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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禁止用望远镜观测太阳！

观测太阳或太阳附近会造成眼睛永久性的，不可逆的伤害。眼睛是无痛感

的，所以出现伤害前没有任何提示警告等，等发现问题，就太晚了。

不要把望远镜指向太阳或太阳附近。望远镜转动时不要通过望远镜或寻星

镜观测。儿童观测时必须有成人监护。

电池安全说明

• 请使用优质 AA5 号碱性电池。

• 一次更换所有电池，不得新旧混合使用，不得不同类型混合使用。

• 注意保持电池和电池盒触点清洁。

• 确认电池按指示极性安装。

• 长时间不使用时，请从设备内取出电池单独存放。

• 及时移除旧电池。

• 禁止给非充电电池充电，否则可能会引起泄漏，火灾或爆炸。

• 禁止短接电池，否则可能会引起泄漏，火灾或爆炸。

• 禁止加热电池。

• 结束使用后，必须把开关拨到 OFF 位置。

• 把电池存放在儿童无法碰到的地方。电池可能会被吞咽。

• 一旦电池被吞咽，请迅速就医。

注意：如果电池或部件被吞咽，请马上就医！

警 告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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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三脚架

从包装盒里取出三脚架，放置水平。小心的把腿完全

张开，连接附件盘到三脚架，把附件盘锁紧螺丝从上而下

拧入附件盘，适度拧紧。

2. 安装单臂经纬仪支架

把单臂支架放在三脚架基座上，安装螺丝从基座下方

穿入，并拧入单臂支架下面对应的螺丝孔，适度拧紧。观

测时，你可能会略微松开安装螺丝，并转动单臂支架水平

调节镜筒指向。

3. 安装镜筒

镜筒出厂时，已安装好一个 VIXEN 标准鸠尾板。把鸠

尾板插入单臂支架对应的鸠尾槽内，底面贴平，并适度拧

紧锁紧螺丝。

快速指南

8. 接通电源后，控制面板 LED 灯亮起，手控器启动，

启动完成后，你可以用手控器方向键控制望远镜上下左右

转动了。要变更回转速度，你可以按数字键切换，9 最快，

1 最慢。更多细节参考第 9 页。

9. 通过镜筒观测

把主镜筒指向一个目标，并通过望远镜镜筒观测。练

习使用手控器方向键控制望远镜镜筒转动，并把目标导入

到望远镜视野。

安装红点寻星镜，见第 8 页。

初始化手控器，见手控器说明书。

校准望远镜，见手控器说明书。

GOTO 操作，见手控器说明书。

6. 安装 AUDIOSTAR 手控器

确认控制面板的电源开关处于 OFF 位置。把手控器的

连接线插入 HBX 端口。

如果把电源开关拨到 ON 位置，接通电源，控制面板

的 LED 灯会亮起，同时手控器启动。

7. 接通电源

打开驱动底座上的电池仓仓盖。从电池仓取出电池盒，

注意引线，不要拉断。

更换或安装电池时，为了引线安全，请断开电池盒和

引线的连接器。

按电池包指示极性，装入 8 节 AA5 号电池，重新连接

电池盒和引线的连接器，小心的把电池盒按原样装入电池

仓，重新盖上电池仓仓盖。

虽然设备可以使用电池驱动，但是普通电池可能出现

电压不足，造成设备电机无法驱动或者无法高速回转，建

议选用我司专用移动电源。

如果你拥有一个选配的电源适配器（#07584），可以

把输入端一头插入 220V 电源插座，输出端插入控制面板

的电源输入端口。完成电源连接后，把控制面板的电源开

关拨到 ON 位置。

4. 镜筒平衡

小心的托住镜筒，松开 DEC（高度角）锁紧旋钮，略

松开鸠尾槽锁紧螺丝，前后移动镜筒，使镜筒在上下方向

平衡，即不点头也不抬头。适度拧紧鸠尾槽锁紧螺丝和

DEC 锁紧旋钮。

注意：镜筒可能不能完全平衡，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

位置即可。

5a. 安装 90 度正像棱镜天顶镜（仅限折射镜型号）

从包装里取出天顶镜，移除镜筒后面和天顶镜上所有

防尘盖。把天顶镜银色部分插入镜筒后面的目镜接口，适

度拧紧目镜锁紧螺丝。

5b. 安装目镜

从包装里取出焦距最长的目镜，比如 26mm 的，移除

防尘盖，把银色部分插入天顶镜后面的接口（折射镜型号，

见图 5a），后者直接插入目镜接口（反射镜型号，见图

5b）。适度拧紧锁紧螺丝。

移除镜筒前面的防尘盖，把望远镜指向一个目标（至

少100米外），通过目镜观察，转动调焦旋钮，使目标清晰。

目镜

锁紧螺丝

锁紧螺丝

天顶镜

调焦旋钮

目镜

锁紧螺丝

调焦旋钮

HBX 端口

电源开关

连接器

方向键转速 9：最快

转速

转速 5：中速

转速 1：最慢

数字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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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焦旋钮

2. 目镜锁紧螺丝

3. 目镜接口

4. 90 度正像天顶镜

5. 目镜

6. 调焦座锁紧螺丝

7. 红点寻星镜

8. 红点寻星镜校准螺丝

9. 鸠尾槽（未显示）

10. 高度角设定环和锁紧旋钮

11. 光学镜筒

12. 遮光罩

13. 防尘盖（未显示）

14. 单臂经纬仪支架

15. 控制面板

16. 水平方位角设定环

17. 三脚架基座（下部为安装螺丝）

18. 三脚架架腿

19. 附件盘安装螺丝

20. 附件盘

21. 三脚架支撑

22. 三脚架架腿锁定

23. 电池仓

StarNavigator NG 系列望远镜的部件几乎

完全相同。你的望远镜某些部件可能看起来和图

上的不大一样，或者位置稍有不同，但是功能是

一样的。

折射望远镜部件介绍

A B C D E

未显示

未显示

见下图

见下图

高度角设定环 高度角锁紧旋钮 指南针 / 气泡水平仪

A. 手控器端口

B. 电源指示灯

C. 电源开关

D. 扩展端口

E.12V 电源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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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望远镜部件介绍

在使用望远镜观测前，建议花一点时间熟悉望远镜各

部件。

1. 调焦旋钮：用于比较精确的伸缩望远镜的调焦筒，

使望远镜获得清晰的图像。顺时针转动聚焦到远处的目标，

逆时针则是近处的。

2. 目镜锁紧螺丝：用于把天顶镜固定到位。只需要适

度拧紧即可。

3. 目镜接口：用于连接并固定天顶镜。

4.90 度正像天顶镜：用于固定目镜，把光线转到易于

观测的角度，并且成正像。

5. 目镜：直接插入天顶镜，并用天顶镜上的锁紧螺丝

固定到位。

6. 调焦座锁紧螺丝：设计用于防止调焦筒打滑，比如

在后面连接比较重的附件时，也用于防止其他人转动手轮。

一般观测时，不需要拧紧。

7. 红点寻星镜：提供一个比望远镜更宽广的视野，用

于帮助望远镜寻找目标。转动寻星镜前方下面旋钮，可以

接通电源并可以调节亮度。

8. 红点寻星镜校准旋钮：用于校准寻星镜。更多信息

见第 15 页。

9. 鸠尾槽：通过一个锁紧螺丝把镜筒固定在单臂支架

上。

10. 高度角设定环和锁紧旋钮：设定环用于显示高度

角坐标。逆时针转动旋钮可以松开高度角锁定，这时候可

以用手动调节望远镜上下。顺时针适度拧紧旋钮，可以把

镜筒固定住，用手控器驱动高度角马达带动望远镜上下。

11. 光学镜筒 OTA：主镜筒收集远处目标的光线并聚

焦。

12. 遮光罩：减少进入望远镜镜片的杂散光。

13.防尘盖：盖在遮光罩上的盖子，观测前必须取下来。

观测完成后请记得盖好。

14. 单臂支架：控制面板

A. 手控器（HBX）端口：连接手控器

B. 电源指示灯：电源输入时红灯亮起。

C. 电源开关：关闭和接通控制面板的电源。

D. 扩展（AUX）端口：连接一些其他的米德附件。参

考选配附件。

15.12V 电源输入端口：可以连接米德 #07584 通用

12V 直流适配器。

16. 水平方位角设定环：用于显示水平方位角坐标。

17. 三脚架基座（下方为安装螺丝）：连接单臂支架

到基座。松开安装螺丝可以手动水平转动镜筒。适度拧紧

安装螺丝后，可以通过手控器转动望远镜。

18.三脚架架腿：尽可能张开架腿，这样三脚架更稳定。

19. 附件盘安装螺丝：连接附件盘和三脚架。

20. 附件盘：一些孔可以插入暂时不用的目镜等附件。

也可以放置手控器和其他附件。

21. 三脚架支撑（三个）：可以让三脚架更稳定支撑。

22.三脚架架腿锁定（三个）：扳开后，可以伸缩内腿，

到达期望的高度后，把锁定按下去，就可以把内腿固定到

位。

23. 电池仓：内置电池盒，在电池盒内按记性指示安

装 8 节 AA5 号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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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焦旋钮

2. 目镜锁紧螺丝

3. 目镜接口

4. 主镜光轴校准螺丝

5. 目镜

6. 调焦座锁紧螺丝

7. 红点寻星镜

8. 红点寻星镜校准螺丝

9. 鸠尾槽（未显示）

10. 高度角设定环和锁紧旋钮

11. 光学镜筒

12. 次镜光轴校准螺丝

13. 防尘盖

14. 单臂经纬仪支架

15. 控制面板

16. 水平方位角设定环

17. 三脚架基座（下部为安装螺丝）

18. 三脚架架腿

19. 附件盘安装螺丝

20. 附件盘

21. 三脚架支撑

22. 三脚架架腿锁定

23. 电池仓

StarNavigator NG 系列望远镜的部件几乎

完全相同。你的望远镜某些部件可能看起来和图

上的不大一样，或者位置稍有不同，但是功能是

一样的。

反射望远镜部件介绍

A B C D E

高度角设定环 高度角锁紧旋钮 指南针 / 气泡水平仪

A. 手控器端口

B. 电源指示灯

C. 电源开关

D. 扩展端口

E.12V 电源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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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望远镜部件介绍

在使用望远镜观测前，建议花一点时间熟悉望远镜各

部件。

1. 调焦旋钮：用于比较精确的伸缩望远镜的调焦筒，

使望远镜获得清晰的图像。顺时针转动聚焦到远处的目标，

逆时针则是近处的。

2. 目镜接口锁紧螺丝：用于把天顶镜固定到位。只需

要适度拧紧即可。

3. 目镜接口：用于连接并固定天顶镜。

4. 主镜光轴校准螺丝：用于调节和固定主镜的光轴。

更多信息见第 12 页。

5. 目镜：直接插入天顶镜，并用天顶镜上的锁紧螺丝

固定到位。

6. 调焦座锁紧螺丝：设计用于防止调焦筒打滑，比如

在后面连接比较重的附件时，也用于防止其他人转动手轮。

一般观测时，不需要拧紧。

7. 红点寻星镜：提供一个比望远镜更宽广的视野，用

于帮助望远镜寻找目标。转动寻星镜前方下面旋钮，可以

接通电源并可以调节亮度。

8. 红点寻星镜校准旋钮：用于校准寻星镜。更多信息

见第 15 页。

9. 鸠尾槽：通过一个锁紧螺丝把镜筒固定在单臂支架

上。

10. 高度角设定环和锁紧旋钮：设定环用于显示高度

角坐标。逆时针转动旋钮可以松开高度角锁定，这时候可

以用手动调节望远镜上下。顺时针适度拧紧旋钮，可以把

镜筒固定住，用手控器驱动高度角马达带动望远镜上下。

11. 光学镜筒 OTA：主镜筒收集远处目标的光线并聚

焦。

12. 次镜光轴校准螺丝：用于调节和固定次镜的光轴。

更多信息见第 12 页。

13.防尘盖：盖在遮光罩上的盖子，观测前必须取下来。

观测完成后请记得盖好。

14. 单臂支架：控制面板

A. 手控器（HBX）端口：连接手控器

B. 电源指示灯：电源输入时红灯亮起。

C. 电源开关：关闭和接通控制面板的电源。

D. 扩展（AUX）端口：连接一些其他的米德附件。参

考选配附件。

15.12V 电源输入端口：可以连接米德 #07584 通用

12V 直流适配器。

16. 水平方位角设定环：用于显示水平方位角坐标。

17. 三脚架基座（下方为安装螺丝）：连接单臂支架

到基座。松开安装螺丝可以手动水平转动镜筒。适度拧紧

安装螺丝后，可以通过手控器转动望远镜。

18.三脚架架腿：尽可能张开架腿，这样三脚架更稳定。

19. 附件盘安装螺丝：连接附件盘和三脚架。

20. 附件盘：一些孔可以插入暂时不用的目镜等附件。

也可以放置手控器和其他附件。

21. 三脚架支撑（三个）：可以让三脚架更稳定支撑。

22.三脚架架腿锁定（三个）：扳开后，可以伸缩内腿，

到达期望的高度后，把锁定按下去，就可以把内腿固定到

位。

23. 电池仓：内置电池盒，在电池盒内按记性指示安

装 8 节 AA5 号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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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望远镜前，你需要把望远镜组装完成！

参考快速指南完成前期组装，然后继续下面的操作。

由于主望远镜的视野比较狭窄，有时候比较难找到想

看的目标。红点寻星镜有一个宽大的视野，有助于帮助主

望远镜找到目标。

1. 松开望远镜调焦座上寻星镜鸠尾槽固定螺丝，将寻

星镜较大的一端指向目标方向插入鸠尾槽，适度拧紧固定

螺丝固定住寻星镜。

2.小心的转动红点寻星镜电源开关，直到听到“咔嗒”

一声。顺时针转动会增加红点亮度。把红点亮度调节到最

小，同时又能看到，这样能延长电池使用时间，而且可以

让你更容易看到背景里的恒星。从寻星镜后面观察寻星镜

的玻璃窗口，你会在视野里看到一个红点。

3.使用手控器方向键，把望远镜指向一个明显的目标，

比如大树，路牌，屋顶等。如果通过目镜观察不够清晰，

请转动调焦手轮调焦，直到最清晰。当接近目标时，选择

一个合适的低速，比如速率 5，一边通过目镜观测，一边

使用方向键把目标移到目镜视野中心。

4. 现在，不要再转动望远镜，调节红点寻星镜上的 2

个调节旋钮，把红点压在目镜观测的目标上。完成寻星镜

校准。

现在，你可以通过红点寻星镜的引导，去观测新的目

标。当望远镜转到新的目标后，你可能需要重新调焦。

注意：红点寻星镜不使用时，请及时关闭电源。

校准红点寻星镜后，组装步骤完成！

手动转动观测

如果只是观测远处的地面目标，比如高山，鸟类等，

你可以简单的把望远镜指向目标并通过目镜观测。

1. 松开基座下面的固定螺丝和高度角锁紧旋钮，这样

望远镜镜筒就可以自由转动了。

2.用红点寻星镜引导主望远镜指向远处的目标，路灯，

高山，树木等。

3. 把目标移动到目镜视野中心。重新适度拧紧基座固

定螺丝和高度角锁紧旋钮

4. 转动调焦旋钮调焦，使目标清晰。

5. 当熟悉了望远镜转动和调焦后，你可以尝试其他有

挑战性的目标，比如鸟类或远处移动的火车等。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观测天体目标，但是由于地球转

动，目镜视野里天体目标会慢慢移动，需要你不断的调整

方向。所以类似目标建议参考《天文观测》章节进行。

地面观测

StarNavigator NG 折射望远镜是一个高分辨率的地

面望远镜。观测地面目标会穿过地球表面的热对流。这些

热对流会造成观测质量降低。对低倍目镜的影响，会比高

倍目镜小。因此，低倍目镜会展示相对稳定的，较高质量

的图像。

如果图像不清晰锐利，请换一个较低倍率的目镜，较

少热对流对图像的影响。在地面还没被加热的清晨进行观

测，效果会比下午好。

如果准备观测远距离地面目标，比如山顶或鸟类，你

可以不进行校准，只使用方向键调节望远镜指向来进行观

测。地面观测步骤如下：

1、接通望远镜电源。

2、通过红点寻星镜引导，使用方向键把目标定位到

目镜视野中心。

3、转动调焦旋钮把目标聚焦清晰。

使用手控器观测

你可以不进行校准，只使用方向键控制望远镜观测地

面和天文目标。

1、确认望远镜完全组装完成，手控器已连接到托架上。

2、把电源拨钮开关拨到ON 位置。手控器屏幕会点亮，

然后显示一个版权信息，接着一声短的滴声。AUDIOSTAR

手控器会花一点时间启动系统，启动完成后，屏幕显示

“Press 0 to align or Mode for Menu”。这个时候，

不要按键。（如果选择按“0”键，将开始校准。）

3、这个时候方向键可以使用了。按方向键可以控制

望远镜上下左右。

4、按数字键变更望远镜的回转速度。

AUDIOSTAR 手控器安装红点寻星镜 观测

一键巡天

通通过标准的 AUDIOSTAR 手控器控制 StarNavigator 

NG 系列望远镜，你可以通过手控器几个简单的按键实现望

远镜的几乎所有功能。AUDIOSTAR 手控器主要功能如下：

• 校准后自动指向数据库里超过 3 万个目标或者手动

输入天体坐标自动指向目标。

• 内置超过 4 小时天体音频介绍。

• 可创建任意日期夜间适合观测目标的清单。

• 可自行下载最新的数据库。（需要配合选配米德

#505 电脑连接线套装，你也可能需要一根 USB 转 RS232

的线）

• 可以通过电脑控制 StarNavigator NG 系列望远镜

支架。（需要配合选配米德 #505 电脑连接线套装，你也

可能需要一根 USB 转 RS232 的线）

• 内置天文术语表。

• 计算天体目标的最佳适合目镜。

注意：AUDIOSTAR 手控器不带电池，由托架给手控器

供电。

AUDIOSTAR 手控器使用见单独的 AUDIOSTAR 手控器说

明书。

说明书内描述可能和 StarNavigator NG 系列略有不

同，但基本功能一样。

红点寻星镜部件介绍

水平 ( 左右 )
调节旋钮

电源开关

CR2032
电池仓

垂直（高度）
调节旋钮

5、使用寻星镜找到目标，练习使用方向键把目标定

位到目镜视野中心。

6、转动

回转速率

AUDIOSTAR 有 9 种回转速度（回转速度与恒星速成正

比），可以用于完成不同的功能。按数字键可以改变回转

速度，回转速度会在 AUDIOSTAR 的显示屏上显示 2 秒。

要改变速度，按下述按键。

九种回转速度如下：

数字键“1”=1x（导星速度）

数字键“2”=2x

数字键“3”=8x

数字键“4”=16x

数字键“5”=64x

数字键“6”=0.5 度 / 秒

数字键“7”=1.0 度 / 秒

数字键“8”=1.5 度 / 秒

数字键“9”=4.0 度 / 秒（最大）

速度“1,2,3”: 用于把目标置于中高倍目镜视野中心

速度“4,5,6”: 用于把目标置于低倍目镜视野中心

速度“7，8”：用于把目标放在红点寻星镜视野中心

速度“9”：用于把望远镜快速从一个方向转到另外

一个方向

天文观测

通过手控器进行，详见手控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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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量少清洁光学镜片：望远镜前面的改正镜上的

一点小灰尘，对成像质量几乎无影响。

2、如果必要时，前镜片上的灰尘，可以使用骆驼毛

刷刷掉或使用洗耳球（可以从任何药店购买）吹掉。不要

使用商业镜头清洁剂。

3、前镜片上的有机物质（比如，指纹）您可以使用

量产的透镜清洁剂或你自己配制。比较好的清洁溶液是由

异丙醇和蒸馏水混合得到。溶液中异丙醇占百分之六十，

蒸馏水占百分之四十。或者，一盘稀释的肥皂水 ( 约一升

水和两滴肥皂液)。使用白色棉纸，从光学镜头(或平面镜)

的中心到外围擦拭。千万不要以圆形轨迹擦拭。

警告：不要使用带芳香剂的清洁液，这可能会损坏你

的光学零件。

4、如果望远镜在潮湿的户外使用，将可能导致望远

镜表面有冷凝水。虽然这样通常不会对望远镜造成损坏，

但是强烈建议在保存之前，用干布擦干净。但是不要擦拭

镜片表面，可以把望远镜放在温暖的室内一段时间，镜片

会自行干燥。

5、望远镜如果长时间不用，比如 1 个月或更长，建

议从望远镜里取出电池，单独保存。留在望远镜里的电池

可能漏液造成望远镜电路损坏。

6、不要在炎热的夏天把望远镜放在密闭的汽车内，

环境温度过高会损坏望远镜内部润滑和电子电路。

维护与维修

存储和运输

望远镜不使用时，请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要把

设备曝露在过热或过湿的地方。望远镜最好存储在原始包

装盒内，记得把高度角锁和水平角锁松开。如果需要运输

望远镜，使用原始包装盒和包装材料保护好望远镜。

运输望远镜时，小心不要碰撞或抛扔望远镜，这会导

致镜筒和 / 或物镜损伤。

光学检查

手电筒测试：用一个手电筒或其他高强度光源从望远

镜主镜筒前朝内照射，视野（取决于观测者视线和光线角

度）内可能会看到划伤，暗或亮点，或者镀膜不均匀，可

以使光学零件表面的瑕疵被凸显出来。这些瑕疵只会在高

强度的光线透过镜片或从反射镜反射才能看到，通常在任

何高级光学系统都会出现的，包含巨型研究级的望远镜。

望远镜的光学质量不是通过手电筒测试体现的。光学

系统的真正考验是通过严格的星点测试才能体现。

型号 StarNavigator NG 90 StarNavigator NG 114 StarNavigator NG 125 StarNavigator NG 130

编号 218001 218003 218006 218007

光学设计 消色差折射式 牛顿反射式 马 - 卡式 牛顿反射式

口径 (mm) 90 114 127 130

焦距 (mm) 900 1000 1900 1000

焦比 f10 f8.7 f15 f7.7

托架类型 电脑化单臂经纬仪

校准模式 经纬仪

回转速率 9 速，最大约 5.5 度 / 秒

三脚架 铝制高度可调，带附件盘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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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轴准直（仅针对反射镜）

主镜座图示

作为最终光学测试的一部分，所有米德反射望远镜在

运输前，都在工厂进行了精确的准直。但是，运输过程会

导致光学系统变得不准直了。使用前重新校准是必要的，

也是简单的。你需要花点时间来熟悉准直过程，在需要的

时候准直你的望远镜。

图示 A：校准准确

准直正确

反射镜经过正确准直后，才有可能获得最清晰的图像。

这种情况表示光线经过主镜和副镜聚焦后，正好通过调焦

筒中心。镜片倾斜调节装置位于副镜支架和主镜座上。

检查反射镜的准直度，移除目镜后，从调焦筒往副镜

观察。调焦筒的边缘能看到的像包括：带有 3 个镜片固定

夹（图示A，②）的主镜，副镜（图示A，③），副镜支架（图

示 A，④）和你的眼睛（图示 A，⑤）。如果光轴是准直的，

这些象将是同心的，如图示 A 那样。

所有非同心的反射像都通过副镜支架组件和 / 或主镜

座调节。

副镜座调节

如果副镜（图示 B，①）位于调焦筒中心，但是主镜

部分可见（图示 B，③），1 个或更多的副镜校准螺丝需

要调节。首先，轻轻松开所有副镜校准螺丝，用手粗调副

镜座的倾斜，直到你观察到主镜像位于副镜中心。一旦到

达最佳位置，重新锁紧副镜校准螺丝把副镜座固定到位。

如果需要，可以微调副镜校准螺丝改变副镜倾角，把主镜

像精确的放在副镜中心。当副镜校准准确后，应该看起来

如图示 C（注意：图上显示主镜未校准）。

副镜组件

图示 B：副镜未校准

图示 C：主镜未校准

主镜调节

如果副镜（图示 C，①）和主镜反射像位于调焦筒（图

示 C，③）中心，但是你的眼镜反射像和副镜反射像（图

示 C，④）是偏心的，你需要主镜座上的校准螺丝（主镜

座图示 , ② )。这些校准螺丝在镜筒后面，顶住主镜。

要调节主镜校准螺丝（主镜座图示，②），先拧几圈，

主镜锁紧螺丝（主镜座图示，③）旁边是校准螺丝。所有

北极星系列反射望远镜的主镜锁紧螺丝是十字头螺丝。

尝试顺反拧不同螺丝，直到你找到感觉，把眼镜反射

像居中。一旦居中完成，如图示 A，拧紧三枚主镜锁紧螺

丝（主镜座图示，③）。

注意：一些型号的主镜校准螺丝（主镜座图示，②）

是大头螺丝，一些型号是十字头螺丝。这些型号的主镜校

准螺丝（主镜座图示，②）是那些螺丝头比较靠近主镜座

边缘的螺丝。

使用 AUDIOSTAR 训练望远镜马达。如果

你感觉到有指向精度的问题或重置后，执行

此操作。表格描述了完整的驱动训练程序。

注意：使用地面目标，比如电线杆或灯

柱，可以训练驱动马达。每 3 到 6 个月执行

一次操作，保持望远镜的指向精度。

驱动训练

Press  >  until it
is centered

Press  <  until it
is centered

Train Drive
   Az. Train

Train Drive
   Alt. Train

Drive Setup
   For this op. . .

Center reference
object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12

13

14

15

16

17

Train Drive
   Az. Train

Select Item
   Object

Press     until it
is centered

Press     until it
is centered

ENTER

ENTER

MODE

18

19

20

21

ENTER

Select Item
   Object

Select Item
   Setup

Setup
   Align

Setup
   Telescope

3

4

6

ENTER

5

ENTER

1
Telescope
   Telescope Model

Telescope
   Train Drive

Train Drive
   Az. Train

Drive Setup
   For this op. . .

Center reference
object.

ENTER

ENTER

ENTER

7

8

9

10

11

ENTER

1

2
>

>

开机，初始化完成

按滚动向下键1次

按滚动向下键1次

多次按滚动向上键

多次按滚动向下键

连续按MODE键
返回顶级菜单

连续按MODE键
返回顶级菜单

按右方向键
望远镜往左转动
把目标居中
按ENTER键1次
确认居中

按左方向键
望远镜往右转动
把目标居中
按ENTER键1次
确认居中，返回Az.Train菜单

按上方向键
望远镜往下转动
把目标居中
按ENTER键1次
确认居中

按下方向键
望远镜往上转动
把目标居中
按ENTER键1次
确认居中，返回Az.Train菜单

按ENTER键1次
进入设置菜单

按ENTER键1次
高度角训练

按ENTER键1次
提醒使用地面目标

按ENTER键1次
进入望远镜菜单

按ENTER键1次
方位角训练

按ENTER键1次
提醒使用地面目标

上下左右方向键若干次
把目标居中
按ENTER键1次
确认居中

上下左右方向键若干次
把目标居中
按ENTER键1次
确认居中

按ENTER键1次
选中训练马达
驱动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