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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免责声明
由于 Navico 将不断完善本产品，因此我们保留随时对产品做
出更改的权利，而本版手册可能未对此类更改进行说明。如果
您需要进一步帮助，请联系距离您 近的经销商。

用户必须按照不会导致事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方式安装
和使用本设备，并且用户将承担与此相关的全部责任。本产品
用户有责任遵守海洋安全的实际操作方法。

NAVICO HOLDING AS 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对因产
品使用不当而造成事故、伤害或导致违法的情况概不负责。

本手册介绍了在印刷本手册时适用于该产品的信息。Navico
Holding AS 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保留对规格进行
更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准据语言

本声明、任何说明手册、用户指南及其他产品（文档）相关信
息都可能译成或译自其他语言（译文）。如果文档译文之间存在
任何不一致，请以英文版文档作为官方文档。

商标
Navico® 是 Navico Holding AS 的注册商标。

Simrad® 的使用获得 Kongsberg 的授权。

NMEA® 和 NMEA 2000® 是 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的注册商标。

版权
版权所有 © 2020 Navico Holding AS.

保修
保修卡作为单独文档提供。如有任何疑问，请查阅您的装置或
系统对应的品牌网站：

www.simrad-yachting.com

合规性声明

序言 | AP48 操作员手册 3



欧洲
Navico 声明本产品符合以下认证的要求，并且将承担与此相关
的全部责任：

• 根据 EMC 2014/30/EU 指令，符合 CE 认证标准

美国

 警告: 各位用户请注意，未得到合规性负责方的
明确批准即对本设备进行任何更改或改装，可能会
导致用户失去操作本设备的权利。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Navico 声明本产品符合以下认证的要求，并且将承担与此相关
的全部责任：

• 2017 年无线电通信（电磁兼容性）标准 2 级设备

声明
相关符合性声明，请访问：

www.simrad-yachting.com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是指导操作装置的参考指南。它假设所有设备均已安装
并已正确配置，并且系统已准备好投入使用。

本手册中使用的图像可能与您装置上的屏幕不完全匹配。

重要文本约定
需要读者特别留意的重要文本通过以下方式着重强调：

Ú 注释: 用于提醒读者重视某些注意事项或重要信息。

 警告: 在需要警告人员谨慎前行时使用，以免受
伤和/或对设备/人员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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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版本
本手册是针对软件版本 2.0 而编写的。本手册会不断更新，以
确保内容与新软件版本保持一致。可从以下网站的产品支持部
分下载可用的 新手册版本：

• www.simrad-yachting.com

翻译版手册
可从以下网站找到本手册的可用翻译版本：

• www.simrad-yach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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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AP48 是一种连入网络的自动舵显示和控制装置。

该装置与一系列 Navico 自动舵计算机兼容。

AP48 系统由多个需要安装在船上不同位置且需要与船上至少
三个不同系统交互通信的模块组成：

• 船舶转向系统
• 船舶电气系统（输入功率）
• 其他船载设备

必须按照随附文档安装和配置自动舵系统的各个部分后才能使
用自动舵。必须遵循以下步骤：

• 所有装置的机械安装和布线。请参阅装置的单独文档
• 系统的软件设置。请参阅 "软件设置"在第 30 页上
• 自动舵计算机的调试和设置。请参阅自动舵计算机的安装和

调试文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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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48 前面板和按键

1

98765

32

10 11

4

1 电源键
• 按下此键可显示“显示设置”对话框。反复短按此键

可切换预设背光级别
• 按住此键可使自动舵系统进入“休眠”模式。再按此

键可激活系统

2 MENU（菜单）键
按此键可显示“设置”菜单

3 X 键
按此键可返回到上级菜单或退出对话框

10 简介 | AP48 操作员手册



4 旋钮
菜单和对话框操作：
• 旋转此旋钮可在菜单和对话框中上移和下移
• 旋转此旋钮可调整值
• 按此旋钮可选择菜单选项并进入下一级菜单

“待机”模式或“非跟进 (NFU)”模式：按此旋钮可激
活“跟进 (FU)”模式
FU 模式：旋转此旋钮可设置舵角
自动模式：旋转此旋钮可更改设定航向/设定路线/设定
风角

5 -
8

< 10、< 1 和 1 >、10 >（左舷和右舷键）
“待机”和 FU 模式：按下这些键可激活 NFU 模式
NFU 模式：按下这些键可控制舵
自动模式：按下这些键将设定航向/设定路线/设定风角
更改为向左舷或右舷偏 1° 或 10°

9 STBY（待机）键
按此键可激活“待机”模式

10 MODE（模式）键
按此键可显示“模式”列表

11 AUTO（自动）键
按此键可激活“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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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舵页
自动舵页的内容随活动模式不同而异。所有模式包括：

• 轮廓 (A)
• 航向指示器，模拟和数字 (B)
• 自动舵模式指示 (C)
• 舵指示器，模拟和数字 (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动舵模式"在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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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安全操作自动舵

 警告: 自动舵是一种很有用的导航辅助设备，但
代替不了船舶驾驶员。

 警告: 确保在使用前已正确安装、调试和校准自
动舵。

在以下情况时切勿使用自动转向：

• 在船舶众多的区域或在狭窄水域
• 在能见度较差或极端海况条件下
• 在法律明令禁止使用自动舵的区域

使用自动舵时：

• 切勿让舵脱离控制
• 切勿在自动舵系统使用的航向传感器附近放置任何磁性材料

或设备
• 定期检查船舶的航向及位置
• 始终切换到“待机”模式并适时降低速度，以防出现危险情

况

打开和关闭装置
只要 NMEA 2000 主干线路通电，装置就会运行。有可能让装置
进入“休眠”模式，请参阅"显示设置"在第 15。

首次启动
首次启动装置时以及恢复出厂设置后，装置将会显示设置向导。
响应设置向导提示，选择一些基本的设置选项。此后仍可按
照"软件设置"在第 30 页上 中所述更改这些设置和进行进
一步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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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模式
在“休眠”模式下，屏幕和键的背光均将关闭以省电。系统继
续在后台运行。

要进入“休眠”模式，按住 Power（电源）键或从“显示设置”
对话框（通过按电源键激活）中选择“休眠”。短按 Power（电
源）键可从“休眠”模式切换到正常操作。

Ú 注释: 当激活“休眠”模式时，系统将会自动切换到“待
机”模式。

操作菜单系统
可以从“设置”菜单访问装置中的所有设置和配置，按 MENU
（菜单）键即可激活“设置”菜单。

• 转动旋钮可在菜单和对话框中上移和下移
• 按旋钮确认选择
• 按 X 键可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编辑值
1. 转动旋钮可选择输入字段
2. 按旋钮使字段进入编辑模式

- 左侧数位开始闪烁
3. 转动旋钮可为闪烁的数位设置数值
4. 按旋钮可使焦点移到下一数位上
5. 重复步骤 3 和 4，直到所有数位均已设置
6. 按旋钮可退出所选字段的编辑模式

选定字段 字段处于编辑模式

Ú 注释: 您随时可以按 X 键退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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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

您随时可以从“显示设置”对话框调整显示设置，按 Power（电
源）键即可激活该对话框。

下面是可用选项：

• 背光级别：以 10% 的增幅将背光级别从“ 小”(10%) 调
到“ 大”(100%)
- 当“背光级别”字段处于活动状态时，接着按 Power（电

源）键可以 30% 的减幅调整背光级别
• 显示组群：定义装置属于哪一网络组群

• 夜间模式：激活/停用夜间模式调色板

• 夜间模式颜色：设置夜间模式调色板

• 日间反色：将页面的背景颜色从默认的黑色改为白色

• 休眠：关闭屏幕和键的背光以省电

Ú 注释: 对显示设置做出的所有更改将应用到同一显示组中
的所有装置上。有关网络组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络组
群"在第 42。

Ú 注释: 当激活“休眠”模式时，系统将会切换到“待机”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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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舵模式 
自动舵有多种转向模式。模式数量及模式中的功能视自动舵计
算机、船型及可用输入而定，具体如以下转向模式中所述。

选择自动舵模式
按专用的 STBY（待机）和 AUTO（自动）键可选择“待机”模
式和“自动”模式。

您可以通过从“模式”列表（按 MODE（模式）键激活）选择相
关选项来选择其他模式和自动功能。

待机模式
通过舵轮让船转向时使用“待机”模式。

• 按 STBY（待机）键可切换到“待机”模式。

Ú 注释: 在自动舵正以自动模式运行时，如果对自动舵操作至
关重要的传感器数据（例如，舵响应）丢失，系统将自动切
换到“待机”模式。

非跟进 (NFU) 模式
在 NFU 模式下，您可以使用控制器上的左舷和右舷键来操作
舵。只要按下键，舵就会移动。

• 自动舵处于“待机”或 FU 模式时，按下其中一个左舷或右
舷键可切换到 NFU 模式。

跟进 (FU) 模式
在 FU 模式下，您可以转动旋钮来调整舵角。

舵将移动到命令的角度，然后停止。

• 通过在“模式”列表中选择“跟进”选项可从任一模式切换
到 FU 模式，或者按旋钮直接从“待机”模式或 NFU 模式切
换到 FU 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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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模式（保持航向）
在“自动”模式下，自动舵发出让船舶按设定的航向自动转向
所需的舵命令。在此模式下，自动舵不会补偿因水流和/或风向
(A) 造成的任何漂移。

A

• 按 AUTO（自动）键可切换到“自动”模式

激活此模式时，自动舵选择当前的船舶航向作为设定航向。

在自动模式下更改设定航向
您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或按左舷或右舷键调整设定航向。

航向更改将立即生效。系统将维持新航向，直到您设置新的航
向。

在自动模式下抢风航行和改变帆向

Ú 注释: 仅当船型设为 SAIL（航行）时才可用。

在自动模式下抢风航行和改变帆向使用航向作为参考。抢风航
行/改变帆向操作使设定航向向左舷或右舷偏离一个固定角度。

抢风航行参数在“设置”/“航行”参数中进行设置：抢风航行
角度定义抢风航行角度，而抢风航行时间定义抢风航行/改变帆
向过程中的转弯速率。请参阅"自动舵设置"在第 35。

• 在“模式”列表中选择抢风航行/改变帆向选项可启动抢风航
行或改变帆向功能。
- 在对话框中选择方向后将开始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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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导航”模式

Ú 注释: 风模式仅在船型设为 SAIL（航行）时才可用。如果
风信息缺失，则无法激活风模式。

启用风模式时，自动舵捕获当前风角作为转向参考，并调整船
的航向以维持此风角。

• 在“模式”列表中选择“风”选项以切换到风模式

 警告: 在风模式下，自动舵转向时参考视风角或
真风角，而非罗盘航向。任何风向转变都可能导致
船舶朝着非所需的航向转向。

更改风模式下的设定风角
您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或按左舷或右舷键调整设定风角。

在风模式下抢风航行和改变帆向
在航行过程中，可以参考视风或真风执行“在风模式下抢风航
行和改变帆向”。在任一情况下，真风角都不得小于 90 度（抢
风航行）且不得超过 120°（改变帆向）。

抢风航行/改变帆向操作会将设定风角镜像到相反航向上。

抢风航行/改变帆向期间的转弯速率由“设置”/“航行”菜单
中的抢风航行时间设置。请参阅"自动舵设置"在第 35。

• 在“模式”列表中选择抢风航行/改变帆向选项可启动抢风航
行或改变帆向功能。

• 在对话框中确认抢风航行/改变帆向。

Ú 注释: 自动舵将在进行新的抢风航行时暂时顺风转 5 度，
使船舶能够加快速度。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后，风角将返回
到设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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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注释: 如果未确认抢风航行/改变帆向，对话框将在 10 秒
后关闭，并且将不启动请求的抢风航行/改变帆向操作。

风导航模式

Ú 注释: 仅当已将系统船型设为“航行”时，风导航模式才可
用。此模式不适用于 NAC-2 或 NAC-3 自动驾驶仪计算机。

在“风导航”模式下，自动驾驶仪根据风向和位置数据将船转
向。

在此模式下，自动舵计算导航至活动航点所需的初始航向变化，
但在计算期间舵还利用当前风向。

“无漂移”模式

Ú 注释: 如果 GPS 位置和航向信息缺失，则无法选择“无漂
移”模式。

在“无漂移”模式下，船舶从现在的位置按照用户设置的方向
沿计算的航线转向。如果船舶因水流和/或风向 (A) 偏离航
线，船舶将沿该航线行进，但有一个偏航角。

A

• 在“模式”列表中选择无漂移选项切换到“无漂移”模式

激活此模式时，自动舵将根据当前航向从船只位置开始绘制一
条不可见的航迹。

自动舵现在将使用位置信息计算偏航距，并自动沿计算的航线
转向。

在“无漂移”模式下改变设定航向
您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或按左舷或右舷键调整设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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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更改将立即生效。系统将维持新航向，直到您设置新的航
向。

避开

Ú 注释: 仅 AC12N/AC42N 自动舵计算机提供此功能。

使用“无漂移”模式时，如果需要避开障碍物，则可以将自动
舵设为“待机”模式，然后操作动力转向或使用舵轮直至绕过
障碍物。

如果您在 60 秒内返回到“无漂移”模式，则可以选择继续之
前设定的方位线。

如果您未做出响应，对话框将消失，自动舵将转至“无漂移”
模式，并且以当前航向作为设定方位线。

航向捕获
当船舶正以“自动”模式转向时，立即再按 AUTO（自动）键或
旋钮可激活航向捕获功能。这将自动取消转向，并且船舶将继
续执行当您按下 AUTO（自动）键或旋钮时从罗盘读取的航向。

导航模式

Ú 注释: 导航模式需要一台连接至网络且兼容的导航仪。
如果航向信息缺失，或者未收到来自外部海图标绘仪的转向
信息，则无法选择导航模式。

 警告: 应该仅在开阔水域使用导航模式。航行
期间不得使用导航模式，因为航向改变可能会导致
出现抢风航行或改变帆向的情况！

在“导航”模式下，自动舵使用来自外部导航仪的转向信息引
导船舶到达一个特定的航点位置或驶过一系列航点。

在导航模式下，自动舵的航向传感器作为航向源用于保持航向。
航速信息可从 SOG 或从选定的速度传感器获得。从外部导航
仪收到的转向信息可改变设定航向，以引导船舶到达目标航点。

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导航转向效果，自动舵系统必须从导航仪
处获得有效输入。进入导航模式前，必须对自动转向进行测试，
确定其效果令人满意。

Ú 注释: 如果导航仪未发射至下一航点的方位消息，自动舵转
向时将仅参考偏航距 (XTE)。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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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航点时都还原到“自动”模式并手动更改设定航向，使
到下一航点的方位相同，然后再次选择导航模式。

进入“导航”模式前，导航仪必须正在导航路线或朝向航点导
航。

• 在“模式”列表中选择导航选项启动导航模式
• 在对话框中确认切换到导航模式。

在导航模式下转弯
船舶到达一个航点时，自动舵会发出语音警告，并显示一个包
含新航向信息的对话框。

对于至路线下一航点所允许的自动航向改变，有一个可由用户
定义的限制。如果航向改变超过该设定限制，系统会提醒您确
认即将开始的航向改变是否可以接受。

• 如果至下一航点所需的航向改变低于航向改变限制，自动舵
将自动改变航向。除非按 X 键清除，否则该对话框将在 8
秒后消失。

• 如果至下一航点所需的航向改变超过设定限制，系统会提醒
您确认即将开始的航向改变是否可以接受。如果转向不可接
受，船舶将继续当前设定的航向。

航向改变低于设定限制 航向改变超出设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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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模式转向
当自动舵处于“自动”模式时，系统提供许多自动转弯转向功
能。

Ú 注释: 如果船型设为 Sail（航行），转弯模式转向不可用。
改为实施抢风航行/改变帆向功能。

转弯变量
所有转弯模式（掉头除外）都有可在您开始转弯前进行调整或
在船舶转弯过程中随时进行调整的设置。

您可从“自动舵设置”对话框进行转弯设置。以下页面对各种
转弯模式选项中的变量进行了描述。

启动和停止转弯

Ú 注释: 要启动 DCT 转弯，请参阅"等深线跟踪 (DCT)"在第
24 页上。

启动转弯：在“模式”列表中选择转弯选项，然后在“转弯”
对话框中选择“左舷”或“右舷”选项以选择转弯方向。

按 STBY（待机）键返回到“待机”模式后您随时都可停止转弯
并手动转向。

C 转向（连续转向）
使船舶按圆形转向。

• 转向变量：
- 转向速率。增加该值可使船舶按较小圆形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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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字形转向
将当前设定的航向更改为 180° 反方向。

转向速率等同于转向速率 (NAC-2/NAC-3) 和速率限制
(AC12N/AC42N) 设置（请参阅"自动舵设置"在第 35）。无法
在转向过程中更改转向速率。

螺旋形转向
使船舶以不断减小或增大的半径进行螺旋形转向。

• 转向变量：
- 初始半径
- 更改/转向。如果此值设置为零，则船舶会以圆形转向。负

值指示不断减小的半径，而正值指示不断增大的半径。

Z 字形转向
使船舶按 Z 字形模式转向。

在转向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或按左舷或右舷键来更改主
航向（仅适用于 AC12N/AC42N 自动舵计算机）。

• 转向变量：
- 路线更改 (A)
- 直角边距离 (B)

B A

方形转向
使船舶在航行所定义直角边距离后自动转向 90°。

在转向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或按左舷或右舷键来更改主
航向（仅适用于 AC12N/AC42N 自动舵计算机）。

• 转向变量：
- 直角边距离

S 字形转向
使船舶围绕主航向摇摆。

• 转向变量：
- 路线更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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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半径 (D)

D
C

在转向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或按左舷或右舷键来更改主
航向（仅适用于 AC12N/AC42N 自动舵计算机）。

等深线跟踪 (DCT)
让自动舵跟踪等深线（仅适用于 NAC-2/NAC-3 自动舵计算机）。

Ú 注释: 仅当系统具有有效的深度输入时，DCT 转向模式才可
用。

 警告: 除非海床合适，否则请勿使用 DCT 转向
模式。在较小区域中深度显著变化的多礁石水域
中，请勿使用该模式。

启动 DCT 转向：

• 确保在面板或单独的深度仪器上具有深度读数
• 使船舶朝向要跟踪的深度并沿着等深线方向转向
• 激活“自动”模式，然后选择等深线跟踪，同时监视深度读

数
• 在转向对话框中选择左舷或右舷选项以启动等深线转向，以

便跟踪朝右舷或左舷倾斜的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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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舷选项
（深度朝左舷减小）

右舷选项
（深度朝右舷减小）

• 转向变量：
- 深度增加。此参数确定受控制的舵与相对于所选等深线的

偏差之间的比率。深度增加值越高，应用的舵角越多。如
果该值太小，则针对偏离设定等深线进行补偿所需的时间
会较长，自动驾驶仪会无法使船舶保持在所选深度。如果
该值设置得太高，则过冲会增加，导致转向不稳定。

- CCA。CCA 是对设定路线加上或减去的角度。借此参数，可
以使船舶通过 S 形移动围绕参考深度摇摆。CCA 越大，允
许的摇摆越大。如果 CCA 设置为零，便不会进行 S 形移
动。

- 参考深度。这是 DCT 功能的参考深度。启动 DCT 时，自
动驾驶仪会读取当前深度并将此设置为参考深度。运行该
功能时，可以更改参考深度。

Ú 注释: 如果深度数据在 DCT 过程中丢失，自动驾驶仪会自
动切换为“自动”模式。
使用 DCT 时，建议打开 AP 深度数据缺失警报。激活此警
报时，如果在 DCT 过程中丢失深度数据，则会引发警报。

在 EVC 系统中使用自动舵
当 AP48 连接到 EVC 系统时，您可以手动控制转向，而无需考
虑自动舵的模式。

模式指示灯由一根破折号取代，以指示 EVC 超控。

在“待机”模式下，如果 EVC 系统未在预定义时间段内发出任
何舵指令，系统将返回到 AP48 系统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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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日志
您可从“设置”菜单访问航程日志。

有三个可用的日志选项：

• 航程 1：记录在水中航行的距离（日志输入）

• 航程 2：记录通过 GPS 输入的航行距离

• 记录：显示自系统安装或系统恢复以来航行的总距离

Ú 注释: 航程 1 需要正确校准船速以获得准确的航程记录。
航程 2 需要一台连接至网络且兼容的 GPS。

您可以从菜单启动、停止和重置活动的航程日志，按 MENU（菜
单）键即可激活菜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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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系统在运行期间会不断检查危险状况和系统故障。如果超出任
一警报设置，警报系统将会激活。

Ú 注释: 在自动舵正以自动模式运行时，如果对自动舵操作至
关重要的传感器数据（例如，舵响应）丢失，系统将自动切
换到“待机”模式。

警报指示
通过警报弹出窗口说明具体的警报情况。如果您已启用警笛，
显示警报消息后会发出声音警报。

显示的单个警报中，警报名称作为标题，并且显示警报的详细
信息。

如果同时激活多个警报，警报弹出窗口可以显示 2 个警报。系
统按发生顺序列出警报，先激活的警报位于顶部。您可以在“警
报”对话框中查看其他警报。

消息类型
根据报告的状况如何影响船舶对消息进行分类。系统使用以下
颜色代码：

颜色 重要性

红色 严重

橙色 重要

黄色 标准

蓝色 警告

绿色 微弱警告

确认警报
按旋钮可确认 新警报。

这将清除警报通知，并关闭属于同一警报组的所有装置的警报
音。

Ú 注释: 从网络上的非 Navico 装置收到的警报必须在生成
该警报的设备上进行确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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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警报系统和警报器
您可以从“警报”菜单启用警报系统和警报器。

单个警报设置
您可以从“警报设置”对话框中启用/禁用单个警报和设置警报
限制。

• 按旋钮可显示您可从中启用/禁用警报和设置警报限制的菜
单

警报历史记录
“警报历史记录”对话框存储警报消息。

“警报历史记录”对话框处于活动状态时，按旋钮可显示选定
警报的警报详细信息和清空警报历史记录中的所有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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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选项 警报详细信息

警报列表
有关可能发生的警报和纠正措施列表，请参阅"附录"在第
54。

装置还可能显示从系统连接的其他装置收到的警报。有关这些
警报的更多说明，请参阅相关设备的单独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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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设置
在使用之前，AP48 要求按顺序配置多个设置，以使系统能够按
预期运行。

您可从“设置”菜单（按 MENU（菜单）键访问）访问所需选
项。

Ú 注释: 以下设置在本手册的其他部分中进行描述：
"航程日志"在第 26
"警报"在第 27

校准

Ú 注释: 完成本装置设置后，确保已选择和配置所有网络源，
然后再进行校准。请参阅"系统设置"在第 40。

船速
为了根据船体形状和船上明轮的位置进行补偿，您必须执行船
速校准。务必对明轮进行校准以获得准确的船速和日志读数。

SOG 参考
这是一个自动校准选项，它使用 GPS 中的对地航速 (SOG)，并
将 SOG 平均值与速度传感器提供的平均船速进行比较，以获得
校准航程的持续时间。

Ú 注释: 应该在平静海面上执行此校准，避免受到风或潮流的
影响。

• 将船速提升到巡航速度（高于 5 节），然后
• 选择 SOG 参考选项

完成校准后，船速校准刻度尺将显示已调整的船速百分比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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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参考
允许您通过距离参考校准日志。您将需要沿着给定航向和距离
以设定的恒定速度行驶几段连续航程。

Ú 注释: 距离应该超过 0.5 NM，理想情况为 1 NM。
为了消除潮汐作用的影响，建议您沿着所测航向行驶至少两
段航程（ 好为三段）。

请参阅图表，其中 A 和 B 是各段航程的标记。 X 是各段航程
的实际距离。

• 输入您在计算距离参考时要用作依据的所需距离（单位为“海
里”）

• 船舶到达距离参考计算的预定开始位置时，启动校准计时器
• 当船舶驶过各段航程上的标记 A 和 B 时，命令系统启动和

停止， 后按“确定”结束校准。

x
BA

使用 SOG 作为船速
如果无法从明轮传感器获得船速，则可以使用 GPS 提供的对地
航速。SOG（对地航速）将显示为船速，并可用于真风计算和航
速日志。

风

MHU（桅顶装置）对齐
这可提供偏移校准（使用“度”表示），以补偿桅顶装置与船舶
中心线之间的任何机械角度误差。

要检查桅顶装置对齐误差，我们建议您使用以下方法，其中涉
及航行试验：

• 以右舷抢风作为迎风航行并记录风角，然后对左舷抢风重复
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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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两个记录数字之差除以 2，并将其作为风角偏移输入

如果右舷视风角大于左舷视风角，则将差除以 2 并将其作为负
偏移输入。

如果左舷角大于右舷角，则将差除以 2 并将其作为正偏移输
入。

将偏移输入到“MHU 对齐校准”字段中。

深度

深度偏移
所有传感器都是从传感器向底部测量水深。因此，水深读数不
会将传感器至船舶在水中的 低点（例如：龙骨、舵或螺旋桨
底部）或传感器至水面的距离考虑在内。

• 对于龙骨以下的深度 (A)：将传感器至龙骨底部的距离设为
负值。例如，-2.0。

• 对于传感器以下的深度 (B)：不需要偏移。

• 对于水面（吃水线）以下的深度 (C)：将传感器至水面的距
离设为正值。例如，+0.5。

A B C

+0.5

+0.0

-2.0

船尾深度偏移
此选项支持系统显示两个深度读数。

船尾深度的校准方式与深度偏移相同。

Ú 注释: 仅当从第二个兼容的 NMEA 2000 或 NMEA 0183 设
备收到有效信号时才可获得船尾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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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

Ú 注释: 必须校准所有磁罗盘，以确保航向参考正确。
必须对活动罗盘执行校准。
应该在海况平静、风和水流 小的情况下执行校准，以获得
良好的结果。

偏移
偏移选项用于补偿船舶中心线 (A) 与罗盘准线 (B) 之间存在
的任何差异。

1. 查找船舶位置到可见物体的方位。使用海图或海图标绘仪
2. 控制船舶转向，使船舶中心线与指向物体的方位线对齐。
3. 更改偏移参数，使至物体的方位与罗盘读数一致。

Ú 注释: 确保罗盘航向与至物体的方位使用相同的单位（°M
或 °T）。

由用户触发的校准

Ú 注释: 开始校准之前，确保船舶周围的水域足够开阔，使船
舶能够完全转过弯。

您可使用校准选项手动开始航向校准程序。

执行此校准期间，罗盘测量局部磁场的强度和方向。

图中显示的是局部磁场强度占地球磁场强度的百分比 (A)，以
及局部磁场相对于船舶中心线 (C) 的方向 (B)。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说明，用 60-90 秒的时间转一整圈。一直转
弯，直到系统报告通过。

• 如果局部磁场强度大于地球磁场强度（局部磁场读数超过
100%），罗盘校准将失败。

• 如果局部磁场读数超过 30%，您应该查看周围是否有任何会
产生干扰的磁性物体并将其清除，或者将罗盘移到其他位置。
（局部）磁场角度会指引您找到局部产生干扰的磁性物体。

Ú 注释: 在某些区域以及高纬度地区，局部磁场干扰变得更加
明显，因此您可能不得不接受超过 ±3° 的航向误差。

自动校准
自动校准选项可用于罗盘，它可提供完整的自动校准程序。

请参阅罗盘随附的文档所提供的详细说明。

B

A

x

20%

030˚

030˚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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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偏角
定义系统如何处理磁偏角。

• 自动：从网络源接收磁偏角数据

• 手动：用于手动输入磁偏角的值

使用 COG 作为航向
如果无法从罗盘传感器获得航向数据，则可以使用 GPS 提供的
COG。COG 将用于真风计算。

Ú 注释: 使用 COG 作为航向源时无法操作自动舵。船舶静止
时无法计算 COG。

横摇/纵摇
如果装有适用传感器，系统将监测船舶的倾斜度。应该输入偏
移值来调整读数，这样当船舶停靠码头时，横摇和纵摇值读数
均为 0。

环境
如果装有适用传感器，系统将监测当前的海水/空气温度和大气
压力。

将输入的偏移值应可调整传感器提供的读数，以使其与已校准
的源匹配。

舵
启动舵反馈自动校准。本程序用于设置物理舵移动与舵角读数
之间的正确关系。

按照显示屏上的指示执行舵反馈校准程序。

高级
此选项用于手动将偏移应用到无法通过 AP48 进行校准的第三
方传感器的显示数据中。

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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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的数据不稳定或太敏感，则可以应用缓冲使显示的信
息更加稳定。缓冲设为关闭时，系统将以原始形式显示数据而
不应用任何缓冲。

自动舵设置
自动舵设置可划分为由用户完成的设置以及在安装和调试自动
舵系统期间完成的设置。

• 用户设置可根据不同的操作条件或用户喜好进行更改
• 安装设置在调试自动舵系统期间进行定义。此后不得更改这

些设置

用户设置和安装设置都视连接到系统的自动舵计算机而定。

NAC-2/NAC-3 自动舵计算机设
置

AC12N/AC42N 自动舵计算机设
置

以下几节描述可由用户进行更改的设置。该设置描述取决于自
动舵计算机。

安装设置的描述在自动舵计算机随附的文档中提供。

Ú 注释: 关于转弯模式设置，请参阅"转弯模式转向"在第 22。

NAC-2/NAC-3 自动舵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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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 (NAC-2/NAC-3)
这些选项支持您手动更改在调试自动舵计算机期间设置的参
数。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用于自动舵计算机的单独文档。

• 转弯速率：转弯时使用的首选转弯速率（使用“度/每分钟”
表示）。

• 舵增益：此参数确定收到指令的舵与航向误差之间的比率。
舵值越高，摆的舵越多。如果该值太小，则针对航向误差进
行补偿所需的时间会较长，自动舵会无法保持稳定路线。如
果该值设置得太高，则过冲会增加，导致转向不稳定。

• 压舵：航向误差变化与摆的舵之间的关系。接近设定航向时，
压舵较高将使摆舵的力度更快地减小。

• 自动修正：在出现风或水流等外力因素影响航向时控制自动
舵的摆舵力度，从而补偿恒定的航向偏移。自动修正越低，
消除恒定航向偏移量的速度越快

Ú 注释: 在 VRF 模式中，此参数控制舵估算的时间常量。值
越低，舵估算越快，也就是更快地与船舶移动保持一致。

• 初始舵：定义从手动转向切换到自动模式时系统如何移动舵。
- 中心：将舵移到零位置
- 实际：保持舵偏移

• 舵限制：确定从船中部位置开始舵的 大移动（使用“度”
表示），在该限制内，自动舵可命令舵采用自动模式。仅当在
航向笔直的情况下（而非在航向改变期间）自动转向时才会
激活“舵限制”设置。舵限制不影响非跟进转向。

• 偏离航向限制：为偏离航向警报设置限制。当实际航向偏离
设定航向的范围超出选定限制时，系统将发出警报。

• 航线响应：定义驶过偏航距后自动舵的响应速度。

• 航线接近角：定义船舶接近航程时使用的角度。在您开始导
航时以及使用航线偏移时均可使用此设置。

• 航向改变确认角：定义至路线下一航点的航向改变限制。如
果航向改变超过该设定限制，系统会提醒您确认即将开始的
航向改变是否可以接受。

航行 (NAC-2/NAC-3)

Ú 注释: 仅当船型设为 Sail（航行）时，航行参数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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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模式：选择在风模式下自动舵将使用哪种风功能。
- 自动：

如果真风角 <70º：风模式将使用视风角
如果真风角 ≥70º：风模式将使用真风角

- 表面
- 真实

• 抢风航行时间：控制在风模式下抢风航行时的转弯速率（抢
风航行时间）。

• 抢风航行角度：将船在自动模式下抢风航行的角度控制在 50
º - 150º 之间。

• 手动速度：如果船速或 SOG 数据不可用或被认为不可靠，则
可以为速度源输入手动值并让自动舵使用该值辅助转向计
算。

AC12N/AC42N 自动舵计算机

响应 (AC12N/AC42N)
AC12N/42N 有三种不同的转向模式：“高”(HI)、“低”(LO)
和“风”。可以自动或手动选择转向模式。

自动舵自动从 LO 参数变为 HI 参数（或相反）时的速度由在
调试自动舵期间定义的“转换速度”设置决定。请参阅自动舵
计算机文档中的相关详细说明。

您可以手动微调这三种响应模式中的任何一种。4 级是默认设
置，其参数值通过自动微调功能设置。如果未进行自动微调（不
建议），4 级值是出厂默认值。

• 低响应级别会减少舵活动，并提供较“松”的转向。
• 高响应级别会增加舵活动，并提供较“紧”的转向。响应级

别太高会使船开始以 S 形移动。

“风”响应适用于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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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定风角与实际风角之间的差异太大，请增加“风”值。
• 如果实际风角沿着设定风角做 S 形移动，或者舵活动过高，

请减小“风”值。

性能模式显示在自动舵页面的左上角。

• HI-A：自动设置“高”响应模式
• LO-A：自动设置“低”响应模式
• HI-M：手动设置“高”响应模式
• LO-M：手动设置“低”响应模式

Ú 注释: 如果无速度输入可用，那么在启用自动模式时，自动
舵默认采用 LO 转向参数。这是一种默认功能，用于防止转
向过度。

海况滤波器 (AC12N/AC42N)
此滤波器用于在恶劣天气下减少舵活动和降低自动舵敏感度。

• 关闭：禁用海况滤波器。这是默认设置。

• 自动：通过一个适应过程在恶劣天气下减少舵活动和降低自
动舵敏感度。如果您想使用海况滤波器，建议您使用“自动”
设置。

• 手动：链接到上述转向响应控制设置。可以使用“手动”设
置来手动寻找天气恶劣但海况稳定情况下航向保持与低舵活
动的 佳组合。

航行 (AC12N/AC42N)

Ú 注释: 仅当船型设为 Sail（航行）时，航行参数才可用。

• 抢风航行时间：控制在风模式下抢风航行时的转弯速率（抢
风航行时间）。

• 抢风航行角度：将船在自动模式下抢风航行的角度控制在 50
º - 150º 之间。

• 风模式：选择在风模式下自动舵将使用哪种风功能。
- 自动：

如果真风角 ≤60º：风模式将使用视风角
如果真风角 >60º：风模式将使用真风角

- 表面
-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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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G 优化：优化 VMG 以使用风模式。设置新风角后，仅当顶
风航行时才会激活此功能 5–10 分钟。

• 方位线转向：启用时，导航仪中的偏航距 (XTE) 将使船舶遵
循航线。如果导航仪中的偏航距超过 0.15 Nm，自动舵将计
算朝向航点的方位线和航线。

自动转向 (AC12N/AC42N)
此选项支持您手动更改在调试自动舵计算机期间设置的参数。
有关设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用于自动舵计算机的单独文
档。

• 转换速度：这是自动舵自动将转向参数集从 HI 参数改为 LO
参数（或从 LO 参数改为 HI 参数）时的速度。在机动船上，
建议将转换速度设为代表船体开始疾驶或从慢速变为巡航速
度的一个速度。
在帆船上，转换速度应设为 3-4 节，以便在抢风航行时能够
做出 佳响应。

• 高/低
- 舵增益：此参数确定收到指令的舵与航向误差之间的比率。

舵值越高，摆的舵越多。如果该值太小，则针对航向误差
进行补偿所需的时间会较长，自动舵会无法保持稳定路线。
如果该值设置得太高，则过冲会增加，导致转向不稳定。

- 压舵：航向误差变化与摆的舵之间的关系。接近设定航向
时，压舵较高将使摆舵的力度更快地减小。

- 自动修正：在出现风或水流等外力因素影响航向时控制自
动舵的摆舵力度，从而补偿恒定的航向偏移。自动修正越
低，消除恒定航向偏移量的速度越快

- 速率限制：船舶的转弯速率（使用“度/每分钟”表示）。

• 小舵角：一些船舶可能倾向于不响应航向保持位置周围较
小的舵指令，这是因为舵较小、舵有死区、穿过舵的水流造
成的回旋/干扰或者这是一个单喷嘴喷水艇。通过手动调整
小舵角功能，可能会改善某些船上的航向保持性能。但这

会增加舵活动。

• 右舷 小风角/左舷 小风角：这是 小视风角，它将保持航
行正常进行并提供可接受的推力。此参数将因船而异。此设
置适用于阻止抢风航行功能。它还适用于自动舵在“风导
航”模式下操作的情况。您可以为左舷和右舷选择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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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风角。计算转弯距离 (DTT) 时会将左舷与右舷之间的差
异考虑在内。

• 导航改变限制：定义至路线下一航点的航向改变限制。如果
航向改变超过该设定限制，系统会提醒您确认即将开始的航
向改变是否可以接受。

系统设置

网络

源
数据源向系统提供实时数据。

数据可能产生于装置内部的模块（例如内部 GPS 或声纳）或连
接到 NMEA 2000 或通过 NMEA 0183（如果装置上提供）连接的
外部模块。

当设备连接到多个提供相同数据的源时，用户可以选择首选源。
开始选择源之前，确保所有外部设备和 NMEA 2000 主干均已连
接并已开启。

• 自动选择：寻找连接到设备的所有源。如果各种数据类型都
有多个源，则会从内部优先级列表进行选择。此选项适用于
大多数装置。

• 手动选择源：通常情况下，仅当相同数据有多个源且自动选
择的源不是需要的源时，才需要进行手动选择。

设备列表 
“设备列表”显示提供数据的设备。这可能包括装置内的模块
或任何外部 NMEA 2000 设备。

在此列表中选择某一设备将显示更多详细信息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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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设备都支持在配置选项中分配实例编号。为网络上的任何
相同设备设置唯一的实例编号，使本装置能够区分它们。数据
选项显示正由设备输出的所有数据。

某些设备将显示更多特定于设备的选项。

Ú 注释: 通常不可以设置第 3 方产品上的实例编号。

诊断
诊断页面上的 NMEA 2000 选项卡可以为识别网络问题提供有
用信息。

Ú 注释: 以下信息不一定总表示存在对网络布局或连接设备
及其在网络上的活动进行细微调整即可轻松解决的问题。
但 Rx 和 Tx 错误 有可能指出物理网络存在问题，这些问
题可通过纠正终端、缩短主干或下接长度或者减少网络节点
（设备）数量得到解决。

总线状态

只指出总线是否通电，但未指出它是否一定连接到任一数据源。
但是，如果总线显示为关闭但正通电，且错误计数不断增加，
则表示终端或电缆拓扑结构可能不正确。

Rx 溢出

本装置收到的消息太多，超出其缓冲区的容纳能力，导致应用
程序无法读取这些消息。

Rx 超限

本装置包含的消息太多，超出其缓冲区的容纳能力，导致驱动
器无法读取这些消息。

Rx/Tx 错误

有错误消息时，这两个数字会增加；成功收到消息时，数字会
减少。这些值与其他值不同，不是累计计数。在正常操作下，
这些值应该为 0。值上升到 96 左右及以上时表示网络上可能
有大量错误。如果这些值在某一给定设备上变得过高，那么该
设备将自动从总线上断开。

Rx/Tx 消息

显示设备的实际进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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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负载

此处的值较高意味着网络容量将满。如果网络通信的负载很
重，部分设备会自动调整传输速率。

快速分组错误

系统累积计算任一快速分组错误。这可能是因帧丢失或帧顺序
错乱等造成。NMEA 2000 PGN 由多达 32 个帧组成。如果帧丢
失，全部消息均将丢弃。

Ú 注释: Rx 和 Tx 错误通常表示物理网络存在问题，这些问
题可通过纠正终端、缩短主干或下接长度或者减少网络节点
（设备）数量得到解决。

网络组群
可使用“网络组群”功能以全局形式或装置组形式控制参数设
置。此功能适用于有多台装置连接到网络的大型船舶。将多台
装置分配到同一组后，在一台装置上更新参数将对其他组成员
产生同样的影响。

单位
提供用于不同数据类型的测量单位的设置。

小数位
定义航速及海水温度所用的小数位数。

按键音
控制按下按键时按键音的音量。

默认设置：大

语言
控制在此装置的面板、菜单和对话框中使用的语言。更改语言
会引起此装置重新启动。

时间
控制当地时区偏移以及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显示设置
显示“显示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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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可用选项：

• 背光级别：以 10% 的增幅将背光级别从“ 小”(10%) 调
到“ 大”(100%)
- 当“背光级别”字段处于活动状态时，接着按 Power（电

源）键可以 30% 的减幅调整背光级别

• 显示组群：定义装置属于哪一网络组群

• 夜间模式：激活/停用夜间模式调色板

• 夜间模式颜色：设置夜间模式调色板

• 日间反色：将页面的背景颜色从默认的黑色改为白色

• 休眠：关闭屏幕和键的背光以省电

数字仪器
用于控制是否在面板中显示一个或两个仪器。

一个仪器 两个仪器

文件
文件管理系统。用于浏览本装置内存中的内容和插入到本装置
USB 端口中的设备中存储的内容。

模拟
在显示屏上运行模拟数据。先通过模拟器熟悉您的装置，然后
再在水面上使用它。

激活时，模拟器模式会显示在显示屏上。

恢复默认设置
支持您选择要将哪些设置恢复至其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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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重置
重置连接到网络的所有显示屏上的源选择。

关于
显示本装置的版权信息、软件版本和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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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预防性维护
本装置不包含任何可现场维修的组件。因此，操作员只需要执
行数量极其有限的预防性维护。

建议您在不使用本装置时始终为其装上所提供的遮阳防护罩。

清洁显示装置
应该尽量使用合适的清洁布对屏幕进行清洁。用足量的水溶解
和去除残留的盐。如果使用湿布，结晶盐可能会刮伤涂层。在
屏幕上施加的力要尽可能的小。

如果只用抹布难以清除屏幕上的污迹，请使用 50/50 温水与异
丙醇混合液清洁屏幕。避免与溶剂（丙酮、矿油精等）或氨基
类清洁产品有任何接触，因为它们可能会破坏防眩层或塑料边
框。

为了避免塑料边框受到紫外线侵害，建议您在不使用装置时为
其装上遮阳罩，以延长使用寿命。

检查接头
仅应直观检查接头。

将接头插头推入接头。如果接头插头配了锁，则确保它处于正
确位置。

系统数据备份和还原
系统含有备份和还原功能，因此有可能备份和还原系统设置和
自动舵配置文件。

Ú 注释: 强烈建议在安装和配置系统时进行备份。

当记忆棒插入装置后面的 USB 端口时，从文件选项启动备份和
还原。

根据所选定的文件类型，装置将会自动选择导入或导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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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更新
AP48 装置的背部有一个 USB 端口。您可使用该端口进行软件
更新。

您可以更新装置自身的软件，也可以更新从 AP48 连接网络的
NMEA 2000 传感器的软件。

您可以从“关于”对话框中查看装置的软件版本。您可以从“设
备列表”查看所连接 NMEA 2000 传感器的软件版本。

可从我们的网站下载 新软件：www.simrad-yachting.com。

1. 从我们网站下载 新软件：www.simrad-yachting.com，并
将其保存到 USB 设备中

2. 将 USB 设备插到 AP48 装置上
3. 启动文件资源管理器，选择 USB 设备上的更新文件
4. 从“文件详细信息”对话框中启动更新
5. 更新完成后，拔下 USB 设备

U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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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树
系统有一个“设置”菜单，您可以通过按 MENU（菜单）键访问
该菜单。“设置”菜单可供您访问传感器、船舶、自动舵计算
机及系统的设置。

1 级 2 级

校准 船速...

风...

深度...

航向...

横摇/纵摇...

环境...

舵...

高级...

缓冲 航向

视风

真风

船速

SOG

COG

横摇位置

纵摇位置

潮汐

航程日志 航程 1...

航程 2...

日志...

警报 警报历史记录...

警报设置...

已启用警报

已启用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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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 2 级

自动舵，NAC-2, NAC-3 和
NAC-D
* 请参阅 NAC-2/NAC-3 调试
手册

转向

航行

转向模式

安装 *

系统 网络

单位

小数位

按键音

语言

时间

显示设置...

数字仪器

文件

模拟

恢复默认设置...

全局重置...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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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尺寸 请参阅"尺寸图纸"在第 51

重量（不含配件） 0.51 公斤（1.13 磅）

功率

电源电压 12V（10.8V < 电源电压 <
15.6V）

电源连接 Micro-C (CAN)

背光关闭 1.62 W（电压为 13.5 V 时，
电流为 0.12 A）

背光 亮 2.97 W（电压为 13.5 V 时，
电流为 0.22 A）

网络负载 5 LEN（ 大 244 mA）

颜色 黑色

显示屏

尺寸 4.1 英寸（对角线）。4:3 宽
高比

类型 透射式 TFT-LCD

分辨率 320 x 240 像素

视角 80° 上/下，80° 左/右

亮度 > 600 尼特

配色方案 白天模式为白色或黑色。夜
间模式为红色、绿色、蓝色或
白色

多控制器支持 是

安装选项 仪表板、托架（单独出售）

软件升级方法 USB

报警声压级 75 dB

环境保护

防水等级 IPx7

湿度 100% RH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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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25ºC 至 +65ºC（-13ºF 至
+149ºF）

存储 -40ºC 至 +85ºC（-104ºF 至
+185º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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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图纸

不含托架的 AP48

177.0 mm

(6.97")

56.1 mm

(2.21")

23.1 mm

(0.91")

33.0 mm

(1.30")

55.4 mm

(2.18")

1
1

5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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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含托架的 AP48

204.8 mm

(8.06”)

56.1 mm

(2.21")

55.4 mm

(2.18")

84.6 mm

(3.33")

1
2

4
.5

 m
m

(4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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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数据

NMEA 2000 PGN（发射）

59904 ISO 请求

60928 ISO 地址声明

126208 ISO 命令组函数

126996 产品信息

127258 磁偏角

NMEA 2000 PGN（接收）

59392 ISO 确认

59904 ISO 请求

60928 ISO 地址声明

126208 ISO 命令组函数

126992 系统时间

126996 产品信息

127237 航向/航线控制

127245 舵

127250 船舶航向

127251 转弯速率

127257 姿态

127258 磁偏角

128259 速度，参考水域

128267 水深

128275 距离日志

129025 位置，快速更新

129026 COG 和 SOG，快速更新

129029 GNSS 位置数据

129033 日期和时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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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83 交叉轨迹错误

129284 导航数据

129539 GNSS DOP

129283 交叉轨迹错误

129284 导航数据

130074 航线和 WP 服务 - WP 列表 - WP 名称及位置

130306 风数据

130576 小船状态

130577 方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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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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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AP clutch disengaged
Poor connection or open circuit in 
bypass/clutch coil.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 Replace bypass/Clutch if open
• Perform new rudder test

AP clutch overload Clutch current exceeds limit.

• Check actual current
• Check voltage marking on coil
• Check coil resistance (including resistance in connected

wires)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AP depth data missing Missing or invalid depth data.
• Check device list for valid depth source
• Try a new automatic source selection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AP low boat speed
Boat speed below set limit. Poor 
rudder response can be experienced 
at lower speeds.

• Manually control the vessel
• Increase vessel speed

AP speed data missing
The speed signal from the GPS or 
the log is missing.

• Check device list for valid speed source
• Try a new automatic source selection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可能发生的警报和纠正措施列表
Autopilot alarms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AP heading data missing No data from selected compass.
• Select a different compass source
• Make a source update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AP Nav data missing
Navigation data from Plotter/ECS 
missing.

• Check that route is activated on Plotter/MFD

• Check device list for valid navigation source

• Try a new automatic source update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AP off course

Vessel heading is outside the set 
off course limit. May be caused by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and/or 
too slow speed.

• Increase boat speed, if possible, or steer by hand

• Check steering parameters (Rudder, Autotrim, Seastate filter)

• Increase response/rudder value

AP position data missing
Position data from the GPS is 
missing.

• Check that the GPS antenna has a clear view of the sky

• Check device list for valid position source

• Try a new automatic source update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AP rudder data missing
Rudder angle signal to autopilot 
computer is missing.

• Check the source selection and that the autopilot computer 
commissioning has been completed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 If missing sensor is a CAN device, check network connection

AP wind data missing Missing or invalid wind data. • Check cables and connections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CAN bus failure
Not possible to send or receive data 
although bus voltage is ok.

• Check cable connections

Check heading
Jump in heading of more than 10°/
second.

• Check steering compass

• Change to another heading source

Drive inhibit
Motor or solenoid drive electronics 
critically overloaded.

• Check connectors and cables

• Check that the rudder angle measurement and the actual
physical rudder position corresponds

• Try to hand steer the rudder and verify that the rudder can
be moved freely

Drive not available
Autopilot system is unable to 
control the rudder.

• No rudder response often accompanied by drive not
available

Drive unit failure
The autopilot computer has lost 
communication with device.

• Check connectors and cables

End of route

Shown on the active control unit 
when an end route waypoint name 
has been received from the Plotter/
ECS.

• Manually control the vessel
• Select a new rout

Engage output overload
Bypass valve or clutch is drawing 
excessive current.

• Ensure there is no shortage to ground or cabling damage

• Disconnect cable from autopilot computer to motor, and
make sure there is no alarm when engaging FU or AUTO
mode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EVC Com error
Lost communication with EVC 
system (Volvo IPS and similar).

• Check connection with EVC engine interface. For IPS, engine
must be running

EVC Override EVC override.
• If unintended warning, make sure override handle is not be-

ing activated by loose objects

High drive supply Supply voltage exceeds 35 V. • Check battery/charger condition

High drive temp
Drive electronic temperature 
exceeds the set limit.

• Switch off autopilot and let the drive unit cool down

• Check for overload in drive unit/steering system

• Check that the autopilot computer specifications matches
the drive unit

• Check that the drive unit is appropriately dimensioned for
the boat and rudder size

High temperature
Excessive temperature in autopilot 
computer (>80° C), possible long

term overload.

• Switch off autopilot

• Check for overload in drive unit/steering system

• Check that the autopilot computer specifications matches
drive unit

Low drive supply Low supply voltage.
• Check battery/charger condition

• Verify mains cable has correct gauge

No active autopilot control 
unit

Autopilot computer has lost contact 
with active control unit.

• Was active controller switched off/put to sleep?

• Take command with a different controller/remote

• Check connectors and cables

• Replace the control unit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No autopilot computer
Active control unit has lost contact 
with autopilot computer.

• Check the network diagnostics page on the display unit. 
Should show few or no errors

• Check that the NMEA 2000 network is powered and termi-
nated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 Check that source selection is made and that the correct 
autopilot computer is selected

• Check connectors and cables

• Check status LED on autopilot computer. Should blink steadily, 
1 sec intervals

• Replace autopilot computer

No rudder response No response to rudder command.

• Check connectors and cables

• Check rudder feedback transmission link (not applicable for 
Virtual feedback installations)

• Check the drive unit motor/brushes

• Check for mechanical play in rudder

• Check if the rudder is actually not moving

• Check that the rudder drive unit is powered and running

• Check for other mechanical issues between autopilot com-
puter and rudder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Rudder drive overload

Reversible motor: motor stalls or is 
overloaded.

Solenoids: shortage to ground or 
cabling damage.

• Check for possible mechanical blocking of rudder

• If heavy sea at high rudder angle, try to reduce boat speed or
rudder angle by steering at another heading

• Make sure there is no shortage to ground or cabling damage

• Disconnect cable from autopilot computer to motor, and
make sure there is no alarm when trying to run in NFU mode

• Check that the drive unit is appropriately dimensioned for the
boat and rudder size

Rudder limit

The set rudder limit has been 
reached or exceeded. May be 
caused by disturbance to compass 
(waves), speed log, sharp turn or 
improper parameter setting.

• Notification only

True wind shift
True wind shift exceeds wind shift 
limit.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handle the vessel

• Re-enter WIND mode to reset the Wind shift reading

Wind shift
True wind direction has changed by 
more than the limit.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handle the vessel

• Re-enter WIND mode to reset the Wind shift reading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Anchor
Anchor drift alarm, vessel 
movement exceeds the set limit.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handle the vessel

• Reposition the anchor

Anchor depth Anchor depth below set limit.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handle the vessel

• Reposition the anchor

CAN bus supply overload Current > 10A.
• Check summary unit loads
• Excessive current draw
• Check for short circuit/defective device on network

Deep water Depth exceeds the set limit.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handle the vessel

• Navigate to shallower waters

Low boat speed Boat speed below set limit. • Increase boat speed

Low CAN bus voltage CAN bus voltage < 10 V.

• Check battery/charger condition
• Check cable length, bus load and bus supply feeding point
• If possible, check if fault disappears by disconnecting some 

units

No GPS fix GPS lost contact with satellites. • Check that the GPS antenna has a clear view of the sky

Shallow water Depth below set limit.
• Navigate to deeper waters
• Proceed with caution
• Check charts

True wind high True wind speed above set limit.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secure boat, sails and crew

System alarms



Alarm/Warning Possible cause Recommended action

True wind low True wind speed below set limit. • Notification only

XTE

Cross Track Error, distance 
between the current position and 
a planned route exceeds the set 
limit.

• Manually control the vessel
• Select a new rout
• Check navigation and charts. Navigation is outside of planned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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