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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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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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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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101年巴陵壩上下游河道淤積砂石下移測量作業(第一次)

簽證內容

測量作業成果書由本技師事務所簽證負責
本次作業範圍為巴陵壩上游 5公里至義興壩下游 1公里，其帶
狀長度合計約 26公里之縱橫斷面測量作業

簽證技師

姓名：陳錫倉
執業執照號碼：技執字第001326號
經濟部許可文號：台工登字第4910號
事務所名稱：權威測量有限公司
事務所地址： 台南市中華東路二段41巷 15號
事務所電話：06-2900269
執業圖記：

備註
日期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   年   七   月    十六   日

專業技師簽證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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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測量成果表



控制點成果表



導線點檢測表



導線計算表



直接水準觀測手簿



直接水準平差計算結果表



附件一、控制點測量成果



附件二、土方計算成果(斷面法)



附件三、觀測點數值計算表



附件四、地形圖成果



附件五、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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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土方計算（斷面法）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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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說 明
一、前言：

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大漢溪主流之巴陵攔砂壩於 96年 9月
18日因韋帕颱風損毀，造成原已近淤滿之砂石下移，為瞭解並避免未
來颱風豪雨對該淤積區段砂石沖刷下移，影響下游榮華、義興攔砂壩

設施安全及土石直接流入庫區，影響水庫壽命情形，除以各項措施處

理外，實施長期監測該河道砂石下移情形，101年 1月以公開招標方
式，辦理汛期前後測量並將成果比較，俾作為維護措施之參考依據。

本案範圍內之測量作業，項目包括控制點測設、檢測及維護、縱斷

面測量、橫斷面測量及成果報告書製作等，針對各作業項目之測量方式

內容及成果分述如后。

二、測量位置：

本案測量位置於桃園縣復興鄉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測量範圍為

巴陵壩上游 5公里至義興壩下游 1公里區域內之沿線帶狀地區，其帶
狀長度合計約 26公里，測量位置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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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三、作業項目：

1.補遺控制點之引測及樁位埋設
2.控制點檢測及維護
3.縱斷面及橫斷面測量
4.土方數量計算，成果編製

四、作業方法：

控制點系統採用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所提供之二等衛星控制點編號為

N388、N467、NO504及一等二級水準點，編號為7011、7014、7017、
7020、7021、7023、7024、7025、7026，以作為平面及高程控制之基

準（TWD97座標系統）並清查測區內原測設之控制點樁位，計 383
支，詳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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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基準點資料表

項次 點號

TWD97座標系統
高程
(m) 備    註

縱座標(N) 橫座標(E)

1 7011 2743904.180 287151.419 281.826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2 7014 2740075.966 285537.637 468.338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3 7017 2737197.507 284642.617 471.842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4 7020 2734358.783 285664.369 541.757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5 7021 2733365.557 286594.213 620.689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6 7023 2732150.615 287969.085 639.902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7 7024 2730640.517 288374.979 560.614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8 7025 2730197.479 289071.868 597.367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9 7026 2729784.677 290945.246 681.040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一等二級水準點

10 N388 2727691.551 284967.309 1301.243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二等衛星控制點

11 N467 2730896.434 289994.942 1231.526 二等衛星控制點(馬崙砲台)

12 NO504 2740536.568 286443.651 483.004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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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控制點

2.控制樁檢測及維護：
 a.清樁:清查所有樁位並檢測其座標高程，發現部份遺失，已補建完
成。

b.導線測量
測量方法為:利用測設完成之主控點為基準，採用直讀 1秒精密光
波測距電子經緯儀，以方向觀測法，正倒鏡二測回，距離對向觀

測三測回，取其平均值經計算後並作平差改正。

3.縱斷面及橫斷面測量：
使用全測站光波測距電子經緯儀，實施三次元碎部測量作業，並

將觀測所得之點號、編碼、垂直與水平角度、斜距等資料自動記錄

於記錄器內，經由專業測量軟體計算後，展繪於繪圖軟體

AUTOCAD作編修及成圖。再採用自動化土木工程專業模組軟體

Autodesk Land Desktop 2004 繪製縱斷面圖及橫斷面圖，斷面位置

依  貴局規定之斷面位置，由上游里程 22K+967(巴陵壩上游 5k處)
至-1K+000處(義興壩下游 1k處)，斷面間距為 200公尺，分為 124
個斷面，由里程 18K+875(大漢溪支流)至里程 20K+559(大漢溪支
流)，分為 13 個斷面，成果圖則以 AutoCAD 格式輸出；縱斷面及

橫斷面測量成果詳見附件五之縱斷面圖及附件六之橫斷面圖。

4.成果編製及數量計算(含橫斷面、平面位置圖)：

以本次測量之成果為依據，以斷面法分別計算各斷面之淤積或沖

刷數量，斷面位置，由上游里程 22K+967(巴陵壩上游 5k處)至-

1K+000處(義興壩下游 1k處)，斷面間距為 200公尺，分為 124 個

斷面。

由里程 18K+875(大漢溪支流)至里程 20K+559(大漢溪支流)，分為

13 個斷面，並將各斷面之挖填方數量匯出作成 Excel計算表格型

式，成果圖則以AutoCAD 格式輸出。本次測量收方時間在民國一

百零一年六月，其土方計算成果詳見附件二、及土方計算(斷面法)

成果圖詳附件七。

本次測量結果，巴陵壩上游方面由里程 17K+630至 22K+967，及

大漢溪支流由里程 18K+875至 20K+515A 共計沖刷土方約 15.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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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公尺。

巴陵壩下游至榮華壩上游方面由里程 7K+400至 17K+630，共計沖

刷土方約 15.2 萬立方公尺。

榮華壩下游至義興壩上游方面由里程 0K+000至 7K+400，共計沖

刷土方約 12.9 萬立方公尺。

義興壩下游方面由里程-1K+031至 0K+000，共計淤積土方約 1.1 萬

立方公尺。

總計全線      26      公里  ，共計沖刷土方約 42.7 萬立方公尺。

五、使用儀器：

1、控制點測量：Topcon HiPer+  4部
AGA 640      2部

2、現況地形測量：Trimble 5600　1部  
                 Trimble 5000　1部

Topcon GPT-3002LN　1部  

六、作業時間：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 年 七 月

七、成果圖表：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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