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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商用车智能监控平台是一套用于监控车辆行驶安全的电子监控系统，主要作

用是本地和远程监控车辆信息（车辆速度、车辆位置、OBD 故障信息、轴承温度、

蹄片温度、刹车片磨损、轮胎压力、驾驶员信息、ABS 等），从本地和远程两方

面监控车辆，以确保车辆行驶中车辆安全、驾乘人员安全、货物安全。 

系统优点： 

1、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上报本地显示和远程服务器，实现车辆安全监

控和远程调度。 

2、实时记录车辆行驶状态数据，保存必要时的证据。 

3、简易化人机交互界面，方便用户使用。 

4、智能预警功能，确保车辆行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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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组成 

1、系统组成图 

 

 

本系统主要由显示终端、远程终端、控制盒、传感器、智能供配电、服务端、监控中心等组成。 

2、各部分组成 

系统由显示终端、远程终端、控制盒、传感器、智能供配电、服务端、监控

中心七个部分组成。 

显示终端：7 吋显示或 4.3 吋显示两种显示。 

远程终端：3G 或 4G 两种远程终端。 

控制盒：ABS、安全监控盒。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磨损传感器、胎压传感器。 

智能供配电：主控制盒、从控制盒。 

服务端：服务器。 

监控中心：PC 监控、手机监控。 

商用车智能监控平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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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件介绍（功能、技术指标、接口） 

1、显示终端 

1.1、7 吋显示终端 

 

功能：  

可以对 ABS故障、轮胎胎压、轴承温度、刹车磨损、蹄片温度信息显示和报

警，可以显示各个摄像头影像，路线导航。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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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工作电压 24±6V DC 

尺吋 7 吋屏（电容屏） 

通讯协议 CAN2.0B 

工作温度 -25℃~+65℃，RH90% 

存储温度 -30℃~+85℃，RH90% 

工作湿度 ≤95% 

耐振能力 ≤5g 

功耗 ≤5W 

接口： 

 

 

 

 

 

（从插入端看） 

序号 定义 序号 定义 

1 VCC 13 TXD5 

2 ACC 14 GND 

3 GND 15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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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XD1 16 EXT_O1L 

5 TXD1 17 EXT_PWM 

6 RXD2 18 OUT2 

7 TXD2 19 OUT1 

8 RXD3 20 CANL 

9 TXD3 21 CANH 

10 RXD4 22 GND 

11 TXD5 23 VIDEO1 

12 RXD5 24 VIDEO2 

安装要求： 

在驾驶室找好合适位置后，用五颗 5*10 的自攻螺钉将 7 吋显示屏的底座固定在

驾驶室的面板上，再将七吋显示屏安装到底座上。 

1.2、4.3 吋显示终端 

 

功能：  

 

可循环显示六路轴承温度、蹄片温度、刹车片磨损状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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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报警。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工作电压 24±6V DC 

尺吋 4.3 吋屏 

通讯协议 CAN2.0B 

类型 TFT 屏 

工作温度 -25℃~+65℃，RH90% 

存储温度 -30℃~+85℃，RH90% 

工作湿度 ≤95% 

耐振能力 ≤5g 

功耗 ≤2W 

接口： 

 
序号 定义 序号 定义 

1 VCC 3 CAN-H 

2 ACC 4 CAN-L 

安装要求： 

在驾驶室找好合适位置后，用双面胶将 4.3 吋显示屏固定在驾驶室的面板上； 

2、远程终端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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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侧视图 

 

序号 功能• 描述• 

1 自检• 系统启动后首先自检，如果出现故障，则在 LCD 上显示故障状态，并将故障

状态通过位置信息上报的告警标志上传给平台。 

2 注册和鉴权 终端正常启动后，首先检查是否已注册、如果未注册，则进入注册状态、向平

台服务发送注册信息、收到成功注册应答后，将平台发送的注册码存储到终端，

将终端状态置为已注册状态，然后进入鉴权状态，向平台发送鉴权码，鉴权成

功后，进入工作状态。• 

3 定位 支持卫星定位(支持 GPS 和北斗模块)，定位信息包括纬度、经度、高程、方

向和卫星速度。定位信息根据平台设置的位置上报策略，定时或定距上报给平

台服务器。 

4 通信• 支持移动 GSM 通信和电信 CDMA 通信，支持两个远程链接，默认连接主监控

中心，如果主监控中心链接中断，则会自动连接备份监控中心。 

5 驾驶员身份识别 支持从 IC 卡上读取驾驶员身份信息，IC 卡上驾驶员信息包括：驾驶员姓名、 

驾驶员身份证编码、从业资格证编码、发证机构名称• 

6 车辆 CAN 总线 提供 CAN 接口采集车辆 CAN 总线数据 

7 车辆状态 支持采集车辆 ACC 状态、刹车状态、转弯灯状态，支持采集车辆油量及速度 

8 视频存储• 终端具有图像信息采集及存储功能，支持监控中心控制、定时和事件触发方式

实现图像信息的采集、存储、上传及检索上传功能；支持通过 USB 接口对图

像信息的导出。• 

——支持 1～4 路实时录像；• 

——摄像头支持红外补光；• 

——支持对视频数据的文件标记，该类视频不允许被覆盖；• 

——录像模式支持（以 PAL 制为例）：4 路 CIF，每路 25 帧/秒；2 路 HD1， 

每路 25 帧/秒；4 路 HD1，每路 12 帧/秒；1 路 D1，25 帧/秒；• 

——支持 PAL 制式、NTSC 制式；• 

——录像 OSD 叠加，时间、通道名称、车牌号码；• 

——支持手动录像、定时录像、报警事件录像（预录）；• 

——支持 SD 卡自动覆盖，报警录像保护；• 

——视频丢失报警、视频遮挡报警。• 

9 3G 音视频传输 终端将采集到的音视频信息传输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可以实时查看终端的视

音频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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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音视频同时回传至监控中心（CIF）；• 

——支持 1 路、4 路、6 路、9 路、16 路视频同时监控；• 

——监控中心查看视频图像连贯流畅；• 

——监控中心可以截图、录像以及对视频文件进行回放。 

10 音频 支持一路编码精度为 16 位的音频采集，编码格式为  G.726，音频数据每秒

钟占用 4KB 

11 行驶记录仪 支持 GBT/T•19056-2003 所定义的记录仪功能，在 LCD 上可查看驾驶员相关

信息，车辆信息，疲劳驾驶记录，行驶里程统计，以及最近15分钟每分钟的平

均速度。 

12 监听• 支持监听功能。监控中心下发监听指令，终端关闭设备的扬声器，然后拨打监 

听指令携带的监听号码进入监听状态。 

13 通话 支持通话功能和通话管理功能，可根据监控平台下发的命令，拨打命令携带的

号码，进行正常的通话功能。另外，支持电话薄的管理，电话回拨，电话挂断

等功能。 

14 休眠 支持车辆的  ACC 点火检测功能，当车辆熄火后，终端向监控中心发送车辆熄

火信号，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终端根据预设的休眠参数，按照固定的频率上

线上传定位信息，然后根据车辆的状态，决定是否继续休眠。•  设备在休眠

状态下，功率低于 2W，可节省对汽车蓄电池电量的损耗。• 

15 警示 支持人工报警，驾驶员根据实际情况可触发报警按钮，向平台上传报警信息。 

支持区域报警提示，当驶出/入特定区域，会上传报警信息；• 

支持超速语音报警提示；• 

支持疲劳驾驶语音提示；• 

支持超时停车语音提示；• 

支持蓄电池欠压报警提醒；• 

支持主电源断电提醒；• 

支持终端故障提醒； 

16 终端管理 支持无线网络远程方式实现终端在监控中心的注册和注销功能，终端参数的设

置，终端重启功能；支持本地 u 盘升级固件；支持串口设置出厂参数。 

17 人机交互 终端通过LCD 屏支持与驾驶员的交互：• 

支持LCD 查询终端设备各模块的工作状态；• 

支持LCD 查看、设置终端参数和注册信息；• 

支持LCD 查看消息，事件信息，应答平台下发的提问等；• 

支持LCD 查看行驶记录仪的部分信息；• 

支持LCD 操作多媒体数据(图片和录音文件)的导出；• 

支持LCD 设置系统的参数，包括背景灯的控制，按键音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等； 

支持LCD 拨打电话，并进行通话功能；•• 

18 信息服务 支持监控中心下发信息及驾驶员主动上报信息；• 

支持LCD 显示、语音播读监控中心下发的调度信息，物流信息等；• 

终端可存储 100 条文本信息，100 条事件信息•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操作系统 Linux 

人机交互 按键和显示屏;远程平台控制；短信设置等 

安全管理 用户密码 

视 频 及 预

览 

视频输入输出 4 路视频输入，1 路视频输出；1.0Vp-p，75Ω  

OSD 字符叠加功能，时间日期、车牌号、车速等信息图像叠加 

视频压缩格式 H.264 压缩编码，采用 Hisilicon 高性能处理器 

双码流 支持 

预览功能 单路或四路画面拼接预览，支持事件触发全屏和拼接切换显示功能 

帧率 单路最大 25 帧/秒 

分辨率 CIF、HD1、D1 可配，最大可支持 2 路 D1+2路 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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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率 100Kbps~4Mbps 用户可自定义 

音频 音频输入输出 MIC或LINEIN输入，最多5路音频输入，1路音频输出100mV-500mV/100-500

Ω或扬声器输出 

压缩格式 采用 G.726 编码 

录像 存储介质 SD 卡，支持 1G~128G SD 卡，支持 SDHC 标准 

 支持双 SD 卡循环录制，录满一张再录另一张，并进行循环删除（删除的是

时间最早的录像） 

文件大小 可根据用户需求调整，默认 1路 150M 每小时 

录像查询下载 可根据录像时间进行本地和远程查询、下载 

GNSS 性能 频率 BD2：B1  1561.098MHz;GPS:L1 1575.42MHz 

通道 支持 99 通道（33 个跟踪通道，99 个捕获通道） 

更新率 1~10Hz（默认 1Hz） 

跟踪灵敏度 -165dBm 

捕获灵敏度 -148dBm 

首次定位时间 冷启动：<33s;热启动：<1s;重捕获：<1s 

定位精度 独立定位：3m；SBAS:2.5m（受修正数据精度影响） 

测速精度 0.1m/s 

1PPS 精度 20ns 

驻波比 ≤1.5 

输入阻抗 50Ω  

天线增益 15~50dB 

数据更新率 1Hz 

支持协议 NEMA 0183 

无 线 通 讯

指标 

网络 WCDMA/HSPA; CDMA2000 1X/EV-D0 Rev.A 

速度 7.2Mbps/5.76Mbps;3.1Mbps/1.8Mbps 

频段 WCDMA850/1900/2100MHz,GSM850/900/1800/1900MHz;800MHz 

通讯协议 内置 TCP/IP 

盲区数据 10000 条 

电子围栏 100 个矩形，100 个圆形，100个多边形 

线路 100 条（每条线路 1000 个拐点） 

系统升级 本地 U 盘升级；平台远程升级 

输 入 输 出

接口 

输入输出信号 12 路开关量信号报警输入，4路开关量信号输出，2 路模拟量输入 

扩展口 2 个 RS232 接口，1个 RS485 接口，1 个 USB 接口，1个 CAN 接口 

电 源 及 功

耗 

电源管理 1.ACC 开关机；2.定时打开和关闭录像；3.定时开关机 

输入电压 DC；+9~+60 

输出电压 +12V@2A;+5V@0.5A 

断电保护 在切断外部电源下仍可工作 3到 5 秒，意外断电时保证录像数据的完整性 

功耗 主机正常工作状态<8W；待机状态下<2W 

环 境 适 应

性 

工作温度 -30℃~+70℃ 

存储温度 -40℃~+85℃ 

工作湿度 ≤95% 

外壳 镀锌钢板喷塑 

物理规格 本机尺吋：166mmx180mmx52mm;净重 109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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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1、基本接口  

 

（插座后视图） 

 
序号 定义 颜色 

1 输出  2 蓝色 

2 输出  1 白色 

3 报警(开关量  A2) 棕色 

4 电瓶电源输入— 

（加黑色外置保险丝座） 

黑色 

5 模拟  1 灰色 

6 GND 黑色 

7 ACC(开关量  A1) 橙色 

8 电瓶电源输入+ 

（加红色外置保险丝座） 

红色 

2、  输入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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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后视图） 

序号 定义 具体定义 颜色 

1 12V输出  红色 

2 GND  黑色 

3 计数（速度传感
器）  蓝色 

4 开关量  8 离合信号 紫色 

5 开关量  6 空调工作信号 橙色 

6 开关量  4 右转弯灯+ 浅绿色 

7 开关量  2 大灯 灰色 

8 开关量  A4 车门信号 白色 

9 5V输出   1  棕色 

10 GND  黑色 

11 模拟  2  白橙色 

12 开关量  7 水暖加热信号 白蓝色 

13 开关量  5 左转弯灯+ 白绿色 

14 开关量  3 小灯 浅蓝色 

15 开关量  1 刹车+ 黄色 

16 开关量  A3 喇叭信号 绿色 

3、通讯接口  

 

（插座后视图） 

 

 

 

 

 

 

 

序号 定义 颜色 

1 SPK+ 黄色 

2 AGND 黑色 

3 232‐R 浅蓝色 

4 CANH (CAN总线) 灰色 

5 485B 绿色 

6 GND 黑色 

7 MIC+ 白色 

8 GND 黑色 

9 232‐T 浅绿色 

10 CANL（CAN总线） 棕色 

11 485A 蓝色 

12 5v输出   2 粉红色 



西安正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智能监控平台使用说明书 

 - 13 - 

4、其它接口： 

4 路视频音频输入接口，1 路视频音频输出接口，4G 天线，

GPS/北斗天线。 

安装要求： 

a. 应当远离强磁场和较强的热源； 

b. 安装时接插件应接插方便，同时考虑与线束连接的顺畅，以及拆卸和维护

的方便。                                                            

c.选好位置后用 M5*16mm 的螺栓紧固在支架或有用刚度构件上；                                        

d.严禁用自攻螺丝固定在无刚度的构件上；                          

e. 固定远程终端时应用平垫片和弹簧垫圈。 

3、控制盒 

3.1 ABS 控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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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ABS（Anti-lock Braking System）是一个在制动期间监视和控制车辆速度的电

子控制系统。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由于制动力过大造成的车轮抱死（尤其是在光

滑的路面上），从而使车辆在全制动下横向附着力也能得到保证，保证了驾驶的

稳定性和车辆的转向控制性以及主挂车制动调节的最佳效果。同时保证了可利用

的轮胎和地面之间的制动摩擦力，以及车辆减速度和制动距离的最优化。ABS 通

过常规制动系统起作用，可提高车辆的主动安全性。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工作电压 24±6V DC，最大可承受瞬间电压 40V DC/10ms 

通讯协议 CAN2.0B 

工作温度 -25℃—+75℃ 

工作湿度 ≤95% 

耐振能力 <5g 

接口：详见 ABS 说明书 

安装要求：严格按照 ABS 说明书安装要求安装 

3.2 安全监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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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此监控盒采用接触式传感器，通过高精度 ADC 进行数据采集，实时监控刹车

片磨损状态，然后把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并以 CAN 总线的方式上传到总线，方便

其他控制盒对数据的需求。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工作电压 24±6V DC 

通讯标准 CAN2.0B 

工作温度 -25℃—+75℃ 

工作湿度 ≤95% 

耐振能力 <5g 

接口： 

 

 

序号 定义 

P2 CAN-L 

Q2 CAN-H 

P1 24V 

Q1 GDN 

其它定义见具体对应线束图 

安装要求： 

a. 不与汽车的其它装置，尤其是运动构件发生干涉； 

b. 应当远离强磁场和较强的热源； 

c. 安装时接插件应接插方便，同时考虑与线束连接的顺畅，以及拆卸和维护

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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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好位置后用 M6×20mm 的螺栓紧固在支架或有刚度构件上；                                         

e.严禁用自攻螺丝固定在无刚度的构件上；                          

f. 固定安全监控盒时应用平垫片和弹簧垫圈。 

3.3 胎压监控 

功能： 

 通过胎压传感器无线将数据发送到监控盒，监控盒将数据发到总线，以便其

它子系统的对数据的使用。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无线通讯频率 434.1Mhz 

温度范围 -25℃—+85℃ 

工作湿度 ≤95% 

调制方式 FSK 

接口：无线通讯 

安装要求: 

在底盘的车架上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固定天线支架，天线位置应避开金属遮挡

物。 

4、传感器 

4.1 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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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传感器是采用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将温度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通过 AD 处理

器转换成数字信号。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温度范围 -40℃-+500℃ 

室温阻值 1097.347Ω±0.05Ω（25℃） 

测量电流 0.1 mA至 0.5mA 

防水等级 IP66 

螺纹大小 M8x1.25 mm 

安装要求：  

          

 

a.焊接蹄温传感器支架时，支架的端面距离制动鼓圆弧面为 6mm，焊接

轴温支架时，支架需尽量接近轴承，但传感器安装后，不能有干涉。 

b. 蹄温传感器安装：先将传感器从图示相反的方向穿出，再将温度传感

器加φ 8 弹垫顺畅旋入支架内，调整好引线方向并捆扎牢固。 

c. 轴温传感器安装：先将传感器从图示相反的方向穿出，再将温度传感

器加φ 8 弹垫顺畅旋入支架内，调整好引线方向后，再将引线捆扎牢固。 

蹄温传感器的安装示意 轴温传感器的安装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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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刹车片磨损传感器 

 

功能： 

监控刹车片磨损状态，对刹车片实时报警。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温度范围 -30℃-+350℃ 

防水等级 IP66 

外径 Φ 4.8±0.05 mm 

安装要求： 

 

 

a. 在距离制动鼓上表面 15mm，以轴心为中心左右±8°的位置打两个φ

5.2 的孔，孔深 20mm。 

磨损传感器的安装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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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磨损传感器安装：先将传感器从图示相反的方向穿出，再将磨损传感器

表面涂覆高温固定胶，插入两个φ 5.2 的孔内，调整好引线方向后，再将引线捆

扎牢固。 

4.3 胎压传感器 

 

功能： 

实时监控轮胎胎压，当胎压快速变化时，实时向接收端发送数据

以确保及时报警；提示驾驶员及时处理轮胎异常状况，预防爆胎、减

少轮胎安全事故的隐患。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工作温度 -30℃—+85℃ 

量程 0~13bar   

精度 ±0.15bar  

调制方式 FSK    

无线通讯频率 434.1MHz 

螺纹 G1/8″ 

接口：无线传输 

安装要求： 

a. 旋下轮胎气门嘴上的气门嘴帽。 

b. 取出贴有位置标签的传感发射器，与锁扣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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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能供配电 

 

功能： 

智能供配电是采用以高级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电子控制技术，并通

过 CAN 总线技术为专用车提供的一个智能化的供配电平台，解决了

专用车（挂车）车辆后端多点取电的技术难题，以及后端和前端（牵

引车）通讯的问题，并能够提高车辆生产效率和降低制造成本，本系

统适用于专用车。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工作电压 24±6V DC 

通讯标准 CAN2.0B 

工作温度 -25℃—+85℃ 

工作湿度 ≤95% 

耐振能力 <5g 

防水等级 IP66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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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口定义 线径 mm 线色 序号 接口定义 线径 线色 

1 GND 输入 2.5 黄绿 19 LAMP- 0.5  

2 24V 输入 2.5 红色 20 CANH 0.5  

3 LIN 0.5 绿色 21 CANL 0.5  

4 刹车灯 1.5 红色 22 LIN 0.5  

5 左转灯 1.5 黄色 23 24V(15A) 2.5  

6 右转灯 1.5 绿色 24 3-24V+ 1.5  

7 左位、牌灯 1.5 黑色 25 3-24V- 1.5  

8 右位、牌灯 1.5 灰色 26 3-CAN_H 0.5  

9 停车灯 1.5 蓝 27 3-CAN_L 0.5  

10 1-24V+ 1.5  28 4-24V+ 1.5  

11 1-24V- 1.5  29 4-24V- 1.5  

12 1-CAN_H 0.5  30 4-CAN_H 0.5  

13 1-CAN_L 0.5  31 4-CAN_L 0.5  

14 2-24V+ 1.5  32    

15 2-24V- 1.5  33    

16 2-CAN_H 0.5  34    

17 2-CAN_L 0.5  35    

18 ECU+ 1.0      

安装要求： 

a. 不与汽车的其它装置，尤其是运动构件发生干涉； 

b. 应当远离强磁场和较强的热源； 

c. 安装时接插件应接插方便，同时考虑与线束连接的顺畅，以及拆卸和维护

的方便。                                                            

d. 选好位置后用 M6×12mm 的螺栓紧固在支架或有刚度构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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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严禁用自攻螺丝固定在无刚度的构件上；                          

f. 固定安全监控盒时应用平垫片和弹簧垫圈。 

6、摄像头 

6.1 技术指标： 

部件名称 参数名称 参数规格 

摄像头 

图像传感器 PC3089N 

传感器尺寸 1/3 inch 

信噪比 46.5 dB 

最低光照度 13.2 V/lux.sec 

动态范围 60.7 dB 

图像制式 PAL 或 NTSC 

分辨率 720 × 576 

视频输出 CVBS 

匹配阻抗 75 Ω 

防护等级 IP67 

视角 120 度 

摄像头尺寸 长 42mm；宽 26mm；高 27mm 

 

6.2 摄像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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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共 4 个，即前摄像头、后摄像头，左摄像头、右摄像头。 

 安装时每个摄像头必须对应的装于汽车外前、后、左、右，不可

相互替换。 

 摄像头安装位置根据车型不同选择适宜的位置（位置以正中、高

度越高为宜），如小型车可将左右摄像头可安装于左右后视镜下，

前后摄像头安装于车牌正中上方。 

 摄像头线材可沿原车线路或车体边缘隐藏安装，避免损伤线材，

尤其前摄像头线材不可搭在发动机上，以免发动机温度过高发生

意外事故。 

 线材走线时不可拉得过紧，以防受环境振动、温度变化线材热胀

冷缩，导致图像信号时有时无或断线故障。 

 摄像头线材隐藏走线完成后，按对应的接口接至设备主机；并将

设备主机的视频输出线接至显示屏（原车中控导航显示屏）。 

 摄像头位置调整：显示屏显示图像后，使用遥控器上下键可切换

只单路摄像头图像（前后左右），前后摄像头以能看见保险杠出

现在图像的 1/4 或 1/3 区域，且能清楚看见标定布（标定布尺）为

佳；左右摄像头以能看见车身出现在图像的 1/3 区域，且能清楚看

见标定布（标定布尺）为佳；每个摄像头图像需与水平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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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线束 

它是各个电子控制单元（ECU）与各个独立元件的信号传输和供电

线路。应保证系统线束连接可靠。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使用环境温度 -30℃—+85℃ 

防水等级 IP65 

8、服务器 

功能： 

服务器是远程服务端，主要功能是接受各个终端的链接和数据，

方便远程客户端访问数据，达到远程监控的功能。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尺吋 2U 机架式服务器 

CUP E5-2600 处理器以上 

内存 16G 以上 

硬盘 8T 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8(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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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客户端 

 

功能： 

通过客户端访问远程服务器数据达到远程监控车辆设备的功能。 

主要功能： 

1、 实时视频远程监控 

2、 实时路线远程监控 

3、 实时轴承温度、蹄片温度、刹车片磨损、胎压 

4、 历史轨迹 

5、 历史视频 

详细功能见：软件使用说明书 

技术指标： 

项目 描述 

基于开发 .NET Framework 4 之上 

CUP 奔腾双核以上 

内存 1G 以上 

硬盘 80G 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Xp、Windows 7 

接口：PC 机接口 



西安正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智能监控平台使用说明书 

 - 26 - 

四、配置表 

类 序

号 

名称 图片 备注 低

配 

中

配 

高

配 

顶

配 

选配 

显示

终端 

1  7 吋显示

终端 

 

   

√ 

 

√ 

 

√ 

 

2 4.3 吋显示

终端 

 

  

√ 

    

远程

终端 

3 3G 远程

终端 

 

   

√ 

   

4 4G 远程

终端 

 

    

√ 

 

√ 

 

控制

盒 

5 ABS控制盒 

 

    

 

 

√ 

 

6 轴蹄温监

控盒 

 

  

√ 

 

√ 

 

√ 

 

√ 

 

智能

供配

电 

7 智能供配

电（主） 

 

    

√ 

 

√ 

 

8 智能供配

电（从） 

 

    

√ 

 

√ 

 

传感

器及

配件 

9 温度传感

器 

 

每个轮毂

两个（轴、

蹄） 

 

√ 

 

√ 

 

√ 

 

√ 

 

10 刹车片传

感器 

 

每个刹车

片一个 

 

√ 

 

√ 

 

√ 

 

√ 

 

11 胎压传感

器 

 

每个轮胎

一个 

    

√ 

 

12 摄像头 

 

一套系统

最多 8 个

摄像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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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故障 

类 名称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正确操作 

显示终端 7 吋显示终端 1、屏幕无显示 

2、触屏没反应 

1、没有正确通电或

通电线缆有故障 

2、操作不当导致死

机 

1、检查线缆确保

正确通电 

2、按下屏幕后部

有重启按钮 

4.3 吋显示终端 1、屏幕无显示 

2、屏幕数据不更新 

1、没有正确通电或

通电线缆有故障 

2、操作不当导致死

机 

1、检查线缆确保

正确通电 

2、断电后重新上

电 

远程终端 3G 远程终端 1、设备无通讯网络

信号 

2、设备接收不到控

制中心设置 

3、设备不能进行任

何操作 

1、车辆在通信盲区、

通信网络天线没有接

好、通信卡问题 

2、检查通讯卡是否

激活 

3、通讯卡设置或安

装不正确、卫星主机

故障 

1、车辆移到信号

较好的地方、检查

天线插头、检查或

更换通讯卡 

2、把通讯卡放到

手机上激活 

3、重新设置安装

或更换通讯卡、检

查更换主机 

4G 远程终端 

控制盒 ABS 控制盒 1、 上电不自检 

2、 上电自检但屏显

示 ABS 不正常工

作 

1、 线路断开、ECU

内部故障 

2、 CAN 线断开、ECU

故障 

1、 更换线束、ECU 

2、 检查线束、更

换线束或 ECU 

轴蹄温监控盒 1、 显示器没有此控

制盒信息 

2、 显示部分传感器

断开 

1、 控制盒通电不正

常或线束断开 

2、 接插件链接不可

靠 

1、 检查接电是否

正常 

2、 重新插拔对应

接插件 

智能供配电 智能供配电（主）    

智能供配电（从）    

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温度有大幅度跳动 传感器受外力损坏 更换 

刹车片传感器 错误报警 传感器受外力损坏 更换 

胎压传感器 无对应轮胎胎压 传感器掉落或电池耗

完 

加装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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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项 

>用户安装调试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安装前请将各个模块的配件（如内存卡、通讯卡）检查是否安装完

成 

>请将系统中各个模块安装到指定位置或容许位置。在非指定定安装

位置，造成的设备损坏将不在产品保修范围之内。 

>该产品带有无线通讯，通讯由移动网络营运商提供支持，进入加油

库、炸药库等危险品场所前请切断主机电源。 

>本公司对本手册拥有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