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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是我公司在总结多年来汽车电子行业经验、聚集公司优秀人才、倾

注多年心血研发的一套嵌入高性能菜单，是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里程以及有关车辆行驶

的其它状态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并可通过接口实现数据输出的数字式电子记录装置。内部集

成有卫星定位模块和 GPRS/菜单 DMA通讯模块，可以通过 GPRS/菜单 DMA/SMS 上传定位

信息、超速、疲劳、疑点数据，下发文字信息等。

工作原理：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可以通过接收卫星 GPS 信号运算

获取经度、纬度、海拔高度、时间、速度（也可以选择接汽车脉冲速度）、方向、卫星使用

情况等信息，利用 GSM/GPRS 网络将信息传输到远程的调度监控中心(或数据中心)，车辆

管理部门在集成 GIS 电子地图的网站或调度监控管理软件上对车辆进行实时远程调度、监

控及管理。

应用领域：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具有安装方便、稳定可靠、性价比高、功耗低等优点，

可实现报警、定位、信息采集、行车记录、人机交互等功能，特别适合货运车，客运车，

危险品运输车等行业应用。本产品属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型号为

SF110-GH。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完全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794—2011）、《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JT／T
808—2011）和《汽车行驶记录仪》（GB/T19056-2012）标准要求。主要实现了标准车

辆的信号状态、GPS 位置定位、速度里程统计、报警信息等的采集、计算、整理、存

储和查询等。并能通过无线通讯网络，向监控中心主动或被动上传各类信息，实现 IC
卡信息读取、打印、信息显示等功能。

2 主要功能

2.1.1 自检功能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通电后会对系统各部件及接口进行检测，通过菜单

显示屏明确表示车载终端当前主要状态。

2.1.2 实时定位监控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把实时定位状态信息上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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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信息内容包括时间、经纬度、速度、方向和行车状态等，以实现实时定

位监控的功能。

2.1.3 实时时间、日期及驾驶时间的记录、存储、采集的功能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可以通过平台设置和获取当前菜单时间，GPS 定位

时会重新校准系统时间。系统时间会自动更新并在位置信息上体现，同时在显

示屏上即时显示。

2.1.4 行驶管理功能

1）里程、速度统计

能即时计算当前速度及累积行使里程并在报警及普通位置信息中体现，当

前速度在显示屏上即时显示；从平台上能查询 2天内和 360 小时内的累积行使

里程。

2）每分钟速度记录

以每分钟一个点的频率保存 360 小时内的速度和行使状态数据。可以通过

平台进行数据获取。

2.1.5 事故疑点记录分析功能

每次停车时，终端会以 0.2 秒间隔持续记录并存储停车前 20 秒实时时间

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及车辆状态信号等信息。停车前事故疑点记录最多支持

10 组。

2.1.6 车辆信息、驾驶员档案的管理功能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具有记录驾驶员身份功能，驾驶员需要在每次驾

车前，插 IC 身份卡或使用设置卡确认自己的身份。

终端支持通过菜单 CAN 总线采集车辆参数信息。

2.1.7 显示打印功能

可通过液晶（菜单）显示车辆相关信息、无线通讯参数、停车前平均速度、

疲劳驾驶记录、当前驾驶员信息、里程记录信息、短信菜单、短信信息查询、

记录仪序列号等信息。在停车状态能即时打印车牌号码、车辆分类、驾驶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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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驾驶证号、打印时间、停车前 15 分钟每分钟的平均速度、疲劳驾驶记录

以及驾驶员签名。

2.1.8 监听和通话功能

监控中心下发监听指令，终端自动拨打监听指令携带的监听号码进入监听

状态；监听时，扬声器应处于关闭状态；

终端具有通话功能和通话管理功能，包括电话簿管理、电话回拨、来电自

动摘机。电话簿应能存储 20名联系人信息，仅允许平台管理电话簿；

2.1.9 报警/记录功能

1.1.1 紧急报警

发生紧急情况时，按下紧急按钮 3秒钟以上，调度监控中心就会收到该报

警信息。紧急报警按钮可以放置在隐蔽且司机容易触碰到的地方。调度监控中

心在接收到报警信息后可以第一时间为司机及时提供帮助。

1.1.2 超速报警/超速预报警

当车辆速度在设定时间内持续超过预先设定限速值时，就会主动上报超速

报警数据，配备 TTS文语播报器时，播报超速提示“您已超速，请减速慢行”，

并且把超速状态上传到调度监控中心。

当车辆速度比预设定限速值小于 5km/h 时，就会主动上报超速预报警。TTS

文语播报器时，播报超速提示“您即将超速”，并且会把预超速状态上传到调

度监控中心

1.1.3 疲劳驾驶报警/疲劳预报警

当同一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达到设定值，缺省为 4h，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

端会立即向监控中心上报一条疲劳驾驶位置信息，同时会间隔性地发出疲劳驾

驶报警提示音，当配备 TTS文语播报器时，将播报语音提示“您已超时驾驶，

请注意休息”直到驾驶员停车休息足够的时间为止。

当同一驾驶员驾驶时长达到小于设定的疲劳驾驶时长 30min 时，设备会产

生 TTS 语音播报，“您将超时驾驶”

当发生疲劳驾驶时，主机会记录一条疲劳驾驶记录，内容包括驾驶员及疲

劳驾驶的起止时间信息。疲劳驾驶记录最多支持 18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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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超时停车报警

当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停车时间超过系统预定的时间会发生停车超过报

警。默认最长停车时间为 7天。

1.1.5 区域进出报警

调度监控中心通过客户端指定行驶区域，如果车辆驶入、驶出该区域就

会上报报警信息

并支持区域内超速报警；配备 TTS文语播报器时，播报报警提示“发生

区域报警”。

1.1.6 线路偏航报警

支持线路的偏航报警，以及线路内各线段的超速报警。线路配置由平台

下发。

1.1.7 电瓶欠压

当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主电源电压为 24V，当低于 21.5V时，终端会发生

电瓶欠压报警。以 15V电源电压为分界线，当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主电源电压

为 12V，当低于 10.8V时，终端会发生电瓶欠压报警。

1.1.8 非法点火报警

当设备点火驾驶后 10 分钟内，没有插入有效的驾驶员 IC 卡，终端会

TTS 文语播报”请插入驾驶员卡”一次，并上报报警信息到调度监控中心.

1.1.9 主电断电报警

当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主电源断开之后，备电开启的情况下，终端通过后

备电池供电会发生主电断电报警。

2.1.10 驾驶员 IC 卡设置

驾驶员 IC 卡需要卡内信息规范有效，才能正常使用。空白卡，无效卡

或者其他格式的 IC 卡，插入终端设备都会提示驾驶员 IC 卡数据无效，空

白卡可以通过平台下发设置有效的驾驶员 IC 卡内容，或通过短信下发写入

有效驾驶员 IC 卡内容。写入 IC 卡信息成功后，需要拔卡重新插入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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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断电保护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有断电保护功能，数据在 10 年内不会丢失。

2.1.12 数据通讯功能

可通过串口或选配 U盘采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数据、设置参数。

2.1.13 轨迹回放

在数据中心服务器上保存车辆一段时间来的行驶方向、位置、速度、时

间等信息，可通过调度监控中心查询回放，以地图的行驶标识出来。管理人

员可以很清晰地监控车辆在任何时间曾经去过的任何地方和当时的速度。

2.1.14 远程数据提取

调度监控中心可以远程提取事故疑点记录、超速记录、疲劳记录、360

小时的汽车行驶记录。

2.1.15 远程断油/断电

通过远程控制,下发指令对车辆进行断油/断电管理操作。

2.1.16 信息调度

直接将调度监控中心下发的信息显示在菜单屏上，并通过内置 TTS 文语

播报器播放语音。

2.1.17 事件设置与上报功能

终端支持平台事件预设置功能，当有相关事件发生时，司机可通过按键

和屏幕选择相对应的事件并上传的中心。

2.1.18 图像监控

可通过调度监控中心下发拍照指令，并将车辆现场图片上传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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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 图片储存功能

终端支持图片立即上传和保存到本地功能，并支持平台图片检索和查询

上传功能。

2.1.20 休眠功能

当卫星定位车载终端检测到熄火时，终端向监控中心发送车辆熄火信号

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2.1.21 安装模式

通过安装模式菜单可以现场查询当前外设配置、通用 I/O 接口检测等实

时信息，当外部 I/O 接口变化时，I/O 的状态在菜单屏上显示。

在安装模式，可根据实际需求而设置不同的特征系数：手动调节特征系

数；按里程数自动调节特征系数；按恒定速度自动调节特征系数。还可以配

置车辆分类、车辆颜色等信息。

2.1.22 支持通过菜单 CAN 总线采集车辆参数信息

终端可通过菜单 CAN 总线方式对车辆相关数据进行采集下载。

3 配置清单与技术参数

3.1.1 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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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配件

SF110-GH

SF110-M10

SF110-G21

SF110-MG50

SF110-CB

SF110-G13

数量

标配清单

主机 ● 1
GPS天线 ● 1
GSM天线 ● 1
20PIN主线束 ● 1
打印机纸 ● 1
铁箱安装支架 ● 2
GPS魔术贴 ● 2

IC卡 ● 2

安装登记卡 ● 1

说明书 ● 1

选配清单

紧急报警开关
开关延长线 3M ● 1
薄膜报警开关 ● 1

继电器 12V/24V
继电器

继电器插座

CAN线束

232线束

摄像头

文语播报

温度传感器

3.1.2 技术参数

1) 工作电压：9V～36V

2) 最大工作电流：2A

静态工作电流：50 mA

省电工作电流：40 mA

3) 通信频率：四频 800MHZ/900MHZ /1800MHZ/1900MHZ

4) GPS性能指标：

定位精度： <10 米（95％）；

配置清单图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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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启动时间：≤29 秒（平均），

热启动时间：≤1秒（平均）

5) 时间精确度：全球同步 GPS时间

6) 记录容量：360小时行驶数据（每秒采集 5次，每分钟存储一条数据）

7) 数据保存：主机断电后,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10年

8) 工作温度：-30℃～+70℃

9) 工作湿度：45％～75％

10) 存储温度: -40℃～+85℃

11) 主机外壳尺寸： 188mm×103mm×58mm

3.1.3 外观

3.2.1 整体外观示意

正面图示 3-1

3.2.2 后面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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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图示 3-2

4 操作流程与安装

4.1 操作流程

4.2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的安装

收集相关车辆信息

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

参数设置

正常运行

装车测试

7、
采

集

数

据

8、
分

析

管

理

9、
维

护

保

养

购买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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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安装前准备

工具：十字起子、一字起子、8号套铜扳手、10号套铜扳手、电工防水胶布、

扎带、剥线钳（斜口钳），尖嘴钳、12V---36V试电笔（万用表）等。

移动运营商开 GPRS数据卡，并且办理包月套餐；

安装 SIM 卡：拆开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黑色上盖，打开 SIM 卡面盖，

将 SIM卡放入卡槽，避免用力过猛折断卡座，确保 SIM卡的接触良好且不

易脱落。不允许在设备通电的状态下，进行插、拔 SIM卡的操作（就如手

机插拔 SIM卡时也要关机一样）。

将终端使用 SIM卡号与设备 ID 号码作好记录。其他参见安装规范要求。

选择安装终端设备的位置：主要考虑防水、防震、防高温及走线的安全便捷。

防水：应选择不易进水的位置，尽量远离空调，以防在温差变化时，有冷凝

水积聚在终端设备内外部，严重影响产品使用寿命；

防震：终端不能悬空或装在长期振动位置；

防高温: 终端应避开车内的高温部位；

走线：有的大型车有总控开关，此时终端设备安装位置还需考虑电源线的接

法，接线、走线要用电工防水胶布和扎带包好、扎牢。

4.2.2现场安装说明

Prot1 线束定义(20Pin),如下图所示:

图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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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线缆颜色 接线说明（车辆信号线）

1 黑色 汽车地线

2 红色 汽车常电正极，即汽车电瓶正极

3 绿色 右转向灯（高有效）

4 黄色 刹车检测线（高有效）

5 紫色 左转向灯（高有效）

6 蓝色 车速脉冲信号线

7 绿色 预留

8 橙色 (粗的) ACC信号输入检测（正）

9 灰色 近光灯（高有效）

10 白色 远光灯（高有效）

11 红白 倒车灯检测线（高有效）

12 橙白 小灯检测线（高有效）

13 绿色 门控制端

14 棕色 车门检测（低有效）

15 黄白 紧急求助输入检测（低有效）

16 黄绿 油路控制端

17 黄黑 地线

18 红黑 MIC+
19 绿色 模拟信号（自定义）

20 黑色（细的） 地线

Prot2 线束定义(CAN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示 4-2

Prot3，4接线定义（4Pin）,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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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4-3

注: 扩展口 I（4PIN）、扩展口 II（4PIN）为预留接口，如温度传感器，正反转传

感器，油量检测器，重量传感器等; SD卡接口为 SD卡存储使用。

摄像头 B10 文语播报器 SD 卡

4.3安装步骤

4.3.1装好 SIM 卡

用小号十字螺丝刀拧开主机设备底部一个螺丝，并取下上盖，拔开 SIM 卡

面盖，将 SIM 卡放入插槽，避免用力过猛折断卡座，确保 SIM 卡的接触良好且

不易脱落。不允许在设备通电的状态下，进行插、拔 SIM 卡的操作（如手机插

拔 SIM 卡时也要关机一样）。安装 SIM 卡后，装上上盖，拧上螺丝。

4.3.2 选好终端安装位置

找到适合安装 SF110-GH SF110-M10 SF110-G21 SF110-MG50 SF110-CB SF110-G13主机、

BD/GPS 天线的安装位置。需要考虑防水、防震、防高温及走线的安全便捷。

一般 24V 大货车找线在副驾驶位置的控制盒附近，12V 小车找线一般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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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盘下的控制盒附近，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此位置都找线方便。

位置选好后，应采用魔术贴、扎带、双面胶及螺丝三种方式将终端固定。

4.3.3 连接汽车信号线（接口 I）

接好主控接口的电缆线：按照主机线缆接口定义接好线电源线的红线（正

极）应接汽车的常电，即汽车主控电源正极，电源线的黑线（负极）应连接到

汽车电源的负极或直接搭铁，但要确保搭铁之处导电良好。

注意!

1) 查线时，要用试灯或者万用表工具进行查找，不要一条条线拨开测试。

2) 对于整个拉线，要用绝缘胶带缠挠包扎，再用线卡子固定。暂时没用到

的线请分别包扎，避免相互接触或与地短路。

3) 务必确认车载终端、速度传感器及打印机电源没有短路或反接。

4) USB、SD 卡、RS232 接口严禁插入金属片或注入腐蚀性气体、液体。

4.3.4 安装北斗/GPS天线

先确保终端没有正常供电, 不能在设备供电的状态下接！

北斗/GPS天线图示 4-4

1) 注意北斗/GPS 天线接收盘的弧形面必须向着天空，且上方无金属物遮挡

和电磁屏蔽；

2)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GPS 天线接收盘的平底面的安装尽量保持平整，倾斜

度最好不要超过 45 度；

3) 布线尽可能隐蔽：一来是美观，二来是防止无意或者有意的损坏；

4) 天线接收盘建议安装位置：前挡风玻璃下方隐蔽处、前仪表盘下方或者后

挡风玻璃下方饰板下，若能安装在车棚顶部接收效果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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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线天线接口务必接到终端侧面标有 GPS 的接口上，并确保拧紧，以免长

期震动造成接头的松动影响卫星信号的接收；

6) 通常情况下，终端前挡板的 GPS 接口是金色的，GPS 天线接口也是金色！

4.3.5 终端安装固定

1）首先把两边的挡板安装在终端的两侧，高度可自由调整,选取好位置后并

且使用螺丝刀把螺丝打上。

2）再把终端放在中控台上面，并且使用螺丝固定。固定好之后接上天线，

放好 SIM 卡，最后接上电源线和信号线。

4.4安装要求和规范

请注意，现场安装时，各种初始化设置及接线、速度校正以及安装情况登记回馈需符合

公安部《汽车行驶记录仪实施细则》13.2、13.3中的要求。

4.4.1 行驶记录仪产品安装要求

1. 车辆自身速度校正及查证，制动灯光等信号的规范安装

(1). A. 设备安装完成后，上电等待 GPS 定位，然后车辆进入行驶状态，

观察设备主界面上检测到的终端速度数值是否和仪表盘上的车辆当

前行驶速度保持一致。

B. 脉冲速度的校正，见下条“2.产品时钟和速度脉冲系数校准的要

求和方法”。

(2).设备安装时正确接好刹车线，左右远近转向灯线、ACC 线、车门信号

线。进入安装模式接口状态可以查看到所有信号线的当前触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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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确认键”可以及时打印当前的信号线状态，以及上报信号线状

态到调度监控中心。

判断标准：各信号线状态应与实际信号状态一致。

(3).设备长时间不上电，不使用的情况下，如果检测信号线有问题的话，

建议重新接信号线，并请联系本司的技术支持。

2. 产品时钟和速度脉冲系数校准的要求和方法

(1).设备在 GPS 有效的情况下自动校时

屏幕显示时间在 GPS 定位后会主动进行时间校准保存，当设备在断电后

或者 GPS 不定位时，系统时钟会自动进行计时，以便设备时钟始终保持

准确有效的时间。

判断标准：屏幕显示时间应与北京时间一致。

(2). 正确接入脉冲信号线后，安装模式下接口状态查看脉冲信号线触发

状态。在设备 GPS 定位后，车辆行驶速度在 20km/h-60km/h 的范围内

持续 15S，设备会进入脉冲系数自动配置。成功配置好脉冲系数后，

会持续检测脉冲速度和 GPS 速度是否保持相同，如果超过一定误差持

续 1分钟，那么设备会再次启动自动校准脉冲系数。

如果匹配不成功，特征系数将为 0.这时请检查信号线及车速传感器

是否正常，如都无误，请联系本司的技术支持。

3. 产品初始化信息设置要求：初次安装时间和车辆信息等

(1). 设备安装完成后，进入安装模式下的设置车辆信息，初始化操作设

备当前的定位时间为首次安装时间进行保存

(2). 车辆信息包含了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辆分类，车辆 VIN，省域

ID，市域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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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安装时，可以通过平台下发设置以上信息，终端同时也支持短

信和菜单模式的设置以上车辆信息，修改完车辆信息后，设备会主动用

最新的车辆信息去监控平台进行注册鉴权。

如果没正确设置，将不能登录服务平台。故请安装资料需真实有效，

平台会予以核实。

设置成功后，请勿随意修改车辆信息，否则服务平台将禁止终端登

录。

4. 驾驶员 IC 卡信息设置和使用要求

(1).驾驶员 IC 卡需要卡内信息规范有效，才能正常使用。空白卡，无效

卡或者其他格式的 IC 卡，插入终端设备都会提示驾驶员 IC 卡数据无效，

空白卡可以通过平台下发设置有效的驾驶员 IC 卡内容，或通过短信下

发写入有效驾驶员 IC 卡内容。写入 IC 卡信息成功后，需要拔卡重新插

入才生效 。

4.4.2 安装情况登记表

备注：附录有登记表。

按公安部行驶记录仪产品实施细则13.2规定，安装行驶记录仪过程中需对安装情况做记录和

回溯。本登记卡，由安装人员现场安装时，记录安装情况包括用户信息、车辆信息、唯一性

编号、产品型号、CPU程序版本、接线情况、速度准确性等，记录完毕后寄回我司，完成产

品的可追溯。感谢您的合作。

1. 用户信息和设备基础信息

车主姓名 联系电话

车牌号 VIN
唯一性编号 产品型号

程序版本 车牌颜色

车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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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情况：请用标示。

线名 安装情况 使用情况 备注

ACC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近光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远光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左转向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右转向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制动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速度脉冲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时间/时钟 ☐正常 ☐异常

北斗/GPS ☐正常 ☐异常

无线通信 ☐正常 ☐异常

速度校准 ☐正常 ☐异常

IC卡 ☐正常 ☐异常

4.5选配件的安装

4.5.1 紧急报警按钮安装

报警按钮图示 4-7

a) 紧急报警按钮的安装首先应考虑方便，以便在求救的时候能够方便操

作；

b) 其次应考虑特殊情况下的隐蔽性，如盗骗抢劫时不能 让对方发现有这

个报警

c) 设备，一般情况下建议安装在驾驶座附近能让司机触手可及的地方；

d) 报警按钮的一头连接黑白并线的白色线，报警按钮另一头黑白并线的黑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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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温度传感器

1) 首先需选好安装温度传感器的位置,然后再将温度传感器接入至设备

终端的扩展口 1或 2中即可。

注：在布线时必须要注意不能太过于散乱，以免在今后使用过程中无意将线

损坏。

温度传感器图示 4-8

4.5.3 正反转传感器

1). 接线安装

正反转传感器有三根线,分别为黑色、蓝色、棕色.黑色线接终端的黑色地

线，蓝色线接G41终端的黄绿色备用负信号，棕色线接终端的棕色车门信号，

具体方法可以结合下图：

RS20传感器图示(4-9) 传感器接线图示(4-10)

2). 强力磁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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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安装图示 ( 4-11)

注:如上图所示:在罐体转盘处安装磁铁。磁铁位置可随意安装，至少安装一颗，

建议 2 颗。

3). 传感器探头安装要求：

 传感器的探头要正对磁铁中心。

 传感器探头表面与磁铁表面的间距为 1菜单m 左右为宜。

步骤:

 根据要求选择好探头安装位置钻孔攻丝。

 安装好之后固定螺丝,实物安装图如下:

探头按装图示 (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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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油量检测器

1). 主要功能

使用汽车自带油浮子（仅限于电阻型油浮子）实现油量的采集；

通过 RS232 接口将实时油量定时传输给 GPS 车载终端；同时可通过 RS232

接口接收平台下发的油量与阻值的对应参数。

自带 LED 显示，可通过显示指引完成油量与阻值对应参数的标定；

仅适用于电阻型油表

2). 实现原理

油量检测器利用设备内部的高精度 A/D 采集电路采集原车油浮子电阻

阻值，通过油,量与阻值的对应关系计算油箱油量；通过电阻输出电路，输

出与油浮子相同的电阻给车辆油表，不影响原车油表功能。

3). 油量检测器安装步骤

 找到原车油表线和地线。

 剪断油箱传感器正极线，与油表相连一端接 F11 油表接口的红色线；另

一端接 F11 油箱接口的白色线；

 剪断油箱传感器地线（负极线），与油表相连一端接 F11 油表接口的黑

红色线，另一端接 F11 油箱接口黑色线

 通过 4PIN RS232 接口利用专用线束与 GPS 车载终端的扩展口相连。

F11 后挡板上留有 3 个接口，分别用于连接车台、车辆油箱、油表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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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摄像头的安装

摄像头的连接线直接插入主机的扩展 I口或扩展 II 口，主机可自适应。

注意 1：不允许主机带电操作接插摄像头，不允许带电调换外设的接口，

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A:检查无误后上电试车！

1)检查 GPS 天线、GSM/GPRS 天线是否连接正确、牢固；

2)检查电源线的正负极与车辆电源的正负极连接是否正确；

3)检查无误后，将主线束端子接到主机的主控接口上，主机上电正常运行

后菜单屏幕上显示当前速度及联网状态、信号强度等信息。

串口摄像头 4-14

油量检测器接线图示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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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断油/断电继电器

A. 12V 车辆使用 12V 继电器

 黄色线接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信号控制线（即黄绿线）；

 红色线接汽车主电源（汽车火线）；

 继电器常闭触电的两根粗的绿线，需要串联到油路或者电路控制线

中。

 24V 车辆要使用 24V 继电器，接法和 12V 车辆一致：

继电器接线图示 (4-15)

5 设备操作说明

5.1 按键与显示

a) 上电后， LCD 屏显示 GPS，GPRS 网信号状态、日期、时间、车速、方向、

驾驶员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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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若自检不成功，且确定卫星定位汽车行驶录仪的接线无误，请马上更换新

的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并把故障机器及时送修。

b) 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上有 4个按键，分别为 “▲上翻”，“ ▼下翻”,

“确定”,“菜单”

c) “▲上翻”、“ ▼下翻”短按用于显示超过一屏的信息时能上下翻页信息

浏览进行查看选择，长按“▲上翻”切换输入法；

d) “确定”是属确定以及打印键；

e) “菜单”主要用于进入菜单栏以及取消选择键

f) 在待机界面按“▼下翻”键可查看终端通信号码，ID，IP,备份 IP,端口

及 APN，连接方式，车牌颜色，车牌分类，车牌号,VIN 码，省域/市域 ID，

车速系数，软件版本，本机编码等，见如下下图所示。

注:在单界面无法查看到所需完整数据信息时，可按 “ ▼下翻”键进行查看

其它所需信息。

通信号码 :

APN:

13800138000

CMNET

终端 ID:

连接方式：

3147502292

UDP

车牌分类：XX

备份 IP:

脉冲系数：XX

JT2.gghypt,net

软件版本：JT-SFTY-A3,2,1

IP:

唯一性编号：C000790SF110-GH00000001

省域 ID:xxJt1.gghypt,net

市域 ID:XX
Port:

序列号:

7008

000000000***

车速系数:XX

联网状态 未联网状态

车牌颜色：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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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待机界面按“▲上翻”键可以查询终端位置信息东经、北纬，设备是否

在线、信号强度等。如下图所示:

5.1.1 主界面菜单显示

按终端设备“菜单”键进入功能主菜单界面。如下图所示:

1.车辆信息

2.调度信息

3.事件列表

4.电话本

5.通话记录

6.个性化设置

7.数据采集

8.磁盘管理

9.货载状态
10.安装模式

5.2 如何查看车辆记录信息

按“确定”进入主界面 ,再按“▼下翻”键浏览选取第 1项，再按“确定”

键进入相关信息界面, 分别可进行查询“车辆基本信息”，“驾驶员信息”，”

菜单功能解译

1）车辆信息：车辆基本信息，疲劳驾驶记录，车辆运

行信息。

2）调度信息：记录平台下发调度信息

3）事件列表: 查看事件信息。

4）电话本：记录平台下发设置电话本名单。

5）通话记录：记录终端通话记录。

6）个性化设置: 设置车台背光模式。

7）数据采集：采集行驶记录仪数据。

8）磁盘管理：格式化磁盘和 U盘

9）货载状态：设置车台载货状态

10）安装模式: 对终端相关参数信息设置与查询。

信息界面图示(5-1)

信息界面图示(5-2) 信息界面图示(5-3)

菜单界面图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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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驾驶记录”，“车辆运行记录“，”平均车速记录“ 如下图所示;

【车辆基本信息】：记录车辆号，车牌颜色，车辆分类，VIN，省域 ID，

市域 ID

【驾驶员信息】：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

【车辆运行信息】：记录车台所有的行驶记录里程，定位上线时长等

【平均车速记录】：记录停车前 15 分钟内的平均车速。

【超时驾驶记录】：可记录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超过所设定的标准行车时间

记录,国家规定在车辆行驶 4小时后必须休息最少 20 分钟；记录可按日期、

时间等形式进行所有违规记录。

 查看相关信息操作:“▲上翻”或“ ▼下翻”可进行信息自由查看，

确定选项后按“确定”键进入相关界面进行查看所需要的信息记录。

1: 车辆记录信息

1.车辆基本信息

4.平均车速记录

3.车辆运行记录

5.超时驾驶记录

2.驾驶员信息

图示（5-5）

车辆运行信息

进入系统配置界面后，按“▼下翻”键选取第 3 项“车辆运行信息”,再

按“确定”键进入车辆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注：在进入界面之前先输

入相关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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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输入操作说明】

a) 按“▼下翻”键可选取到相关数字，选择好所需要数字后按“确定”键。

注:超过自已需选的数字位后,只能按终端“菜单” 取消键,以此重新进

行选择,数字移位按“▼下翻”键。

b) 数字 0与 9的选择:

在刚进入密码界面时，按“▼下翻”键,再按下“▲上翻”键。进入下

图所示界面 ( 图示 0-9 )。进入 0与 9输入密码界面时,再按“▼下翻”

键可进行数字选择（选好相关数字时还是按“确定”键为确认）。

注: 选好 0与 9数字后按“菜单”键取消当前界面，将恢复到起始输入密码

1到 8数字界面。 完整密码输入完毕后再按“确定”键，将进入“车

辆运行信息”界面,可按“▲上翻” ,“▼下翻”键进行自由信息查

看。如下图所示:

图示（5-6）

图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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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信息只供参考，不是实际参数信息，需根据设备实际参数为准!

5.2.1 如何查看电话本信息

按“确定”进入主界面 ,再按“▼下翻”键浏览选取第 4项，再按“确定”

键进入相关介面进行查看相关信息。

5.2.2 如何查看通话记录

按“确定”进入主界面 ,再按“▼下翻”键浏览选取第 5项，再按“确定”

键进入相关介面进行查看相关信息。分别可查看已拨电话、已接电话、未接

电话相关记录。如下图所示:

5.2.3 如何对个性化设置

按“确定”进入主界面 ,再按“▼下翻”键浏览选取第 6项，再按“确定”

键进入相关介面进行查看个性化设置。包括有 LCD 背光配置。如下图所示:

图示(5-6)

图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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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性化设置

1: LCD背光模式

(1). LCD背光配置

进入系统配置界面后，按“▼下翻”键选取第 1项“LCD 背光配置”,按“确

定”键进入背光配置界面,可按“▲上翻” ,“▼下翻”键进行自由查看选 取，

确定所需选取项后按“确定”键，分别可选择自动、常开、正常进行设置。如

下图所示:

6 数据下载操作与运用

按“确定”进入菜单主界面 ,再按“▼下翻”键浏览选取第 7项“数据采集”，

再按“确定”键进入进行相关数据准备下载。

前提：在下载车辆相关数据前先插入 U 盘或通过串口连接至电脑中，前提

条件准备好后再进行手动下载操作。（下载方式：可用 U 盘或串口方式进行下

载）。

图示(5-7)

图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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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9 公头

USB 接口
麦克

6.1 安装模式操作

按“确定”键进入菜单主界面 ,再按“▼下翻”键浏览选取第 10 项“安装

模式”，再按“确定”键将进入密码登入介面,如下图所示:

【输入密码操作说明】

a) 按“▼下翻”键可选取到相关数字，选择好所需要数字后按“确定”键。

注:超过自已需选的数字位后,只能按终端“菜单” 取消键,以此重新进

行选择,数字移位按“▼下翻”键。

b) 数字 0与 9的选择:

在刚进入密码界面时，按“▼下翻”键,再按下“▲上翻”键。进入下

图所示界面 ( 图示 0-9 )。进入 0与 9输入密码界面时,再按“▼下翻”

键可进行数字选择（选好相关数字时还是按“确定”键为确认）。

终端菜单 COM 口示意（6-1）

图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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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完整密码输入完毕后再按“确定”键，将进入“车辆运行信息”界

面,可按“▲上翻” ,“▼下翻”键进行自由信息查看。如下图所示:

1:接口状态
2:重新扫描外设
3:速度系数模式
4:速度上报模式
5:设置系统参数
6:设置车辆信息
7:恢复出厂设置

8:开发者选项

9:锁定 SIM 卡

10:终端注册

11:终端注销

(1). 状态查询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1项“接口状态”，按“确定”

键进入状态信息查询,分别可查询以下信息。如图所示:

(信息过多可按“▲上翻” 或“▼下翻”键进行自由查询!)

图示(6-2)

图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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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1

1. 左转向灯：关

外接设备

扩展负 1：关

扩展负 2：关

扩展正 1:关

扩展正 2：关

2. 右转向灯：关

扩展 2
外接设备

2-ACC:关

接口 II:

脉冲线接触
-

4. 备用灯：关

接口 I:

1.脚刹：关

3. 远光灯：关

5. 近光灯：关

6. 车门负：关

接口 111:
1.kuozh2

图示(6-4)

注：以上信息只供参考，不是实际参数信息，需根据设备实际参数为准!

(2).重新扫描外设

安装模式菜单介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2项“重新扫描外设”，按“确

定”键进入信息配置状态,分别可对以下信息进行配置

(3).速度系数模式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3项“速度系数模式”，按“确

定”键即可设置脉冲系数，或者自动进入配置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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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脉冲系数

2400
自动配置模式

2800

3200

提示车辆开动后，

车 辆 保 持 在

20km/h-60km/h
速度之间，行驶超

过 20S
3600

4000

4400

4800

图示(6-5)

(4).速度上报模式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4 项“速度上报模式”，按

“确定”键即可以开启或者关闭是否持续上报脉冲速度。

(5). 设置系统参数

安装模式菜单介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5项“设置系统参数”，按“确

定”键即可以下系统参数信息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设置备用 IP:xx
自动上传间隔：xx
心跳间隔：xx
超速限制：xx
持续时间:xx

注：以上信息只供参考，不是实际参数信息，需根据设备实际参数为准!

(6). 设置车辆信息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6“设置车辆信息”按“确定”

键可进入选项界面，可查看到：车牌分类，驾驶员代码，安装时间。如图所

示：

图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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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分类

驾驶员代码

安装时间

图示(6-7)

(7). 恢复出厂设置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7“恢复出厂设置”按“确定”

键提示恢复出厂设置

(8).开发者选项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8“开发者选项”按“确定”

键可进入选项界面，分别可将其设置“开”或“关”,可按“▲上翻” “▼

下翻”进行浏览选取其中一个，按“确定”键进行选项确定。（选择开可对

设备进行调试，选择关将关闭调试功能）

(9).锁定 SIM 卡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9“锁定 SIM卡”，如果终端

设置有特权号码，那么直接按“确定”即可锁定 SIM 卡，换成其他卡后无法

再进行联网操作。如果没有设置特权号码，则提示请设置特权号码

(10).终端注册

安装模式菜单界面按“▼下翻”键选取第 10“终端注册”按“确定”键可进入选项界面，

有“确定”，“上键”,”菜单”三个选项， 菜单中输入法切换，长按“▲上翻”键，切换输入

法；如图所示：

菜单功能解译

1） [确定]：车辆的 IP.端口，APN,本机号，省域 ID,市

域 ID,连接方式，车牌颜色，车牌号码，VIN

2） [上键]:按上键设置设备的注册信息，包括主 IP,端

口，apn,本机号,省域 ID,市域 ID,连接方式，车牌

颜色，车牌号码，VIN

3） [菜单]：退出当前菜单栏

按【确定】查看参数

按【上键】设置参数

按【菜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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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注意事项

1) 请确保购买的 SIM 卡符合通讯要求，并可以正常使用（若是 GPRS 方式，

咨询当地运营商是否开通 SIM 卡的 GPRS 功能和 APN 是什么）中国大陆的

中国移动 APN 是菜单 MNET，若是专用卡，请提供专用的 APN,中国联通和

中国电信（菜单 DMA）本终端不需设置，默认设备里面 APN 就行。

2) 接线时，不要将线放在被挤压或高温的地方，同时也不能将线拉得过直，

以免内部导线被拉断，终端与汽车线路的接头一定要用绝缘胶布或者用胶

护套包好，并用扎带固定。

3) 确认所有设备的接线正确后再接终端电源。切勿在终端上电的情况下安装

或拆卸，如发现有遗漏线或误接，请先切断电源。

4) 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的安装、维修均由本公司授权代理经销商或当地

售后点所属专业维修人员负责。未经本公司许可，用户不得随意拆装或修

理，否则造成的设备损坏不在产品保修范围内。

5) 不要把 GPS 天线接到终端的 GSM/GPRS/菜单 DMA 接口上，同样也不要将

GSM/GPRS/菜单 DMA 天线接到终端的 GPS 接口上，否则终端不会正常工作。

6) 本设备为无线通讯设备，进入油库和危险品场所前请切断终端电源。

7) 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是一个低功率的无线发射机和接收机，它在使用

中接收并发送射频信号。为了避免电磁干扰或配置不兼容，请您在贴有通

知的场所按规定停止使用。

8) 请保持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的干燥，若发生浸水或淋湿等情况，请立

即与当地代理经销商或售后点联系，在此之前请勿启动车辆，否则造成的

损失我司概不负责。

9) GPS 信号是靠接收天上的卫星信号，由于卫星不是地球的同步卫星，因此

其相对车辆的位置是一直变动的。所以，在某一时段（对不同地区，这个

时段不一样），由于卫星的相对角度较小，容易受到车辆周围的建筑等遮

挡物的屏蔽作用影响，从而导致接收效果较差。一般来说，每个地区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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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出现在同一时段的 GPS 定位效果较差的现象。

8 常见问题

⑴ 安装 GPS 车载终端对车辆使用有无影响？

安装时只是从车上并接一组线，只要按照要求接对线、包扎好，没有短路

漏电，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

⑵ GPS定位不正常？

天线位置是否得当，将 GPS天线放在室外能得到较好的 GPS 信号、是否

把 GPS天线的正面面向天空、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⑶ 为什么车载终端 GPRS 无法上线?

SIM 卡没有开通 GPRS 功能；SIM 卡欠费；车辆停留位置 GSM 信号不好；车

载终端内 ID、APN、PORT、IP、TCP/UDP 等参数设置不正确；监控中心没有正

确配置该车载终端的参数；SIM 卡损坏；GSM 天线安装位置不好；GSM 天线损

坏；终端的电源是否有足够的工作电压？

车载终端硬件损坏。

⑷ 为什么车载终端 GPRS 网络经常容易断线?

当地 GPRS 网络信号不够好，盲区较多；心跳间隔设置不合理。

⑸ 为什么先安装设备，平台注册数据在后，设备 GPRS 上线会慢？

如果先安装设备，平台注册数据在后，会导致设备上线慢。先安装设备，

设备登录不上服务器，重复登录机制：间隔 60秒→间隔 2分钟→间隔 2 分钟

→间隔 2分钟，依次循环；在配置 GPRS参数后，可让设备断电重新上电重启，

或发送短信“PSOFAR218RESET”至设备重启，可加快上线时间；

⑹ GPS 定位为什么会产生漂移?

偶尔的 GPS 定位漂移，属于正常现象，这是因为：

GPS 信号从卫星向地面传输的过程中，会受到大气电离层、地面建筑物、森林、

水面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GPS 接受器计算出现偏差，所以会出现漂移。尤其

是车辆静止时，更容易出现飘移。



39

频繁出现 GPS 定位漂移，属于不正常现象，一般是由于 GPS 天线性能不好

或安装位置不好，车载终端电路板电气性能不好等原因所至。

⑺ 为什么车载终端 GPS 定位很慢或无法定位?

车辆可能位于地库、隧道等 GPS 信号无法到达的地方；GPS 天线安装位置不

好，可能受到金属物品的遮盖；GPS 天线损坏；车载终端硬件损坏。

⑻ 为什么 SOS 告警无法上传?

可能是按压 SOS 按钮的时间不够，按压持续时间必须超过 2s；可能是 SOS

按钮线损坏；车载终端硬件损坏。

⑼ SOS 告警出现频繁误报是怎么回事?

一般是 SOS 按钮线内部有短路情况出现。

⑽ 为什么车载终端上传里程与车内里程表统计里程会有偏差?

车载终端上传里程是通过 GPS 统计得到，GPS 会出现信号盲区；

车内里程表精度也不是很高，会有误差。

⑾ 为什么有时会有低电压或断电误报警出现？

车辆启动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车辆电池电压低于 10.8V 超过 3s，会产生低

电压报警；车辆维修时，有时会拆除电池，导致出现断电报警。

⑿ 车载终端有省电模式吗？

有省电模式，ACC关闭后 4分钟进入省电状态；持续休眠 2小时后，自动启

动一次 GPS模块；在以下状态会恢复 GPS工作状态：1.ACC 开启；2.发生

SOS报警、断电报警、监控时，GPS模块的唤醒；

9 常用短信指令

注意：将手机调整到数字状态!

⑴ 设置登录参数（双 IP 程序）

命令号 61
密码类型 运营密码

发送命令 格式：*密码#61*服务器号*本机号*车牌颜色*车牌号码*VIN*终端

ID*省域 ID*市域 ID#
不需要改变的域可以不填内容；后续域都不用改变的时候也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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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号码结束。

服务器号：0 – 主 IP； 1—副 IP，2—远程诊断服务器

不同的服务器号表示设置对应服务器的参数。

本短信设置完后会自动注销和注册。

举例：

1. 设置主服务器本机号为 13088857550，车牌为黄色，车牌号为粤

B1234，其他参数不变的短信如下：

*密码#61*0*13088857550*2*粤 B1234#

2. 设置主服务器本机号不变，车牌为黄色，车牌号为粤 B1234，其

他参数不变的短信如下：

*密码#61*0**2*粤 B1234#
正确应答 格式：61>以上所有当前信息的回复

举例：61>
命令错误

命令号 62
密码类型 运营密码

发送命令 格式：*密码#62*服务器号 *IP*备份 IP*PORT*APN*连接方式

(TCP&UDP)*本机号 #
不需要改变的域可以不填内容；后续域都不用改变的时候也可以直

接#号码结束。

服务器号：0 – 主 IP； 1—副 IP，2—远程诊断服务器

不同的服务器号表示设置对应服务器的参数。

本短信设置完后不会自动注销和注册，本短信可以与 61短信配合使

用，先配置 62 短信后配置 61 短信，或者本短信后需要立即注册的

就连接上 24这个短信。

举例：

1. 设置主服务器 ip为 gps.sofar110.com，端口为 11001，连接方式为

CMNET，TCP连接，备份 IP和其他参数不变的短信如下：

*密码#62*0*gps.sofar110.com**11001*CMNET*T #

正确应答 格式：62>以上所有当前信息的回复

举例：

命令错误

⑵查询 GPS 状态

命令号 13
密码类型 无密码

发送命令 格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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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3#
正确应答 格式：

13>GPS/BD：ACC状态，GPS/BD电源状态，定位状态，日期,时间，

纬度，经度，速度，方向：

举例：

13>GPS/BD：ACC on/off，Power on/off，A/V，09-04-1,07:47:57，
lat36.27’51’89，lon120.10’11’78，speed30.5，dir角度.

⑶复位终端

指令格式 PSOFAR218RESET

设备应答 HOST WAIT FOR RESET IN 20 SE 菜单 OND

10 售后服务

1. 在产品的保修期间：自购买产品之日起产品出现故障在 3个月内包换，

12 个月内，公司将免费维修；

2．公司提供免费的在线式远程技术支持服务；

3．以下情况不在保修之内，但公司提供维修服务，酌情收取成本费：

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损坏；

a)因未按照本使用手册要求而导致的损坏；

菜单)因自然灾害、雷击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损坏；

4. 为了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请妥善保管《保修单》。



42

11 保修

客户名称

车牌号码 购买日期

产品序列号 产品型号

特征系数 K值

SIM 卡号 联系电话

保修日期 保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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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情况登记卡

按公安部行驶记录仪产品实施细则13.2规定，安装行驶记录仪过程中需对安装情况做记录和回溯。本登记

卡，由安装人员现场安装时，记录安装情况包括用户信息、车辆信息、唯一性编号、产品型号、CPU程序

版本、接线情况、速度准确性等，记录完毕后寄回我司，完成产品的可追溯。感谢您的合作。

1. 用户信息和设备基础信息

车主姓名 联系电话

车牌号 VIN
唯一性编号 产品型号

程序版本 车牌颜色

车辆分类

2. 安装情况：请用标示。

线名 安装情况 使用情况 备注

ACC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近光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远光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左转向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右转向灯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制动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速度脉冲线 ☐有接 ☐未接 ☐正常 ☐异常

时间/时钟 ☐正常 ☐异常

北斗/GPS ☐正常 ☐异常

无线通信 ☐正常 ☐异常

速度校准 ☐正常 ☐异常

IC卡 ☐正常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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