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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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距离您最近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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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P® 是 Navico Holding AS 的注册商标。

Navionics® 是 Navionics, Inc 的注册商标。

SD™ 和 microSD™ 是 SD-3C, LLC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版权
版权所有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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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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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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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2014/53/EU 指令，符合 CE 认证标准

相关符合性声明可从以下网站的产品部分中找到：

• www.simrad-yachting.com

欧盟中预期使用的国家/地区

AT - 奥地利
BE - 比利时
BG - 保加利亚
CY - 塞浦路斯
CZ - 捷克共和国
DK - 丹麦
EE - 爱沙尼亚
FI - 芬兰
FR - 法国
DE - 德国
GR - 希腊
HU - 匈牙利
IS - 冰岛
IE - 爱尔兰
IT - 意大利
LV - 拉脱维亚

 LI - 列支敦士登
LT - 立陶宛
LU - 卢森堡
MT - 马耳他
NL - 荷兰
NO - 挪威
PL - 波兰
PT - 葡萄牙
RO - 罗马尼亚
SK - 斯洛伐克共和国
SI - 斯洛文尼亚
ES - 西班牙
SE - 瑞典
CH - 瑞士
TR - 土耳其
UK -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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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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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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册版本
本手册是针对软件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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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以下网站下载最新
的可用手册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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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幕上查看手册
装置随附的 PDF 查看器可让用户在屏幕上阅读手册及其他
PDF 文件。

可以从连接到装置的存储设备读取手册，或将手册复制到装置
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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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前端控件

A

B

C

E

D

F

G

H I

A 页面/主页键 - 按此按钮打开主页

B 旋钮
• 激活页面：转动旋钮可缩放页面
• 对话框和菜单操作：转动旋钮可滚动浏览，按下可选

择选项

C 菜单键
• 按此键可显示激活面板的菜单
• 显示页面时，按住此键可显示“设置”对话框

D 退出键 - 按下可退出对话框，返回至上一级菜单，或从
面板上清除光标

E MOB - 同时按下菜单键和退出键可以在船舶位置处创建
MOB 航点

F 箭头键
• 激活页面 - 按下可激活光标或移动光标
• 对话框与菜单操作：按此键可导航至其它选项和调整

参数
• 在分页中切换激活屏幕

G 回车键
• 按此键可选择选项或保存设置
• 在分页中按此键可激活光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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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航点键
• 按此键可将航点置于船舶位置，或当光标激活时将航

点置于光标位置
• 按住可打开“曲线图”对话框，您可以从中选择添加

新的或管理现有的航点、航线和轨迹选项

I 电源键
• 按住此按钮可打开/关闭装置
• 按此键显示“系统控制”对话框
• 多次短按可在预定义的调光级别之间切换

读卡器

存储卡可用于：

• 海图数据
• 软件更新
• 传输用户数据
• 系统备份

Ú 注释: 切勿将文件下载、传输或复制到海图卡。否则会损坏
海图卡上的海图信息。

在插入卡或取出卡后应立即关紧防护门，以防进水。

设备注册
启动设备时，系统会提示您注册设备。您也可以在“系统设置”
对话框中选择注册选项进行注册。注册方式：

• 通过有互联网接入的智能设备
• 通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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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打开和关闭系统
按电源键可打开系统。

按住电源键可关闭装置。

您也可以从“系统控制”对话框中关闭装置。

如果在完成关闭前松开电源键，关闭过程将取消。

首次启动
首次启动装置时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后，装置会显示一系列对话
框。响应对话框提示以进行基本设置。

您可以使用系统设置对话框执行进一步设置并稍后更改设置。

待机模式
在“待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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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系统控制”对话框中选择“待机”模式。

短按电源键可从“待机”模式切换到正常操作。

显示屏照明

亮度
您可以短按电源键循环预设背光级别。

您可以从“系统控制”对话框调整显示屏背光。

夜间模式
可以从“系统控制”对话框激活夜间模式。

“夜间模式”选项可在光线不佳时优化调色板。

“系统控制”对话框
“系统控制”对话框便于您快速访问基本系统设置。

对话框中显示的图标因操作模式和连接的设备而异。

对于那些可进行打开/关闭切换的功能，有一个突出显示的图
标，以指示功能是否已激活。

通过以下方式显示该对话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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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电源键

主页
短按页面键可从任何操作中访问主页。

如需选择按钮，请使用箭头键或旋钮将其高亮显示，然后按回
车键。

A 状态栏
显示系统的状态。

B 应用程序
选择某一按钮可将应用程序显示为全页面板。

C 预定义分页
选择按钮可在面板上显示 2 个应用程序。

D 工具栏
选择按钮可访问用于执行任务或浏览信息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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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页面

A 状态栏

B 应用程序面板

C 提示选项卡 - 显示可以按下哪个键来执行操作

D 仪表栏

预定义分页
预定义的分页在面板上显示多个应用程序页面。

更改分页方向
您可以将分页方向改为水平分页或垂直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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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分页上的面板
使用箭头键激活分页上的面板。

当面板在分页上处于激活状态时，具有黄色边框。菜单和其他
控件可用于激活面板。

人员落水航点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您可以在船舶的当前位置保存人员落水
(MOB) 航点。

创建 MOB
要创建人员落水 (MOB) 航点：

• 同时按下菜单键和退出键

在您激活 MOB 功能时，系统将自动执行以下操作：

• 在船舶位置创建 MOB 航点
• 显示屏切换到以船舶位置为中心的缩放海图面板
• 系统显示返回至 MOB 航点的导航信息

可以创建多个 MOB 航点。船舶继续显示至首个 MOB 航点的导
航信息。您需要手动导航至后续 MOB 航点。

删除 MOB
在 MOB 航点激活时，您可以从菜单中将其删除。

停止导航到 MOB
从菜单中取消导航之前，系统将继续显示朝向 MOB 航点的导航
信息。

屏幕捕获
要捕获屏幕：

• 同时按下页面键和电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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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屏幕截图
您可以使用文件管理器访问屏幕截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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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

海图面板

A 北指示

B 船舶

C 海图范围比例

D 网格线*

E 距离圈*

* 可选海图项目。可在海图设置对话框中分别打开/关闭可选
的海图项目。

选择海图源
菜单中列出了可用的海图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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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海图
海图范围比例和距离圈间隔（如已打开）显示在海图面板上。
您可以通过缩放海图来更改缩放比例。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缩放海图：

• 转动旋钮

船舶符号
如果系统具有有效的 GPS 位置锁定，船舶符号将指示船舶位
置。如果 GPS 位置不可用，船舶符号将含有一个问号。

船舶图标使用 COG（对地航向）进行自身定位。

平移海图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任何方向移动海图：

• 使用箭头键，沿着所需方向向海图面板边缘移动光标

航点、航线和航迹
您可以定位和管理航点、航线和航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航点、航线和航迹"在第 37。

显示有关海图项目的信息
在您选择某一海图项目、航点、航线或目标时，系统将显示所
选项目的基本信息。选择该海图项目的弹出窗口，以显示该项
目的所有可用信息。您也可以从菜单中激活“详细信息”对话
框。

Ú 注释: 如果您正在查看您系统上适用的 C-MAP 海图，则可
以选择海上对象以显示与位置或对象关联的服务和可用多
媒体（照片）的相关信息。

Ú 注释: 必须在海图设置中启用弹出信息才能查看基本项目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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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板上使用光标
默认情况下，面板上不显示光标。

在您激活光标时，将显示光标位置窗口。在光标激活时，面板
不会随船舶平移或旋转。

激活光标
按回车键或箭头键激活船舶位置处的光标。使用箭头键重新定
位光标。

移除光标
如需从面板中移除光标和光标窗口：

• 按下退出键

移除光标会使海图以船舶位置为中心。

恢复光标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光标恢复到其最后位置：

• 按下退出键

转到光标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导航至图像上的选定位置：将光标放在面
板上，然后使用 转至光标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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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方向
您可以指定海图在面板中的旋转方式。面板右上角的海图方向
符号指示正北方向。

航向向上

海图方向取决于是否有导航：
• 有导航时：所需的航向线方向向上

显示
• 无导航时：船舶实际航行 (COG)

的方向向上显示

船艏向上

显示的海图中，船艏朝向上方。
来自 GPS 的 COG 提供方向信息。

北向上

显示的海图中，北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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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视
移动面板上的船舶图标，以最大化您船舶前方的视野。

基于数据对航迹着色
可以基于您设置的源数据和上限/下限对航迹着色：

• 可以指定待着色的源（数据类型）。要关闭着色功能，请选择
源数据“无”。

• 选择上限和下限选项以设置上限值和下限值。

颜色可以是绿色、黄色和红色。绿色表示设定的上限。黄色表
示上限和下限的均值。红色表示下限。如果值介于上限和均值
之间，则呈绿黄色。如果值介于均限和下值之间，则呈橙色。

Ú 注释: 默认情况下，基于“编辑航迹”对话框中的颜色设置
对航迹着色。基于源数据对航迹着色将覆盖“编辑航迹”对
话框中指定的着色。

C-MAP 海图
C-MAP 海图的所有可用菜单选项如下所述。可用的功能和菜单
选项视您使用的海图而定。本节显示的是 C-MAP 海图中的菜
单。

Ú 注释: 如果功能在显示的海图上不可用，则菜单选项呈灰显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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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P 潮汐和洋流
系统会会显示 C-MAP 潮汐和洋流。借助此信息，可以预测洋流
和潮汐的时间、级别、方向和强度。考虑航程规划及导航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在较大的缩放范围内，潮汐和洋流显示为方形图标，图标中含
字母 T（潮汐）或 C（洋流）。在您选择其中一个图标时，系统
将显示该位置的潮汐或洋流信息。

在 1 海里缩放范围内进行缩放操作，可查看动态洋流数据。在
该范围内，洋流图标更改为可显示洋流速度和方向的动态图标。
动态图标显示为黑色（速度超过 6 节）、红色（速度超过 2
节，但未超过 6 节）、黄色（速度超过 1 节，但未超过 2 节）
或绿色（速度未超过 1 节），具体视该位置的洋流而定。

如果无洋流（0 节），则此图标将显示为白色方形图标。

静态洋流和潮汐图标 动态洋流图标

特定于 C-MAP 的海图选项

海图详情
• 完全 - 显示正在使用的海图的所有可用信息。
• 中等 - 显示至少能够满足导航需求的信息。
• 低级 - 显示无法删除的基本级别的信息，包括所有地理区域

都需要的信息。它不足以满足安全导航需求。

深度调色板
控制地图上使用的深度调色板。

深度滤波器

过滤掉比所选深度过滤限制浅的深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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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深度
海图使用不同的蓝色阴影来区分较浅（阴影颜色较浅）和较深
（阴影颜色较深）水域。启用“安全深度”后，指定所需的安全
深度限制。“安全深度”设置深度限制，超过此深度将不绘制
蓝色阴影。

海图类别
保护若干类别和子类别。根据您想要查看的信息，您可以单独
打开/关闭。

对话框中列出的类别取决于所使用的海图。

Navionics 海图
有些 Navionics 功能要求 Navionics 提供最新数据。对于这
些功能，如果您没有插入正确的 Navionics 海图或海图卡，则
显示的信息说明功能不可用。有关这些功能所需内容的详情，
请参阅 www.navionics.com。

如果在未激活 Navionics 海图卡时尝试使用限制的功能，您也
会收到提示消息。要激活海图卡，请与 Navionics 联系。

海图叠加数据
您可以在海图面板上添加叠加数据。

当选择叠加时，海图菜单会展开以包括选定叠加的基本菜单选
项。

有关叠加菜单选项的信息在下文或本手册中的单独章节中有详
细说明。

SonarChart Live
SonarChart Live 是一种实时功能，其中设备根据现场的声纳
环境来生成等深线叠加数据。

当您选择 SonarChart Live 叠加时，菜单将展开以显示
SonarChart Live 选项。

透明度

SonarChart Live 叠加数据绘制在其他海图数据上部。按最小
透明度完全覆盖海图数据。调整透明度以允许看到海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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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最小值 (Minimum depth)

调整 SonarChart Live 着色的内容，视为安全水深。这会影响
SonarChart Live 区域的颜色。当船舶接近安全水深时，
SonarChart Live 区域将逐渐从简单灰色/白色变为红色。

调色板

用于选择图像的调色板。

SCL 历史记录
选择在海图叠加上显示先前记录的数据。

特定于 Navionics 的海图选项

社区编辑
打开海图层，包括 Navionics 编辑内容。这些内容是用户上载
到 Navionics Community 的用户信息或编辑内容，可供
Navionics 海图使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您海图随附的 Navionics 信息或访问
Navionics 网站：www.navionics.com。

SonarChart
该系统支持 Navionics SonarChart 功能。

SonarChart 显示水深测量地图，该地图指示高分辨率等深线详
情和标准导航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avionics.com。

Navionics 动态潮汐和洋流图标
用仪器和箭头显示潮汐和洋流信息，而非显示静态潮汐和洋流
信息所用的菱形图标。

Navionics 海图中提供的潮汐和洋流数据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日
期和时间。系统对箭头和/或仪器应用动画效果，以显示潮汐和
洋流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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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潮汐信息 动态洋流信息

图中使用以下图标和符号：

洋流速度

箭头长度视速度而定，并且符号根据流向发生旋转。流速显示
在箭头符号内。当洋流速度升高时，使用红色符号，当洋流速
度降低时，使用蓝色符号。

潮汐高度

仪表上有 8 个标记，您可根据评估日当天的绝对最大/最小值
对其进行设置。当潮汐高度增加时，使用红色箭头，当潮汐高
度降低时，使用蓝色箭头。

Ú 注释: 所有数值均显示在用户设置的相关系统装置（测量装
置）中。

轻松查看
放大功能可增加海图项目和文本的大小。

Ú 注释: 海图上不显示此功能是否已激活。

捕鱼范围
选择深度范围，Navionics 会将此范围填充为不同颜色。

这将突出显示特定的深度范围以便钓鱼。此范围的精确程度仅
如基本的海图数据，这意味着如果海图的等深线间只有 5 米间
隔，那么绘制阴影时将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适用等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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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深度突出显示范围 深度突出显示范围：6 m - 12
m

较浅水域突出显示
这将突出显示水深介于 0 和所选深度（最深 10 米/30 英尺）
之间的浅水区域。

未突出显示较浅水域 突出显示较浅水域：0 m - 3 m

演示类型
显示海洋测绘信息，例如符号、导航海图颜色以及国际或美国
演示类型用词。

安全深度
Navionics 海图使用不同的蓝色阴影来区分较浅和较深水域。

安全深度基于选定限制，超过此深度将不绘制蓝色阴影。

Ú 注释: 内置 Navionics 数据库具有水深在 20 米以内的水
域数据，超过该数字全部显示为白色。

海图详情
为您提供不同级别的地理层信息。

海图设置
海图设置对话框中的选项取决于在系统中选择了哪个海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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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圈
距离圈用于表示您的船舶与其他面板对象之间的距离。

系统自动设置距离标尺，以与面板标尺相符。

延长线
航向延长

选择显示或隐藏船舶“对地航向”(COG) 的延长线。COG 是基
于 GPS 信息。

延长长度

延长线的长度可设置为固定距离，或用来指示船舶在选定时间
段内移动的距离。

SonarChart Live 潮汐校正
当已选择时，潮汐校正功能使用附近潮汐站（若存在）提供的
信息来调整在记录声纳时 SonarChart Live 使用的深度值。

弹出信息
确定在您选择面板项目时是否显示面板项目的基本信息。

网格线
让经度和纬度网格线显示/不显示在面板上。

航点、航线和航迹
让这些项目显示/不显示在海图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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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测深

图像

A 水面

B 水底

C 鱼群形状

D 距离标尺

E 深度

F 温度

G 频率

缩放图像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缩放图像：

• 转动旋钮

关于缩放
缩放级别显示在图像上。

如果光标已激活，系统将放大光标所指区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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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历史记录
只要测深仪面板上显示光标，面板顶部就会显示历史记录条。
历史记录栏显示您当前正在查看的图像与存储的总图像历史记
录之间的关系。

您可以平移图像以查看历史记录。

使用箭头键可平移图像。

如需恢复正常滚动，请按下退出键。

记录日志数据

开始记录日志数据
您可以开始记录日志数据并将文件保存在装置内部，或保存到
与装置连接的存储设备中。

记录数据期间，左上角有一个红色符号会不停闪烁，并且屏幕
底部会定期出现一条消息。

在“记录”对话框中指定记录设置。

停止记录日志数据
使用“停止日志”选项可停止记录日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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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回声测深图像

更多选项

分屏

缩放

A 缩放级别

B 缩放条

“缩放”模式在面板左侧显示测深仪图像的放大视图。

默认情况下，缩放级别设为 2 倍。您最多可以选择 8 倍缩放。
要更改缩放级别，请使用：

• 旋钮

显示屏右侧的范围缩放条显示放大的范围。如果您增加放大因
数，范围将缩小。这表现为缩放条间的距离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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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在图像上上下移动缩放条并查看不同的水深列：

• 使用上/下箭头键

海底锁定

如果您想要查看靠近海底的目标，海底锁定模式将非常有用。
在此模式下，面板左侧显示海底变平时的图像。范围比例将更
改以从海床 (0) 向上进行测量。左侧图像上始终显示海底和
零线，不受范围比例影响。根据“缩放”选项所述调整面板左
侧的图像的比例因数。

波幅范围
波幅范围用于显示面板上出现的回声。真实回声的强度通过宽
度和颜色浓度来指示。

调色板
用于选择图像的调色板。

鱼群 ID
您可以选择鱼群目标在屏幕上的显示方式。您还可以选择当鱼
群 ID 出现在面板上时是否要发出嘟嘟声进行通知。

传统鱼群形状 鱼群符号 鱼群符号及深度指
示

Ú 注释: 并非所有的鱼群符号都代表实际鱼群。

分钟标记
确定图像上是否显示分钟标记线条 (A)。线条中的每个黑色和
每个白色条纹表示 1 分钟。如果信号中断，则以三角形 (B)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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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
暂停图像，便于您详细查看图像。

暂停功能可阻止回声测深执行 ping 操作。以此方式暂停时，
系统不收集数据。

自定义图像设置
本装置具有不同的预定义自定义模式，用于控制图像设置。

更改模式
选择模式按钮可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切换。

自动模式
默认情况下，本装置设为“自动模式”。在此模式下，大多数设
置都是自动设置。

自定义模式
在自定义模式下，菜单会展开以显示可由用户更改的设置。

建议只有经验丰富的声纳用户才能使用自定义设置来进一步自
定义图像。

范围

探测距离设置用于确定屏幕上显示的水深。

Ú 注释: 设置很深的浅水范围可能导致系统失去对深度的跟
踪。

预设范围级别

从菜单中手动选择预设探测距离级别。

自动范围

在自动探测距离下，系统会自动显示从水面到水底的整个深度
范围。

“自动”是搜寻鱼群所用的首选设置。

回声测深 | CRUISE 操作员手册 33



在菜单中选择探测距离选项，然后选择自动选项。

自定义范围

此选项支持您手动设置范围上限和下限。

通过选择探测距离菜单选项和自定义选项来设置自定义探测距
离。

Ú 注释: 设置自定义探测距离会将系统置于手动探测距离模
式。

频率

支持 200 kHz、83 kHz、中线性调频和高线性调频。200 kHz
和高线性调频提供最清晰的目标区分。83 kHz 和中线性调频
可用于较深的水域中，或者用于扩展探测距离功能。

增益

增益控制灵敏度。增益增加得越多，图像上显示的细节越多。
但是，较高的增益设置可能出现较多的背景杂波。如果增益设
置得过低，则可能无法显示较弱的回声。

可以使用手动和自动增益模式。默认情况下，增益设为“自动”。

通过以下方式手动调整增益：

• 在“增益”菜单选项中选择滑动条，然后使用旋钮或箭头键

微调自动设置

某些设置包含自动模式。

如需在自动模式下获得最佳效果，可以手动对该值进行微调。

然后，指示项将从自动变为 A ± NN，表示已手动调整自动设
置。

如需微调自动设置，请打开自动选项并：

• 选择滑动条并使用旋钮或箭头键

高级选项

“高级”菜单选项仅在光标未激活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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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速度

脉冲速度控制换能器向水中传输信号的速度。默认情况下，脉
冲速度设为最大。您可能需要调整脉冲速度以限制干扰。 

滚动速度

您可以选择图像在屏幕上的滚动速度。滚动速度快可快速更新
图像，滚动速度慢则表示有较长的历史记录。

Ú 注释: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调整滚动速度以获得更有
用的图像。例如，在静止垂钓时可将图像调整为较快的速
度。

噪声抑制

舱底泵、引擎振动和气泡产生的信号干扰会使图像上出现杂波。

“噪声抑制”选项过滤信号干扰并减少屏幕上的杂波。

TVG

海浪作用和船舶尾迹会在水面附近造成屏幕出现杂波干扰。
TVG（时变增益）选项通过降低靠近水面的接收器的灵敏度来减
少表面杂波。

颜色

强弱回声信号有不同的颜色，可指示不同的信号强度。所用颜
色取决于您所选择的调色板。

颜色设置增加得越多，比例尺中代表强回波的颜色中显示的回
声越多。

测深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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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测深仪日志
用于查看声纳记录。

日志文件显示为暂停图像。从“控制”菜单选项中控制滚动和
显示。您可以在播放图像上使用光标，并像在正常声纳图像上
一样平移图像。

按“退出 (X)”键退出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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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点或传感器至水面的距离考虑
在内。

A

B

A

B

• 要显示从船舶最低点到水底的深度，请将偏移量设为等于传
感器和船舶最低部分之间的垂直距离，A（负值）。

• 要显示从水面到水底的深度，请将偏移量设为等于传感器和
水面之间的垂直距离，B（正值）。

• 对于低于传感器的深度，设置偏移量为 0。

水温校准
温度校准用于调节来自声纳传感器的水温值。可能需要修正因
局部因素给测量温度带来的影响。

校准范围：-9.9° - +9.9°。默认值是 0°。

Ú 注释: 仅当传感器可检测温度时水温校准选项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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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点、航线和航迹

航点、航线和航迹对话框
这些对话框便于您访问这些项目的高级编辑功能和设置。

“曲线图”对话框
按住航点键可打开“曲线图”对话框。选择一个选项以添加新
的或管理现有的航点、航线或航迹。

航点

关于航点
航点是用户在以下图像或面板上生成的标记：

• 海图
• 回声测深图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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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面板

每个航点都有确切位置，带纬度和经度坐标。

回声测深图像上的航点除了位置信息外，还有深度值。

航点用于标记您稍后要返回到的位置。也可将两个或更多航点
结合起来创建航线。

保存航点
如果面板上的光标激活，则航点保存在光标位置；如果未激活，
则保存在船舶位置。保存航点：

• 使用菜单中的新航点选项
• 按下旋钮
• 按“航点”键
- 短按航点键可快速保存航点。
- 长按航点键可打开“曲线图”对话框。

移动航点
如果激活了航点，并且选择了航点菜单中的“移动”选项，则
可以移动航点。

如需将航点移动到新位置：

• 使用箭头键

如需将航点放在新位置：

• 在菜单中选择“结束移动”选项
• 按下旋钮
• 按下回车键

编辑航点
您可以从“编辑航点”对话框中编辑有关航点的所有信息。

通过选择航点来激活该对话框，然后：

• 选择航点的弹出窗口
• 按下回车键
• 按下旋钮
• 从航点菜单中选择“编辑”。

您也可以从主页上的“航点”工具中访问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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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航点
在航点激活时，您可以从编辑航点对话框中删除航点或选择删
除菜单选项将其删除。

您也可以从主页上的“航点”工具中删除航点。

您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删除 MOB 航点。

航线

关于航线
航线由按照您要导航的顺序输入的一系列航点组成。

在您选择海图面板上的某一航线时，它将变成绿色，并且将显
示航线名称。

在海图面板上创建新航线

1. 激活海图面板上的光标
2. 从菜单中选择“新航线”选项
3. 在海图面板上定位第一个航点
4. 在海图面板上继续定位新航点，直到航线完成
5. 在菜单中选择“保存”选项保存航线。

使用现有航点创建航线
可以从航线对话框中将现有航点组合起来创建新航线。使用主
页上的航点工具，然后选择航线选项卡，可以激活对话框。

根据航程创建航线
您可以根据历史航程创建航线。在 TripIntel 历史记录对话
框中选择一个航程，然后选择“创建航线”选项。

将航迹转换为航线
您可通过“编辑航迹”对话框将航迹转换为航线。通过激活航
迹可以激活该对话框，然后：

• 选择航迹的弹出窗口
• 按下旋钮
• 在菜单中选择航迹

您也可以通过在主页上选择航点工具来访问“编辑航迹”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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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布线
此功能自动在航线起点和终点之间或在复杂航线中选定的航点
之间推荐航点。

新的航点位置是基于地图中的信息和船舶大小来推荐。使用
“船舶设置”对话框输入船舶资料，请参阅 "系统设置"在第
54。

C-MAP 轻松布线
如果绘图兼容“C-MAP 轻松布线”功能，则系统支持该功能。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map.com。

自动布线完成后，航线显示为预览模式，航程采用以下颜色编
码：

• 绿色 - 安全区
• 黄色 - 危险区
• 红色 - 不安全区

使用自动布线
1. 在新航线上定位至少两个航点，或者打开现有航线进行编

辑。
2. 选择“自动布线”菜单选项，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整条航线（如果您希望系统在开放航线的第一个航点与最
后一个航点之间添加新航点）。

- 选择 - 如果您希望手动选择航点以定义自动布线的限
制，那么选择相关航点。选定航点显示为红色。只能选择
两个航点，系统将放弃位于您选择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所
有航点。

3. 在航线处于预览模式时，您可以根据需要移动任一航点。
4. 如果您希望系统自动为航线的其他部分定位航点，请重复步

骤 2（“选择”）和步骤 3。
5. 选择“保存”完成自动布线并保存航线。

示例
• 整条航线 - 用于自动选择整条航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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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起点和终点 自动布线后的结果

• 选择 - 用于自动选择部分航线的选项。

选择了两个航点 自动布线后的结果

编辑航线对话框
通过“编辑航线”对话框，可以添加和删除航线点以及更改航
线属性。通过从菜单中选择活动航线的弹出窗口，或者依次选
择航线和“详细信息”选项，可以激活此对话框。

您也可以从主页上的航点工具中访问此对话框。

选择“显示”以在海图上显示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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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航线
在航线激活时，您可以选择删除菜单选项将其删除。

您也可以从编辑航线对话框删除航线。请参阅"编辑航线对话
框"在第 41。

航迹

关于航迹
航迹是船舶历史路径的图形显示。它们允许您折回船舶已航行
的航线。您可以从编辑对话框将航迹转换为航线。

系统在出厂时已设为自动在海图面板上跟踪并绘制船舶移动。
系统持续记录航迹，直到长度达到最大点，然后系统会自动开
始覆盖最早的点。

您可以从“航迹”对话框关闭自动跟踪功能。

创建新航迹
您可以从“航迹”对话框启动新航迹。以下方式可以激活该对
话框：

• 使用主页上的“航点”工具，然后选择“航迹”选项卡
• 在“曲线图”对话框中选择“新航迹”或“航迹”选项。

航迹设置
航迹由经线段连接的一系列点组成，其长度取决于记录频率。

您可以选择根据时间设置、距离定位航点，或让系统在出现航
向改变时自动定位航点。

Ú 注释: 您还必须在“航迹”对话框中打开“航迹”选项，才
能使其在面板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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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关于导航
导航功能在海图或位置页面上提供当前位置和导航信息。

导航面板

导航面板
“导航”面板可从主页激活，可显示为全页面板或分页页面的
一部分。

A 数据字段

B 船舶航向

C 至下一航点的方位

D 航线信息
指示航线的距离，航线名称以及预计抵达航线终点的时
间。

E 方位线及允许的偏航限制
沿航线行驶时，方位线显示从一个航点至下一航点的预
期航向。朝向某一航点（光标位置、MOB 或输入的纬度/
经度位置）导航时，方位线显示从开始导航点至该航点
的预期航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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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TE 限制
如果 XTE（偏航距）超过定义的 XTE 限制，则将显示一
个红色箭头，内含至原定航线的距离。请参阅"XTE 限
制"在第 46。

G 船舶符号
指示船舶位置和航向。

H 航点信息
指示到航点的距离、航点名称以及预计抵达航点的时间。

位置面板
您可以在显示“导航面板”或“位置面板”间切换。从菜单中
激活“位置”面板。

默认情况下，有一个位置面板显示 GPS 位置。

如果启用罗兰，则有两个位置面板。这可通过面板左侧和右侧
的箭头符号来指示。

选择左或右箭头符号或使用箭头键在面板间切换。

GPS 位置信息 罗兰位置信息

编辑数据字段
更改导航面板上显示的数据字段：

1. 激活菜单
2. 从菜单中选择“编辑”选项
3. 激活您要编辑的字段
4. 选择信息类型
5. 保存您的更改。

使用菜单选项：
您可以使用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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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至航点
• 导航航线

在导航时，菜单会展开以提供以下选项：

• 在导航航线时跳过航点
• 重新开始导航至航点或航线
• 取消导航至航点或航线

导航设置

导航方法
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计算任意两个地理点之间的距离和方
位。

大圆圈航线是两点间最短的路线。但是，如果您准备沿此航线
航行，手动转向将会非常困难，因为艏向将会不断变化（朝向
正北方、正南方行驶或沿赤道行驶的情况除外）。

恒向线是方位恒定的航迹。可以使用恒向线计算法在两个位置
间航行，但距离通常比使用大圆圈方法要远。

到达半径
围绕目标航点设置一个无形圆圈。当船舶进入此半径的范围内
时，视为船舶已到达航点。

在导航航线时，到达半径用于定义转弯开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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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根据船速调整到达圈 (1)。船速越高，圈越宽。

您可以使用下图在创建航线时选择合适的航点圈。

Ú 注释: 航线中任意航点间的距离不得小于航点到达圈的半
径。

XTE 限制
定义船舶可以偏离选定航线的距离。如果船舶超出此限值，将
会激活警报。

到达警报
如果启用到达警报，则在船舶到达航点或者进入指定的到达半
径内时将激活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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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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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该系统使用 WGS 测量基准格式，这是绘图和卫星导航（包括
GPS）使用的标准格式。

您可以更改测量基准格式以匹配其他系统。

坐标系统
用于设置系统上使用的地理坐标系。

Phantom 罗兰
启用 Phantom 罗兰定位系统。

罗兰设置
为航点条目、光标位置和位置面板定义罗兰链 (GRI) 和首选电
台。

图例显示的是包含罗兰位置信息的光标位置窗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罗兰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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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Intel

关于 TripIntel
使用 TripIntel 存储并恢复有关航程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帮
助您在开始航程前或在航行途中做出英明决定。

自动记录航程
系统具有自动航程检测功能。在您开始导航时，如果目前无在
航航程并且您船速超过 2 节的时间达 20 秒，系统将提示您开
始记录航程。如果您未在电源关闭前对航程进行明确保存，系
统将提示您是继续之前的航程还是开始新航程。

您可以稍后手动从 TripIntel 页面开始航程记录。

您可以从“航迹和航程设置”对话框中关闭自动航程检测功能。

开始和停止航程记录
如果您选择不根据自动航程检测提示开始航程记录，则可以手
动从 TripIntel 页面开始航程记录。

借助开始和停止航程选项，您可以指定航程记录。您可使用它
们将一段航程分成多个航程，以便对旅程记录信息进行更精细
的控制。

潮汐仪器
TripIntel 页面上的潮汐仪器显示所选验潮站处的潮汐高度。

潮汐图和验潮站
海图卡上的验潮站提供 TripIntel 中显示的潮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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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航程记录
记录的航程列在 TripIntel 页面上的“历史记录”选项卡中。
要查看具体航程信息，请从列表中选择一个航程。

更改航程记录名称
系统在创建航程时为其提供有通用名称。您可以在“历史记
录”列表中选择一个航程，然后在“航程历史记录详情”对话
框中选择其名称，将航程名称更改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名称。

调整总距离
选择“调整总距离”按钮更改总距离。如果您尚未记录您驶过
的一段航程或者其中的部分航程并且想将此距离包含在“总距
离”统计数据中，请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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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

零售模式
在此模式下，将显示选定区域的零售演示。

如果您在零售模式运行期间操作本装置，演示将暂停。

超时时间过去之后，零售模式将恢复。

Ú 注释: 零售模式设计用于进行零售/展厅演示。

模拟器模式
借助模拟选项，您可以在未连接到传感器或其他设备的情况下
操作本装置。

状态栏指示模拟器是否已打开。

模拟器源文件
您可以选择供模拟器使用的数据文件。它可以是设备中包含的
预记录数据文件、您自己记录的日志文件，或连接到装置的海
量存储设备上的日志文件。

高级模拟器设置
使用高级模拟器设置可以手动控制模拟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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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关于警报系统
系统在运行期间会不断检查危险状况和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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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警报

橙色 重要警报

黄色 标准警报

蓝色 警告

绿色 轻微警告

警报指示
通过以下项目指示具体的警报情况：

• 警报弹出消息
• 状态栏中的警报图标，并且状态栏中显示警报颜色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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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警报。系
统按发生顺序列出警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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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消息
用于确认消息的警报对话框选项因警报而异：

• 关闭
将警报状态设为“已确认”。警笛/蜂鸣器随之停止，警报对
话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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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警报在警报列表中仍处于激活状态，直到找到引发警报的
原因为止。

• 禁用
禁用当前的警报设置。警报不再显示，除非您在警报对话框
中重新将其打开。

消息或警笛不会暂停。它们会保持激活状态，直到您确认或纠
正引发消息的原因。

警报对话框

警笛启用
启用/禁用警笛。

警报

设置
系统中所有可用警报选项的列表及当前设置。

从该列表中，您可以激活、停用和更改警报限制。

激活警报
列出所有激活警报及其详情。这些警报会保持激活状态，直到
您确认警报或消除引发警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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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历史记录

除非您手动清空，否则在“警报历史记录”对话框中会永久存
储警报消息。

为显示警报详细信息或清除所有警报：

• 按下菜单键，并选择所需的操作
• 按下旋扭，并选择所需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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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设置
本章介绍了相关工具以及所有应用程序面板都通用的设置。

有关应用程序设置，请参阅应用程序的相关章节。

工具和设置可从主页中获取。

工具栏

设置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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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设置

用于指定船舶的物理属性。

文本大小

用于设置菜单及对话框中的文本大小。

默认设置：正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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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音

控制按下按键时按键音的音量。

时间

配置时间设置以及时间日期格式，与船舶所在位置使用的时间
保持一致。

卫星

活动卫星的状态页面。

WAAS（和 EGNOS）差分位置校正可以配置为“打开”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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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如果选择航点、航线和航迹，它们将被永
久删除。

高级

用于配置高级设置以及系统如何显示各种用户界面信息。

注册

设备在线注册指南。

关于

显示本装置的版权信息、软件版本和技术信息。

“支持”选项可以访问内置的服务助手，请参阅 "服务报告"在
第 57。

存储
访问文件管理系统。用于浏览和管理装置内存及连接到装置的
存储设备的内容。

航点
列出航点、航线和航迹。请参阅"航点、航线和航迹"在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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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Intel
使用 TripIntel 存储并恢复有关航程的信息。请参阅
"TripIntel"在第 48。

潮汐
显示距离您船舶最近的验潮站的潮汐信息。

选择箭头面板按钮更改日期，或选择日期字段访问日历功能。

您可以从菜单中选择可用验潮站。

太阳、月亮
根据输入日期以及某一位置的纬度/经度显示该位置的日出、日
落、月出和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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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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显示装置
要清洁屏幕：

• 应使用微纤维或软棉布清洁屏幕。用足量的水溶解并去除残
留的盐。如果使用湿布，结晶盐、沙尘等可能会刮伤保护涂
层。使用普通淡水水雾，然后用微纤维或软棉布擦干装置。
擦拭时请勿用力。

要清洁外壳：

• 使用温水，并添加少许洗洁精或洗涤剂。

避免使用磨蚀性清洁产品或包含溶剂（丙酮、矿物松节油等）、
酸、氨或酒精的产品，因为它们会损坏显示屏和塑料外壳。

请勿：

• 使用喷射冲洗或高压力冲洗。

清理介质端口门
定期清理介质端口门，避免表面出现盐结晶，使海水渗入卡槽。

检查接头
将接头插头插入接头。如果接头插头配备了锁定装置或定位
键，则确保其处于正确位置。

服务报告
系统具有内置服务助手，可帮助创建本装置的相关报告。服务
报告用于帮助咨询技术支持人员。

该报告包含软件版本、序列号以及设置文件中的信息。

如果您在创建报告之前先给技术支持人员打电话了，则可以输
入事件编号，以便于跟踪事件的处理。您可以将屏幕截图和日
志文件附加到报告中。

Ú 注释: 报告附件有 20 MB 的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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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可以保存到存储设备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支持人员。

软件更新
启动装置的更新之前，确保备份任何可能有价值的用户数据。
请参阅"系统数据备份和还原"在第 59。

安装的软件和软件更新
“关于”对话框显示了当前安装在此装置 (A) 上的软件版本。

更新软件

Ú 注释: 请勿将软件更新下载到绘图卡。使用非绘图内存卡，
并且需有足够的存储空间下载软件更新或保存报告或文件。

Ú 注释: 更新完成之前，请勿关闭装置。

1. 从 www.simrad-yachting.com 下载软件更新到联网智能设
备或 PC 上安插的内存卡。

2. 关闭装置电源，然后将包含软件更新的卡插入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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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装置电源。此时会出现进度条，指示软件正在更新。更
新完成后才能关闭装置电源。在装置重新启动后，请勿移除
卡。

系统数据备份和还原
系统含有备份和还原功能，因此可以备份和还原用户设置。

Ú 注释: 强烈建议在安装和配置系统时进行备份。

航点

存储对话框中的航点选项可用于管理用户数据。

导出格式
以下格式可用于导出：

• 用户数据文件版本 6
用于导出航点、航线和着色的航迹。

• 用户数据文件版本 5
用于通过标准化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UUID) 导出航点和航
线，非常可靠且易于使用。数据包含创建航线时的时间和日
期等信息。

• 用户数据文件版本 4
在从一个系统向另一系统传输数据时最好使用该格式，因为
它包含这些系统存储的与项目相关的所有信息附加位。

• 用户数据文件版本 3（含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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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用户数据从一个系统传输至旧版产品时应使用此格式
• 用户数据文件版本 2（无深度）

将用户数据从一个系统传输至旧版产品时可以使用此格式
• GPX（GPS Exchange，无深度）

这是网络上最常使用的格式，可在大多数 GPS 系统间共享。
如果您要将数据传输至竞争对手的装置，请使用此格式。

导出区域
使用“导出区域”选项，选择要导出其中数据的区域。

1. 选择“导出区域”选项
2. 使用箭头键将光标移动到其中一个边界框角并按回车键。

使用箭头键移动边界框角以定义所需区域，然后按回车键设
置框角。继续选择、移动和设置边界框角，直到区域定义完
毕。

3. 从菜单中选择“导出”选项
4. 选择合适的文件格式
5. 选择“导出”选项以导出到存储卡

清除用户数据
在数据被清除前，删除的用户数据存储在装置的内存中。如果
您有大量已删除但尚未清除的用户数据，则进行清除可以改善
系统的性能。

Ú 注释: 将用户数据从内存中删除和/或清除后，无法再将其
恢复。

导出设置数据库
使用存储对话框中的设置数据库选项可导出您的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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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系统设置

1 将存储设备连接至装置

2 浏览存储器，并选择所需的备份文件以开始导入

 警告: 导入系统设置会覆盖所有已有的系统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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