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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介绍了此软件版本中包含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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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注册
在“系统控制”和“系统设置”对话框中，“连接”选项更改为“注册”。

更改的“系统控制”对话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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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系统控制对话
框中选中注册选项，按照说明进行注册。

Simrad 移动应用程序可用
现在可以从 Apple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 Simrad 移动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商店查看应用程序，了解支持哪些版本的操作系统。

使用 Simrad 移动应用程序可以：

• 注册您的设备
• 获取您设备的客户支持
• 获取 新海图和离线地图
• 访问手册、指南等
• 下载软件更新
• 云同步航点、航线和航迹

同步功能
“系统控制”对话框中的“C-MAP Embark”按钮将替换为“同步我的数据”按钮。“服
务设置”对话框中的“C-MAP Embark”选项也被替换为“同步我的数据”选项。

“系统控制”对话框中的“同步我的数据”按钮示例：

使用同步功能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登录 www.letsembark.io，也可以从移动设备或平板登录 Simrad
应用程序帐户进行管理（创建新帐户，执行更改、移动和删除）：

• 航点
• 航线
• 航迹

使用 MFD 的“同步我的数据”选项同步 MFD 和 Simrad 应用程序帐户。

要求
• Simrad 移动应用程序帐户

Ú 注释: 您的 C-MAP Embark 或 C-MAP 应用程序帐户凭据可用于登录该移动应用
程序。您不需要创建单独的移动应用程序帐户。

• 要同步，必须将装置连接到互联网。要将装置连接到互联网，请参阅操作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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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要同步 MFD 数据和 Simrad 应用程序帐户数据（包括 www.letsembark.io 上的数
据），请从“系统控制”对话框或“服务设置”对话框中打开“同步我的数据”功能。

登录后，系统会通知上次同步的时间，并提供以下选项：

• 编辑 - 用于更改登录凭据
• 自动同步 - 连接到互联网时，会在后台定期进行同步
• 立即同步 - 立即进行同步

Navico WM-4 海洋卫星接收器支持
支持 Navico WM-4 海洋卫星气象/音频接收器。当 Navico WM-4 接收器连接到您的
系统时，如果您订阅了适当的 SiriusXM 服务，则可以在系统上使用 SiriusXM 海洋
气象服务和 SiriusXM 收音机。

Ú 注释: SiriusXM 天气仅适用于北美地区。

FLIR M-232 IP 摄像机支持
如果在以太网网络上有 FLIR M-232 IP 摄像头，请在高级设置对话框中启用该功能。
启用该功能可以显示视频和控制摄像头。

Ghost 拖弋马达支持
支持 Ghost 拖弋马达。

操作员手册中介绍的拖弋马达控制适用于 Ghost 拖弋马达。

除了这些控制之外，您还可以在 Ghost 拖弋马达上配置脚踏开关。

配置 Ghost 拖曳电机脚踏板键
您可以在 Ghost 系列拖曳电机脚踏板上配置其中三个操作键（A、B 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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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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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要配置的每个按键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操作。

Rhodan 拖弋马达支持
如果将 Rhodan 拖弋马达连接到 NMEA 2000 网络，则支持拖弋马达，并且可以通过
MFD 控制该马达。有关此拖弋马达的更多信息，请咨询 Rhodan。

操作员手册中介绍的拖弋马达控制适用于 Rhodan 拖弋马达。

支持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远程控制
支持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查看和远程遥控设备。

远程控制选项
以下选项可用于远程控制您的 MFD：

•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与 MFD 相同的 WiFi 热点
• 连接到与 MFD 相同的 NMEA 网络的兼容遥控装置。遥控装置随附的文档提供了连

接和使用信息。
•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充当 WiFi 接入点的 MFD

Ú 注释: 出于安全考虑，您无法通过远程装置控制某些功能。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Link 应用程序
必须使用 Link 应用程序来将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 MFD。

连接后，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 Link 应用程序可用于：

• 远程查看和控制系统
• 备份和恢复设置
• 备份和恢复航点、航线和航迹

可从相关手机/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商店下载 Link 应用程序。

Ú 注释: 不能同时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查看、控制及合成视频。

通过热点连接
如果将手机/平板电脑和 MFD 连接到相同的热点，则您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来控制
同一网络上的所有 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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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充当接入点的 MFD
如果您无法访问 WiFi 网络，您可以将您的手机/平板电脑直接连接至 MFD。

MFD 网络名称 (SSID) 会在手机/平板电脑中显示为可用网络。

使用 Link 应用程序
启动 Link 应用程序，以显示可用于远程控制的 MFD。列表同时包括已连接和未连接
的 MFD。

选择要控制的 MFD。如果 MFD 未连接，则请按照 MFD 和平板电脑/手机上的说明进行
连接。

管理通过 WiFi 连接的遥控器
您可以更改访问权限级别并删除通过 WiFi 连接的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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