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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按照汽

车行驶记录仪国标 GB/T GBT 19056 和交通运输部 JT/T 794-2011《道路运输车辆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808-2011《道路运输车辆卫星系统车载终

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标准设计。可对车辆运行参数进行实时记录、显示和查

询。可为车辆和交通管理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为行车安全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通过无线数据通讯接口（GSM、GPRS、CDMA）和 GPS 接口，能与监控中心系统

进行数据通信和移动位置的定位，能够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

本产品能有效记录司机的超速和疲劳驾驶等违章驾驶行为，进而对司驾人

员的工作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提高车辆运营水平。因此

采用本产品和配套系统平台，能整体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降低运营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客观、全面地记录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

行驶的各种状态和司机的操作行为，为交通事故分析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保障

事故各方的合法权益，方便交警执法和政府监管。



二、 产品图片

三、 车载终端面板解释图



四、 安装接线图

(特别注意：电源线是 4P，终端有两个 4P口，请不要插错！)

装车接线图

12 继电器

8 端子

10 端子

自定义输入1 棕色

接继电器86或85脚 白带黑/紫色（负电）

接继电器85或86脚 紫色（正电）

油路控制电路

（油泵线路）

汽车电瓶

12/24

汽车 黑（黑带白）细

4 端子

 黑色（粗）

红色（粗）

（正线）

（负线） 紧急按钮

自己定义输入2 灰色

速度传感器 红带黑（红色）

负门线 深蓝色

发动机 橙色
震动传感器 黑带白

空调检测输入 粉红 自定义低输出 红色

刹车输入 白带黑

远光灯输入 白色

右灯输入 绿色

左灯输入 黄色

五、整机参数

尺寸体积：L１９１ｍｍ＊ W１４２ｍｍ＊ H５８ｍｍ（长＊宽＊高）

颜色：黑色

重量：１ .2ＫＧ

输入电压范围：ＤＣ９-３６Ｖ



工作电流：１１０ｍＡ＠１２Ｖ ＤＣ

后备电池使用时间：15ｍｉｎ

通讯方式：ＴＣＰ、ＵＤＰ

工作环境：－２０℃-７０℃

六、 菜单结构图

七 、参数设置与查询

（一）、输入ＩＰ地址和端口（必须输入 以ｔｃｐ为例）

主机出厂默认是本公司的ＩＰ地址和端口，如果不是登陆本地址必须重新输入地址端

口，其输入的方法是：《参数设置》（密码：６６６６６６６６下同）ＴＣＰ参数设置》按格

式输入ＩＰ地址端口：比如０，１２３．００１．００２．２２２，０５０１１ 注意格式

ＩＰ地址不够３位的要补０，端口不够５位的要补０输入完毕后长按ｏｋ键保存，在输入过

程可以长按Ｃ键退出（下同）。保存后可以查询一下是否正确，方法是：参数查询 《基本参

数查询》ＴＣＰ参数查询，可以查看输入的资料是否正确。

本机支持ｕｄｐ和ｔｃｐ双通道，只要通道端口不为０，就会去登陆该通道。如果您只

使用一个通道，必须将另个通道的端口设置为０。

（二）、输入终端ＳＩＭ卡号（必须输入）

部标机还要输入车载ＳＩＭ号码作为ｉｄ使用，输入ＳＩＭ号码方法是：参数设置》Ｇ



Ｂ参数设置》终端手机号，同样终端手机号也可以查询。

一般情况输入以上资料终端就可以上线。

（三）、ＡＰＮ参数

设置ＡＰＮ参数的方法 出厂设置》》ＡＰＮ参数。

终端默认的ＡＰＮ是ＣＭＮＥＴ一般情况下不用设置，但如果ｖｐｎ专用卡或联通卡就

必须设置ＡＰＮ参数。

例如：佛山移动ＶＰＮ卡是ＦＳＤＢ４４．ＧＤ、广州部分ＶＰＮ卡的ＡＰＮ是ｇｚｊｔｘ

ｘ０３．ｇｄ、联通卡的ＡＰＮ是ＵＮＩＮＥＴ。

注意不要输错，最好输入后查询一下。

（四）、短信设置

编辑短信：

<SPBSJ*P:BSJGPS*T:000.000.000.000,00000*U:000.000.000.000,00000*N:13800000000> 发送

到所在终端的 SIM 卡号。

T 是 TCP 的 IP 以及端口 U 是 UDP 的 IP 以及端口

13800000000 是设置主机号，可以不用管出厂的主机，只要和平台的终端编号相对应就

行。

（五）、车牌号码的输入方法

参数设置》》ＧＢ参数设置》》车牌号码进入车牌号码输入状态往前翻可以输入中文，往

后可以输入数字、英文，车牌号码一般是这个格式：粤Ａ１２２３５，当然车牌号码的设置

可以由中心远程设置。

（六）、修改速度模式和传递系数

终端出厂默认ＧＰＳ速度，改成传感器速度方法是：参数设置》》设置速度模式》》。传

递系数可以手动修改也可以自动修改，推荐使用自动修改方式＋手动微调的方法：在桌面按

向上按钮进入快捷信息》》电子脉冲信息，这时候ＬＣＤ显示开始计数？

下面举例说明设置方法：例如车辆的数字里程显示总里程是１０２２３公里，开动车辆，

当里程跳到１０２２４公里的时候马上按下ｏｋ键开始计数，当里程跳到１０２２５公里的

时候马上按ｏｋ停止计数，长按ｏｋ就可以保存传递系数了，这个自动保存的传递系数的大

小也是可以查看。自动修改的实际上是把车辆走１公里产生的脉冲数当成传递系数保存起

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注意当车辆里程跳变的时候不要开太快。保存后如果显示的速度和原

车速度有偏差可以手动微调，微调方法：参数设置》》设置传递系数比如输入４５０。如果

ＬＣＤ显示速度比远程速度大可以改大传递系数，否则改小。如果使用ＧＰＳ速度可以省略

这步。

（七）、ＶＩＮ车架号码的输入方法

参数设置》》ＧＢ参数设置》》车辆 VIN 号（车架号） 进入车架号码输入状态。车架号

一般１７位，输入后长按确定保存。

（八）、驾驶证号码的输入方法

参数设置》》驾驶证号码设置 进入驾驶证号码输入状态。司机驾驶证号一般１８位，

输入后长按确定保存。注意：如果司机ｉｃ卡插入会保存在司机内，如果没有司机卡会保存

到主机内部。

（九）、终端时间设置方法

电话簿》》拨号(参数设置) 进入输入状态，输入 1*1309300812 长按确定，会显示拨号

中，按取消挂机即可更改时间。1*1309300812 代表：13 年 09 月 30 号 08 点 12 分。

这个主要针对不带 GPS 模块的行车记录仪，如果时间不对可以修正时间。

（十）、SD 卡写入车牌号、车架号（VIN）、车辆类型的方法



用本公司的软件 填入车牌等信息生成的文本文件放入 SD 卡中。

高级选项》》下载数据》》SD 卡写入车牌等 按确定保存。

（十一）、查看司机驾驶证号码、车牌号、车架号（VIN）、车辆类型的方法

在主菜单 车辆及司机信息 里面可以查询到上述信息。

八、显示屏说明介绍

资料设置正确后，终端会主动ＧＰＲＳ连接，连通后显示左上角会显示ＧＰ阴影，表示主机

和监控中心取得联系，终端处于上线状态。

显示屏显示内容（如下图）

１、当主机搜到ＧＳＭ信号后，显示屏 左上角会显示 图标。

２、当主机正常登陆ＧＰＲＳ后，显示屏 左上角会显示 图标，说明 主机已登陆服务

器。

３、当主机搜到卫星信号后，显示屏左上角会显示 图标，说明主机已定位。

４、当终端走ＴＣＰ通道显示Ｔ走ＵＤＰ通道显示Ｕ，如果显示ＴＵ则走双通道。

５、ＩＣ代码：插入ＩＣ卡并读写成功后，蜂鸣器“Ｂ”响一声，说明读卡成功，显示屏会

显示ＩＣ卡号码，如果蜂鸣器“ＢＢ”响２声，说明读卡不成功。插入ＩＣ卡后无论读写是

否成功，右上 角标志显示： 图标。

６、日期时间：终端里面带时钟，所以一开机日期时间一般是正确的， 如果日期时间不正

确，ＧＰＳ（定位）后３０秒后会自动修正时间（也可以手动修正时间，方法前面已经描述），

如果每次开机的时间都不正确说明终端时钟有问题（比如时钟电池没有电了）。

注意：一般情况下主机在关闭ＡＣＣ５分钟后会进入省电状态，这时候 ＧＰＳ模

块进入省电模式，所以在调试过程中请开ＡＣＣ，让ＧＰＳ模块工作在正常状态。

九、安装功能与调试

注意事项：

ＳＩＭ卡的安装和拆卸必须在主机断电和关掉后备电池开关（主机没有电）的情况下，

否则容易损坏主机和卡。如果需要用电工胶布包扎线材，注意胶布不要太靠近排插，预留部

分让线材可以自由活动，避免线材折弯的时候直接损坏线材插销。ＧＰＳ天线和ＧＳＭ天线

不要混淆，ＧＰＳ天线一般情况线会带红色的热缩套，天线头要拧紧，如果天线互换了一般



情况下能上线，但不能定位（ＧＰＳ不定位）。通电后记得打开后备电池开关，从车辆拆掉

主机记得关闭后备电池开关，以保护后备电池。

1、电源线（黑色粗线、红色粗线——4PIN 座）

功能：车载终端供电主电源

接线：2 脚接地线，1 脚接汽车电平常电（+12V~+24V）

2、紧急按钮（4PIN 座）

功能：当您遭遇匪徒时或寻求帮助时按动

操作：按 1 秒以上即可（注：当想再次按下劫警按钮时，要在 10 秒后才有效。以避免劫警

按钮接触不好频繁报警和产生更多费用）。

安装：隐蔽安装，车主容易操作的地方，一般安装在方向盘下面。

检测：在 GSM 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按下按钮 1 秒以上，中心会收到求助报警表示安装正确。

3、车钥匙检测（ON）线（黑带白色线——4PIN 座）

功能：检测 ON 开关状态, 唤醒车载终端的省电模式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大于 0.5 秒的高电平（+12V）为有效，没接车钥匙处于关闭状态

接线：直接搭接到车钥匙的ACC 档线上，即车钥匙打到ACC、ON 或STAR 档都有正电（+12V），
车钥匙打到 OFF 档没电。

检测正确：车钥匙从 OFF 挡打到 ACC 档时，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状态提示 ACC 打开，表

示接线正确。

4、油路输出控制线（紫色线 白带黑——10PIN 座）

功能：监控中心远程控制断油路

信号：正常状态下，两条断油输出线（紫色）为悬空状态，断油路时车载终端紫色线输出正

电， 白带黑线输出负电。

接线：剪断汽车油路线，分别接到继电器的常闭的两条线上（30 和 87a）。车载终端输出的

13 脚与 15 脚（紫色线）分别接到继电器的 85/86 脚 或 86/85 脚。

中心检测方法：监控中心下发断油/恢复油路指令，车辆断油/恢复正常表示接线正确。

备注：大车（24V)不建议断油电，如果一定要这样强烈建议断汽车的启动线（打火线）。

5、刹车检测线（ 白带黑线——8PIN 座）

功能：刹车状态检测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高电平(12V)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踩刹车时 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刹车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6、负门磁检测线（深蓝色线 ——10PIN 座）

功能：开车门状态检测。

信号：当车门打开时，车载终端默认检测大于 0.5 秒时间的负电平（0V）有效。

检测正确：打开车门时，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车门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7、振动（超声波）传感器（黑带白色线——10PIN 座）

该脚是负触发振动（超声波）输入脚。



8、左转向灯检测线（ 黄色线——8PIN 座）

功能：左转向灯状态检测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高电平(12V)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触发传感器 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左转向灯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9、右转向灯检测线（ 绿色线——8PIN 座）

功能：转向灯状态检测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高电平(12V)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打开转向灯时 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右转向灯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10、远光灯检测线（ 白色线——24PIN 座）

功能：远光灯状态检测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高电平(12V)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打开远光灯时 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远光灯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11、发动机检测线（ 橙色线——10PIN 座）

功能：发动机状态检测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高电平(12V)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发动机打开时 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发动机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12、空调检测线（ 粉红——10PIN 座）

功能：空调开关检测

信号：车载终端检测高电平(12V)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空调打开时 LCD 显示屏或监控软件显示空调打开，表示接线正确。

13、速度传感器（ 红带黑线——10PIN 座）

功能：车载终端采用原车传感器速度，接该功能时，需要校正速度，在显示屏上进行自动校

正。

信号：检测到电子脉冲有效。

接线：直接搭接

检测正确：LCD 显示屏电子脉冲信息能检测到电子脉冲，表示接线正确。

注意：终端默认是 gps 速度，如果接这条先必须改成传感器速度模式。

14，断电报警

打开后备电池的开关，拔掉主电源线（4PIN 线），30 秒后中心收到断电报警。

15，语音喇叭（ 白、黑色线——2PIN 座）

一般情况下喇叭线不分正负，接上喇叭后中心下发语言信息，终端能读出来并声音大小、

语速正常说明正确。

16，GPS 天线检测：桌面按上翻键，进入快捷信息，选择定位信息，GPS 定位达到中等。表



明 GPS 天线安装正确。

17，打印功能

按面板上打印键，打印机有动作，打印出来的纸张字体显示清晰，停车时间、打印时间、速

度及车牌显示正确，说明正常。如下图：

十、故障分析解决方法

１、故障：状态指示灯不亮。

原因及解决方法：

正常的车载机只要输入电压正常，指示灯就会闪动。如果指示灯不亮应该检查输入电压

是否正常，电源正负极是否接反。

２、故障：不上线，没有移动信号，没有ＧＰＲＳ信号（显示屏没有显示ＧＰ）。

原因及解决方法：

首先保证ＳＩＭ卡，ＧＳＭ天线是正常的（比如在其他主机上正常）并且ＳＩＭ卡插放

正确，ＧＳＭ天线连接正确（不要和ＧＰＳ天线搞错），从主机的显示屏指示灯也可以判断

出ＧＳＭ处于什么状态。如果ＧＳＭ正常（比如有信号，能找到＂中国移动＂等），不能上



移动的ＧＰＲＳ，要检查ＩＰ地要检查ＩＰ地址与端口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可以通过显示屏

查看）。如果不能登陆监控中心服务器（注意：ＧＳＭ状态灯快闪２下），要检查车载ＩＤ与

报给监控中心的是否一致，该ＩＤ中心是否已经正确录入到电脑中。如果资料都是正确的，

可以重启主机，并耐心等待上线。

３、故障：不导航，不定位。

原因及解决方法：

先检查ＧＰＳ天线，天线的安装及天线的连接是否正常，周围是否有明显的障

碍物（遮挡物）。

从ＬＣＤ显示屏或指示灯也可以判断出当前的状态。如果多次断电重启还是不

定位可以尝试使用其他ＧＰＳ天线，如果多次断电重启ＧＰＳ指示灯显示ＧＰＳ故障，则可

能要更换主机。还有我们必须清楚的是：

◆当ＧＰＳ主机断开电源重启（ＧＰＳ冷启动）的导航时间比ＧＰＳ从睡眠模式醒来（Ｇ

ＰＳ热启动）的定位时间稍长。

◆车辆在移动状态比静止状态更容易定位。

◆ＯＮ状态在关闭１０分钟后会进入省电模式。

4、查看故障状态、输入状态和版本号。

A，GSM 状态 在桌面按向上按钮进入快捷信息》》基本状态信息》》GSM 状态 有下列状态

1 正常（已上线）

2 登陆 GPRS

3 找到 GSM 信号

4 无 GSM 信号

5 找不到 SIM

6 找不到模块（模块故障）

注意：第 1 和第 2 的区别是：第 2 是登陆了 gprs 但还没有收到服务器的下发数据，（典

型的情况是服务器断网了或断电了），第 1 是正常的上线状态。

B，GPS 状态 在桌面按向上按钮进入快捷信息》》基本状态信息》》GPS 模块（GPS 天线） 有

下列状态

GPS 模块 1 正常 2 故障

GPS 天线 1 天线断开 2 天线短路 3 正常

C， IO 状态 比如查看 ACC 线状态,在桌面按向上按钮进入快捷信息》》基本状态信息》》可

以看到 ACC 状态的

D， 版本号 参数查询》》基本参数查询》》查询车台版本》》

GB20V0.2 硬件版本部标机 如果是 B20V0.2 则是省标机

G078 软件版本 如果是 C078 则是 CDMA 机 原则上版本号越大

就越新

十一、注意事项

》请不要把设备泡入水中。

》请保持汽车电瓶电量充足。

》请不要试按或误按“紧急报警按钮”，产生误报警后果自负。

》当车辆处于建筑物内、隧道或高大楼房的下面时，将会影响 GPS 信号及

GPRS、CDMA 通讯网络信号的接收，导致设备工作失常；当车辆驶出以上

区域后，设备工作将自动恢复。



》设备的供电为直流 9V-36V 之间，推荐工作电压为 12V 或 24V。安装时应先

确定用户的电源系统是否在此范围内，超过终端最大电压会使终端损坏。

》当环境温度超过终端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时，建议断电。

》在终端通电的情况下，请不要插拔天线，以免照成终端损坏。

》遇到不正常现象，请不要自行修理，因连接非原装附件或拔掉各部件之

间的连接造成的损坏，厂商概不负责。

十二、售后服务

本产品自安装之日起，享受一年的保修服务。保修期内属非人为因素或产品质量造成

的设备损坏，请及时与代理商联系。

对客户客户自行拆开壳的设备不予维修。保修期满后，由于使用造成的产品损坏 故障但需

要收取维修材料成本费。

免费为客户提供购买使用安装的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