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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1. 

1.引言 

1.1.编写目的 

《KL-VN-2000-S系列产品用户手册》的编写目的是为了使用户能够借助本手册的帮助，掌握本产品 

的特性和功能，能够正确安装及使用本产品；同时有利于技术支持同事的日常工作，便于产品工程师对产 

品的维护。 

1.2.安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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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用户能够长期、安全、满意的使用本系列产品，敬请您在安装和使用产品前阅读以下警告： 

①.一切安装和维护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执行 

②.设备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为直流8V~36V，请注意电源输入不要接反以及电源输入线路的稳定性，输出不能短路。 

③.设备对外输出12V电压，仅用于摄像头供电，不得搭接任何非推荐设备 

④.正确的连接设备的地线到车辆的地线上组成回路 

⑤.设备应安装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避免潮湿、雨水及车辆清洁冲水位置，保持设备远离热源、灰尘与 

强磁场 



 

 
 

⑥.请尽可能将设备安装在车上震动弱的位置上，提高设备稳定性及延长使用寿命 

⑦.安装设备周围20cm内不能堆放杂物，且不能有重物压放，保证散热环境 

⑧.设备上的存储设备和模块不支持热插拔，请勿在设备带电情况下插拔存储设备或者模块 

⑨.请定期对存储设备硬盘或SD卡进行维护：把录像数据拷贝到电脑上后进行格式化操作，用以保护和 

延长存储设备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⑩.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请勿打开或拆卸设备 

2.介绍 

2.1.产品概述 

KL-VN-2000-S系列产品是专为车载视频监控和远程监控开发的一款高性价比，功能可扩展性好的设备。 

采用高速处理器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结合IT领域中最先进的H.264视频压缩/解压缩技术、网络技术、 

GPS/BDS定位技术。KL-VN-2000-S系列产品可实现4路D1满帧录像，可选CIF/HD1/D1三种录像格式， 

本地记录和无线数据上传汽车行驶信息记录，配合中心软件可实现报警联动的中央监控、远程管理及回放 

分析，致力于向车联网方向扩展。 

KL-VN-2000-S系列产品外观简洁、美观大方，具有超强抗振，安装灵活方便，功能强大，可靠性高等 

特点。 

2.2.产品主要功能 

功能类 

无线通讯 

功能说明 

通过WIFI或3G实现远程实时监控、录像下载、参数配置、远程升级、 

远程控制等数据通讯 

录像 1. 

2. 

支持1～4路实时音视频本地录像及远程录像； 

录像模式支持（以PAL制为例）：4路CIF，每路25帧/秒；4路 

HD1，每路25帧/秒；4路D1，每路25帧/秒； 

支持PAL制式、NTSC制式； 3. 

4. 

5. 

1. 

录像OSD叠加，比如时间、通道名称、车牌号码、GPS、车速…… 

支持存储设备录满自动覆盖和报警录像文件保护 

硬盘支持1T容量（硬盘机）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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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产品规格 

2.3.1.产品功能规格列表 

项目 

系统 

设备参数 性能指标 

操作语言 

操作系统 

操作界面 

密码安全 

视频输入 

中文/英文 

Linux 

图形化菜单操作界面（OSD菜单） 

用户密码、管理员密码两级管理 

4路复合视频输入 

视频输出 

视频显示 

单路复合视频输出 

单画面、四画面显示 

PAL制式、NTSC制式 

H.264 Main profile，压缩资源为100帧/秒 

视频 

音频 

视频标准 

图象压缩 

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音频编码 

录音方式 

图像格式 

视频流标准 

4路音频输入 

1路音频输出 

G726 

声音与视频同步录制 

CIF/HD1/D1可选 

ISO14496-10 
图像处理及存 

储 CIF: 1536Kbps ~ 128Kbps， 

HD1: 2048Kbps ~ 380Kbps， 

D1: 2048Kbps ~ 400Kbps， 

视频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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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8个报警输入 
报警 

2个报警输出，输出高电平12V    

RS485接口 

RS232接口 

CAN 

支持2个RS485接口 

支持2个RS232接口 

支持1个CAN总线接口 

10M/100M自适应网络接口 

支持通过扩展接口连接对讲设备 

支持1路音频功放输出 

连接多功能控制面板 

外接车辆脉冲数据 

通信接口 

以太网 

语音对讲接口 

音频功放 

拓展接口 

速度脉冲接口 

扩展接口 

无线通信 

EVDO 可选内置CDMA2000通信模块 

可选内置WCDMA通信模块 

可选内置TD-SCDMA通信模块 

可选内置无线802.11b/g/n通信模块 

可选配置 

WCDMA 

TD-SCDMA 

WIFI 

蓝牙 

支持内置 GPS模块 地理坐标、速度等可写入编码码流，同时 

可以无线上传（可选） 
GPS 

BDS 

支持内置 BDS模块 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 

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 

时服务，并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已经初 

步具备区域导航、定位和授时能力，定 

位精度优于20m，授时精度优于100ns 

加速度传感器 

配套软件 

内置加速度传感器G-Sensor 

视频分析软件在PC端回放视频文件，同时对文件中的 
     
     
（VAS） 车辆信息进行分析 

车联网监控管理平 

台（VNMS） 

通过无线网络实现视频预览、GPS上传、 

报警上传及中心命令下发、参数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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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产品工作性能参数 

项目 工作参数 说 明 

电源输入 8—36V 输入电压为＋8V～＋36V，电压长期低于8V，或长 

期高于36V，设备自动关机，进入保护模式。 

输出电压12V（+/-0.2V），最大电流A。 

车钥匙关闭。 

电源输出 

车钥匙信号 

12V 

≤6V 

≥7.5V 

75Ω 

车钥匙打开。 

视频输入阻 

抗 

每路视频输入阻抗均75Ω。 

视频输出电 

压 

2Vp-p 输出一个2Vp-p的CVBS模拟信号，显示设备输入 

阻抗需75Ω阻抗匹配。 

为低电平报警。 I/O接口 0—4V 

4V以上 为高电平报警。 

SD卡接口 2个SD卡1.兼容市面常见品牌。单卡可以支持64GB. 

2．SD卡存储文件，支持录像和系统升级等。 

工作温度 -20-+80℃ 指的是通风良好条件下的环境温度。 

2.4.产品外特性 

2.4.1.整机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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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整机尺寸与安装孔位 

地址：中国·南京明匙路108号杜克商务324室 

电话：400 6686 779 

邮政编码：210001 

Http：//www.kunlian.net 



 

 
 

2.4.3.前面板接口与指示灯 

前面板接口与指示灯定义如下表： 

面板分类 名称 

SD1/SD2 

SIM 

定义 

SD卡插槽，2张SD卡循环录像 

3G卡，3G拨号上网 

以太网接口 

面板接口 

RJ45 

PWR 电源灯，蓝色，设备检测到有输入电源则长亮 

REC 

SD1/SD2 

ALM 

GPS 

3G 

录像指示灯，绿色，设备在录像的时候录像灯长亮， 

没有录像灯灭 

SD卡指示灯，绿色，检测到SD卡则灯长亮，否则 

灯灭 

报警指示灯，橙色，设置的报警灯控的开关打开， 

产生报警则灯长亮，否则灯灭 

GPS指示灯，绿色，GPS模块存在无信号时灯闪； 

信号正常时灯长亮；未检测到模块灯灭 

3G指示灯，绿色，3G模块存在未连接服务器灯闪； 

连接服务器成功灯长亮；未检测模块灯灭 

WIFI指示灯，绿色，WIFI模块存在未连接服务器 

灯闪，连接服务器成功灯长亮；未检测到模块则灯 

灭 

指示灯 

WIFI 

IR 红外线接口 接收遥控器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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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后面板接口与定义 

接口定义： 

面板接口 定义 

AV—IN1~AV—IN4 

AV—OUT 

4路摄像头音视频输入接口 

音视频输出接口 

IO—COM—SPEED 8路IO报警输入，2路报警输出；2个    RS485接口， 

2个RS232接口；车辆脉冲测速接口 

可接对讲设备，多功能调度屏 

外接功放或CANBUS总线 

电源输入接口，DC8-36V 

GPS天线接口 

EXTENDED 

AMP/CAN 

POWER 

GPS 

3G 3G天线接口 

WIFI WIFI天线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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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机操作指南 

3.1.遥控器功能键指南 

登陆（LOGIN） 在录像机设有密码时，按下LOGIN键可输入密码。 

由于系统没有恢复和复位功能，请切记密码。 

切换单画面显示，设置界面按数字键可以直接输入 
0-9数字键 

- +号 编辑框输入退格、进格键；音量调节键 

上、下、左、右方向键 

确认键 
【ENTER】 

直通画面下的快捷键操作，可查看模块状态、报警状态、版本 

号及录像磁盘状态 
INFO 

在监视画面下，用于四画面和单画面之间的切换；按下田字键 

显示4画面;按数字键1，2，3，4分别切换到单画面 

CH1,CH2,CH3,CH4 

田字键 

退出(RETURN) 

暂停/单步 

返回上一层子菜单。最终退出设置菜单并退出到监视画面； 

回放图像资料时的暂停播放和单步放键，每按一次可以播放一 

步，按下放像键恢复到正常播放速度； 

按此键可以进行帧放 

（PAUSE/STEP） 

帧放键(FRAME) 

放像 （PLAY ）开始播放键（画面暂停时显示的是静止画面）； 

快进（FWD） 

快退（REW） 

回放录像资料时的快进键，有四档：2X，4X，8X，16X 

回放图像资料时的快退键，有四档：2X，4X，8X，16X 

停止手动录像键 停录■（STOP） 

录像●(RECORD) 启动手动录像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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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主菜单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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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 

系统设置 录像设置 录像回放 管理工具 外设管理 网络设置 报警设置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模块状态 

I/O报警 

速度 

加速度 

温度 

输出设置 

电压 

中心设置 

本地设置 

3G设置 

WIFI设置 

云台 

串口设置 

格式化 

配置管理 

日志查询 

图片查询 

录像搜索 

录像回放 

常规设置 

通道设置 

子码流 

定时设置 

存储设置 

镜像录像 

时间设置 

密码设置 

开关机 

终端设置 



 

 
 

3.3.系统操作与设置 

3.3.1.用户登录 







设置的密码开关开启，按登陆键会弹出登录菜单，设备号默认显示，以输入的密码区分用户身份，密 

码输入正确按登录键进入设置界面 

以密码区分用户身份，分为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管理员身份拥有所有权限，普通用户限制权限只能查 

看不能修改 

设置的密码开关关闭，按登录键直接进入设置菜单，不会弹出登录界面 

3.3.2.系统操作与设置 

说明： 







以下所有子菜单的设置，都必须在确认【保存】后生效，否则设置无效 

进入菜单界面（包括录像查询），设备停止录像。 

数字输入可以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直接输入或使用软键盘。字符、拼音输入则必须通过软件盘实现 

主菜单：显示所有主设置项：系统设置、录像设置、录像回放、管理工具、外设管理、网络设置、报警设 

置、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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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统设置：系统管理设置包括子菜单：时间设置、密码设置、开关机设置、终端设置 

时间设置：完成时间设置 













日期格式：三种格式，分别为年/月/日、月/日/年、日/月/年，按【ENTER】键切换 

日期：按照所选日期格式显示，用数字键可手动校对 

时间：分为时分秒，用数字键可手动校对 

GPS校时：开启/关闭，在GPS信号有效的情况下，系统时间有误差就会校时 

夏令时：开启/关闭，按照不同地区设置夏令时开始和退出时间 

操作超时（30~3600s）：登陆成功后，在设置时间内未收到遥控键值则退出到预览画面 

密码设置：登陆密码设置 





使能：开启/关闭；选择关闭，不用输入密码，按【登录】键即可登录成功到设置界面 

分别设置用户密码和管理员密码，密码为6个数字，两个密码不能设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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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密码具有所有权限，用户密码只具有查看功能，不能设置参数 

开关机设置： 









开关机模式：点火模式/定时模式；按【ENTER】切换选择 

点火模式：车钥匙控制设备开关机，车钥匙打开设备启动，车钥匙关闭设备进入待机状态 

定时模式：到设置的定时开机时间设备启动正常工作，到定时关机时间设备停止工作进入待机状态 

延时时长：只有在点火开关机模式下才会启用延时时长，在车钥匙关闭后设备在正常运行延时时长时 

间后进入待机状态 

终端设置： 

















设备号：固定显示设备序列号，不能修改，上报监控中心平台的唯一ID 

手机号：按ENTER键小键盘输入（指安装在主机的SIM卡号） 

公司名称：按ENTER键小键盘输入（用户自定义） 

服务电话：按ENTER键小键盘输入（用户自定义） 

司机姓名：按ENTER键小键盘输入（用户自定义） 

车牌颜色：按ENTER键小键盘输入（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车牌号：按ENTER键小键盘输入，监控中心平台显示的车辆名称 

SN：每台设备出厂都有默认设置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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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录像设置：子菜单包括：常规设置、通道设置、子码流设置、定时设置、储存管理、镜像录像 

常规设置：基本录像参数设置 





视频制式：PAL、NTSC，按【ENTER】键切换可选 

录像模式：开机录像、定时录像、报警录像，三种录像模式按【ENTER】键切换可选 

开机录像：设备开机自动开始录像 

定时录像：在设置的定时录像时间段内开启录像，其它时间不录像 

报警录像：在产生报警的时候设备开启录像，没有产生报警不录像 

自动覆盖：开启/关闭，按【ENTER】键切换可选 

开启：存储磁盘录像满后覆盖最早的录像文件，继续录像 

关闭：存储磁盘录像满后，停止录像，不会覆盖最早的录像 

输出音量：音量0~15级可选，按【ENTER】键切换可选，是预览画面和设备录像回放的音量 

报警预录：对报警产生前的一段时间进行录像 

报警延时：报警解除后还会继续录像，录像时间为设置时间 









通道设置：每个通道录像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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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打开：表示该通道开启； 

关闭：表示该通道不录像，并且有视频丢失也不会记录日志 

分辨率：可选择D1、HD1、CIF三种，例如PAL制下：D1分辨率为704*576， 

HD1分辨率为704*288，CIF分辨率为352*288。 











帧率：表示每秒录像的帧数，PAL制为1~25帧/秒，NTSC制为1~30帧/秒 

画质，画面的清晰度，分1~8级，1级画质清晰度最高 

录音：开启/关闭，表示在录像的同时是否开启录音功能 

预览：开启/关闭，表示在直通画面是否要开启实时预览 

音量：设备的输入音量 

子码流设置：设置3G网络传输视频流的参数 







分辨率：可选CIF/QCIF 

比特率：可选1/32/48/64/80/96/128/200/256/384 

帧率：表示每秒录像的帧数，PAL制为1~25帧/秒，NTSC制为1~30帧/秒 

定时设置：设置定时录像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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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最多可以设置4个录像时间段 

每一天：设置的时间段对星期一到星期天的7天都有效 

时间段设置：时间段开始时间不能大于结束时间 

存储管理： 







录像：依据设置来选择主录像/镜像录像/无 

优先级：依据设置的等级调节等级优先，1级最低，5级最高 

用户日志：开启：表示该通道开启； 

关闭：表示该通道关闭，不会记录日志 

镜像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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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能：打开：表示该通道开启； 

关闭：表示该通道不录像，并且有视频丢失也不会记录日志 









分辨率：可选CIF 

帧率：依据设置的比特率自动调节帧率大小 

画质：依据设置的画质等级调节画质质量 

录音：打开：表示该通道开启； 

关闭：表示录音功能不启用 

③.录像回放：回放本机录像 

 月历表：表中显示日期显示绿色表示当天是正常录像，红色表示当天有报警录像，空白表示当天没有 

录像文件 







录像类型：全部/报警 

磁盘选择：全部/SD1/SD2 

可以选择日期时间段搜索录像文件 

录像文件列表： 

 一个文件包括4个通道录像数据，四路音视频同步回放，录像打包固定为15分钟，界面显示录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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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开始、结束时间及容量大小 

 没有视频输入的时候还是会正常录像，回放看到的是黑屏有日期时间显示 

④.管理工具：常用工具包括：格式化、配置管理、日志查询、图片查询 

格式化：格式化录像磁盘 

磁盘选择：SD1/SD2，和设备前面板的SD接口标识一致，格式化完成SD卡是EXT3格式 

注意：格式化操作会清除SD卡磁盘上的数据 

附：SD卡使用说明 

 开机自动格式化功能：设备启动成功自动检测SD卡格式，如果不是ext3格式则进行自动格式化SD 

卡，设备右上角有提示：SD初始化中/... 

 电脑操作录像SD卡说明：在电脑上读取录像SD卡需要安装驱动程序（Ext2FSD-0.51.exe），安 

装驱动后才能认到录像SD卡，否则提示SD卡需要格式化；在电脑上安装格式化工具（Paragon Partition 

Manager），可以用此格式化工具把SD卡格式化成ext3格式，32G-SD卡格式化成功需要1小时。 

SD卡自动修复功能：ext3文件系统具备自动修复功能，在文件系统损坏时，设备开机或在电脑上使 

用SD卡，都会先进行文件系统修复，修复时间0—30分钟，在设备上修复过程中设备能正常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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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GPS和视频监控，修复完成自动开始录像；在电脑上修复，把读卡器插到电脑上，读卡器上的指 

示灯一直闪烁，电脑不会显示SD卡盘符，修复完成，读卡器指示灯长亮，电脑能正常显示盘符。突 

然断电会造成文件系统损坏，所以禁止设备异常断电。 

配置管理：配置文件管理 







导出当前配置：导出设备配置文件到SD卡，可以导出的参数配置文件导入到其他相同版本的设备上 

导入当前配置：从SD卡导入配置文件到设备，可简化对需要同样设置的多台设备手动配置参数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配置参数为出厂设置 

日志查询： 





开始与结束时间：通过输入时间来选择搜索查看日志 

通过时间显示列表查看主机运行日志 

图片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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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结束时间：通过输入时间来选择搜索查看通道抓拍照片 

通过时间显示列表查询照片 

⑤.外设管理：通过串口连接的外围设备设置包括子菜单：云台、串口设置 

云台：云台参数设置 





PTZ：云台参数设置，目前只支持两种协议：PELCO-D、PELCO-P，根据具体的云台设置云台的波特 

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地址。 

PTZ操作：设置好云台参数后，退到直通画面，切换到云台画面的通道，按遥控器的PTZ键，进入云 

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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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在云台控制下，通过上下左右键找到需要预置的摄像头位置，然后按【预置】键，选择好预置 

点数字后（遥控器的+、-键），按【ENTER】键完成预置点的设置 

调用：按遥控器的【调用】键，选择设置好的预置点数字，按【ENTER】键摄像头自动调整到预置点 

的位置。 

自动：按遥控器的【自动】键，摄像头自动在设置好的预置点轮循 

串口设置：2个  RS232和  2个  RS485串口接外设参数配置 

在对应串口选择接入的外设，波特率等自动显示为默认参数，如果所用外设参数和默认参数不一样，用户 

可以手动修改完成保存即可使用外设 

⑥.网络设置：中心设置、本地设置、3G设置、WIFI设置 

中心设置：连接中心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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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可以同时连接2个监控中心服务器，支持上报域名服务器 

本地设置：本机IP设置 

 设置本机IP地址，通过网线连线RJ45网卡设备可接入以太网 

3G设置：3G拨号参数设置 

 3G拨号参数设置，选择模块类型，拨号参数默认为公网拨号上网参数，使用专网可以WIFI设置： 

WIFI模块连接无线路由器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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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WIFI模块连接无线路由器的参数，WIFI支持静态IP，需要手动设置IP和AP在同一网段 

⑦.报警设置：完成所有报警事件的设置，包括：I/O报警，速报、加速度、温度报警、输出设置、电压 

I/O报警设置： 





使能：开启，检测是否有I/O报警；关闭，不检测是否有I/O报警 

电平：电平触发，低电平，0~2V；高电平，4~25V；根据接入的外设选择设置高低电平，设置为低电 

平，设备检测到有低电平输入则产生报警；设置为高电平，设备检测到有高电平输入则产生报警 

录像：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产生报警录像 








灯控：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前面板报警指示灯亮 

蜂鸣器：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蜂鸣器响报警提示 

预览：通过预览调出通道视频,开启该功能可选择，无/CH1/CH2/CH3/CH4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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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速度来源：GPS/车辆，选择车辆需要接速度脉冲信号 

系数：车辆行驶一公里的脉冲转速，速度来源为车辆时需要设置 

速度单位：Km/h、MPH 

高速：速度超过设置的门限值产生高速报警 

低速：速度低于设置的门限值产生低速报警 

使能：开启/关闭，是否需要检测超速报警 

门限值：设置超高速、低速的范围 

录像：开启/关闭，速度报警是否要产生报警录像 

灯控：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前面板报警指示灯亮 

蜂鸣器：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蜂鸣器响报警提示 

报警：开启/关闭，是否选择开启报警功能 

加速度： 







对加速度三维X、Y、Z轴做单独侦测报警 

使能：是否需要检测报警 

门限值：超过设置的门限值产生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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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开启/关闭，速度报警是否要产生报警录像 

灯控：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前面板报警指示灯亮 

蜂鸣器：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蜂鸣器响报警提示 

报警：开启/关闭，是否选择开启报警功能 

校准：实时显示X、Y、Z轴的大小，在适当方向按下校准按钮设置基准值 

温度： 

















低温：检测到的温度低于门限值则产生低温报警 

高温：检测到的温度高于门限值则产生高温报警 

使能：开启/关闭，是否要检测温度报警 

门限值：设置高低温报警的范围 

录像：开启/关闭，速度报警是否要产生报警录像 

灯控：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前面板报警指示灯亮 

蜂鸣器：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蜂鸣器响报警提示 

报警：开启/关闭，是否选择开启报警功能 

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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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指输出的8个I/O端口与速度，加速度，温度，移动端口 

OUT1：指输出端口1 

OUT2：指输出端口  2 

电压： 



















电压异常关机延时：根据设置选择合适的电压延时时间 

低压报警：检测到的电压低于门限值则产生低压报警 

高压报警：检测到的电压高于门限值则产生高压报警 

使能：开启/关闭，是否要检测电压报警 

门限值：设置高低压报警的范围 

录像：开启/关闭，速度报警是否要产生报警录像 

灯控：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前面板报警指示灯亮 

蜂鸣器：开启/关闭，产生报警是否需要蜂鸣器响报警提示 

报警：开启/关闭，是否选择开启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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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系统信息： 

在直通画面按遥控器上的【INFO】键可快捷调出此页查看模块、中心服务器连接、报警、版本号、存储磁 

盘状态。 

北斗定位信息说明： 





编号：卫星编号，数值200以上的为北斗卫星 

可用卫星数：数值200以上的卫星3个以上则可以实现北斗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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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见问题回答 

4.1.录像相关问题 

4.1.1.设备开机后为什么不录像？ 

①.请检查设备前面版本SD卡接口是否存在SD卡 

②.   SD卡存在的情况下请在系统信息界面查看存储磁盘状态： 

状态分类：不存在、未格式化、容量正常磁盘未满、容量正常磁盘已满 

状态说明： 

a. 不存在，设备没有检测到SD卡，请在电脑上检测SD卡，或者更换SD卡、更换设备检测是SD卡问 

题还是设备问题 

b. 

c. 

d. 

未格式化，请在设备格式化界面进行格式化操作，格式化完成后查看SD卡容量是否能正常显示 

容量正常磁盘未满，请查看录像模式设置，判断是否满足录像条件 

容量正常磁盘已满，请查看录像覆盖开关是否开启 

4.1.2.设备安装在车上为什么会经常重启？ 

①.出现经常重启的现象：设备反复上线下线；录像间断，不连续 

②.导致经常重启原因： 

a. 车辆供电不稳，请在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测量下设备输入电压，由于此种情况导致设备经常重启的概 

率在实际应用中时比较常见的 

b. 

c. 

存储磁盘出现故障，在保留数据的前提下格式化存储磁盘或更换存储磁盘 

设备软件或硬件问题，请取出存储设备硬盘或SD卡，给设备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设备仍然出现重启 

现象，请将软件版本号告知技术支持人员，必要时需要返厂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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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PS相关问题 

4.2.1.为什么在设备上看不到GPS定位信息？ 

①.查看设备上的模块状态是否为存在 

②.查看GPS天线是否接好，天线要放在宽广没有遮挡的地方才能有信号，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过隧洞或者 

有高楼、大树遮挡会出现接收不到信号的现象，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 

4.2.2.设备在线，为什么看不到车辆定位信息？ 

①.请在平台上检查设置的GPS上传时间间隔 

②.设备上GPS信号接收正常才能给平台上传有效的定位信息，所以请查看设备上的GPS信号是否正常 

显示 

4.3.  3G拨号问题 

4.3.1. 3G拨号不成功？ 

①.查看模块状态，拨号参数设置 

②.查看天线有没有接好，3G信号强度 

③.查看SIM卡状态，SIM卡有没有开通上网功能，如需打电话功能则需要开通语音功能；以及收费情况， 

有没有欠费 

4.4.平台服务器连接问题 

4.4.1.设备正常运行，为什么连接不上后端服务器？ 

①.通过3G连接平台服务器，必须3G拨号成功，请先确认3G模块已经拨号成功 

②.检查设备上设置的服务器IP和端口是否正确，上报ID有没有冲突 

③.后端服务器有没有正常运行，是否有其它车辆在线 

地址：中国·南京明匙路108号杜克商务324室 

电话：400 6686 779 

邮政编码：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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