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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望远镜说明书

大口径主镜：折射式、反射式、马卡式
德式赤道仪：EXOS2, 
不锈钢三脚架：ST2、ST3 
JOC-GOTO自动寻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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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所选配的专用太阳滤光膜，使用方法请参照说明书

P30页，请严格按操作要求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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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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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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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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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牛顿反射镜 消色差折射镜

或 或

EXOS2 / EXOS 2 GoTo Mount

望远镜组件

EXOS1

寻星镜 寻星镜

T2 2"--1.25"接口

目镜 目镜

90度天顶镜T2 2"--1.25"接口

德式赤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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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附件

极轴定位(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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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详细展示赤道仪的组件

1.赤纬锁
2.极轴镜盖  
3.赤纬度盘
4.配重杆锁紧座
5.配重锤及锁定手柄
6.配重杆

7.配重安全帽

8.赤经控制面板
9.赤经马达组
10.地理纬度调节手柄
11.对极微调旋钮
12.纬度盘
13.极轴镜
14.极轴照明器

15.赤经度盘
16.赤经定位钉
17.赤经锁

18.赤纬马达组

赤道仪零部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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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仪各组件功能

  赤纬端口: 将赤纬马达驱动的线缆水晶头插入此端口，通过手控盒控制赤纬马达。

地理纬度调节手柄(图1a/10): 设置观察位置的纬度。当您拧紧一个手柄，拧松

-

.

赤纬锁: 控制望远镜手动移位。逆时针旋开赤纬锁，使望远镜能绕赤纬轴自由的旋车，

然后顺时针旋紧望远镜，以防止望远镜出现手动移位，但却可通过手控盒在赤纬马

达的驱动下运动。

极轴镜盖: 使用极轴镜对北极星时请先取下帽盖。

赤纬度盘: 指示在天球赤纬方向转动的角度。

配重杆锁紧环: 配重杆旋进赤纬座后，锁紧此环固定配重杆。

配重锤及锁定手柄: 据主镜的重量,上下移动配重锤起平衡作用。

拧紧配重侧的锁钮，防止配重从配重杆上滑落。

配重杆: 滑动配重以保证平衡的杆。

配重安全帽: 防止配重因意外从配重杆上滑落。

赤经控制面板(见图1b):

手控盒连接端口: 将手控盒线缆水晶头(见图2/9)插入此端口。

  DC 12V电源插口: 直流12V的电源供电。

  LED: 当马达驱动或手控盒通电时，LED灯亮。

  开关按键: 打开或关闭赤经马达组和手控盒的电源。

  ST-4自动寻星: 适用于任何ST-4兼容的自动寻星系统

赤经马达组: 由手控盒控制。沿赤经轴驱动望远镜转动，跟踪工作时必须拧紧赤

经锁以便赤道仪正常运行。

另一个，两个调节手柄在一推一拉的操作中工作。

对极微调旋钮: 在望远镜目镜确定北极星为中心时左右微调侧向运动，或者使用极

轴镜对准时用。

纬度盘: 使用纬度调节手柄在这个刻度盘上设置观察点的纬度。

极轴镜: 使您的望远镜精确地与北极星对齐。

极轴照明器: 旋转旋钮打开LED灯以确保照亮极轴镜分划版上的星座图案，对准完

成后请关闭。

赤经度盘: 指示星休在赤经方向上的转动,与地球同步，24小时360度。

赤经定位钉: 锁定正确的经度位置。

赤经锁:控制望远镜手动移位。逆时针旋开赤经锁，使望远镜能绕赤经轴自由旋转，

然后顺时针旋紧望远镜，以防止望远镜出现手动移位，但却可通过手控盒在赤经马

达的驱动下运动。

赤纬马达:由手控盒控制。沿赤纬轴驱动光学仪器，赤纬锁(图1a/1)必须拧紧以便

赤纬马达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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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带GOTO产品，在出厂时已安装并调试好马达驱动系统，另购时见如下组件：

赤经组

赤纬组

马达驱动系统组件

马达驱动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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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望远镜

 

平衡望远镜
为了使望远镜稳定在三脚架上并平稳移动，望远镜必须是
稳定的。为了平衡望远镜，打开赤经或赤经锁(图1a/17,
当赤经轴解锁后，望远镜在赤经轴上转动，稍后的过程中，
您可以同时打开赤纬或赤纬锁(图1a/1)，当赤纬轴解锁后，
望远镜在赤纬轴上转动，望远镜的大部分运动都是分别或
同时围绕这两个极轴运动而进行的。
试着熟悉这些锁和观察望远镜在每个轴上的移动方式。
望远镜要获得良好的平衡，须遵循以下方法：
1.牢牢抓住光学仪器以保证望远镜不会随意摆动。打开赤
  经或赤经锁(图1a/17),当赤经轴解锁后，望远镜在赤经
  轴上转动，旋转望远镜使配重轴(图1a/6)与地面平行(水
  平)。

  备注
  赤道仪配有4、5公斤的配重。如果这样还不能平衡赤道仪，
  可能需要使用第二个、或第三配重。这些都是可选配件。
  配重的平衡重量要与主镜体保持一至才能保证望远镜的
  稳定性。

2.解开配重锁定手柄并沿着配重轴滑动配重(图1a/5),直到
  望远镜保持在一位置,不倾向任何一个方向上漂 移。然后
  移。然后重新收紧配重锁定手柄，将平衡配重锁定在适
  当位置。

3.再次，望远镜的卡箍保证望远镜不会随意滑动，锁紧赤
  经锁(图1a/17)，解开赤纬锁(图1a/1),此时望远镜能够
  自由地绕赤纬轴运动。松开卡箍锁紧手轮，使镜筒可在
  卡箍中来回滑动。将镜筒在卡箍中移动直到望远镜保持
  在一个平衡位置，不倾向任何一个方向漂移。重新锁紧
  赤纬锁(图1a/1)。

平衡后,保证了望远镜在赤经和赤纬轴上稳定地自由旋转
运动。接下来，设置赤经轴对准北极星。

平衡地指向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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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极轴原位图,侧视图 

水平放置

对极脚架腿
指向北方

光学管组件
指向北方

北

当地球在夜空下旋转时，星星似乎从东向西移动。恒星的这种运动
称为公转，您可以设置望远镜以同样的速度旋转，这样，它就可
以自动跟踪夜空中的物体和恒星。这种跟踪功能由驱动装置带动，
除本身配备外，电动驱动装置可作为选派附件，另外购买获得。

设置赤道仪的初始位置(当地地理纬度和对极)

2. 把三脚架的对极脚架腿（架头上有凸起一侧）指向北方。
  参见图.3a和3b。

3. 同时旋转左右纬底调节螺杆，使纬度盘上的指针定位到你观

5. 如果以上步骤1至4已合理精确地进行，你的望远镜现在已与北
   极(北极星)充分对准，以便你开始进行观测。

一旦望远镜被放置在如上所述的初始位置，则在整个观测和使用
期间，纬度角不需 要再次调整，除非您移动到不同的地理位置。

注意：
为了最精确地设置自动寻星和跟踪功能，赤经轴必须使用极轴校准

图3b：极轴原位图,正视图 

纬底调节螺杆(左右)

    测地点的地理纬度。

1. 参考基座上的水平泡，调整三脚架的长度，使赤道仪水平。

地平线

天顶
北极星

北极星

南极

北极
纬度

纬度

赤道

地
轴

4 松开赤纬锁定钮，向赤纬方向转动望远镜镜筒，使赤纬读数为. 

     90度。拧紧赤纬锁定钮。松开赤经锁定钮，将赤经调整到0时

     位置。拧紧赤经锁定钮。微调整三角架的方位和仰角,使北
   极星进入极轴镜十字丝中心。锁定方位和仰角

调试天文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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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望远镜观察

在望远镜组装和平衡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手动观察了。查看容易发现
的地面物体，如街道标志或交通信号灯，以熟悉望远镜的功能和操作。
在观察过程中，最好的结果是遵循以下建议：

  当你希望找到一个物体去观察时，首先松开望远镜的赤经锁(图1a/17)
  和赤纬锁(图1a/1)，望远镜现在在它的轴上可以自由转动了。分别
  解锁两个极轴并练习移动望远镜，然后练习同时解开两极轴。要了
  解望远镜的运动方式，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赤道仪架头的移
  动不是很直观的。

  使用对齐的极坐标定向取景器可以看到你想要观察的物体。当对象
  锁定在取景器十字中心时，重新拧紧赤经锁和赤纬锁。

  观察对象一旦居中，可以通过转动调焦机构的手轮旋钮来调焦对
  清楚目标物体。

激活箭头键

手控盒的箭头键充许你上下左右移动望远镜，接下来介绍怎么激活箭
头键：
1.按规定接上适配电源并把手提盒电缆插入控制面板的HBX端口(图1b)
  之后，版权信息将最先出现在LED显示屏(图2/1)上。
2.然后，除了观察地点，你还会被提示日期，时间和夏令时。
3.完成这些条目后，主屏幕出现在显示器上。

现在你可以使用手控盒的箭头键来移动望远镜观察了。

旋转速度

手控盒总共提供八档旋转速度，这些速度与恒星的运动速度成正比。
如此设计以便可以任意选择执行某些特殊功能。按数字按钮并调整
速度，就可改变望远镜的旋转速度；这些数字都会在手控盒LED显示
屏左下方显示。

九种可用速度是：
数字键1 ＝          引导(0.25弧min /秒或0.004°/秒)
数字键2 ＝   2x ＝  2x 恒星(0.5弧min /秒或0.008°/秒)
数字键3 ＝   8x ＝  8x 恒星(2弧min /秒或0.033°/秒)
数字键4 ＝  16x ＝ 16x 恒星(4弧min /秒或0.067°/秒)
数字键5 ＝  64x ＝ 64x 恒星(16弧min /秒或0.27°/秒)
数字键6 ＝ 128x ＝  30 弧min/秒或0.5°/秒
数字键7 ＝ 256x ＝  60 弧min/秒或1°/秒
数字键8 ＝ 512x ＝ 120 弧min/秒或2°/秒
数字键9 ＝ Max. ＝ 120 弧min/秒或2°/秒。

速度1、2或3：最好用于高倍率目镜(如12mm或9mm目镜)视场中物体的
精细对中。
速度4、5或6：用于对中低到中等倍率目镜(如 Plossl 26mm目镜)视场
中物体的对中。
速度7, 8或9：望远镜以这样的速度在天空中迅速从一个地方扫视到
另一个地方。最适合于粗略设置的对象。

注:

刚一打开，手控盒就会

提示您设置观察点的国

家和地点。此时必须手

动搜索您所在的国家、

然后是最近的城市；然

后在设置菜单“定位”

下将其更改，系统将自

动保存。

观  景  图

主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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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寻星功能

使用自动寻星功能

在使用自动寻星之前，必须先：

  学习按键怎样通过菜单移动。

  初始化控制板的控制。

  设置望远镜的极地归属位置(如果之前还没这么做)。

    对齐：菜单中较低标准的对齐。

通过菜单运行

利用菜单可实现快速导航。

   
  按ENTER键进入下一级菜单。

  按MODE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按      键在可菜单上下级间来回移动。

  按箭头键输入字符。

如果不需要输入，你也可以用箭头键移动望远镜。

只要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环游宇宙

望远镜架头的操作通过手控盒完成，望远镜的全部功都可通过手控盒
上的按钮实现。手控盒的主要特征是：
 

  自动到达能力：自动移动望远镜到任何一个存储在对象库中的对象，
  对象库库存有超过30000个。

  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参观最佳天体。
  
  访问天文术语词汇表。

  计算使用的目镜与特定望远镜相结合的放大倍数。

-

-

-

提示：

当多个选项在菜单选项中

可用时，通常显示当前选

项。

定义：

初始化是确保手控盒正

确操作的程序。

当您第一次使用手控盒

时，它还不知道观察地

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观

察的时间或日期。

您需要输入信息，如当

前时间和日期，以及观

察位置。

手盒使用这些信息精确

地计算天体(如恒星和行

星)的位置，以及为各种

操作自动移动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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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手控盒

 
 
 

 

手控盒

手控盒

说明
1.LCD显示屏
2.输入键
3.模式退键-
4.模式进键+
5.移动方向键
6.数字键
7.停止键
8.帮助键
9.数据串口
10.多功能键
11.照明开关
12.照明窗
13.RS-232-接口

手控盒的特征：

1.LCD显示屏(图2/1)-手提盒与望远镜这间的连接口。

单选项。

2.输入键(图2/2)-按下进入下一级菜单或选择一个选项。
输入键与计算机上的Return或Enter键类似。

3.模式退键- (图2/3)-按下返回上一级菜单，顶部菜单是“选择项目”，
模式退键-与计算机上的Escape键类似。

4.模式进键+(图2/4)-这样，最近跟踪的物体可以被召回快速访问。
当选择一个观察对象并按下回车按钮时，使用此命令键。望远镜
随后将选定的物体定位在视野中。定位后，物体可能不会出现在
视野的中心。如果这样，按此命令键将观察物体置中。

5.移动方向键(图2/5)-按此键望远镜将沿特定的方向(上、下、左、
右)按九种不同的速度旋转。旋转速度见第9页。使用箭头按钮可以
附加以下功能：
  数据输入-按“向上”和“向下”按钮来滚动字母表的字母或数
  字序列。“向下”按钮从字母“a”开始、“向上”按钮从数字
  “9”开始。结合使用“左”和“右”按钮，您可以将LCD显示屏
  中的闪烁光标向左或向右移动。

  赤经/赤纬轴对齐-用“右”和“左”按钮，你可以在极轴上旋
  转望远镜。用“上”和“下”按钮调整望远镜的偏角。

为了启用操作，所显示的菜单结构具有多种数值/信息或独立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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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目标坐标

光学主镜坐标系

场地坐标

  

两次停止键！

2020-12-25

图2a:手控盒显示屏

注：

如果出现运行故障，请按

  

两次停止键！

EQ/AZ

天空/陆地

跟踪率

旋转速度

跟踪开/关

在预选菜单中，这些按钮允许访问数据库中的多种选项。菜单
  中的选项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第二行中。如果按下“向上”或
  “向下”按钮，就可以浏览。使用“向上”和“向下”按钮，
  您还可以滚动字母表的字母，数字列表的数字。

6.数字键(图2/6)-按压输入数字0至9。当未输入数据时，数字键可
  以用来改变回转速度。操作时，只需按一个数字键(1是最慢的
  速度，9是最高的速度)。按数字键“0”打开和关闭手机顶部的
  红色工作灯。

7.停止键(图2/7)-这允许你中途中断任何望远镜被驱动的运动。重
  按停止键，望远镜再次启动上次执行的操作。

8.帮助键(图2/8)-这允许你访问帮助功能，一旦您的问题得到解答,
  按- 键返回到原始显示，继续执行先前选择的操作。

9.数据串口(图2/9)-将线圈绳的一端插入位于该手控盒底部的端口
  (图2/9)，另一端插入马达控制面板HBX端口。

10.多功能键(图2/10)-将线圈绳的一端插入位于该手控盒底部的端
   口(图1c)，另一端插入马达控制面板HBX端口。

11.照明开关(图2/11)-通过重按此键，将工作灯 (图2/12)以两个亮
   度水平打开，再按则将它关掉。

12.照明窗(图2/12)-使用这个内置的红光照亮星图和附件，而不干
   扰你的眼睛适应黑暗。

13.RS-232接口(图2/13)-ASCOM兼容的串行PC接口，驱动程序可以
  在 下载。也可以在线购买，例如:www.bresser.de

     http://www.skymap.com.请只使用bresser专属的PC连接设备，
   切勿尝试连接其它电缆，否则可能会导致电子产品的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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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镜校准
  • 一星对齐              ��远镜�单星��
  • 两星对齐              望远镜与两颗星星校准         

  • 目标同�              进一��善�远镜的
  • 赤纬��              ��赤纬轴后�
  • 赤经��              ��赤经轴后�

• 导航

• 太阳�                  太阳��体目录 
  • 星群                      星群编目
  • 名星                      著名的恒星目录  
  • 星�                      �体物质  
  • 星团                      更�阔�多的物质
  • IC暗物质               �物质目录
  • Sh2暗物质             �物质目录
  • 亮星                      �星目录
  • 圣星                      圣星目录
  • 客户对�               �许您存储自己的对�
  • 输�赤纬赤经        在��中插�自�义点
  • 自�义土地目标    插�自�义土地目标

• 功能

  • 当前对�               当前可见的对�        
  • 对�上升/��       物体的上升和��时间    
  • 校�月相               当前的月相
  • 计时�                   �时�  
  • 报�                      设��报
  • 视场                      目镜视场
  • 倍�                      目镜的�大��
  • 显示�照明           显示��
  • 位�                      回�起���

• 设置

  • 时间和日期            输�时间和日期       
  • 夏�时                   启用/禁用夏�时   
  • 场地设�               设�当前�� 
    • 国��城�          �据城�设�当前�� 
    • 自�义场�          利用GPS坐标设�当前��
  • 天�/陆地              �地目标�换
    • 天�目标             ��目标观测设�
    • 陆地目标             陆地目标观测设�
  • AZ/EQ            AZ架头和EQ架头间切换
    • AZ望远镜             AZ架头�远镜     
    • EQ望远镜             EQ架头�远镜
  • 望远镜架               配��远镜��设� 
  • 跟�速�子           设���速�
    • 星速
    • 太阳速�
    • 月球速�
    • 定制速�
    • 导向速�
  • 语�                      �变语�
  • 望远镜型�     

 

  • 重�                      重��工厂设�

   
 
 

 

  • 三星对齐              ��远镜�三颗恒星

手控盒主菜单
主菜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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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练习描述了如何初始化手控盒。在首次使用手控盒或执行
重置后，通常情况下，在观察初期，您将输入时间和日期，便执
行完全初始化程序(即，输入位置信息,选择模型编号以及输入时间
和日期)。

� 1. 确保赤纬和赤经锁(图1a/1;图1a/17)根据手册�拧紧。
• 2.确保手控盒正确地连接到你的望远镜。
• 3.将电源开关推到“ON”。显示屏被激活，随后是短时间的版权
    消息。之后你会听到一个简短的信号音。手控盒现在需要一点时
   间来启动系统。
• 4.然后提示您输入日期和时间。输入日期按“年月日”格式如：
    2013-31-12，输入时间按“时分秒”格式如:20-15-00，使用箭头
   按钮完成输入(图2/2,图2/5);使用Enter按钮来确认您的输入。
• 5.现在，您将被提示进入夏令时。如果在夏季使用望远镜，请选
    择设置“ON”，如果望远镜在夏季以外使用，请选择设置“OFF”。
• 6.下一个屏幕询问您观察所在的国家，城市，地点。输入有两种不
    同的选择。
    1.您可以选择一个存于数据库中的，在您附近的城镇(选择
   “Country & City”)。这些国家在数据库中按字母顺序排列。使
    用“up and down”按钮滚动名单上的国家和城市。当希望的城
    市出现在显示器上时，按Enter键。
    2.手动输入(选择“Custom Site”)，您可以设置您的位置信息。
    手动输入名字(“Name”)，经度(“Lon”)，纬度(“Lat”)以
    及时区(“Zone”),按Enter键确认输入。

实例: 名称:柏林；Lon:E013°25；LAT:N52°30；区域:E01
望远镜控制现在显示在主屏幕上，已准备好对准夜空。

• 1.把望远镜放在极原地位置(图3b)并关闭两个轴上的锁。
• 2.按1x Enter按钮进入主菜单并选择菜单项“Alignment”。然后
  按回车键。             

• 3.现在可以选择不同的对齐方法。选择“One Star”，然后按
    Enter键。
• 4.现在，显示屏显示“One Star”校准。使用方向按钮“up”和
  “down”去选择你想要的对齐星并按“ENTER”确认你的选择。    
 望远镜现在从起始位置移动，穿越选定的对准星周围区域。

• 5.定位后恒星可能不会出现在望远镜的视野中。用方向键拾起
  这颗星然后以它为视野的中心。对准星通常是清晰可见的望远    
  镜显示的天空中最亮的星。如果调整了极轴镜范围，它通常是
  极轴镜中最亮的星。当恒星以目镜的视野为中心时，按回车
  键。望远镜确定成功对准。完成“一星”对准过程后，电机驱
  动开始跟踪。整个夜晚望远镜均是校准了的，所要观察的目
  标物体应该保持在望远镜目镜的中心位置，即使地球继续在
  恒星下旋转。

一星校准

初始化手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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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望远镜一旦校准好，只

需使用GOTO控件或方向

按钮就可以移动它。不

要解开望远镜的赤经赤

纬锁(图1a/1和图1a/17)，

同时避免手动调整望远

镜底座。否则，望远镜

校准好目标可能会丢失。

注意：

手控盒根据观察位置、

时间和日期计算最佳对

准星。对准星每一小时，

每一晚都可能改变，作

为一个观察者，你只需

要在被提示时把对准星

放在视野中心。

注意：

为了进一步提高望远镜

的定位精度，在校准之

前，使用极坐标定向取

景器尽可能精确地调整

望远镜架到天极上。当

你阅读相关章节时，你

会发现更多的信息。

注意：

第5点，必须只在一个方

向上接近对象。如想再

次接近目标，在相反的

方向采取纠正措施是不

可取的。如有必要，程

序必须停止并重新启动。

同步化
由此，可以提高定位精度。望远镜在同步后会根据数据信息平衡
目标物体的位置。周围区域的天体会更接近。

1.在“Alignment”主菜单中，选择“Synchronisation”项并按
“Enter”。

2.现在显示“Targers Sync. open”。按下“Enter”。

3.“Synchronizing”将在显示器中闪烁。按回车键。

4.选择在“Navig a t i o n”主菜单中的菜单项，例如选择
 “Messier Objects”进而选择一个可见对象按下“Enter”。

5.再次按下Enter，望远镜接近所选对象。这时你可能仍然需要使
  用方向按钮将土星带到目镜的中心视场。完成此操作后，按
  Enter。

6.在“Alignment”主菜单中，再次选择“Synchronisation”项
  并按Enter。

7.选择“Targers Sync. ensure”，确认同步对象并按Enter。现
  现在同步完成，位置值将在LCD上重新计算并相应更新。

赤纬赤经间隙补偿

为了提高精度，你可以训练齿轮隙或“backlash correction of
the axis”。这必须两个轴分开进行，便这通常不是必须的。按下
中央按钮(2)进入菜单并选择“Align”。然后选择相应的
“RA backlash compensation.”或“DEC backlash compensation.”。

1.选择“RA backlash compensation.”菜单项并按Enter。

2.将目镜插入望远镜的目镜延伸部。

3.用望远镜接近高对比度物体(例如螺旋桨)并尽可能精确地对准
  光标。按Enter键。

4.短按正确的方向按钮，等到声音响起。

5.按住左方向按钮，直到前面设置的对象精确地定位在光标上的
  原位置为止。按ENTER键。

6.赤纬反向间隙的测量值现在以弧秒显示。

“DEC backlash compensation”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除了在这
里需要使用“上下”按钮。

二星和三星对准

安装步骤是相同的,只是重复步骤4和5两次或三次以对齐更多的
校准星。



20

这个练习向你展示了如何选择一个天体，即土星，用于观察手控盒的
基本数据。

1.望远镜对准后，主屏幕出现在手控盒的LCD上。按回车键。您现在
  在主菜单中。使用方向按钮选择“Navigation”并按Enter。
2.现在，在“Navigation”子菜单中，出现了可以使用望远镜控件接近
  的存储观察对象的各种选择选项。
3.选择“太阳系”并按Enter。LCD上出现“水星”。在数据库中滚
  动，使用“向上”和“向下”按钮，直到“土星”出现在显示器
  中。按回车键。然后通过望远镜控制自动接近土星。也许乐仍然需
  要使用方向按钮将土星精确地带入目镜的中心视场。

然后，控制装置进一步自动地移动望远镜。最终，土星(或者你刚刚
选择的任何其他物体)被“跟踪”，也就是说，土星现在永久地设置
在目镜的中心。

客户对象

1.确保你已经初始化了控制系统并校准了望远镜。

2.校准望远镜后，按Enter按钮访问主菜单。

3.选择“Navigation”菜单并按Enter。

4.选择“Customer Object”菜单并按Enter。

5.使用方向按钮选择存储位置（F1-F9）并按Enter。

6.现在可以以小时/分钟/秒格式为赤纬输入对象名称和对象坐标，以
  度/分钟/秒格式为赤经输入对象坐标。请注意这里的度值的正负
  号。用Enter按钮保存条目。

7.按2X模式按钮，以显示主屏幕。

8.按下“F”按钮(图2/10)并选择所需的存储位置。按回车键。望远
  镜现在接近先前存储的物体坐标。对象由控件自动跟踪。在定位之
  后，物体不会出现在望远镜(目镜)视野的中间。在这个实例中,使
  用方向按钮将对象集中在视野中

1.确保你已经初始化了控制系统并校准了望远镜。
2.对准望远镜后，按Enter按钮访问主菜单。

注意：

请注意，土星的坐标(和其

他行星的坐标)在一年的过

程中不断变化。如果所选观

测对象(例如土星)在设定的

观测时间和地点位于地平线

之下、不可见，则在LCD上

用消息_地平线下的目标"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按

1X模式按钮，从数据库中选

择另一个对象。

注意：

如果由于意外按下MODE按

钮而停止跟踪，则可以通

过两次按下“STOP”按钮

来再次打开跟踪。

导航到目标对象
“ ”土星

GO TO

如何在导航菜单的“输入坐标”选项下输入对象的坐标并接近对象：

天体坐标



21

注意：

请注意望远镜控制系统

4.选择““Input Coordinates”并按Enter。

5.现在可以以小时/分钟/秒格式为赤纬轴(RA)输入对象名称和对
  象坐标，以度/分钟/秒格式为赤经轴(DEC)输入对象坐标。请注
  意这里的度值的正负号。用Enter按钮保存条目。

6.按回车键。望远镜现在接近先前存储的物体坐标。对象由控件
  自动跟踪。在定位之后，物体不会出现在望远镜(目镜)视野的
  中间。在这个例子中，使用方向按钮将对象集中在视野中。

陆地目标

在这里，你将进一步了解望远镜控制系统的附加功能。

当前对象
这些行星，在您的位置上实时可见，可以在这里显示实际计算的
上升和设置时间以及达到顶点的时间(它在南方的最高位置=最佳
可见度)。
注意：请注意望远镜控制已成功初始化。

上升和设置时间
如果您想知道所计算的上升和设置时间，以及目标物体(在您所在
位置可见的最高位置=最佳可见度)达到顶点的时间，可以使用此
菜单项计算此值。按下模式按钮后，您将返回主菜单。
注意：请注意望远镜控制已成功初始化。

月相
这里，当前选定月份的月相以图形方式显示。数字在这种情况下
指的是属于当天的图形。使用箭头按钮，可以更改年份和月份。由
此，月亮的相位再次被立即计算并显示出来。按下模式按钮，您
将返回主菜单。
注意：请注意望远镜控制已成功初始化。

计时器
计时器可以设置预定的时间到点发出声音,例如为确保天体摄影曝
光时间最恰当的一瞬。要做到这一点，计时器一启动就立即输入
所需时间，然后按ENTER。 按下模式按钮，返回主菜单。

报警
报警功能设置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发出信号音,以确保您不错过计划
中的天体事件，要做到这一点，警报一旦激活立即输入期望时间
(24小时格式)并按回车键,按下模式按钮，返回主菜单。如果您想
果您想解除警报，请再次选择“A l a r m”菜单项并确认
“Close Alarm?”,然后按Enter。

3.选择“Navigation”并按Enter。

实用菜单

此功能尚未在软件版本2.2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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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镜视场

目镜FOV(视场)功能可以计算特定目镜的视场。在确认所使用的望远
镜的焦距(MF)、目镜的焦距(SF)和目镜的视野(E-FOV)之后，按Enter,
LCD显示屏底部显示的度数就是视场大小。

目镜放大倍率
目镜放大功能可以计算特定目镜的放大倍数。在确认望远镜的焦距(MF)
和目镜的焦距(SF)之后，按Enter。计算的放大倍数显示在LCD显示屏
底部。按下模式按钮后，您将返回主菜单。

液晶照明
这个功能能调整屏幕的亮度。使用“上”“下”按钮选择合适的照明。
按下模式按钮后，您将返回主菜单。

起始范围
选择这个功能允许望远镜穿过起始范围(起始位置)。在回到起始位置后
关闭望远镜控制。

在这里您可以阅读更多关于望远镜控制的可能性细节。

日期和时间
日期按“年-月-日”输入，例如：2013-31-12，时间按“小时-分-秒”
输入，例如：20-1500。使用箭头按钮选择，用Enter按钮确认输入。

夏令时
在夏季使用望远镜时，选择设置“Daylight-saving”开。如果望远镜
在夏季以外使用，请选择设置“Daylight-saving”关。

注�：
注意这些数据的正确性，否则在计算过程中会有偏差，不能精确地接
近对象。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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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点
在这里你可以设
置你的观测位置。
你有两种不同的
选择：

1.您可以选择一
  个在您附近位
  于数据库中的
  城镇(选择“国
  家和城市”)。
  这些国家按字
  母顺序排列在
  数据库中。使
  用“上”“下”
  方向按钮滚动
  列表中的国家
  和城市。当希
  望的城市出现
  在显示器中时，
  按回车键。

2.手动输入(选择
 “Custom Site”)，
  您可以手动设
  置您的位置信
  息。输入名称
  (“Name”)、
  经度(“Lon”)、
  纬度(“Lat”)  

和时区(“Zone”)，
  然后按Enter确
  认您的条目。

实例：
地名:
柏林,
伦敦:E013°25`；
路由协议:N52°30̀  
区:E01

时间:
格林威治区东
E01-E12

时间:
格林威治区西
W01-W12

时区:
格林威治时间(GMT)：
E00-W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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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模式
此功能尚未在软件版本2.2中获得！

望远镜架
此功能尚未在软件版本2.2中获得！

跟踪率
在这里，你可以调整自动跟踪的速度。选择所需的选项并按Enter。
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星速:   恒星速度（标准工厂设置）
太阳速度：太阳速度
月亮的速度：月亮速度
定制速度：此功能尚未在软件版本2.2中获得！
引导速度：通过ST-4接口(天文摄影)自动引导调节反应速度。设
          置1000驱动电机的反应快，设置较低值响应迟缓。这种
          设置应该随着每个望远镜的安装单独调整，以获得尽
          可能均匀或精确的跟踪。为此目的，必要的附件,例如
          ST-4兼容的摄像机可从附件供应商获得。
语言
选择语言，下列选项可供选择：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
班牙语。

望远镜类型
此功能尚未在软件版本2.2中获得！

重置
此选项允许您将望远镜重置为工厂设置。这是必要的，例如，所
有的设置都应该被取消或者发生系统错误时。然后必须再次初始
化望远镜控件，并再次输入所有客户数据。

此功能尚未在软件版本2.2中获得！

深空/陆地

图5: 极坐标定向取景内的视图，四颗星在南极
     附近形成一个梯形。

图4: 极坐标定向取景器 

十字光标旋钮

目镜

通常，与天极的粗略校准也足以满足观察目的。然而，对于那些需要
满足天文摄影更苛刻要求的观测者，极轴镜允许望远镜支架更精确地

与真正的北方对准。EXOS2赤道仪可以配备一个红色LED照明的极镜镜(可

单独使用)。

校准极轴镜(EXOS 2)

A.在极轴镜范围内校准月圆（白天做最好）

1.从极点位置开始，松开赤经锁，将赤经轴旋转90°，重新锁紧赤经
  锁。在这个位置，取景器的光轴是自由的。
2.把极轴镜指向地面物体，比如电话杆、教堂塔顶或等高架的顶端，
  这样目标物体就和极轴镜内的中心十字线对齐。
3.确定当物体围绕其赤经轴旋转时，物体是否偏离中心十字。
4.如果偏离，通过调整极轴镜支架的六角螺钉来纠正50%的误差。现在
  通过重新定位支架来纠正剩余的错误。将赤纬轴旋转90/180°并重得此
  过程，直到中心交叉点停留在所需物体上。
极坐标定向取景器的极坐标校准(EXOS 2)

1.设置极点位置(参见第8页)。松开赤经锁，将赤经轴旋转90°，重新
  锁紧。
2.松开赤纬锁。
3.接开防尘盖。
4.如果还没有完成，从极轴镜的照明中移除隔离垫。
5.将照明开关顺时针转动到一个舒适的亮度，并通过极轴镜察看。如
  有必要，将极轴镜聚焦直到光罩和星星显得清晰。
6.在下面的步骤7中，使用纬度调整螺钉和方位调整螺钉进行必要的精
  细调整。

1

极坐标校准

极轴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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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的观察者：

图6: 细节：极轴镜 

N-7A)确定你的观测场地的粗略经度(例如：慕尼黑是12°E)。现在
根据你的当地时间确定经络经度。对于欧洲中部时间，这是15°E
(不使用日光节约)。计算两个经度之间的差值；在我们的慕尼黑检
验中，它是3°。

N-7B)现在设置二次音阶在你的月环(E 20…10)到这个差异。如果你
的观测地点在时间子午线的东面，那么转向“E”，如果它在子午线的
西面，转向“W”。当观测站变化超过2-3°时，此设置只需改变。

N-7C)松开赤纬设置环锁紧螺钉，将设置环转为“0”，再次拧紧螺
钉。正常操作时，此螺钉应松动！

N-7D)现在，松开赤纬锁并打开赤纬轴，直到本月的实际日期与本地
时间匹配。如图所示，这将是11月24日，22:00 CET。

N-7E)现在使用方位和纬度旋钮调整坐骑，直到北极星适应于40'至
60'之间的小圆圈。

在南半球的观察：

1

S-7 a) 、塔乌、凯和伊普西隆星组极轴镜的光标中,观察由西格玛
      成的梯形。转动赤经轴直到真正的恒星大致覆盖梯形图中的
      边缘点。

S-7 b)这两个梯形可能仍然是平行移动的。通过使用纬度调节手柄
和方位精细控制旋钮来调整偏移量。可能需要额外的赤经校

      正。

注：不是所有的设置在月度/小时里都是可能的，因为德国赤道仪其
    运动是受限的。

8.再次拧紧赤经锁，并把望远镜设置到原极地位置。

注：使用后不要忘记关闭光标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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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北极星

提示：

星图

星图和星座图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是天文观
测之夜的重要辅助。
各种各样的星图可以在书籍、杂志、互联网
和光盘上，通过购买可以获得。

图7.仙女座星系(M31)，是我们当地最大的

在两颗“指针星”—— 北斗七星中的两颗后星——之间画一条线，
然后把它向外延伸大约5倍，直到你到达北极星。进一步延伸，远远
地延伸到北极星的上方，你就会到达由飞马座和仙女座组成的大恒
星象限。

在夏季北斗柄左边的三角形星座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天体区域。这个
三角形由三颗非常明亮的恒星组成：织女星，天津四和牛郎星。

如果你在北斗北极的方向画一条想象的直线，你将到达夏季星座天
蝎座。天空中的星子连线就像蝎子的尾巴，它看起来有点像字母“J”。

美国天文爱好者有这样的说法：“弧到大角星”和“峰尖角宿一”。
它们指的是一个天区，它位于北斗七星的圆弧的直接延伸片。沿着
弧线到达大角星，北半球最亮的恒星，然后点到“角宿一”，天空中
第十六颗最亮的星星。

参宿七

猎户�

参宿四

双子星�
北河三

北河二

狮子�

天狮星

�女�

角宿一北极星飞马�

天津四

�鹅�

织女星

牛郎星 ���
�鹰�

大�星�
小�星�

牧夫�
大角星

处女�

角宿一

心宿二

��星�

星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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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与月亮之间的距离

 383000公里 / 240000英里

地球
直径 = 12’664 公里

月亮
直径 = 3’456 公里

太阳

地球
距离太阳 = 1 

距离最近的恒星
 

天文单位

= 4.3 光年

我们的银河系栖居着大约100万万颗恒星。它的旋臂直径约为10万光年。

半人马座南门双星

恒星之间的距离

我们的太阳和最近的恒星之间的距离大约是4.3光年或40万亿公里。这个距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地球距离太阳25毫米(1英寸)的模型中，
到下一颗恒星的距离是6.5公里/4英里！

距离太阳

 

= 1.52 天文单位

   

冥王星

太阳

火星

太阳和我们地球之间的距离是150000000公里/ 93750000万英里或1天文单位。

水星
距离太阳 = 0.39 

金星
天文单位 距离太阳

 

= 0.72 

地球
天文单位 距离太阳

 

= 1 天文单位

水星

= 1.52 

木星
距离太阳

天文单位 = 5.20 

土星
距离太阳

天文单位 = 9.54 

天王星
距离太阳

天文单位
 

= 19.2 

海王星
距离太阳

天文单位
 

= 30.1 天文单位
距离太阳

 
= 24.6  天文单位到52.6天文单位

距离太阳

冥王星的运行轨道非常偏离圆心，有时会把它带到海王星的轨道上。

行星之间的距离

我们的银河系

我们的太阳

仙女座星系(M31) 涡装星系(M51)

225百万光年 35百万光年

星系之间的距离

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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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望远镜来观测这些天体。

月亮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直径：3476公里
距离：距地球384400公里(平均)

从史前时代起，月球就已经为人类所知。它是天空中仅次于太阳
的第二个最明亮的物体。因为月球每个月绕地球一周，地球、月球
和太阳之间的角度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在月球的相位上看到这种
变化。两个新月期之间的时间约为29.5天(709小时)。

猎户星座：猎户座星云(M42)

赤经：05H:35m(小时:分钟)
偏斜：- 05°:22 (度:分钟)
距离：地球1344光年

虽然距地球超过1344光年，猎户座星云(M 42)是天空中最明亮的
漫射星云,即使用肉眼也可以看到。是各种类型和尺寸的望远镜
用以观察的有价值的目标。星云由巨大的氢气云组成，直径为几
百光年。

天琴座：环状星云(M57)

赤经：18H:53m(小时:分钟)
偏斜：±33°:02 (度:分钟)
距离：地球2412光年

天琴座星云中著名的环状星云(M57)常被视为行星状星云的蓝本。它
是北半球夏季天空的壮丽特征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它可能由
环绕中心恒星(只有用较大的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明亮发光材料环
(环面)组成，而不是球形或椭圆形形式的气体结构。如果你从侧
面看环形星云，它看起来就像哑铃星云(M 27)。当我们从地球观
看时，我们正在直接观察星云的极点。

下面的部分详细介绍了几个有趣且容易找到的天体，你可能希

星空目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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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座(小狐狸)：哑铃星云(M 27)

赤经：19H:59M(小时:分钟)
偏斜：±22°:43 (度:分钟)
距离：地球1360光年

哑铃星云(M 27)是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一颗行星状星云。1764年7月
12日，查尔斯·梅西耶发现了这个新的迷人的物体。我们几乎可
以直接从赤道平面上看到这个物体。如果我们能从其中一个极点
看到哑铃星云，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圈的形状，与一些我们已知
的环状星云非常相似(M 57)。在天气好的时候，即使使用低倍率
望远镜，我们也可以很好地观察看到这个物体

描述：自动寻星天文望远镜组合

安装环境：BRESSER EXOS II和EQ-5兼容模型系列
蜗轮传动比要求144∶1
存储对象数：< 100
最大驱动速度：2°/秒
自动引导端口：YES/ST-4兼容
液晶显示器：36×63mm；8行，每行21个字符
驱动器：带有旋转功能的直流电机
工作电压：12V直流
连接电源：直流插头5.5/2.5mm
12V连接插座的极性：插销+插头轴单元
电池仓：8节×D电池/LR20（电池不包括在内）

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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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掉光学寻星镜

25

25

25

太阳滤膜（选购）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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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证

保修期壹年，自购入之日起，凭本保修证与有效购买凭证，在指定

服务店进行保修。

商品型号：

商品编码：

销售日期：

发票号码：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顾客地址：
请妥善保管好保修证及有效购买凭证，本保修证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效(香港、澳门、台湾三地
区暂不可使用)

销售店信息：

销售店名称：

销售店地址：

销售店电话：

(销售店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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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晶华精�光学��有��司  

地址:�州�黄埔��埔工业�东诚片�达路12�

电话:(86)20-82253871  传�:(86)20-82253872

邮编:510760
客服热线:400-648-0488

Jinghua Precision Optics Co., Ltd. 

12 Kangda Road, Yunpu Industrial District, 

Huangpu, Guangzhou,China.

合格证

本产品在出厂前，已经过专业光学
测试设备调校，合格并准予出厂。

检验员：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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