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普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无棱镜工程型全站仪
TKS-40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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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是拓普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经过几年市场调查潜心为中国市场研发的
高精度高品质全站仪品牌。

“科维”是由荷兰知名公司精心设计。科维
（英文名字GoWin）寓意代表科维将给客
户带来胜利和喜悦。科维颠覆了原来传统设
计，以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流线型设计向世界
展示了科维的美好愿望。

“科维”依托拓普康强大技术优势，致力为
中国用户提供优秀、专业的解决方案。

依托拓普康强大的技术后盾，“科维”全方位采用日式生产管
理流程，使得TKS-402N全站仪每一个关键零部件、每一道生产
工序都达到国际化水平，确保每一台出场仪器都通过严格的品
质鉴定。

从国内最长的全自动测距基线检校设备，到48小时极端环境测
试，“科维”从一诞生起就立足国产品牌高端，不断追求精益
求精。

下面的几个生产环节充分展现了“科维”仪器的名门风范：

精工细作，尽显名门风范

进口高低温测试仪
每台科维仪器出厂前均需通过长时
间的高低温环境测试，以确保其在
野外极端环境下能稳定工作。

全自动测距检测基线

拓普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拥有国内最大的全自动测距基线检
测设备，该设备能快速准确的得出
全站仪的测距参数，是科维全站
仪2+2ppm 高精度测距的有力保
证。

高频震动测试仪

每台科维仪器出厂前都会经过这个
“摇篮”的特殊振荡，模拟野外极
端颠簸环境的高强度振荡测试，保
证了科维仪器能够长期稳定的工
作。

全圆高低角检测台

经过以上严格的环境测试，科维仪
器在出厂前还要经过这最后一道
关，严格的水平角垂直角检测确保
2秒的精度名副其实。

关于科维

关于拓普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4年9月，拓普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10年6月更名
为拓普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制造测绘仪器的高科技中外合资企
业。公司秉承严谨专业的服务理念，引进了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和检测设备，努
力打造中国最大的测绘仪器航母。公司的产
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返销世界各地，产
量逐年迅速增长，供不应求。拓普康(北京)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
力，研制出更多更高性价比、更符合中国国
情的产品。

关于未来………
我们努力开拓!

关于您的选择…….
一定是对的！



丰富的应用软件

TKS-402N系列全站仪预装了丰富的应用程序，如：道路测设、对边测量、悬高测量、面积计算、新点设置、坐标测量、数据采集、坐标
放样等等，极大地方便了工程应用。

道路测设软件 新点测设（后方交会）

内装道路测设软件功能，满足了用户道路工程的应用。

软件支持交点法和元素法，在预置完道路参数后，可根据现场
需要，实时放样任意里程桩号的中桩及边桩，无需大量的数据
计算及数据输入工作。

对边测量

可自动计算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斜距和高差。

测量方式有两种：
1、（A-B,A-C...）第一镜站点到其他任一镜站点。
2、（A-B,B-C...）依次测定相邻两个镜站点。

根据对已知点的测量可自动计算任意位置的测站点坐标，
（如：后方交会法、极坐标法）
此功能在现有测站点不能直接看到观测点时使用非常方便。

后方交会法：（两边一个夹角）
根据已知两点的坐标值及水平角、水平距离，即可计算出新设
测站点坐标。

点到线测量

通过点到线测量可以确定一个点P相对于两个给定点（A、B）的
新坐标，该功能在建筑物施工放样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其坐标系为：
第一个点（A）为坐标原点，第一点（A）到第二点B（的）方
向为该坐标系的N（北）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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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测量

可通过现场实测数据或提取数据文件坐标进行计算

悬高测量

该功能可以测量无法直接安置棱镜处的目标高度

卓越的性能   广泛的用途

道路测量 建筑测量 管线测量

TKS-40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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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编码度盘
● USB闪存（最大支持64GB） 
● 6行中文大屏双面显示器 
● IP54防尘防水设计
● 内置多种应用程序，如道路功能
● 长效电池,可连续作业5.5小时以上
● 适合各类测绘、道路、建筑、施工等测量工作
● 标配1mm超细激光对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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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S-402N采用了自主研发全新设计的高性能测距主板，单棱镜测距可达到
4000m，无棱镜测距可达到500m。拥有其强大测距能力的TKS-402N在同级别产品
中更显出类拔萃。

稳定可靠的测角技术

经得起考验的测距精度

海量存储 便捷的数据输出

长效电池
TKS-402N在同级别产品中拥有无
与伦比的真实无棱镜测距精度，在
测距范围内实际最高精度可达到
±(3mm+2ppm×D)m.s.e。该测程和精度
均为实际测量环境中能够达到的技
术指标，真实可靠。

采用稳定可靠的绝对编码度盘测
角技术，通过独特的角度细分算
法，确保了角度测量的精度，角
度观测值更可靠、更稳定。

先进独特的测距技术 升级大屏幕
采用经典成熟的相位法测距技
术，配合优化设计的光学系统，
有棱镜测距和无棱镜测距一体化
的结构设计，确保了测距精度更
高，测距速度更快！
TKS-402N精心设计的电路和光
路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电干扰和
光噪声，使得在恶劣的环境下也
可以有效地完成距离测量。

标配极细激光对中器

使用高稳定锂离子电池，电池容量
高达3000毫安时，在实际使用中
可达18小时以上的使用时间，即
时在深山中或无电源处也照样安心
使用。

连续测距测角：约5.5小时
连续测角：约50小时

超大屏幕，可同时显示6行加大字
体中文。背光式操作面板为测量员
提供了最佳的视觉效果和可操作
性。

海量内存设计,支持USB闪存，测
量时无需担心内存余量。数据全部
采用文档式管理，整理起来方便简
捷。

USB闪存：最大64GB
内部存储：50000点

坐标数据、观测数据可用U盘或电
脑传输方式上传与下载；数据格式
兼容拓普康GTS-6、GTS-7格式。

全中文内核，点名可使用中文

借助仪器内置的激光对中器可快速
完成测站设立。

●  1mm极细高亮度可见激光
●  快捷键设置，开启方便
●  3分钟后自动关闭，无需操作
●  方便黑暗环境下进行快速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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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
物镜孔径 45mm(EDM：48mm) 
放大倍率 30×
成象 正像
视场角 1°30′
分辨率 3.0′′ 
最短视距 1.3m
角度测量
测角精度 2'' *1

读数方式 绝对法读数
最小读数 1''/ 5''可设置
距离测量

测距范围*2 单棱镜 无棱镜
4,000m 500m

测量精度 ±(2mm+2ppm×D*3)m.s.e ±(3mm+2ppm×D*3)m.s.e
测距时间

精测模式 约1.1秒(首次2.2秒) 约1.1秒(首次3.0秒)
粗测模式 约1.0秒 约1.0秒
跟踪模式 约0.4秒 约0.4秒

气象改正 有
棱镜常数改正 有
两差改正 有
软件及数据传输

内置程序 三维坐标测量、三维坐标放样、数据采集、悬高测量、偏心测量、对边测量、面积计算、后方交
会、道路测设等

数据存储 外部存储：USB闪存（最大支持64GB） / 内部存储：约50,000点
通信接口 标准RS-232C
其他
显示 6行中文显示,双面背光
键盘 24个数字 / 字母功能键

倾斜补偿器
方式 液态式

补偿范围 ±3'

水准器灵敏度
长水准器 30'' / 2mm
圆水准器 10' / 2mm

激光对中器 2 级激光产品，红色激光二极管 / 对中精度：≦ 1.0mm/1.3m
光学对中器*4 成像：正像 / 放大倍率：3X / 调焦范围：0.5m~∞ / 场视角：5°以上
激光等级 3R*5(用于距离测量)
耐用性 防尘防水等级*6 ：IP54 / 工作温度：-20°C~+50°C
仪器尺寸 336mm（高）×184mm（宽）×172mm（长） 
主机重量 含电池：4.9kg，不含电池：4.7kg
电源
内置电池 BT-L1B(3000毫安时锂离子电池）
充电器 BC-L1 
连续测距测角时间 5.5小时 （单次精测，每30秒观测一次，EDM等待关闭：约18小时）
连续测角时间 50小时 

*1：基于DIN18723标准  *2：能见度约20km，微风（无棱镜模式：Kadak白色色度卡，在低亮度且无阳光照射在目标上）  *3：距离观测值(mm)  *4：选配件   
*5：基于IEC60825-1标准  *6：基于IEC60529标准

技 术 指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