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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指示

角度指示



安装更换电池

启动仪器、菜单设置

启动仪器和关闭仪器

单位设定

在长度待测模式下，长按    键，进入测量单位

调整状态，可重置当前测量单位，该仪器提供了

6种单位可供选择。

关机状态下，按     键，仪器启动，仪器进入待

测模式。

开机状态下长按    键3秒关闭仪器。150秒内未

对仪器进行任何操作，仪器将自动关闭。

打开仪器背面的电池门，按照极性指示正确

放入电池，并关闭电池门。

仪器能使用1.5V AAA的碱性电池或标配3.7V 

850mAh 锂电池。

长时间不使用仪器时，请取出电池，以避免

电池腐蚀仪器主机。



本仪器背光灯为自动开和关。仪器在键入任一按

键后，背光灯会持续打开15秒，15秒后，仪器无

任何操作将自动关闭背光灯，以节省电源。

"'

测量单位：

测量基准设置

背光灯开启/关闭

声音的开启/关闭

延时测量

短按    基准键进行设计前端基准、中端基准

和末端基准的相互转换，系统默认为末端基准。

仪器提供人工语音播放功能，用户可根据语音提

示来进行操作，使得仪器更加人性化。短按    

键，关闭语音功能，仪器提示“语音关”，再短

按    键，开启语音功能，仪器提示“语音开”。

长按    基准键开启延时测量模式，延时时间为

5秒，可按      键进行时间调整。

按   键开始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开始测量。



单次测量：

距离测量、面积，体积，勾股间接测量
累加，累减测量

自助校准功能

连续测量：

例如：实际距离为3.780m
若本机测量值为3.778m，比实际值小2mm，则

可进入校准模式，用   键将校准值在现有基础

上上调2mm。

此时用户可根据仪器的误差用       键对这个

数值进行调整。调整范围为-9~9mm。

待测模式下长按     键，进入连续测量状态，屏

幕上辅助显示区会显示此次连续测量过程中的最大

测量值和最小测量值。

待测模式下按     键，仪器激光发射，锁定测量

点。再按     键进行单次距离数据的测量，测量

结果显在主显示区。

若本机测量值为3.783m，比实际值大3mm，则

可进入校准模式，用   键将校准值在现有基础

上下调3mm。

调整完毕后，按     键保存校准结果。

主显示区会显示当前测量值，短按     键或者

键退出连续测量模式。

为保证仪器的精准度，提供了自助校准功能。

校准方法：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    键和

     键，直到屏幕出现     ,下端有闪烁的数

字，进入自助校准模式。



面积测量：

按   键一次，屏幕会显示   ，长方形一条边闪烁。

显示区无数据时，按    键，退出面积测量状态，

进入长度测量模式。

根据提示完成下列操作:

按     键进行第一条边的测量(长)

按     键进行第二条边的测量(宽)

仪器会自动进行面积运算，结果显示在主显示区。

辅助显示区显示长方形的长和宽的测量值。

在测量过程中，还可以键入    清除本次测量结

果重新测量。

体积测量：

按     键进行第一条边的测量(长)

按     键进行第二条边的测量(宽)

按     键进行第三条边的测量(高)

按   键二次，系统进入体积测量状态，仪器进入

体积状态，屏幕上会有一个立方体闪烁   ，根据

提示完成下列操作:

在测量过程中，还可以键入    清除本次测量结

果重新测量。

显示区无数据时，按    键，退出体积测量状态，

进入长度测量模式。

仪器会自动进行体积运算，结果显示在主显示区。

辅助显示区显示立方体的长宽高的测量值。



在测量过程中，还可以键入    清除本次测量结

果重新测量。

显示区无数据时，按    键，退出面积测量状态，

进入长度测量模式。

短按   三次，屏幕显示     ，根据提示完成下

列操作。

墙面面积测量：

按     键，测得墙面的高度；

按     键，测得墙面1的宽度1；

按     键，测得墙面2的宽度2；

仪器会自动计算墙面的面积= 高度 x 宽度1；

仪器会自动计算墙面的面积总和
面积总和= 高度 x（ 宽度1+宽度2）
依次类推，按   键，测得墙面n的宽度n；

面积总和=高度 x（ 宽度1+宽度2+......+宽度n）；



仪器短按   键四次进入三角测角测高模式:

按     键依屏幕提示先测出虚线斜边的长度(a)

1》测角测高

仪器预设有四种利用勾股定理测量三角形单边距离

模式，方便用户在特定复杂环境下进行间接测量。

勾股定理间接测量：

h

同时测出斜边与底边夹角  。

仪器自动计算水平距离b与垂直高度h。

a

b

h

a

b

h



3》点击   键六次，屏幕显示:     斜边闪烁

  按     键依屏幕提示先测出一条虚线的长度(a)

  按     键测出中间一条虚线边的长度(b)

  按     键测出另一条虚线边的长度(c)

2》测量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间接测量斜边长度

仪器自动计算出实线三角形一条边的长度(x）

点击   键五次，屏幕显示:       直角边闪烁

按     键依屏幕提示测出一条虚线的长度(a)

按     键测出另一条虚线角边的长度(b)

仪器自动计算实线斜边的长度(x)

4》点击   键七次，屏幕显示:    斜边闪烁

  按     键依屏幕提示测出一条虚线边的长度((a)

  按     键测出如图虚线边的长度(b)

  按     键测出如图另一条虚线斜边的长度(c)

仪器自动计算出实线直角边的长度(x）

勾股测量模式，直角边必须小于斜边长度仪器才

能计算，否则仪器会显示错误信号提示。在勾股

测量模式下，为保证测量的精度，须确保从同一

个起始点测量，并按斜边、直角边测量顺序测量。



单段距离测量可通过加/减运算进行累加或累减

操作。用户在测量单段距离得到一次测量结果

后，再通过   键进入累加累减功能选择，

短按   键，屏幕测量主显示区出现“+”，进

入累加测量模式，屏幕显示上次测量值与当次测

量值的累加值。

再次键入   键，屏幕测量主显示区出现“-”，

进入累减测量模式，屏幕显示上次测量值与当次

测量值的差值。

累加累减模式通过   键循环选择。

不仅距离可累加累减.面积和体积也可进行累加

累减.下面举例说明面积的累加累减功能。体积

的累加累减与此类似。

加减测量功能：

面积累加：测量第一个面积，得到结果如下图1所

示。然后按下   键，再测量第二个面积，得到结

果如下图2所示，在左下角会显示一个加号。

最后，按下      键得到两次面积求和的结果，

结果如图3所示。



测量模式下若当前数据有效时，长按   键3秒，当前

测量数据自动存储到仪器内存中。

在面积，体积，三角形间接测量模式下，当所有测试

结束后，也可进行存储，此时仪器会保存该测量模式

下，该次测量的完整记录。

测量记录存储功能 

蓝牙功能（适用于蓝牙机型号）

显示屏上方时刻显示有角度信息，角度的测量范

围是-90~90°。

角度测量

短按   键，查询已储存的测量数据，用   键向前翻

记录，用   键向后翻记录。在查看记录的过程中，

短按    键删除当前记录，长按    键清除所有记

录。可按   键或      键退出该状态。

浏览/删除记录：

蓝牙功能出厂就设置默认打开的，为一直开启状态，

无法关闭。屏幕上有“   ”提示。我们提供了专业

APP以方便测距仪与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数据交互。



对电池进行充电

角度传感器错误 返厂进行维修Err6

Err 超出距离测量范围 让仪器在量程范围内使用

提示信息 

深达威官方网站下载或联系旗舰店客服咨询

激光测距仪通过APP方便实现：

1）智能终端测距仪轻松互联、实时测量及数据共享;

2）仪器数据导出，格式为PDF，方便用户共享。

3）强大的CAD制图功能，满足建筑、机械、施工、

   电气、暖通、结构、室内设计等行业的制图需求。

   图纸输出为DWG文件，以邮件、微信等形式共享。

专业CAD制图APP（适用于蓝牙机型号）

天猫旗舰店 京东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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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电池

挂绳

仪器便携包

主机

3.7V 850mAh
锂电池

反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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