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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ax 和 SmartSteer

免责声明
虽然 Raven Industries 已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本文档的准确性、但对任何忽略和
错误不承担责任、也不承担因使用此处包含的信息导致的损坏。
对于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本系统或其任何部件导致的意外或后果性损失或预期收
益或利润的损失、停工或损失或者数据损坏、Raven Industries 不承担任何责
任。对于在我方机构以外进行的任何改装或修理或因不适当维护本系统导致的
损坏、Raven Industries 不承担任何责任。
除了所有无线和卫星信号、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影响无线和卫星导航与修正服务
(例如 GPS、GNSS、SBAS 等) 的可用性和准确性。因此、Raven Industries 无
法保证这些服务的准确性、完整性、持续性或可用性、也无法保证依赖这些信号
接收或这些服务可用性的 Raven 系统或用作系统组件的产品的使用能力。Raven
Industries 对于将这些信号或服务用于声明以外用途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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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重要安全信息

章节1

1

注意
操作 SmarTrax/SmartSteer 系统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 请遵循本手册中的所有安全信息。
• 如果您在安装或维修 Raven 设备任何部分时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寻求支持。
• 请遵照 SmarTrax/SmartSteer 系统元件上粘贴的所有安全标签。请务必保持安装标签完好无损，如有丢失或
损坏，则请更换。如需更换丢失或损坏的安全标签，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
在安装 SmarTrax/SmartSteer 后操作机器时，请遵循以下安全措施：

• 注意周围情况。
• 请勿在喝酒或服用非法药物后操作 SmarTrax/SmartSteer 或任何农用设备。
• 请在 SmarTrax/SmartSteer 处于连接状态时始终坐在机器内驾驶员的位置上。
• 离开操作员座位出机器时请禁用 SmarTrax/SmartSteer。
• 在公共通道或主路上驾驶机器时请勿启用 SmarTrax/SmartSteer。
• 请与其他行人保持安全距离。操作员负责在安全工作距离减少后禁用 SmarTrax/SmartSteer。
• 对 SmarTrax/SmartSteer 或机器进行保养前，请确保已禁用 SmarTrax/SmartSteer。
请查看设备和 / 或控制器中的操作和安全说明。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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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第一次启动机器时，请确保所有人都远离，以免有软管没有完全固定，或液压系统中的空气导致某个车轮移动
（仅 SmarTrax）。

注意
液压安全 （仅 SmarTrax）
液压设备可能负压。切勿在设备运行时试图打开液压系统或在液压系统上工作。首次打开之前加压的系统时请
务必小心。
如果需要断开液压软管或换气，请注意液压油可能高温高压。必须谨慎行事。必须按照机器制造商批准的保养
说明对液压系统进行工作。Raven Industries 建议对液压系统执行工作时穿戴适当的防护设备。安装 SmarTrax
液压设备，或进行诊断、保养或常规维修时，请确保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任何异物或污染物进入机器的液压系
统。能够绕过机器液压过滤系统的物质或材料可能会降低机器性能，并且可能损坏 SmarTrax 液压阀。

电气安全
请勿翻转电源线。这可能导致设备严重损坏。请始终确保电源线按标示连接到正确的电极。请务必最后连接电
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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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章节2

2
感谢您购买 Raven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以下说明用于协助您针对您的车辆适当校准 SmarTrax/
SmartSteer 系统和 Raven 控制器。

注意
校准 SmarTrax/SmartSteer 系统前，请确保已
完成所有安装程序。如需安装帮助，请参见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安装手册或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

必须针对具体车辆校准 Raven 控制器后方可运行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请务必阅读为您的 Raven 控
制器提供的所有说明，并使用目录查找附加信息和系统结构图。

注释 :

在校准过程中，必须以运行转速运行机器，以确保液压泵能够向液压系统提供全流量。

安装指南
请参见集体机器的安装手册，查看有关安装 SmarTrax 液压阀块和软管的说明，或参见 SmartSteer 安装手册，
查看有关安装 SmartSteer MDU （机械驱动装置）的说明。

注意
请勿翻转电源线。这将导致设备严重损坏。请始
终检查并确保电源线连接到正确的电极。请务必
最后连接电缆。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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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控制台使用 SmarTrax/SmartSteer 功能前，您必须设置并校准 SmarTrax/SmartSteer 节点。

警告
请在操作配备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功能的
机器前阅读安装手册中的所有安全要求和预防措
施。不遵守安全预防措施可能导致机器损坏和人
员伤亡。

注释 :

请确保 SmarTrax/SmartSteer 节点安装牢固，请检查并确认节点按照前行行程的方向适当定向。

更新
Raven 手册更新和 Raven 控制台软件更新在应用技术部门网站提供，网址：
http://www.ravenprecision.com/Support/index2.jsp
请报名接收电子邮件提醒，如果 Raven 网站向您的 Raven 产品提供更新，我们将向您发出通知。

用 Viper Pro 更新节点
如需通过 Viper Pro 更新 SmarTrax/SmartSteer 节点：
1.

请下载 CanUpload 应用程序和 firmware.hex 文件。请确保优盘的根目录中包含 “CanUpload” 文件夹，且文
件夹中含有 “CanUpload.exe” 和 firmware 文件。

2.

请在 Viper Pro 启动过程中轻触 “ 显示程序列表 ” 按钮。

注释 :

如果 Viper Pro 已经启动，则轻触菜单、退出，然后选择 “ 退出至菜单 ” 选项。

3.

将带有 CanUpload 文件夹的 USB 闪盘插入 Viper Pro 控制台，轻触 “ 更新 CAN 节点 ” 选项。

4.

选择所需的 .hex 文件，更新 SmarTrax 节点。

5.

最后，轻触 SmarTrax 按钮，开始节点更新。更新完毕后，请按 “ 退出 ” 并在程序列表中选择 Viper Pro 应用程
序。

注释 :

4

如需更为详细的节点更新程序，请参见 Viper Pro 校准和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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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nvizio Pro 更新节点
如需通过 Envizio Pro 更新 SmarTrax/SmartSteer 节点：
1.

请检查并确认 firmware .hex 文件位于 USB 闪盘根目录的 “CanUpload” 文件夹中，并将优盘插入 Envizio
Pro 控制台。

2.

轻触显示器右上角的信息图标，选择蓝色的节点按钮。

3.

请确保 CANbus 系统已检测到 “ 地形补偿 ” 节点。如果未检测到节点，则将出现地形补偿节点的版本信息。

4.

选择带上箭头的蓝色按钮。

5.

从可用软件更新列表中选择适当的软件版本，并轻触 “ 程序节点 ” 按钮。更新将开始，并将显示更新进度。

6.

应用更新后，请将优盘从 Envizio Pro 控制台上移除，轻触绿色复选标记图标，返回主画面。

注释 :

如需更为详细的节点更新程序，请参见 Envizio Pro 校准和操作手册。

用 Cruizer 更新节点
如需通过 Cruizer 更新 SmarTrax/SmartSteer 节点：
1.

将 Cruizer 安装文件夹下载到优盘根目录。

2.

将 ‘GPS 输入 ’ 连接器与连接到 Cruizer 控制台背面的 Cruizer 接口线缆 (P/N 115-0171-794) 相连接。

3.

断开 ‘GPS 输出 ’ 插头，将 ‘SmartTrax 更新 ’ 连接器插入 ‘GPS 输入 ’ 连接器。

4.

将 USB 闪盘插入 Cruizer，然后进入工具菜单。

5.

选择更新按钮，然后选择 Smartrax 文件更新。

6.

按开始按钮，开始节点更新。
Cruizer 将显示说明更新进度的状态条。

7.

更新完成中，移除 USB 闪盘，轻触绿色复选标记 （如果还没移除优盘就选择绿色复选标记，更新可能再次
开始）。

8.

将 GPS 输入线缆再次连接至原始配置。

9.

重启 Cruizer 控制器，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移除电源。为验证节点完全断电，请检查并确认逻辑
电源 LED 未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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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iper Pro 校准和操作

请使用本章节内的步骤在 Viper Pro 控制台校准或操作 SmarTrax 或 SmartSteer。如因任何原因恢复了默认设
置，则以下章节也可能很有用。
注释 :

以下程序说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在安装 3.3 版本或更新版本软件的 Viper Pro 控制台上的操
作。

如果 CANbus 上检测到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则每次打开 Viper Pro 时，都将显示以下操作员责任警
告画面。

操作员必须选择 OK 按钮方可启用或校准 SmarTrax or SmartSteer。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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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启动
1. 轻触主画面上的 SmarTrax 区域，开始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校准过程。

注释 :

初次启动系统时，必须将语言数据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传输到 Viper Pro 控制台。校准
系统前请等待数分钟，以便 Viper Pro 传输语言数据。

2. 在系统启用和自动引导车辆之前，必须针对具体车辆校准 Viper Pro 和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将出
现以下提示，操作员必须选择是方可继续进行校准过程。

注释 :

8

只有在首次启用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或恢复了默认设置时，才需要进行校准过程。如
果本提示再次出现，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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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请从可用的机器资料列表中选择具体的机器类型并轻触 OK 按钮。如果没有具体车型的机器资料，请选择
FS （前轮转向）牵引车、 SP 洒水车 FBoom （自行，前动臂）、 SP 洒水车 RBoom （自行，后动臂）、铰
接式、割晒机或后轮转向。

注释 :

只有在出现校准问题时方可选择 “ 机器测试 ” 选项。请用机器测试选项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获
取更多支持和帮助。

4. 轻触下一步。
5. 选择导向控制设备。选择：
• 如果控制车辆转向的是 SmarTrax 液压系统，则选择 Raven Hydraulic。
• 如果车辆方向盘上安装了 MDU （机械驱动装置），则选择 SmartSteer。
• 如果出厂时安装了选装转向控制系统 （仅向选定机器提供），则选择 Steer Ready

注释 :

如果在 CANbus 上检测发现 SmarTrax 或 SmarTrax 3D 节点，则将出现控制设备选择画面。如果
在 CANbus 上检测发现 SmartSteer 3D 节点，则不会出现此画面。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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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轻触 OK。
7. 轻触下一步。
根据 SmarTrax 系统安装的开关或传感器设备，将出现以下校准画面中的某一画面。

如果出现转换器校准画面，则使用 转换器校准 页码 11 中出现的程序继续进行 SmarTrax 校准。请参见 流量
或压力开关校准 页码 13 校准转向开关。请跳到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14 校准 SmartSteer 系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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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er Pro 校准和操作

转换器校准
压力转换器用于在方向盘被转动，必须校准 SmarTrax 系统以确保适当的系统运行时断开 SmarTrax 系统。
注释 :

只有在 SmarTrax 转向系统上安装压力转换器后方可使用以下程序。如果 SmarTrax 上安装了流量
或压力开关，则请参见 流量或压力开关校准 页码 13 继续校准 SmarTrax。请跳到 啮合开关校准和
节点定位 页码 14 校准 SmartSteer 系统。

3

1. 如果在 SmarTrax 校准过程中出面以下画面，则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轻触开始开始进行转换器校准。

2. 请让 SmarTrax 系统在方向盘静止时确定静态压力读数。

3. 在受到压力催动时，请转动方向盘，让 SmarTrax 系统检测液压的增加量。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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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系统检测静态压力和压差后，请检查 Viper Pro 是否在以下画面上显示了正确的转向操作。

注释 :

提高断开设定，以增加断开 SmarTrax 所需的转向输入压力，或降低设定，减少断开 SmarTrax 所
需的转向输入压力。

5. 在画面显示与操作员输入一致的导向状态时，轻触下一步按钮进行 SmarTrax 校准。
请参考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14 继续初始 SmarTrax 校准过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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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或压力开关校准
注释 :

如果 SmarTrax 转向系统使用流量或压力开关，则请使用以下程序。如果 SmarTrax 上安装了压力
转换器，则请参见 转换器校准 页码 11 校准 SmarTrax。请跳到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14
校准 SmartSteer 系统。

3

1. 如果 SmarTrax 系统使用了流量或压力开关，则设备类型选择画面后将出现以下画面。

请查看屏幕上的说明，转动方向盘，验证适当的运行。转后方向盘后，校准向导将自动前进到下一步骤。
注释 :

如果转后方向盘后，画面没有自动前进，则请参见 机械问题 页码 55 查看故障检修信息。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获取更多支持。

2. 请参考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14 继续初始 SmarTrax 校准过程。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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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1. 请查看屏幕上的说明，踩下并释放脚踏开关或啮合开关。

注释 :

如检测到啮合开关运行，设置向导将自动前进。

2. 将显示地形补偿定位画面。
3. 将车辆停在平地上，选择节点外壳上指向车辆前方的箭头的编号。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自动检测朝
下的箭头编号。
6
6

6

6
6
6

注释 :

进行 3D 或地形补偿功能初始校准时，必须将车辆停在平地。如有需要，校准可以在初始设置后重
设。

4. 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校准内部传感器。传感器校准完成后， Viper Pro 自动前进到下一画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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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转向位置传感器）校准
注释 :

只有在 SmarTrax 系统上安装了转向位置传感器时，才需要以下程序。

3

1. 如果车辆使用 SPS （转向位置传感器），则将出现以下画面。

2. 驾驶车辆缓慢前行，将方向盘向左打死，按下上方画面中标示 ‘ 左 ’ 的按钮。
3. 继续驾驶车辆缓慢前行，方向打直，直至车辆笔直向前行驶。
4. 按下画面中标示 “ 中央 ” 的按钮，设置车轮中心位置。
5. 将方向盘向右打死，按下画面上标示 “ 右 ” 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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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距和天线偏移

注意
轴距、天线位置和天线高度对 SmarTrax/
SmartSteer 系统的运行非常重要。请务必准确
测量这些数据，以实现最优性能。

注释 :

输入轴距、天线位置和天线高度测量结果时必须使用当前在 Viper Pro 上选择的显示单位。当前设
置显示在屏幕上，以供参考。

1. 如果校准过程之初选择了统称资料，则必须手动输入轴距校准。

当前显示单位
设置

注释 :

如果校准过程之初选择了具体的机器资料，则将自动生成轴距值。
轴距是指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如果是铰接式机器，则请测量两侧数据，输入测量结果的平
均数。

请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轴距测量结果，轻触下一步继续。
2.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 GPS 天线高度。天线位置是指天线离后轴前 (+) 或后 (-) 的距离。 Raven 建议将天线
安装在驾驶室前面的车辆中心线上。

3. 轻触下一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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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天线高度。天线高度对于补偿机器左右摇晃非常重要。请测量地面到天线安装底座的
位置。

5. 轻触下一步。

机器转向液压校准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系统都需要以下程序。通过以下程序，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控制器
可以 “ 了解 ” 车辆的液压能力，以便在田野里适当引导机器。

3

注释 :

注意
为避免潜在的校准问题，应在田野或大型的开阔
场地内执行以下程序，且天气应与正常的车辆运
行天气相仿。如果用于完成这一过程的地面打滑
或泥泞，或如果土质非常松散或才翻过，则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可能会 “ 学习 ” 针
对正常运行情况作出不正确的转向响应。
在液压校准过程中，请确保动臂或工具部分均挂
在架子上或完全收起，或处于上升位置。
1. 请将车辆停在开阔地方，应有数英亩平整地面供执行液压校准。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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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3
2. 将发动机开到工作转速，以 3-6 英里 / 小时 （5-9 公里 / 小时）的速度前进。

3. 踩下脚踏开关或啮合开关，开始进行液压校准。

警告
车轮将自动转动。请在连接转向系统前确保车辆
周围区域没有人或设备。

在校准期间，车辆将左转 10 次，然后右转 10 次。车辆将朝每个方向作出不断加大的转向。如有必要，请务
必调整车辆速度和位置。
请确保有数英亩平整地面供校准之用。机器的大小和液压系统的速度决定所需的空间。
如需暂停校准，请转动方向盘或轻踩脚踏开关。再次轻踩脚踏开关即可恢复液压校准。成功完成转向液压测
试后，将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菜单。
错误信息
如果液压校准期间 Viper Pro 控制台上出现错误信息，请确保：
• 限制起停次数。
• 阀门 “FC” 调整一直关闭 （仅具体 SmarTrax 液压阀）。
• 有数英亩平整地面供校准之用。
• 地面不泥泞，没有结冰，前轮不会打滑。
• 动臂或工具部分均完全收起或挂在架子上。
• 车辆处于工作转速。
确保符合上述所有条件，重新开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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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校准程序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第一次在田野中启用时，系统将用几分钟时间调整转向响应。

注意
为避免潜在的校准问题，应在田野或大型的开阔
场地内执行以下程序，且天气应与正常的车辆运
行天气相仿。如果用于完成这一过程的地面打滑
或泥泞，或如果土质非常松散或才翻过，则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可能会 “ 学习 ” 针
对正常运行情况作出不正确的转向响应。
在液压校准过程中，请确保动臂或工具部分均挂
在架子上或完全收起，或处于上升位置。
注释 :

稍后可调整线路获取进取性和在线敏感值，以进一步针对车辆或针对观察到的运行条件调整系统。
请参见转向响应调整 页码 20 或 高级设置和诊断 页码 22 了解更多信息和调整说明。

1. 开始一项作业，并设置一条笔直的 A-B 导航线。请参见 Viper Pro 安装和操作手册，查看开始作业的说明。
2. 将发动机开到工作转速，以 8-10 英里 / 小时 [13-16 公里 / 小时 ] 的速度前进。

3

完成校准程序：

3. 轻踩脚踏开关或啮合开关，或轻触屏幕右下方的方向盘图标，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后，本图标将显示绿色方向盘图标。
4. 沿着导航线前后行驶，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运行 10 分钟。
注释 :

如果十分钟后，车辆没有按照明确规定转向，则可能需要手动调整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
纠正问题。
除了调整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之外，请验证并确认车辆转向液压和机械元件运行正常，并且
不存在可能影响车辆正常转向的问题。任何机械问题均可能影响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的
性能。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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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响应调整
完成最初的校准后，操作员可以调整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的响应，更好地适应田野或天气情况，或精调系
统，提高转向准确度。
如需在 Viper Pro 控制台上调整转向响应，请轻触 Viper Pro 主画面上的 SmarTrax 区域。

SmarTrax 控制画面将显示以下模式调整：
•

LA （线路获取）进取性

•

OL （在线）敏感性

注释 :

20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连接后，当前运行模式在主画面 SmarTrax 区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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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线路获取）模式和进取性
线路获取进取值影响系统在离所需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之外连接时汽车转向显示导航线的速度。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在离线路 24 英寸 [60 厘米 ] 之外连接时，如果车辆没有以预期速度接近导航线，则每
次提高 “LA 进取 ” 值一个数。两次调整之间至少间隔 30 秒，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连接以执行对进
取值的更改。
如果车辆转向导航路径的速度过快，则以相同方法降低 “LA 进取性 ”。
注释 :

线路获取速度通常受到车辆液压和转向系统的速度限制。一旦达到最高车辆转向速度，则进一步提
高线路获取值可能降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的性能。

OL （在线）模式和敏感性

如果车辆可能在所显示的线路上缓慢摇晃，并且不在所需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以内，则每次提高 “OL 敏感性
” 一个数。两次调整之间至少间隔 30 秒，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连接以执行对敏感值的更改。
如果车辆可能矫枉过正，或在线路上显得 “ 颠簸 ”，则以相同方法降低 “OL 敏感性 ”。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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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辆在所显示的导航路线或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以内转向时，在线敏感值会影响车辆的响应。

章节 3

高级设置和诊断
请查看以下章节，了解有关 SmarTrax 控制器画面中各种设置和选项的详细信息。

SmarTrax 设置
如需访问设置，或重设偏航传感器或转向位置传感器：
1. 轻触 Viper Pro 主画面上的 SmarTrax 区域。
2. 轻触 STX 设置按钮访问系统信息画面。

•

选择屏幕右上角的设置按钮，重设偏航传感器或 SPS。

•

选择设施天线测量结果按钮，改变天线高度或天线位置测量结果。

注释 :

必须重设并重新校准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方可更改传感器和机器类型、控制设备和轴距
设置。

•

选择屏幕左下侧的重新校准按钮，重新开始液压校准过程。请参考 机器转向液压校准 页码 17 完成液压测
试。

•

轻触恢复 STX 按钮将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恢复为默认值。再次启用系统前需再次完成 SmarTrax
校准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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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轻触设置按钮 访问偏航传感器和 SPS 传感器状态画面。

偏航传感器状态区域显示以下传感器诊断信息：
•

当前车轮转角 – 这个值是偏航传感器当前检测到的转向输入的近似值。

•

当前传感器读数 – 传感器检测到的当前偏航总量，作为 “ 当前传感器读数 ” 值显示。

•

偏航零点 – 这个值是偏航传感器在车辆静止时的读数。由于每个偏航传感器内的变化，这个值可能并不恰好
为零。

•

零偏航 – 轻触 ‘ 零偏航 ’ 按钮，将偏航传感器重新校准为零。在触摸 ‘ 零偏航 ’ 按钮前，请确认车辆完全停止
并且停稳。

如果存在转向位置传感器 (SPS)，则 SPS 传感器状态区域显示以下信息 （仅 SmarTrax 系统）：
注释 :

如需使用 SPS 传感器，则需要硬件版本为 ‘C’ 或更高的 SmarTrax 节点。

•

显示左、中和右传感器读数的当前校准值。如果 SPS 传感器受损或已更换，则应该在运行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前重新校准这些值。

•

当前车轮转角 – 由 SPS 传感器检测的当前车轮转角。

•

当前 SPS – SPS 传感器登记的当前传感器值。

•

中央 SPS 学习 （仅 SmarTrax 系统） – 如果 SPS 学习设为 ‘ 激活 ’，则 SmarTrax 系统将在运行期间自动调
整 SPS 中心位置。请绕过这一特性，保持 SPS 中心位置为当前值。

4. 轻触退出返回系统信息画面。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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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诊断
如需访问设置，或重设偏航传感器或转向位置传感器：
1. 轻触 Viper Pro 主画面上的 SmarTrax 区域。
2. 轻触系统诊断按钮访问 SmarTrax 系统诊断画面。

本画面显示以下诊断信息：
• SmarTrax 液压阀 PWM 最小值、最大值和增加值。
• 偏航传感器和 SPS 校准值。
• 转向开关和脚踏或啮合开关状态指示符。
• 信息频率： GGA 输入信息率。
•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硬件版本、软件版本和序列号。
3. 轻触 PWM 设置手动调整 PWM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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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整 PWM 值。 Raven 建议保持 SmarTrax 系统配置的值不变，除非有技术人员引导您修改
这些设置。
注释 :

如果调整了 PWM 最小值 （如左侧最小值或右侧最小值），则 SmarTrax 不会再 ‘ 学习 ’PWM 最小
值。轻触 ‘ 手动 ’ 按钮，使 SmarTrax 系统在运行期间自行调整 PWM 最小值。

4. 左右手动转向功能可用于手动测试 SmarTrax 液压转向系统。请选择一个可用值或最小值或最大值按钮，引
导车辆。如果车辆没有如预期一样响应，则可能需要调整 PWM 值。
5. 轻触退出返回 SmarTrax 诊断画面。
6. 轻触画面底部的性能统计数据按钮，显示 SmarTrax 性能统计数据画面。

•

运行时间统计数据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的运行时间。

•

平均速度是上一个小时内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时的车辆平均速度。

•

平均错误值代表上一个小时内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时偏离预期导航路径或线路的平均距离。

•

2”、 4” 和 8” 表示上一个运行小时中车辆在导航路线给定距离之内的时间百分比。

注释 :

无论显示单位作何选择，错误百分比始终以英寸为单位。公制等量值为 5 厘米、 10 厘米和 20 厘
米。

•

轻触重设性能统计数据将 2”、 4” 和 8” 小时平均数设为零。

•

版本运行时间显示当前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软件版本的运行时间。

7. 轻触退出按钮返回系统诊断画面。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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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轻触查看错误日志查看错误日志画面。

错误日志画面显示最后 10 次错误和错误发生的时间。
9. 轻触退出返回 SmarTrax 系统诊断画面。
10.再次轻触退出返回 SmarTrax 控制器画面。

高级设置
1. 选择高级设置访问高级设置画面。

高级设置画面上提供以下诊断信息：
•

HDOP 限制：HDOP 是精度水平扩散，显示高质量 GPS 信号的情况。高 HDOP 说明 GPS 卫星在空中分布
不均，导致信号准确度降低，因此会降低导航系统的准确性。所显示的数据是 HDOP Smartrax 允许运行的
最大值。提高这个值可能会降低性能。

•

GPS 波特： GPS 波特是系统用于与 GPS 接收器通讯的波特率，一般为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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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防震是仅用于铰接式机器的功能，并且不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机器上启用。选择铰接式机器时会自动
打开本功能。在其他机器上启用本功能可能会降低性能。

•

当前补偿：当前补偿仅在某些非转向就绪机器上使用。本特性在校准过程中自动启用或禁用，操作员不能修
改。

•

服务页面：服务页面仅供软件编程目的，只能通过编码访问。

2. 轻触退出按钮返回 Smartrax 控制器画面。

地形补偿设置
SmarTrax 地形补偿功能可调整收到的 GPS 信息，补偿车辆的侧滚 （左右倾斜）、颠簸 （前后翻倒）和偏航
（扭弯或转弯）。
1. 轻触 Viper Pro 主画面上的 SmarTrax 区域。
2. 轻触 3D 设置访问 SmarTrax 地形补偿信息画面。

注释 :

如果之前没有激活地形补偿功能，则在启用地形补偿前 SmarTrax 节点将需要激活码。

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获取更多信息和激活码。
3. 输入激活码并轻触 OK。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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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激活后将显示以下画面。

5. 本画面显示车辆侧滚、颠簸和偏航的实时数据。
6. 如需校准地形补偿功能，则将车辆停在水平表面上，轻触屏幕底部的 校准 TC 按钮。
7. Viper Pro 将在车辆移动时显示当前行进方向。如果方向不对，请向前行驶，并按下发送向前指令按钮。请
检查并确认前后行进方向均正确显示。
8. 向前和向下值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的方向。
9. 轻触激活或绕过 按钮开关地形补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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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nvizio Pro 和 Cruizer

章节4

校准和操作

请使用本章节的步骤在 Envizio Pro 或 Cruizer 控制台校准或操作 SmarTrax 或 SmartSteer。如因任何原因恢复
了默认设置，则以下章节也可能很有用。

注释 :

以下程序说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在安装 2.3 版本或更新版本软件的 Envizio Pro 控制台上或
安装 2.0 版本或更新版本软件的 Cruizer 控制台上的操作。
在 Cruizer 控制台上校准或操作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时，请务必将端口 A 和 B 的波特率设为
115,200。关于更改波特率的说明，请参见 Cruizer 操作员指南。

初次启动
在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启用和自动引导车辆之前，必须针对具体车辆校准控制台和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请参考以下程序进行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校准。
1.

轻触主画面上的工具菜单图标，即可访问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校准向导。

工具菜单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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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轻触系统菜单内的导向图标。

注释 :

Envizio Pro 提供导向设置向导，选择向导图标并选择自动转向设置向导图标即可访问。也可从系
统菜单选择转向图标。
初次启动系统时，必须将语言数据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传输到控制台。校准系统前请
等待数分钟，以便语言数据传输。

3.

请阅读免责声明。选择是，我同意，则表示操作员接受车辆操作个人责任，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开
始工作。

注释 :

选择不，我不同意中断校准。
操作员必须接受免责声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方可开始工作或提供车辆自动导向。免责
声明一旦接受，直到控制台再次接电或重启才会再次显示。

30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nvizio Pro 和 Cruizer 校准和操作
4.

请从可用的机器资料列表中选择具体的机器类型。如果没有具体车型的机器资料，请选择 FS （前轮转向）
牵引车、 SP 洒水车 FBoom （自行，前动臂）、 SP 洒水车 RBoom （自行，后动臂）、铰接式、割晒机或
后轮转向。

注释 :

只有在出现校准问题时方可选择 “ 机器测试 ” 选项。请用机器测试选项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
获取更多支持和帮助。

5.

轻触

前进。

6.

选择车辆导向所使用的传动装置。选择：

• 如果控制车辆转向的是 SmarTrax 液压系统，则选择 Raven Hydraulic。
• 如果车辆方向盘上安装了 MDU （机械驱动装置），则选择 SmartSteer。

4

• 如果出厂时安装了选装转向控制系统 （仅向选定机器提供），则选择 Steer Ready。

注释 :
7.

轻触

如果在 CANbus 上或通过 Cruizer 检测发现 SmarTrax 或 SmarTrax 3D 节点，则将出现控制设备选
择画面。如果在 CANbus 上或通过 Cruizer 检测发现 SmartSteer 3D 节点，则不会出现此画面。
前进。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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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根据 SmarTrax 系统安装的开关或传感器设备，将出现以下校准画面中的某一画面。

如果出现转换器校准画面，则使用 转换器校准 页码 32 中出现的程序继续进行 SmarTrax 校准。请参见 流
量或压力开关校准 页码 34 校准转向开关。请跳到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34 校准 SmartSteer 系
统。

转换器校准
压力转换器用于在方向盘被转动，必须校准 SmarTrax 系统以确保适当的系统运行时断开 SmarTrax 系统。

注释 :
1.

32

只有在 SmarTrax 转向系统上安装压力转换器后方可使用以下程序。如果 SmarTrax 上安装了流量
或压力开关，则请参见 流量或压力开关校准 页码 34 继续校准 SmarTrax。请跳到 啮合开关校准和
节点定位 页码 34 校准 SmartSteer 系统。

如果在 SmarTrax 校准过程中出面以下画面，则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按开始开始进行转换器校准。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nvizio Pro 和 Cruizer 校准和操作
请让 SmarTrax 系统在方向盘静止时确定静态压力读数。

3.

在受到压力催动时，请转动方向盘，让 SmarTrax 系统检测液压的增加量。

4.

在系统检测静态压力和压差后，请检查控制台是否在以下画面上显示了正确的转向操作。

4

2.

注释 :
5.

轻触

提高断开设定，以增加断开 SmarTrax 所需的转向输入压力，或降低设定，减少断开 SmarTrax 所
需的转向输入压力。
前进。

请参考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34 继续初始 SmarTrax 校准过程。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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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流量或压力开关校准
注释 :
1.

如果 SmarTrax 转向系统使用流量或压力开关，则请使用以下程序。如果 SmarTrax 上安装了压力
转换器，则请参见 转换器校准 页码 32 校准 SmarTrax。请跳到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34
校准 SmartSteer 系统。

如果 SmarTrax 系统使用了流量或压力开关，则设备类型选择画面后将出现以下画面。

请查看屏幕上的说明，转动方向盘，验证适当的运行。

注释 :
2.

检测到转向输入后，校准向导将自动前进到下一步骤。

请参考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页码 34 继续初始 SmarTrax 校准过程。

啮合开关校准和节点定位
1.

请查看屏幕上的说明，踩下并释放脚踏开关或啮合开关。

注释 :

34

如检测到脚踏开关或啮合开关，设置向导将自动前进。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nvizio Pro 和 Cruizer 校准和操作
2.

请查看屏幕上的说明，选择节点外壳上指向车辆前方的箭头的编号。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自动检测
朝下的箭头编号。
6
5

1

4
2
3

3.

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校准内部传感器。传感器校准完成后，系统自动前进到下一画面。

SPS （转向位置传感器）校准
注释 :

只有在 SmarTrax 系统上安装了转向位置传感器时，才需要以下程序。

如果车辆使用 SPS （转向位置传感器），则将出现以下画面。

2.

驾驶车辆缓慢前行，将方向盘向左打死，按下左侧数值下显示的 “ 设置 ” 按钮。

3.

继续驾驶车辆缓慢前行，方向打直，直至车辆笔直向前行驶。

4.

按下中心数值下的 “ 设置 ” 按钮，设置车轮中心位置。

5.

将方向盘向右打死，按下右侧数值下显示的 “ 设置 ” 按钮。

4

1.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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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轴距和天线偏移

注意
轴距、天线位置和天线高度对 SmarTrax/
SmartSteer 系统的运行非常重要。请务必准确
测量这些数据，以实现最优性能。

注释 :
6.

输入轴距、天线位置和天线高度测量结果时必须使用当前在控制台上选择的显示单位。屏幕上显示
输入测量结果应使用的单位，以供参考。

如果校准过程之初选择了统称的机器资料，则必须手动输入轴距校准。

注释 :

如果校准过程之初选择了具体的机器资料，则将自动生成轴距值。
轴距是指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如果是铰接式机器，则请测量两侧数据，取平均数。

请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轴距测量结果，轻触

36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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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zio Pro 和 Cruizer 校准和操作
7.

请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 GPS 天线的前后位置。天线位置是指天线离后轴前 (+) 或后 (-) 的距离。Raven 建
议将天线安装在驾驶室前面的车辆中心线上。

8.

轻触

9.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天线高度。天线高度对于补偿机器左右摇晃非常重要。请测量地面到天线安装底座的
距离。

10.

轻触

4

前进。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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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转向测试
注释 :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系统都需要以下程序。通过以下程序，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控制器可
以 “ 了解 ” 车辆的液压能力，以便在田野里适当引导机器。

注意
为避免潜在的校准问题，应在田野或大型的开阔
场地内执行以下程序，且天气应与正常的车辆运
行天气相仿。如果用于完成这一过程的地面打滑
或泥泞，或如果土质非常松散或才翻过，则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可能会 “ 学习 ” 针
对正常运行情况作出不正确的转向响应。
在液压校准过程中，请确保动臂或工具部分均挂
在架子上或完全收起，或处于上升位置。
1.

请将车辆停在开阔地方，应有数英亩平整地面供执行液压校准。

注释 :

请不要更改当前的补偿设定，除非 Raven 经销商或专业支持人员另有说明。

2.

将发动机开到工作转速，以 3-6 英里 / 小时 [5-9 公里 / 小时 ] 的速度前进。

3.

踩下脚踏开关，开始进行液压校准。

警告
车轮将自动转动。请在连接转向系统前确保车辆
周围区域没有人或设备。

在校准期间，车辆将左转 10 次，然后右转 10 次。

38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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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有数英亩平整地面供校准之用。机器的大小和液压系统的速度决定所需的空间。
如需暂停校准，请转动方向盘或轻踩脚踏开关。再次轻踩脚踏开关即可恢复校准程序。

4.

成功完成转向校准测试后，将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菜单。

错误信息
如果转向测试期间控制台上出现错误信息，请确保：

• 限制起停次数。
• 阀门 “FC” 调整一直关闭 （仅具体 SmarTrax 液压阀）。
• 有数英亩平整地面供校准之用。
• 地面不泥泞，没有结冰，前轮不会打滑。

4

• 动臂或工具部分均完全收起或挂在架子上。
• 车辆处于工作转速。
确保符合上述所有条件，重新校准系统。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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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完成校准程序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第一次在田野中启用时，系统将用几分钟时间调整转向响应，并自动调整初始线
路获取进取性和在线敏感值。

注意
为避免潜在的校准问题，应在田野或大型的开阔
场地内执行以下程序，且天气应与正常的车辆运
行天气相仿。如果用于完成这一过程的地面打滑
或泥泞，或如果土质非常松散或才翻过，则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可能会 “ 学习 ” 针
对正常运行情况作出不正确的转向响应。
在液压校准过程中，请确保动臂或工具部分均挂
在架子上或完全收起，或处于上升位置。

注释 :

稍后可调整线路获取进取性和在线敏感值，以进一步针对车辆或针对观察到的运行条件调整系统。
请参见转向响应调整 页码 41 或 高级设置和诊断 页码 43 了解更多信息和调整说明。

完成校准程序：
1.

开始一项作业，并设置一条笔直的 A-B 导航线。请参见控制台操作手册或指南，查看开始作业的说明。

2.

将发动机开到工作转速，以 8-10 英里 / 小时 [13-16 公里 / 小时 ] 的速度前进。

3.

轻踩脚踏开关或啮合开关，或轻触屏幕右侧的方向盘图标，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状态盾

SmarTrax/
SmartSteer 连接 /
断开按钮

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后，连接按钮将在方向盘周围显示绿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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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着导航线前后行驶，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运行 10 分钟。

注释 :

如果十分钟后，车辆没有按照明确规定转向，则可能需要手动调整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
纠正问题。
除了调整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之外，请验证并确认车辆转向液压和机械元件运行正常，并且
不存在可能影响车辆正常转向的问题。任何机械问题均可能影响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的
性能。

转向响应调整
完成最初的校准后，操作员可以调整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的响应，更好地适应田野或天气情况，或精调系
统，提高转向准确度。
如需调整转向响应，请轻触屏幕上方的 SmarTrax 状态图标，显示 SmarTrax 侧边栏。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状态盾

4

运行模式显示

SmarTrax 控制画面将显示以下模式调整：

• 线路获取进取性。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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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 （在线）敏感性

注释 :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连接后，当前运行模式在 SmarTrax 侧边栏进取性和敏感性调节之间
显示。
轻触

访问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设置画面，或轻触

关闭 SmarTrax 侧边栏。

线路获取模式和进取性
线路获取进取值影响系统在离所需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之外连接时汽车转向显示导航线的速度。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在离线路 24 英寸 [60 厘米 ] 之外连接时，如果车辆没有以预期速度接近导航线，则每
次提高 “ 进取 ” 值一个数。两次调整之间至少间隔 30 秒，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连接以执行对进取
值的更改。
如果车辆转向导航路径的速度过快，则以相同方法降低 “ 进取性 ”。

注释 :

42

以上画面说明了 SmarTrax 可以以线路获取模式运行的情况。只有车辆在所显示的导航路线或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以内转向时，才会激活此模式。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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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在线）模式和敏感性
车辆在所显示的导航路线或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以内转向时，在线敏感值会影响车辆的响应。
如果车辆可能在所显示的线路上左右摇晃，并且不在所需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以内，则每次提高 “OL 敏感性
” 一个数。两次调整之间至少间隔 30 秒，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连接以执行对敏感值的更改。
如果车辆可能矫枉过正，或在线路上显得 “ 颠簸 ”，则以相同方法降低 “OL 敏感性 ”。

注释 :

以上画面说明了 SmarTrax 可以以在线模式运行的情况。只要车辆在所显示的导航路线或路径 24
英寸 [60 厘米 ] 以内，就会激活此模式。

4

高级设置和诊断
请查看以下章节，了解有关 SmarTrax 控制器画面中各种设置和选项的详细信息。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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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1.

在主画面上，轻触工具菜单图标，在系统菜单上选择转向图标。

注释 :

选择 SmarTrax 侧边栏中的

图标可在当前作业期间访问 SmarTrax 设置画面。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设置画面提供以下设置和选项：

• 使用路线获取进取性提高或降低按钮调整 SmarTrax 进取值。请查看 转向响应调整 页码 41 了解详情。
• 使用在线敏感性提高或降低按钮调整 SmarTrax 敏感值。请查看 转向响应调整 页码 41 了解详情。
• 选择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信息 查看系统校准信息或调整偏航传感器和 SPS 校准。
• 选择地形补偿设置激活 SmarTrax 系统的地形补偿功能，或启用或禁用该功能以便在当前作业中使用。
• 高级设置包括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与控制台或 GPS 接收器的通讯设置。
• 选择系统诊断显示错误百分比，针对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使用统计数据。
• 轻触恢复默认按钮将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恢复为出厂设置。再次启用系统前需再次完成校准过程。
• 轻触重新校准液压按钮，再次开始转向测试过程。请参考 转向测试 页码 38 完成转向测试。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信息
1.

44

在主画面上，轻触工具菜单图标，在系统菜单上选择转向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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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轻触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信息 按钮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信息画面。

传感器设置图标

本画面显示传感器和机器类型、控制设备、选项以及初始校准向导中输入的轴距和 GPS 天线测量数据。选
择天线高度或前后值旁边的设置按钮更改校准值。

注释 :

轻触传感器 设置图标。将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传感器设置画面。

4

3.

必须重设并重新校准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方可更改传感器和机器类型、控制设备和轴距
设置。

• 当前车轮转角 – 这个值是偏航传感器当前检测到的转向输入的近似值。
• 当前传感器读数 – 传感器检测到的当前偏航总量，作为 “ 当前传感器读数 ” 值显示。
• 偏航零点 – 这个值是偏航传感器在没有左右转向输入时的读数。由于每个偏航传感器内的变化，这个值可能
并不恰好为零。

• 零偏航 – 轻触 ‘ 零偏航 ’ 按钮，将偏航传感器重新校准为零。在触摸 ‘ 零偏航 ’ 按钮前，请确认车辆完全停止并且
停稳。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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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轻触

显示 SPS 传感器状态画面，查看以下信息：

• 显示左、中和右传感器读数的当前校准值。如果 SPS 传感器受损或已更换，则应该在运行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前重新校准这些值。

• 当前车轮转角 – 由 SPS 传感器检测的当前车轮转角。
• 当前 SPS – SPS 传感器登记的当前传感器值。
• 中央 SPS 学习 （仅 SmarTrax 系统）– 如果 SPS 学习设为 ‘ 激活 ’，则 SmarTrax 系统将在运行期间自动调
整 SPS 中心位置。请绕过这一特性，保持 SPS 中心位置为当前值。
5.

轻触退出返回系统信息画面。

6.

如需调整 SPS 传感器校准值：
a.

驾驶车辆缓慢前行，将方向盘向左打死，按下左侧数值下显示的 “ 设置 ” 按钮。

b.

继续驾驶车辆缓慢前行，方向打直，直至车辆笔直向前行驶。

c.

按下中心数值下的 “ 设置 ” 按钮，设置车轮中心位置。

d.

将方向盘向右打死，按下右侧数值下显示的 “ 设置 ” 按钮。

7.

轻触中央 SPS 学习按钮，将 SPS 学习模式转换为激活 或绕过。

8.

轻触

保存对传感器设置画面的更改，返回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偏航设置画面。

地形补偿设置
SmarTrax 地形补偿功能可调整收到的 GPS 信息，补偿车辆的侧滚 （左右倾斜）、颠簸 （前后翻倒）和偏航
（扭弯或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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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画面上，轻触工具菜单图标，在系统菜单上选择转向图标。

2.

轻触地形补偿设置按钮访问地形补偿画面。

注释 :

如果之前没有激活地形补偿功能，则在启用地形补偿前需要激活码。

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获取更多信息和激活码。
3.

请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激活码，轻触激活。

4.

激活后，选择地形补偿选项后将出现以下画面。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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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画面显示车辆侧滚、颠簸和偏航的实时数据。

6.

如需将地形补偿功能校准为平地，则将车辆停在水平表面上，轻触 校准 TC 按钮。

7.

控制台将在车辆移动时显示当前行进方向。如果方向不对，请轻触当前方向图标转换行进方向。请检查并确
认前后行进方向均正确显示。

8.

向前和向下值显示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的方向。

9.

轻触激活或绕过 按钮开关地形补偿功能。

10.

轻触

返回 SmarTrax/SmartSteer 设置画面。

高级设置
1.

在主画面上，轻触工具菜单图标，在系统菜单上选择转向图标。

2.

轻触高级设置访问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高级设置画面。

可在本画面修改以下设置：

• HDOP 限制：HDOP （精度水平扩散）显示高质量 GPS 信号接收情况。高 HDOP 说明用于车辆导航的
GPS 卫星在空中分布不均，导致信号准确度降低，因此会降低导航系统的准确性。所显示的数字是
Smartrax 在提醒车辆操作员或断开连接前所允许的最高 HDOP。提高这个值可能会降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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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波特：GPS 波特是 SmarTrax/SmartSteer 用于与 GPS 接收器通讯的波特率，一般为 19200。
• 转向开关延迟：提高转向开关延迟设置会提高断开系统所需要的转向输入量。降低转向开关延迟设置会降低
断开系统所需要的转向输入量。

• 服务模式：服务页面仅供软件编程目的。进入此菜单需要一个编码。
3.

轻触

查看下一个高级设置画面。

• 当前补偿：当前补偿仅在某些非转向就绪机器上使用。本特性在校准过程中自动启用或禁用。
• 防震：防震是仅用于铰接式机器的功能，并且不应在任何其他机器上启用。选择铰接式机器时会自动打开本
功能。在其他机器上启用本功能可能会降低性能。
4.

轻触

返回高级设置画面。

5.

轻触

返回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设置画面。

系统诊断
1.

在主画面上，轻触工具菜单图标，在系统菜单上选择转向图标。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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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轻触系统诊断访问系统诊断画面。
方向盘指示符

脚踏开关指示符

本画面显示以下诊断信息：

• SmarTrax 液压阀 PWM 最小值、最大值和增加值。
• 偏航传感器和 SPS 校准值。
• 转向开关和脚踏或啮合开关状态指示符。
• 信息频率： GGA 输入信息率。
3.

轻触重设将 2”、 4” 和 8” 小时平均数设为零 （最后一个连接小时计算平均速度和错误）。

4.

轻触自动 或手动使系统自动调整 PWM 最小值或手动调整 PWM 值。

5.

轻触修改 PWM 设置 手动调整 PWM 设置。

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整 PWM 值。 Raven 建议保持 SmarTrax 系统配置的值不变，除非有技术人员引导您修改
这些设置。
6.

如需手动调整左、右或 PWM 频率值，请轻触本画面上的上箭头或下箭头。如果调整了 PWM 最小值，则系
统不会再学习 PWM 最小值。轻触上一画面的手动图标，将手动系统切换为自动模式。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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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整了左、右最小值或最大值，则 SmarTrax 不会再 ‘ 学习 ’PWM 最小值。轻触系统诊断画面
上的 ‘ 手动 ’ 按钮，使 SmarTrax 系统在运行期间自行调整 PWM 最小值。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nvizio Pro 和 Cruizer 校准和操作
7.

轻触

显示 SmarTrax 手动导向画面。

8.

左右手动转向 功能可用于手动测试 SmarTrax 液压转向系统。请选择一个可用值或最小值或最大值按钮，引
导车辆。如果车辆没有如预期一样响应，则可能需要调整 PWM 值。

9.

轻触

10.

轻触

11.

再次轻触

返回 SmarTrax PWM 设置画面，如有必要，调整 PWM 值。
返回 SmarTrax 系统诊断画面。
退出 SmarTrax 设置画面。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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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修

章节

章节5

5
本章中含有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可能遇到的潜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本章中，您将了解：

• 控制节点上的 LED 状态指示灯的用途。
• 控制器所显示的错误信息的列表，这些错误信息的含义，如何纠正错误。
• 机械问题列表，可用于纠正问题的措施。
• 操作问题列表，可用于纠正问题的措施。

LED 状态指示灯
目的

LED
逻辑电源

本 LED 指示灯说明逻辑电源是否正确连接。系统打开时，本 LED 灯应始终点亮。

HC 电源

本 LED 指示灯说明高电流电源是否正确连接。如果打开机器，则本 LED 灯应始终点亮。

MICRO 1Hz

说明处理器是否运行软件。本 LED 灯应该每秒闪烁一次。

CAN RX

LED 在节点每次收到 CAN 或 Cruizer 数据时闪烁。可用于诊断 CAN 或 Cruizer 通讯问
题。

CAN TX

LED 在节点每次传输 CAN 或 Cruizer 数据时闪烁。可用于诊断 CAN 或 Cruizer 通讯问
题。

DIAG 1

说明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节点是否收到有效的 GGA 信息。本 LED 不能用于验证显
示器控制台是否收到 GPS。必须打开本 LED，方可连接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DIAG 2

说明地形补偿是否激活。如果节点是 SmarTrax/SmartSteer 3D 节点，或正确输入了地形
补偿激活码， LED 将亮起。 LED 不显示地形补偿是否为导航矫正而激活。如需验证地形
补偿已激活，请访问控制台上的地形补偿设置菜单。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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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如果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系统没有正确安装或设置，或如果校准值有误，则控制台上将显示错误信息。以
下表格列示可能的错误信息，并提供了纠正或消除错误的解决方案。
错误信息

54

问题

解决方案

TC 错误

地形补偿因为陀螺掉落而被禁用，但 SmarTrax/SmartSteer
可能仍在使用中。

请联系 Raven 经销商。

太慢

车辆移动过慢，且控制器已断开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提高车辆速度并重新连接转向系
统。

太快

车辆速度高过 28 英里 / 小时 [45 公里 / 小时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将在 9 秒内断开。

降低车辆速度。

太快

车辆速度高过 28 英里 / 小时 [45 公里 / 小时 ]，SmarTrax 或
SmartSteer 已被禁用。

降低车辆速度并重新连接
SmarTrax/SmartSteer。

拖运模式

拖运开关在断开位置 （仅 Smartsteer 和 Steering Ready 机
器）。

将拖运开关拨到连接位置。

XDucer Er

压力转换器有问题。

偏航错误

偏航率传感器数值超限。

更换 SmarTrax/SmartSteer 节点。

卫星数量低

GPS 接收器没有从数量充足的卫星收到信号。

等待几分钟，看是否发现更多卫
星。

无差分

没有发现 GPS 差分信号。

如果问题持续，请检查接收器的
差分设置。

跳幅

控制台发来的信号跳幅。导向已断开。

请检查并确认控制台的导航路线
没有在各条线路中转换。

无 GPS

未收到 GPS 信息。

检查并确认 GPS 设施是否正确。

无 A-B 信息

控制台上没有设置 A-B 线路。

设置 A-B 线路，使控制器有行驶
线路。

高 HDOP

GPS 信号不足。

等待几分钟，看信号是否改善。

Guide Com

SmarTrax/SmartSteer 不再收到导航点。

检查 SmarTrax/SmartSteer 和现
场计算机之间的连接。如果使用
Viper Pro，则检查 Lightbar 设置
画面上是否有 “ 发送导航信息 ” 选
项。

无 VTG

未收到 VTG 信息。

检查接收器设置。

无 GGA

未收到 GGA 信息。

检查接收器设置。

未校准

SmarTrax/SmartSteer 未经过校准。

用校准向导校准 SmarTrax/
SmartSteer。

检查至压力转换器的连接。
更换转换器。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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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问题
车辆出现机械问题可能导致 SmarTrax/SmartSteer 系统运行不当。对系统进行故障检修前，检查所有软管和连
线，确保它们连接至适当的端口和连接器。如果确保所有连线和软管均适当连接，可以避免许多潜在问题。

注释 :

以较小增量调整液压元件，找出问题，正确解决。一次更改一处，可更好地解决问题。

以下表格列示了常见的机械问题以及可用于纠正问题的措施。
机械问题

解决方案
• 检查电源。

• SmarTrax/SmartSteer 不能
运转。

• 检查保险丝。
• 检查电池连接。
• 用电压表测试 +12VDC。
• 更换控制器。
• 检查节点上的 LED。

• 不能通过踩下脚踏开关连接
系统。

• 检查并确认没有显示错误信息。
• 确保转向开关优先控制未激活。如果激活，则调整断开设置。

• 转动方向盘时系统不断开。
• 车轮与方向盘转动方向相反
（仅 SmarTrax）。
• 处于备用模式的阀门发出噪
音或 ‘ 吱吱响 ’ （仅
SmarTrax）。

• 在高级设置菜单中调整断开设置。
• 将压力开关上的旋钮关掉 （仅 SmarTrax）。
• 交换转阀或三通管的左右软管。
• 将压力释放开关上的螺钉旋紧。
• 转动 SmarTrax 阀上的压力释放 (RV) 调整装置，直到噪音停止。
• 检查软管和线缆连接。
• 检查控制器的高电流 (HC) 电源状态灯。

• 不能向左或向右发出脉动
（仅 SmarTrax）。

• 检查螺线管的适当连接和电压 (12 VDC)。
• 确保以设置最大值，并勾选了最大值框。
• 确认 FC 端口一直关闭。

• 电源打开时，车轮自己转动
（仅 SmarTrax）。

• 检查并确认软管连接至正确端口。

• 转动车轮时转向开关没激活
（仅 SmarTrax）。

• 将压力开关上的旋钮打开，直到画面变化。

• 系统脉动错误 （仅
SmarTrax）。

• 检查螺线管连接，如果它们向后勾住，则更换。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 检查所有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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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连线和软管，确保它们正确牢固地连接。
• 检查液压软管连接，如果它们向后勾住，则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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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问题
以下表格说明了常见的操作问题以及可用于纠正问题的解决方案。
操作问题

解决方案
• 确保 SmarTrax/SmartSteer 已连接。

系统找不到路线。

• 确保 GPS 信号不受阻。
• 提高初始线路获取进取性和在线敏感度。

车轮在路线上 ‘ 吱吱叫 ’。

• 降低在线敏感性。

系统在线路上缓慢振动。

• 提高在线敏感性。

车辆持续在幅线上左右摇晃前
行。
系统在辅助液压功能运行时断开
（仅 SmarTrax）。
获取新路线时，车轮转向不够快
（仅 SmarTrax）。
试图转动车辆方向或断开
SmarTrax 时，方向盘难以转动
或 ‘ 抵抗 ’ 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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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天线高度，如有必要，则调整。
• 在车辆静止时重设偏航传感器。
• 提高初始线路获取进取性和在线敏感度。
• 如适用，将压力开关上的旋钮打开。
• 增长转向开关延迟。
• 提高初始线路获取进取性和在线敏感度。
• 将压力开关上的旋钮关掉。
• 如果出现这一现象时没有连接 SmarTrax，请检查并确认 SmarTrax 液压阀上的
负载和传感线路正确连接。

SmarTrax 和 SmartSteer 校准和操作手册

章节

系统图

章节6

6
以下结构图有助于 SmarTrax/SmartSteer 系统的安装和故障检修。以下结构图可能显示了操作不需要的功能或
元件，如果没有安装所需硬件，则不适用于您的系统。
如需采购以下结构图上显示的元件或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 Raven 经销商。
Raven Industries 网站提供其他系统结构图，网址：
http://www.ravenprecision.com/Support/ApplicationDrawings/index2.jsp

手册编号 016-01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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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6

Envizio Pro/Viper Pro
图 1.

带 Envizio Pro 或 Viper Pro 以及 Phoenix 300 的 SmarTrax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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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
带 Envizio Pro 或 Viper Pro 以及 Phoenix 300 的 SmarTrax 3D

6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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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6
图 3.

带 Envizio Pro 或 Viper Pro 以及 Phoenix 300 的 SmarTrax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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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ax 控制盒至 CAN SmarTrax 更新
带 Viper Pro 或 Envizio Pro， Phoenix 200 和 TM-1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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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nvizio Pro 和 RGL 600 的 SmarTrax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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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Cruizer 和 Helix 天线的 SmarTrax 3D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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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带 Cruizer 和 Helix 天线的 SmartSteer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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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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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EN INDUSTRIES
有限质保
有限质保包括哪些内容？
本质保包括 Raven Applied Technology Division 产品在正常使用、维
护和保养条件下产生的所有做工和材料方面的缺陷。

承保期有多久？
Raven Applied Technology Division 产品自购买之日起 12 个月内受
本质保保护。本质保仅适用于原始买家，不可转让。

如何获得服务？
将故障部件和购买证明带至 Raven 经销商处。如果经销商同意质保申
请，经销商将把部件和购买证明发送至其分销商或 Raven Industries
寻求最终批准。

Raven Industries 会怎么做？
确认质保申请后、Raven Industries 在谨慎考量后决定维修或更换故
障部件并支付返还运费。

哪些内容不受本质保保护？
Raven Industries 将不会对未经书面同意擅自在我方机构以外进行的
维修承担任何费用或责任。Raven Industries 对任何关联设备或产品
的损失不负责、并且对于利润损失或其他特殊损失不负责。此质保的
责任代替所有其他明示或暗示质保、任何个人或组织未获得授权为
Raven Industries 承担任何责任。
正常磨损和撕裂、误用、滥用、疏忽、事故或不当安装和维护导致的
损坏不在本质保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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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en Industries
Applied Technology Division
P.O. Box 5107
Sioux Falls, SD 57117-5107

免费电话（美国和加拿大）：(800)-243-5435
或美国以外：1 605-575-0722
传真： 605-331-0426
www.ravenpre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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