，否则重新两种校正，

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图 W 

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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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仪器拆卸 
操作方法及步骤 图示及标识 

（1）拆卸仪器提手：逆时针旋转提手螺钉，同时将提手

向上提，直至螺钉完全旋下，则可取下提手。 

 

（2）如果要拆卸仪器，请先按下电池锁扣，取下电池。 

 

（3）侧盖板拆洗（带蜂鸣器）：用十字螺丝刀将图中箭

头所指位置的五个十字螺钉（M2.5×10）按逆时针方向

旋下。 

 

（4）用镊子将图中位置所标识的蜂鸣器插头从插座中拔

出，此侧盖板可以从仪器上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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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及步骤 图示及标识 

（5）将图中箭头所标识的六个 M2×6的十字螺钉，用十

字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 

 

（6）用镊子将图中箭头标识的位置的扁平线的插头从主

板插座上轻轻拔出，从而从仪器上取下主板。 

 

（7）将图中箭头所指的四个 M2×10 的面板十字螺钉用

十字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 

 

（8）按图中标识，将液晶显示组件与主板连接的扁平线

取下，则可以拆下液晶显示组件，两面液晶拆卸的方法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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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及步骤 图示及标识 

（9）按图中标识，用十字螺丝刀，将四只平头 M2.5×6

和一只圆头 M2.5×6的螺钉，按逆时针方向旋下。 

 

（10）如图所示，将电池端侧板与主板的连接线从测角

主板上拆下，则可取下电池端侧盖板。 

 

（11）如图所示，用内六角螺丝刀将左边箭头处得内六

角 M3×4 平止头螺钉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再将右边箭头

所指处得激光对点器跟主板的连接线取下，则可以拔出

激光对点器。（光学对点器除不需要拔连接线外，拆卸方

法与此相同）。 

 

（12）如图所示，用内六角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

箭头所指处 内六角 M3×4平头螺钉，则可取下垂直止微

动。 

 

 

平头 

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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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及步骤 图示及标识 

（13）如图所示，用内六角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

箭头所指处得内六角 M3×4 平止头螺钉，则可拆下水平

止微动。 

 

（14）如图所示，用十字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两只

M2×5的平头十字螺钉，并且焊下如箭头所指的蓝，红，

黑三根线，这样就可以取下电刷了。 

 

（15）用十字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图中三只 M2×5

的十字螺钉，并且焊下图中的蓝，红，黑三根线，这样

便可以取下导电环了。 

 

（16）如图所示，用十字螺丝刀将图中补偿器下面的两

只内六角 M3×8 的螺钉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再将补偿器

的插头拔下，则可以取下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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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及步骤 图示及标识 

（17）用螺丝刀与钝器配合通过箭头所指处得小孔按逆

时针旋下图中的饼帽，从而拿下横轴止动块。 

 

（18）如图所示，用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如图中箭

头所指的四只 M3×9的螺钉，则可取下横轴止动套。 

 

（19）如图所示，用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如图中箭

头所指的三只 M3×8 的螺钉，并且把望远镜调焦手轮顺

时针旋到底（方便拆卸）。 

 

（20）如图所示，用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如图中箭

头所指的四只 M3×10的螺钉，这样便可以分离并取下望

远镜和横轴了。 

      注意：取横轴时，应该防止光栅被磕碰或擦盘以

至损坏光栅。 

            光栅与读数板的整体用户不要自行拆卸，

如果光栅或读数板损坏，直接寄回生产厂

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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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及步骤 图示及标识 

（21）如图所示，用手拔出如图中箭头所指的螺孔保护

套，然后用螺丝刀按逆时针方向旋下三颗 M4×12的螺钉，

为下步分离主架作准备。 

 

（22）如图所示，轻轻的向上抬起主架，顺着底部槽口

慢慢提上主架，注意不要损坏竖轴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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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路部分检查 

 

图 1 

 

 

                                             图 2 

6.1 调试工具 

    A：主板串口插槽 

    B：电脑串口引出线 

    C：仪器主板 

   调试横竖轴读数头参数需要的工具是： 

（1） 电脑（需安装“大地测绘绝对编码调试软件 V3.1 for3753”这款软件）一台； 

（2） 仪器主板与电脑串口的连接线一根；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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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测仪器一台。 

6.2 调试 

                      软件通讯设置按照图 2 中所示默认设置，右侧从 CCD_0～CCD_3 顺序调试，通过

获取波形后观看波形的幅值与形状，波形的幅值走势呈微抛物线形状且每一个点（主

要看中间段）幅值的高低之差最大不超过 350mV，并且每个波形呈现振荡形状且无毛刺、

杂波或波形形状陡变的情况出现即为合格。 

6.3 主板 

 

 

 

 

 

 

 

 

 

 

 

 

 

 

 

 

                                           背面 

 

 

 

 

 

 

 

 

 

 

 

 

 

 

 

 

 

                                           正面 

 

供电口插座 

上激光连接插座 

下激光连接插座 

横轴读数头插座 

竖轴读数头插座 

左面板插座 右面板插座 

供电口插座 

蜂鸣器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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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障检修 

7.1 常见故障检修 

   （1）横竖轴卡死或轴系紧：仪器出现此类情况时，请用户不要自行拆卸维修，应返回生

产厂家进行维修； 

   （2）止微动失效：根据本维修手册第 5 章里关于止微动的拆卸部分，将止微动拆卸后，

凸轮位置进行调整，检查其他各部件，然后重新安装止微动部件，若调整后无效，

请更换止微动组件； 

   （3）指标差超差：一般情况下，指标差超差，可以按照本手册中第 4 章中指标差校正步

骤进行校正，如果无效，可将补偿器关闭后再进行校正。补偿器零位漂移，会导致

指标差超差，如用户无法校准指标差，可返回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5）液晶显示故障： 

        a．液晶面板隐约出现笔段 

           将液晶侧向观看，是否有隐约的笔段显示，如有笔段显示，则检查液晶上按键

是否有弹不出来的现象，如果没有，则检查与液晶相连的各电阻是否损坏，以

及液晶连接线插头是否连接好。 

        b．液晶没有任何显示 

           如果液晶侧向观看看不到任何笔段显示，则首先检查液晶的插座是否接触良好；

其次，检查主单片机是否工作正常，用示波器观察晶振是否正常工作，如不工

作，更换晶振，如果更换后亦不正常，则更换主板。 

        注：如果用户无法自行修理该故障，请返厂进行维修。 

   （6）通讯口故障检修：将 COM 插头和通讯口工装连接，再操作工装，看能否从板上读

取数据，如果不能读取，首先检查通讯口线连接是否正确、通讯线是否断开，如果

硬件设施正常仍无法通讯，可将机器返回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7）显示时间调试及故障维修：如果仪器不能显示时间日期，或者显示日期时间经常会

有偏差，可能是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接触不良或电力不足，可更换电池后再调试。如

无法工作，可返回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8）液晶背光故障维修：可根据第 5 章拆卸说明，将仪器的液晶面板拆下，检查液晶的

连线是否出现故障，若没有，检查背光二极管是否损坏，可更换同型号二极管进行

维修，如果仍无法维修好，请发回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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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激光无法开启：检查按键是否能开启第二功能，如果正常，则检查连线插头及导电

环引线是否脱焊，电刷引线是否偏离导电环卡槽；如果上述正常的话，那检查激光

管脚的三根引线，如果引线没有脱焊那按照第四章的步骤更换激光管，若用户还是

无法自行维修，请返回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10）补偿器故障检测：打开仪器看是否能正常工作，若机器已经无法开启，则检查补

偿器的接地是否和主板一致，如果补偿器不能工作但是仪器可以打开，则检查补偿

器的接线是否正确，补偿器是否有故障可以用替换法检测； 

   （11）开机故障维修： 

        a．无法开机：检查电池是否有电，主板电源输入是否正常，如果确定电池输入无

故障，再在主板上逐步检查； 

        b．开机死机：检查面板按键是否弹出，如按键未弹出，则拆下面板对面板按键进

行调整后再开机。 

    注意：仪器若出现以上故障，如果用户需要进行维修，请按照本手册的拆卸步骤进行

拆卸，并且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故障检修。如果违规操作，造成仪器损坏，本公

司概不负责。如需要更换重要部件，请用户将仪器返回本公司进行更换，请勿擅

自更换其它品牌仪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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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出错代码故障检修 

（1） 出错代码为“E-302” 

a. 信号不好：重新调垂直读数头信号； 

b. 垂直光栅盘脏了：清洁光栅； 

c. CCD 坏了，或是 CCD 表面脏了：清洁 CCD 或是更换； 

d. 阳光通过盖板漏进来了：检查盖板； 

e. 测角主板坏了：更换主板； 

f. 望远镜转动过快：保护性错误。 

（2） 出错代码为“E-303”、“E-304”、“E-305” 

a. 信号不好：重新调水平读数头信号； 

b. 水平光栅盘脏了：拆开光栅盖板清洁光栅； 

c. CCD 坏了，或是 CCD 表面脏了：清洁 CCD 或是更换； 

d. 阳光通过盖板漏进来了：检查盖板； 

e. 测角主板坏了：更换主板； 

f. 望远镜转动过快：保护性错误。 

（3） 出错代码为“E-108” 

补偿器错误，重新安装或更换补偿器。 

注意：以上是液晶屏显示的出错代码与错误对应关系。如果用户需要进行维修，

请按照本手册的拆卸步骤进行拆卸，并且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故障检修。如果

违规操作，造成仪器损坏，本公司概不负责。用户如对上述故障无法自行检修，

请返回生产厂家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