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opcon GPT-3000N/LN 全站儀  

• 精確穩定的絕對讀角系統。  

• 安全雷射，免稜鏡測距 1200m (LN 機型)。  

• 擁有雷射光點指示與放樣導引光。  

• 雙測距系統。  

• 最大記憶容量 24000 點。  

• 繁體中文介面。  

• 實用道路、偏心與放樣測量程式  

• 優越的防塵防水結構  

  GPT-3002LN/N 

鏡長  150mm 

倍率  30 X 

口徑  45mm (EDM 50mm) 

視野  1°30’ 

解析力  2.8” 

短焦距  1.3m 

弱光對應  1.5 to 250m 

距離 
小稜鏡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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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稜鏡  3000m/4000m 

三稜鏡  4000m/5300m 

測量 

九稜鏡  5000m/6500m 

精密  ±(2mm+2ppm × D)m.s.e 測距  

精度  快速  ±(7mm+2ppm × D)m.s.e 

精密  1mm 約 1.2sec. / 0.2mm 約 3sec. 測距  

時間  快速  約 0.5sec 

測距範圍(N) 1.5m~250m 

精密 
1.5m~25m ±(10mm)m.s.e 

25m 以上 ±(5mm)m.s.e 
測距  

精度  
快速  ±(10mm)m.s.e 

測距範圍(LN) 5m~1200m 

精密  1mm ±(10mm+10ppm × D)m.s.e 

快速  5mm ±(20mm+10ppm × D)m.s.e 

免稜

鏡模

式  

測距 

精度  
追蹤  10mm ±(100mm)m.s.e 

精密  1mm/0.2mm 
稜鏡/免稜鏡  

快速  10mm/1mm 

精密  1mm 

快速  5mm/10mm 

測距  

誤差  
免稜鏡長距模

式  
追蹤  10mm 

測角精度  2” 

最小度數顯示  1”/5” 

角度檢出  
水平兩側  

垂直兩側  

配置  雙軸  

方式  電子校正  

範圍  ± 3’ 

傾斜 

補正器  

精度  1” 

顯示器  x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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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規  
Class 1 (測距時) Class 2 (雷射光點) /        

IP66 防水防塵規定(含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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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5600 系列 
精度 
M.S.E ±(2mm+2ppm) 
可選(1mm+1ppm) 
標準測量(D-bar) ±(3mm+2ppm) 
可選(2mm+2ppm) 
快速測量(FSTD)標準測距 ±(8mm+2ppm) 
可選±(4mm+2ppm) 
跟蹤跟蹤-最大 4m/秒(TRK) ±(10mm+2ppm) 
可選 ±(6mm+2ppm) 
最短視距 / 最小讀數 0.2m(0.7ft) 
平均標準測量(D-bar) 0.1mm 
標準測量(STD) 1mm 
快速標準(FSTD) 1mm 
快速跟蹤(TRK) 10mm 
測量時間 
平均標準測量(D-bar) 使用者決定 
標準測量(STD) 3.5 秒 
快速標準(FSTD) 1.3 秒 
快速跟蹤(TRK) 0.4 秒 
光源 紅外線雷射 
光束發散角 16cm/100m 
大氣校正 -60 to 195ppm 連續 
距離測量(有/無反射鏡) 
精度標準差 ±(3mm+3ppm) 
200m 以外 ±(5mm+3ppm) 
最短視距 2m 
最小讀數 
平均標準測量(D-bar) 0.1mm 
標準測量(STD) 1mm 
快速標準(FSTD) 1mm 
跟蹤(TRK) 10mm 
測量時間(有反射) 
算術平均值(D-bar) 使用者決定 
標準測量(STD) 2 秒 
快速標準(FSTD) 2 秒  

跟蹤(TRK) 0.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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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時間(無反射) 
算術平均值(D-bar) 使用者決定 
標準測量(STD) 2-10 秒 
快速標準(FSTD) 2-10 秒 
跟蹤(TRK) 0.4 秒 
光源 紅外線雷射 850nm 
光速發散度 
水平 4cm/100m 
垂直 8cm/100m 
大氣校正 -60~195ppm 連續 
精度 5601/ 5601 DR200+ 
角度測量 
精度(標準差基於 DIN18723) 1＂ 
角度讀數(最小計算數)小數點位數可由用戶定義 
算術平均值(D-bar) 0.1＂ 
標準測量 1＂ 
快速跟蹤 2＂ 
自動水平補償器 
雙軸線補償工作範圍 6＇ 
5600 測程 模式 1 選擇 
使用 Geodimeter 稜鏡的測程標準氣象條件 
單稜鏡 2500m 
單稜鏡(長距離模式) 3500m 
三稜鏡 3500m 
三稜鏡(長距離模式) 4600m 
八稜鏡 4500m 
八稜鏡(長距離模式) 5800m 
5600 DR200+測距範圍 
單稜鏡測程 
使用 Geodimeter 稜鏡的 
測程 5500m 
一般天氣 1500m 
使用塑膠反射片 800m 
使用反射貼紙  
*標準氣象條件 
免稜鏡測距範圍 
柯達灰色(18%反射率) >200m 

 5



柯達白色(90%反射率) >600m 
白色表面 200~600m 
水泥 200~300m 
木制結構物 150~300m 
金屬結構物 150~200m 
淺色石頭 150-250m 
深色石頭 100~150m 
全自動測量特性 
全自動測程*： 至 1500m(2300ft)基於 RMT 型 標準測量 1＂ 
全自動鎖定測程*： 至 2200m(3200ft)基於 RMT 型 快速跟蹤 2＂ 
最小搜索距離： 1.5m 測量時間   標準測量：5-10 秒 
深角度讀數(最小計數)：  快速跟蹤：0.4 秒 
算術平圴值：1 秒  算術平圴值：1 秒 
搜索時間：<10sec   
*範圍和精度是基於大氣環境和背景輻射 
**取決於搜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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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文化操作界面  

世界第一的超強脈衝免稜鏡測距可達 2000m (GPT 機型) 高精

度絕對式讀碼測角系統  採用 Win CE 作業系統大型高解析高

亮度彩色觸控 LCD 螢幕 操作鍵盤具有背光功能具有 CF 卡與

隨身碟儲存裝置  USB / RS-232 傳輸介面  高性能鋰電池可

外接 12VDC 電池 

特點：超強的測距性能單稜鏡可測距 3.5 公里，且測距精度高

達±(2+2ppmXD)mm 
      GPT-7500 系列採用 Topcon 最先進雙光學測距技術 除

了稜鏡測距系統外 

      還有零錯誤脈衝雷射測距系統免稜鏡測距最遠可達 2 公

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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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強大的 Topsurv 中文測量軟體可將設計的座標點資料或 C
AD 圖檔由儲存卡匯入工作檔不需要使用傳輸程式，在螢幕上直

接顯示點位或圖形，使用者一目了然，測量的座標點也可直接

顯示在螢幕上。  

可將座標資料分圖層管理或依編碼管理或分點群管理，座標點

的式樣可設成不同顏色與圖形。具有連線功能，可在螢幕上或

座標表選點連線，或依連線碼將測得的座標點自動連線。 

規格 

機型 
GPT-7503   

角度測量   
精度 3"   
讀角方式  
最小讀角 1"/5"   
補償器 雙軸補償 
補償範圍 ±6' 
望遠鏡   
倍率 30X 
最短焦距 1.3m 
稜鏡模式距離測量   
1 個稜鏡 3000m   
3 個稜鏡 4000m   
9 個稜鏡 5000m   
小稜鏡 1000m   
免稜鏡測距模式(僅 GPT-7500 系列)   
測距範圍   
一般模式  
長距離模式  



 9

精度   
精密 一般模式±5mm 

  長距離模式±(10mm+10ppmX D) 
粗測 一般模式±10mm 

  長距離模式±(20mm+10ppmX D) 
追蹤 一般模式±10mm 
  長距離模式±100mm 
電腦單元   
內建作業系統 Micro Soft Windows CE.NET4.2 
處理器 Intel PXA255 400MHz 
記憶體   
RAM 64Mbyte 

ROM 
2Mb(FLASH)+128Mb(SD CARD)一部份

用於預裝程式與資料管理功能 
顯示操作面板 雙面 雙面 單面 
液晶螢幕 320x240 (QVGA)彩色 TFT 液晶螢幕 
介面 RS-232 /  USB Mini B  / USB Type A 
儲存卡系統 Compact flash card CF 卡(type I/II ) 
物理規格   
重量   
儀器主機 6.6 公斤 
攜行箱 4.5 公斤 
環境 IP54(依據 IEC60529 標準) 
電池電力   
包括測角測距 6 小時 
僅測角 12 小時 
充電時間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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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稜鏡  3000m/4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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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5600 系列 
精度 
M.S.E ±(2mm+2ppm) 
可選(1mm+1ppm) 
標準測量(D-bar) ±(3mm+2ppm) 
可選(2mm+2ppm) 
快速測量(FSTD)標準測距 ±(8mm+2ppm) 
可選±(4mm+2ppm) 
跟蹤跟蹤-最大 4m/秒(TRK) ±(10mm+2ppm) 
可選 ±(6mm+2ppm) 
最短視距 / 最小讀數 0.2m(0.7ft) 
平均標準測量(D-bar) 0.1mm 
標準測量(STD) 1mm 
快速標準(FSTD) 1mm 
快速跟蹤(TRK) 10mm 
測量時間 
平均標準測量(D-bar) 使用者決定 
標準測量(STD) 3.5 秒 
快速標準(FSTD) 1.3 秒 
快速跟蹤(TRK) 0.4 秒 
光源 紅外線雷射 
光束發散角 16cm/100m 
大氣校正 -60 to 195ppm 連續 
距離測量(有/無反射鏡) 
精度標準差 ±(3mm+3ppm) 
200m 以外 ±(5mm+3ppm) 
最短視距 2m 
最小讀數 
平均標準測量(D-bar) 0.1mm 
標準測量(STD) 1mm 
快速標準(FSTD) 1mm 
跟蹤(TRK) 10mm 
測量時間(有反射) 
算術平均值(D-bar) 使用者決定 
標準測量(STD) 2 秒 
快速標準(FSTD) 2 秒  

跟蹤(TRK) 0.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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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時間(無反射) 
算術平均值(D-bar) 使用者決定 
標準測量(STD) 2-10 秒 
快速標準(FSTD) 2-10 秒 
跟蹤(TRK) 0.4 秒 
光源 紅外線雷射 850nm 
光速發散度 
水平 4cm/100m 
垂直 8cm/100m 
大氣校正 -60~195ppm 連續 
精度 5601/ 5601 DR200+ 
角度測量 
精度(標準差基於 DIN18723) 1＂ 
角度讀數(最小計算數)小數點位數可由用戶定義 
算術平均值(D-bar) 0.1＂ 
標準測量 1＂ 
快速跟蹤 2＂ 
自動水平補償器 
雙軸線補償工作範圍 6＇ 
5600 測程 模式 1 選擇 
使用 Geodimeter 稜鏡的測程標準氣象條件 
單稜鏡 2500m 
單稜鏡(長距離模式) 3500m 
三稜鏡 3500m 
三稜鏡(長距離模式) 4600m 
八稜鏡 4500m 
八稜鏡(長距離模式) 5800m 
5600 DR200+測距範圍 
單稜鏡測程 
使用 Geodimeter 稜鏡的 
測程 5500m 
一般天氣 1500m 
使用塑膠反射片 800m 
使用反射貼紙  
*標準氣象條件 
免稜鏡測距範圍 
柯達灰色(18%反射率)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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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白色(90%反射率) >600m 
白色表面 200~600m 
水泥 200~300m 
木制結構物 150~300m 
金屬結構物 150~200m 
淺色石頭 150-250m 
深色石頭 100~150m 
全自動測量特性 
全自動測程*： 至 1500m(2300ft)基於 RMT 型 標準測量 1＂ 
全自動鎖定測程*： 至 2200m(3200ft)基於 RMT 型 快速跟蹤 2＂ 
最小搜索距離： 1.5m 測量時間   標準測量：5-10 秒 
深角度讀數(最小計數)：  快速跟蹤：0.4 秒 
算術平圴值：1 秒  算術平圴值：1 秒 
搜索時間：<10sec   
*範圍和精度是基於大氣環境和背景輻射 
**取決於搜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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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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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型 
GPT-7503   

角度測量   
精度 3"   
讀角方式  
最小讀角 1"/5"   
補償器 雙軸補償 
補償範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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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率 3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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稜鏡模式距離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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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稜鏡 5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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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稜鏡測距模式(僅 GPT-7500 系列)   
測距範圍   
一般模式  
長距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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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度   
精密 一般模式±5mm 

  長距離模式±(10mm+10ppmX D) 
粗測 一般模式±10mm 

  長距離模式±(20mm+10ppmX D) 
追蹤 一般模式±10mm 
  長距離模式±100mm 
電腦單元   
內建作業系統 Micro Soft Windows CE.NET4.2 
處理器 Intel PXA255 400MHz 
記憶體   
RAM 64Mbyte 

ROM 
2Mb(FLASH)+128Mb(SD CARD)一部份

用於預裝程式與資料管理功能 
顯示操作面板 雙面 雙面 單面 
液晶螢幕 320x240 (QVGA)彩色 TFT 液晶螢幕 
介面 RS-232 /  USB Mini B  / USB Type A 
儲存卡系統 Compact flash card CF 卡(type I/II ) 
物理規格   
重量   
儀器主機 6.6 公斤 
攜行箱 4.5 公斤 
環境 IP54(依據 IEC60529 標準) 
電池電力   
包括測角測距 6 小時 
僅測角 12 小時 
充電時間 5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