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箱和操作说明
（见 H24R 说明第 13 页）

行动 Trackporter
死股票 （胴体） 动力去除系统

Action Manufacturing Inc.
1105 Lake Road
Marshall, MN. 56258
507-532-5940

掉落和设置
若要掉落单位删除收缩包装和垂直桅杆/绞车大会临时航运附着点。
卸下的板条箱顶尖周围的飞利浦螺钉。 使用撬杆，从他们在角落的托盘的附加点卸下垂直板或切板上方的托盘和删
除货柜箱里的上半部分。
一旦完成了这一项，删除两个紧固器，已将其固定到板条箱 Trackporter.
删除安全后盖 （位于正上方运营商平台） 四个黑色橡胶旋钮，卸下机箱盖以获得权力基地控制器和主电源线 （裹
蓝色胶带）。删除蓝色胶带和连接详情如下主电源线、 电线哄电车厢，所以后盖可以不捏盖和主框架的行动
Trackporter 之间任何电线的情况下重新安装。
电力基地控制器打开的套接字，注意电源
线连接器只可以插入的一种方法。确保锁
定卡舌从事与权力基础

主电源线，删除蓝色胶带和连接到
电源基地控制器上打开的套接字。

接下来，操纵杆移除其航运的位置并将其附加到顶部的安装板，如图所示。请注意，将电缆夹放在一个 4 螺钉以固
定到安装板的底部一侧的电缆。接下来，将绞车开关安装到任一方形插座孔位于左侧或右侧的操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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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按钮
降低速度
提高速度
在这一点上你可以接通电源，操纵杆被按下的按钮。操纵杆显示应照亮，压低蓝
色向下箭头以选择最慢的速度 （1 号）。操作 Trackporter 将使用操纵杆来移动单
位，前进，后退和你的愿望的直角转弯的任意组合。到 12 下午移动操纵杆位置
将直向后推动 Trackporter 笔直向前，6 上午位置。如果你选择 9 或 3 上午职位
Trackporter 将零转地转身。选择操纵杆位置之间 12、 3、 6 和 9 上午的不同设置
的职位将产生各种角度转弯。慢慢地驱动器关闭托盘 Trackporter 并重新检查所有
松散的项目被包装在笼子里，以确保它们已正确安装。

请参阅手册有关柯蒂斯启用 40 操纵杆系统
全面运作的附加详细信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垂
直桅杆和绞车程序集安装到垂直接收管的顶部中心部分的
Trackporter 基地。桅杆管滑入接收管和安装销和锁紧夹，因此
在桅杆上，是在最低的高度设置。请注意，定位绞车，所以绳
子面向电源线接头在一起。

警告： 在操作之前您大楼内的 Trackporter，确保您有足
够的绞车间隙为任何架空馈线系统管、 灯等。有多个绞
车调节孔，以便各种天花板的高度。找到你最低的架空障
碍和将绞车高度设置为最高设置时仍在清理此开销的障碍
。我们建议，你开行动 Trackporter 在一个开放的区域以自己
熟悉的操纵杆操作之前你回旋在过道里下来。你会想要选择较
慢的速度 （#1 或 #2 使用蓝色向下箭头） 时驾驶下窄群岛或在
密闭空间。
请参阅启用 40 操纵杆诊断参考表附带这一手册将自己熟悉该
系统的整体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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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一个电机制动拉杆逃脱的位置在操纵杆，看起来像这样，你会看到一个符号。

对正确此错误消息只是确保这两个电机制动杠杆处于"正常运行"的位置。

电机制动杠杆 （一个对每
个马达），确保杠杆向内
推即为正常运行。

操作起货机的动力
请参阅随附的安全运行起货机的动力充分解释这些指令的绞车手册。

电源绞车控制开关位于上运营商的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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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连接到其中一个位于前斜角幻灯片的两个 D 环钩滑车
组设计是行动 Trackporter 绞车系统。滑车组允许您增加您
的拉动力集中的拉力下低质量的 Trackporter 重量所在的位
低D
环

Upper
D环
hook

置。你也可以连接到邻近产房的板条箱职位或其他合适的
结构零件的滑轮组。也是连接到可以附加到板条箱走廊对
面从尸体您要删除的绞车桅杆二级表带。这次要的表带是
有益的当你要删除可能有肋进狗笼里的很大母猪。
当屠体滑到 Trackporter 了在过道里更接近时，解开滑轮组
从 D 环并继续绞车胴体和前角幻灯片上。
总是使用的谨慎措施，确保绞车绳不损坏由于接触其他锋
利或粗糙的对象。 避免到圆形的橙色色塞子和绞车框架强
制绞车钩了。

Hook this strap to the
crate across from the
carcass that you are
removing

Hook the winch
rope around the
carcass 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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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充电器连接
位于下方的操纵杆控制，你会发现电池充电器插座。
Trackporter 配备了一根延长线，会将此插座连接到墙上的
插座。
电池充电器可以左连接到行动 Trackporter 无限期因为充电
器将监测充电状态和减少充电速率为电池充电达到完全充
电的状态。它被建议你离开 Trackporter 连接到充电器，电
池会永远完全充电并准备好的那种方式。
请参阅附带的充电器功能充分解释这些说明电池充电器手
册。

保修期限： 整个行动 Trackporter 被保了险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为期一
年。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行动制造 507 532 5940 — — 或 — — 电子邮件
mike@actiontrackchair.com
alan@actiontrackch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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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仓副本 — — 谷仓副本 — — 谷仓副本 — — 谷仓副本
使用您的新行动 Trackporter
要确保总是的板条箱容易的提取位置 Trackporter，死猪腿指向 Trackporter，如下所示。它可能需要
Trackporter 回过道来实现 Trackporter 的正确位置。

绞车钩抢购
在绳

带钩的滑轮组

蓝带钢环环绕产仔箱哨所
的地面水平。

到走道 （一级楼蓝色带子用钢环） 的任一产房的板条箱邮政或 D 形环 Trackporter 前
铲上，可以附加滑轮组带钩。一旦这头猪已经被拆到过道解开滑轮组从蓝色带子，
继续猪拉起到 Trackporter 角度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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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角处和猪在一起上 Trackporter
Trackporter 的底部有轻微的摇椅上曲率的跟踪。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转动
的能力，使那些紧的 90 度转向所有谷仓中的一些典型的时候。当你走近之交时
，步骤关闭操作步骤所以猪的重量转移到前半部分的铁轨，运营商加紧获得额
外旋转净空的褶皱。 放置到 5 号杆速度选择和移动操纵杆来导航之交。
在上一个连续运动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将短暂地向前移动操纵杆，然后立即移动
操纵杆向 9 上午 （左转） 或 3 上午 （右转）。如果需要备份、 重新定位和再
次打开。之交一旦完成你可以向下折叠和恢复使用运算符的一步。注意;当操作
员步骤折叠起来它锁到位，以使你下的一步将想要抬起在台阶上，然后拉出，
顺着。

左转弯机动

右转弯机动

当清洗/消毒 Trackporter 总是操纵杆和绞车开关盖盖，提供了与
Trackporter （橡胶手套伸过来的操纵杆或一个塑料袋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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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Trackporter 安全指引
行动 Trackporter 提供了有效方式，同时还可减少潜在的雇员受伤删除动物尸体。
 请检查并遵守以下安全使用准则
 不要骑上行动 Trackporter 在装载或卸载从车辆或拖车。
 只有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应在行动 Trackporter。
 保持手和手指离轨道和绞车的旋转部件。
 当接近小倾斜或任何表面跌幅始终使用谨慎时，切换到较慢的速度和审查您的负
载。保持尽可能低的负载和谨慎行事。
 只有同时站上或直接在运营商的平台后面操作行动 Trackporter。
 关闭操纵杆操作绞车时。
 不要操作行动 Trackporter 小的孩子面前。
 定期检查绞车钢丝绳的损伤和必要时更换，避免尖锐物体绞车钢丝绳接触。
 不要试图爬上楼梯。
 请不要浏览行动 Trackporter 就多了一个 10 度的斜坡。



知道的界限，坚持上述项目的失败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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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载体平台
为行动
Trackporter.

举行四次 5 加仑桶 A
小两桶载体也是可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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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40 操纵杆诊断参考表
HANDCONTROL LCD DISPLAY

FAULT/WARNING
Power Section Fault, or Current Sensor
Fault, or EEPROM Fault, or Main Relay
Fault, or Precharge Fault, or HW Failsafe
Fault.
Handcontrol Fault, or Joystick Fault:
Joystick out of center,
Joystick stuck OOC,
Joystick Out-of-Range

Communications Fault

Brake Fault.

Seatback Actuator Driver Fault

Seat Actuator Driver Fault.

Leg Actuator Driver Fault

Under voltage warning

Overvoltage Warning.

REMEDY

1. Cycle power
2. Replace powerbase.
1. Return joystick to neutral and cycle power
2. Recalibrate joystick.
3. Check joystick cable and cable connections.
4. Repalce joystick.
5. Replace hand control.
1. Check cable and cable connections.
2. Replace cable.

1. Check wiring.
2. Replace motor.
3. Replace powerbase.
1. Select drive or a different actuator;
fault may clear.
2. Check wiring.
3. Check that the seatback is not jammed.
4. Check actuator; replace if faulty.
5. Replace powerbase.
1. Select drive or a different actuator;
fault may clear.
2. Check wiring.
3.Check that the seat is not jammed.
4. Check actuator; replace if faulty.
5. Replace powerbase.
1. Select drive or a different actuator;
fault may clear
2. Check wiring.
3. Check that the leg rest is not jammed
4. Check actuator; replace if faulty.
5. Replace powerbase.
1. Recharge battery.
2. Replace old battery.
3. If this is happening frequently,
replace charger.
4. Check charger port on hand control; replace
if damaged.
1. Wait for voltage to come down
2. Replace old battery.
3. Check charger; replace if fa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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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Over/Under temperature
warning.

1. If too hot, wait for controller to cool.
2. If too cold, drive chair in limited
current mode until controller warms up.

Drive Thermal Warning

1. Wait for motor to cool.

Open Motor Fault

1. Check wiring.
2. Replace motor.
3. Replace powerbase.

Left Indicator Fault

1. Press Left Indicator button.
2. Replace Bulb.
3. If fault continues, check wiring.

Right Indicator Fault.

1. Press Right Indicator button
2. Replace bulb.
3. If fault continues, check wiring.

Hazard Lights Fault.

1. Press Right or Left Indicator button.
2. Replace bulb.
3. If fault continues, check wiring.

Running Lights Fault

1. Press Running Lights button.
2. Replace bulb.
3. If fault continues, check wiring.

Speed Limit Warning.

1. Return seat to normal or upright position.
2. If fault continues, check all limit
switches and wiring.

Low battery

1. Recharge battery.

Locked Mode. *

1. Unlock the system.

Chair under attendant control. *

1. Turn off attendant control (1742)

Battery charging; Inhibit. *

1. Unplug charger when charging is complete.

* These icons indicate a problem only if they appear when they should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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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4R 说明
此补充说明书有具体的行动指令，行动 Trackporter 模型 H24R
无线远程控制系统。H24R 是利用作为一个野猪领导者和死亡率
车多功能机。请有关行动 Trackporter 的更多信息参阅行动
Trackporter 拆箱和操作说明书。

黑色的项目是阻滞剂板。它防止野猪期待
或试图走在前面的 Track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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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控制 Trackporter;
1.Trackporter 单元上，找到通断开关操作面板下方的操作手柄上主。旋转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开关到位置
上。

在位置上

2. 手持式发射器上按并按住红色电源按钮 3 秒钟或直到数字显示照亮。接下来按下并保持黄色启用
按钮 3 秒或直到绿色使指示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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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数字显示和绿色启用光照发射机处于打开状态，并且准备运行 Trackporter。按"速度 Sel"按钮，
直到选择的速度是 1 或 2。在这一点上的操纵杆杠杆可以用于移动 Trackporter。推/控股操纵杆杆向
前到 12 下午位置将移动 Trackporter 直向前推/控股杠杆倒退到 6 上午位置将向后移动的 Trackporter
。3 上午或 9 上午位置 Trackporter 会转过身围成一圈。选择任何其他时钟位置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逐
渐轮流。

2.作为一项安全功能发射机将消除使本身当满足以下条件;
a.变送器不用于 60 秒。
b.发射机在任意方向倾斜 45 度以上。
当发生这种情况只需按下并保持黄色启用按钮以重新启用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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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7 速度选项，您可以从中选择。每次按"速度 Sel"按钮将选择下一个更高的速度。按下"速度 Sel"按
钮，当你处于速度 #7 将您带入速度 #1。当导航 Trackporter 通过狭窄的过道里和附近其他员工时始终
使用速度 #1 或 #2。操作与母猪上前铲 Trackporter 时，要选择一个更高的速度数字来提供额外的权力
，充分移动沉重的负荷。

4. 在右上角的数字显示，您会看到指示电池电压的数字。 在右下角显示的数字指示马达的温度。
当您完成使用 Trackporter 移动单位到其停车位和打开主电源开关到 off 位置通过旋转旋钮逆时针。
总是插上充电器在当您完成使用 Trackporter，这将确保电池将完全充电并准备好去。

主电源开关处于关闭位置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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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发射机在 A.I.工作使用的掌上电脑的方法。
员工将推进 Trackporter 向前，然后重新装在臀部
变送器装入手提箱。

以防止发射机掉在地板上的安全
线。

无线发射器装在臀部时雇员是插入管和挂
精袋装入手提箱。携带式仪器箱已将适合
所有的腰围尺寸威扣带。可以在左的臀部
或右侧臀部或直接在前面或背侧髋关节周
围甚至定位情况。携带式仪器箱有一个威
扣关闭打开盖一个翻转。

野猪束与铅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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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用来同时领导两个野猪 Trackporter 近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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