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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Light] 鍵一次照亮液晶面板和 
望遠鏡十字線照明 ，再次按下關閉燈光。

4.6 照明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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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逆時針旋轉方向

R 順時針旋轉方向

前言

感謝您購買本 ETH-500 系列電子經緯儀。
為了讓你在使用時提高工作效率，請你詳細閱讀本說明 。
並妥善的保管這本手冊，
我們建議你寫下的型號和序列號 。 
您的儀器。

型號： 

編號：

用戶名：

經銷商：當你的儀器需要維修或校正時 ，
請聯絡你的經銷商或我們的銷售部門，
提供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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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L / R 鍵

按 [L / R] 鍵水平角度， 順時針和逆時針交替進行。

順時針方向水平角度：水平角度的計數正確的旋轉方向
（HR）。

逆時針水平角度：水平角度在左旋轉方向（HL）計數。

如果電源逆時針角度時關閉 ，重新開機時，顯示屏會自動
返回到順時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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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操作錯誤時，蜂鳴器響三秒後 [0 SET] 鍵被按下。
如果 [0 SET] 未按再次同時蜂鳴器發出蜂鳴聲，水平角將被
重置到 0°00'00“。

4.3 Hold 鍵

按 [HOLD] 鍵一次持有水平角度值在顯示屏（顯示屏上 H，
L 和 R 字母開始閃爍）。 
再次取消保持，按 [HOLD] 鍵。

4.4 歸零鍵

按 [0 SET] 鍵兩次重置顯示水平角度為 0°00'00“。要返回到
先前的顯示，再次按下該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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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儀器在陽光下長時間曝曬。 
  不要用望遠鏡查看陽光直射或任何其他強烈的光線，因為
　這可能會導致失明。 
•當把儀器放在三腳架上，請確保儀表和三腳架連接牢固。
  當它啟動時遇到下雨，請使用防雨罩保護儀器。 
•該儀器可能無法在氣溫 -20℃以下及 50℃以上環境正常工
　作。  
•當你要收藏儀器到攜帶箱時，請確定內部是乾燥的，而儀
　器的固定旋鈕 是放鬆的。 
•當您要運輸儀器時，請固定好儀器，盡量避免振動。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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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請仔細閱讀下面的儀器說明。

•請不要用酒精或乙醚擦拭儀器的表面或任何其他刺激性化
　學材料。使用配布清潔光學部件。 
•當你不使用儀器的很長一段時間，請將電池取下來，並將
　器存放在乾燥及避免陽光直射的地方。

使用時因環境潮濕或陰雨天之後，
請將儀器的水份輕輕的擦拭乾淨，
並確定。你把它放在便攜包之前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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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 V％（斜率）模式時，不顯示垂直角值當望遠鏡的傾
角超過 45°（100％）。

4.2 坡度開關鍵

按 [SLOPE] 鍵改變垂直角度的顯示在 V％（斜率）和天頂 0°
交替進行。

如果電源在 V％（斜率）顯示模式，關機後在開機，顯示器
會自動返回到天頂 0° 模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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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閉電源，請按 [ON / OFF] 鍵超過 1 秒。從 [ON / OFF]
鍵放開手指時， “OFF” 出現在顯示屏上。

4. 按鍵操作

4.1 ON / OFF 鍵

按 [ON/ OFF] 鍵打開電源，垂直角，水平角和電池指示燈會
自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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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引言 

1.1 儀器標準設備

請參閱下面的列表檢查包含在每一個項目 標準配件。 

1. 儀器 
2. 說明書 
3. 電池組 
4. 調整工具 
5. 防雨罩 
6. 矽膠 
7. 鉛錘

當儀器被存儲在 手提箱內時，請檢查扣環是否夾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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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LOPE] 鍵確定完成設定

3.7 設置角度單位

您可以選擇的角度單位形式 360°，400gon 和 6400mil。

按 [0 SET] 鍵顯示 360，400，在序列 6400。

360：角度單位是 360° 
400：角度單位是 400 gon
6400：角度單位為 6400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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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LOPE] 鍵確定完成設定

3.6 設置垂直角度到天頂 0° 或 水平 0°

您可以設置垂直角天頂 0° 或水平 0°。

按 [0 SET] 鍵顯示 ZEN=0 和 ZEN=90 交替進行。

ZEN=0：垂直角天頂為 0° 
ZEN=90：垂直角水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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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件各部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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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手

物鏡

光學對心器

顯示

鎖螺絲

手柄固定螺絲

鍵盤

基座

整平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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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直瞄準器

調焦旋鈕

管氣泡

目鏡罩

目鏡

電池組

垂直微調旋鈕

水平微調旋鈕

圓氣泡

按 [SLOPE] 鍵確定完成設定

3.5 設置自動關機功能

你可以選擇關機功能，自動電源關閉的時間。

按 [0 SET] 鍵顯示無關，10 OFF，20 OFF 和 30  OFF 關閉順
序。

NO/OFF：自動關機功能關閉 

10/OFF：電源在 10 分鐘內關閉 

20/OFF：電源在 20 分鐘內關閉 

30/OFF：電源在 30 分鐘內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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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設置的最小角度讀數

設置顯示最小讀值。

只有 ETH-502 ETH-505 具這項功能

按 [0 SET] 鍵後，顯示 DSP 1 和 DSP5 交替進行。

DSP1：最小角度讀數為 1 秒 

DSP5：最小角度讀數為 5 秒

按 [SLOPE] 鍵確定完成設定

只有 ETH-510 ETH-520 具這項功能

按 [0 SET] 鍵後，顯示 DSP 10 和 DSP20 交替進行。

DSP10：最小角度讀數為 10 秒 
DSP20：最小角度讀數為 20 秒

按 [SLOPE] 鍵確定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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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顯示

打開電源接通時，垂直角，水平角 和電池指示燈會自動出
現在顯示屏上。

垂直角度

ν=天頂 0° 
v％ = 斜率

水平視角

HR= 順時針旋轉（向右旋轉） 
HL= 逆時針旋轉（向左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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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操作鍵

L / R

水平角度順時針（右）和逆時針設置（左）交替進行。

SLOPE

切換垂直角與坡度的顯示。

0 SET

水平角度規零

HOLD

水平角度鎖定按鍵

LIGHT

按一次照亮顯示器和再按一次照亮望遠鏡十字線。

ON / OFF

打開和關閉電源交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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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LOPE] 鍵確定完成設定

3.3 自動垂直角度的補償設定（只有 ETH-502 
ETH-505 具這項功能）

您可以設置自動垂直角度補償器的 ON / OFF

按 [0 SET] 鍵一次顯示請傾斜和俯仰角開 /關 。

TILT ON：垂直角度為自動補償開啟 
TILT OFF： 垂直角度為自動補償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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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LOPE] 鍵確定所選的設定。

3.2  90° 蜂鳴器設定

您可以設置蜂鳴器測得水平角度為每 90° 時 ON / OFF 蜂鳴
器啟動響聲。

按 [0 SET] 鍵一次顯示 NO 和 90 交替進行。

90 提示音：90° 蜂鳴器為 ON 
無蜂鳴聲：90° 蜂鳴器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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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池

2.1 安裝電池

打開電池蓋將電池正確插入電池組 , 按 +/- 極標示安裝，
裝上蓋子。裝上電池組 推動其上方，直到聽到咔嗒聲，完
成。

2.2 取出電池

按鎖定桿向下拉出電池。

2.3 電池指示燈顯示

在液晶顯示器的右側向下的角落顯示電池圖面板顯示剩餘
電池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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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電池

剩餘電池電量狀態顯示如下：

電池滿 -操作正常

仍然可以正常操作

請準備更換電池

1. 更換所有電池，四顆都必須同時換新的。別使用新舊電
池電池混用。 

2.4 更換 AA 鹼性電池

打開 AA 電池組的蓋，取出舊電池。更換新的 AA 鹼性電池四
顆，按照正確對 +， - 並裝上蓋子。

使用適當的鹼性電池，否則會危害 電池組。

注意：

2.當你不使用儀器長時間，請拆除 所有電池組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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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HOLD]鍵或[左/右]鍵改變功能。 
2）使用 [置零 ]鍵來改變設置。 
3）使用 [斜率 ]鍵確定設置。

3. 設定模式

開始使用之前，你必須確定你儀器的基本設置 。
原廠設置保持不變，直到他們改變再次。

3.1 進入設置模式

你可以通過下面的鍵進入設置模式操作。

打開電源的同時按下 [HOLD] 和 [0 SET] 鍵。
首先將手指從 [ON / OFF] 放開。經過短短 3 個嗶聲，從
[HOLD] 留下你的手指和 [置零 ]鍵。 

顯示器變成如下圖所示：

基本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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