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长待机定位终端
S06L



一、关键特性

二、详细规格参数

无线通信方式2G/LTE-Cat.M1网络

支持北斗/GPS等多种卫星系统

支持单基站和多基站定位

宽电压输8-45V.

内置大功率浪涌保护电路

内置硬件监控电路，异常状态自动恢复

支持继电器控制

支持ACC检测

内置电池切换电路，支持断电报警

内麦克风电路接口，支持远程聆听

支持SOS功能

2个LED状态指示灯

通信模块类型：BG96 4G LTE Cat.M1/ NB1/ EGPRS

防水设计，防水等级IP65.

标准尺寸SIM，可选择支持贴片 SIM卡

内置振动传感器，支持震动报警

内置光感检测电路，支持拆除报警

支持远程升级

支持用户协议定制

1.无线通信规格



芯片规格：u-blox UBX-M8030

天线尺寸：25x25x4mm

支持的卫星系统：GPS、GLONASS、北斗

内置独立低噪声放大电路

定位精度：约5米（室外空旷环境）

冷启动定位时间：约30秒

热启动定位时间：1秒

支持输入电压范围：8- 45V

平均工作电流：小于30mA（12V供电时）

内置电池切换电路支持断电报警功能

电池规格：100mAh耐高温聚合物电池

支持1500W浪涌保护

支持A-GNSS辅助定位

2.GPS规格

3.电源系统

支持发动机启动/熄火检测（ACC检测）

4.扩展功能

频段信息：

B1/B2/B3/B4/B5/B8/B12/B13/B18/B19/B20/B26/B

28/B39(B39 for Cat.M1only) 

@LTE50/900/1800/1900 @EGPRS

内置看门狗独立硬件电路，死机或者系统出现异常

时自动恢复，实现设备全天候稳定可靠工作



三、安装说明

，

ZT06W主机 - 1台

电源线 – 1条

继电器 – 1套（选配）

麦克风 – 1套（选配）

SOS线 – 1套（选配）

说明书 – 1本

工作温度：-20℃  to +70 ℃

储存温度：-40℃ to +85℃

工作湿度：20%-80%

5.环境参数

产品尺寸：84x42x13.6mm

重量：约80克

6.物理规格

1.配件清单

使用前先确认配件是否齐全，包括：

支持继电器控制，实现远程断油电功能

通过麦克风接口连接拾音器，可支持远程聆听

支持SOS功能

内置振动传感器，支持振动报警

拆除报警，基于光感检测的拆除报警



2.安装说明

SIM卡安装

（1）接线说明

打开面壳，装入SIM卡，该设备使用标准规格SIM卡

设备有三组接口，接口1用于连接麦克风，接口2用于连

接电源，以及ACC检测和继电器。接口3用于连接SOS

按键。接口2为4芯排线，分别是继电器线（黄色），电源

正极（红色），电源负极（黑色），ACC检测线（绿色）。

接口1

接口1:麦克风

接口2:电源/ACC/继电器

接口3:SOS按键

接口2
接口3



接线注意事项：

（1）设备支持的供电范围是8-45V，请使用原厂提

供的电源线。红色线为正极，黑色线为负极，安装

时电源负极请选择单独接地或者搭铁。

（2） ACC线（绿色线）接车辆的ACC开关，ACC

线用于车辆的启动/熄火状态检测。

（3）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分别为细白线（85）和细黄

线（86），细白线接汽车电源正极（+12V），细黄

线接设备的继电器控制线。将油泵的正极线剪断，

分别接到继电器的常闭段（粗绿线87a），另一端接

继电器的公共端（粗绿线30）.

备注：本产品标配的为12V继电器，适合安装于12V

电瓶的汽车。

LED类型 含义LED灯状态

红灯
慢闪 正在尝试注册网络

成功连接服务器

未定位，正在搜索卫星信号

定位成功

常亮

常亮

慢闪
蓝灯

（2）状态指示灯

通过查看状态指示灯，可以了解设备的工作情况，指

示灯的状态说明如下：



（1）设置APN

指令格式1：APN,[apnname]#

指令格式2：APN,[apnname],[user],[password]#

说明：设备支持自动APN设置，支持大部分国家的

APN自动切换，如果不能自动切换的国家地区可以通

过发送短信进行切换。

实例：APN,cmnet#

（2）时区设置

指令格式：GMT,[A],[B],[C]#

说明：A的取值是E或者W，分别代表东时区和西时区。

B的取值从0-12，代表时区。C的取值为0,15,30,45表示

半时区，默认为0.

实例：GMT,E,8,0#

（3）上传时间间隔设置

指令格式：TIMER,[N]#

说明：N的取值从10-65535，单位是秒，默认上报时

间间隔为10秒。 

4)中心号码设置

指令格式：CENTER,A,[NUM]#

说明：通过CENTER指令设置中心号码，中心号用于

发送继电器控制指令。

实例：CENTER,A,12345678901# 

3.常用参数设置指令



（5）继电器控制指令

指令格式：RELAY,[A]#

说明：A的取值是0和1，1表示断油，0表示恢复。对

继电器进行控制，只有中心号码可以发送该指令。

实例：RELAY,1# 发送该指令实现断油电。

实例：RELAY,0# 发送该指令恢复油电。

备注：为了保证车辆及司乘人员的安全，设备只在

GPS有效定位状态下，速度小于20KM/h的情况才会执

行断油电功能。 

（6）恢复出厂指令

指令格式：FACTORY#

说明：该指令恢复出厂的默认设置。 

（7）重启指令

指令格式：RESET#

说明：设备收到指令后1分钟内完成系统重启。 

（8）监听指令

指令格式：JT,[T]#

说明：T的时间范围是10~300秒，设备收到指令后，

启动监听功能，并录音T秒。 

CENTER,D#为删除中心号的指令格式。 

指令格式：CENTER,D#

说明：删除中心号码指令。

实例：CENTER,D# 



（1）设备参数查询指令

指令格式：PARAM#

说明：通过该指令可以查询设备当前参数设置的情况

返回信息：

SN:690217091200027;    （设备序列号）

APN:cmnet; （当前APN）

（2）设备状态查询指令

指令格式：STATUS#

说明：通过该指令可以查询当前设备工作的状态。

返回信息：

EXT-POWER: 12.65V;（当前工作电压）

BATTERY:86%; （内置电池电量指示）

GPRS:NORMAL; （平台连接状态，NORMAL表示已

连接，FAILED表示未连接）

GSM Signal:H; （GSM信号值，H：高；M：中；L：

低；）

IP:jzwz.basegps.com:9998; （当前平台地址及端口）

CENTER:0;（当前中心号码）

TIMER:10;（当前上传时间间隔）

TimeZone:8:0; （当前时区）

LANG:EN;（语言类型）

LCWL: OFF; （本地围栏状态）

FMACC:0

4.常用查询指令



四、设备使用操作

设备装入SIM卡后通电即可开机，将开关拨到ON位置

开机。

注意事项：线装入SIM卡再拨开关开机，如果先开机再

装入SIM卡会不能识别。

（1）短信中文地址查询。

（2）经纬度位置短信查询。

GPS Signal:L; （GPS信号值，H：高；M：中；L：低；）

ACC: OFF; （ACC点火状态指示，ON表示启动状态，

OFF表示熄火状态）

（3）软件版本查询指令

指令格式：VERSION#

说明：该指令返回设备的软件版本信息。

（4）查询经纬度链接指令

指令格式:URL#

说 明 ： 返 回 基 于 地 图 链 接 的 位 置 信 息 ， 例 如 ：

http://maps.google.com/maps?q=23.00153,113.39459

1.开关机

 2.查看位置



五、故障排除

（3）经纬度链接短信查询。

（4）平台方式查询位置。

（5）APP方式查询。

当遇到紧急情况，按紧SOS按键，从按下开始启动录音

功能，直到按键松开，停止录音，并发送SOS报警。

待实现。

设备安装后，切断电源时会产生断电报警。初次安装

时，电池电量偏低，有可能接收不到报警信息。这种

情况下，需要通电10分钟以上，等待内部电池有一定

电量之后再切断电源才可以发出报警。

监听功能可通过平台发送JT,[T]#指令启动设备录音（需

平台支持），T是时间值，支持10秒到300秒的录音。

3. SOS报警

4. 断电报警

5.震动报警

6.录音功能

设备按照本手册要求安装了继电器，即可实现远程断油

电功能。远程断油电功能可以通过短信操作，可以通过

平台下发指令等方式进行操作。

1. 终端首次安装后一直无法连接至后台服务器，后台显

示未上线，请参照下列建议检查设备：

7.断油电功能



（1) 检查主电源接线是否正确，注意不要接到汽车内部

控制线上；

（2) 检查SIM是否正确安装，请参考安装说明； 

（3) 检查SIM卡是否开通GPRS业务；

（4) 通过PARAM#指令检查参数是否正确；

（5) 检查APN配置是否正确；

（6) 检查车辆是否在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区域；

（7) 上电检查LED指示灯状态，连接正常时2个灯都是

常亮；

2. 设备连接平台正常，但卫星定位异常，这种情况下请

检查：

（1) 请确保设备在室外；

（2) 检查周边有无干扰源或信号屏蔽器；

（3) 检查设备安装位置，应该使GPS天线面朝外，不要

面向金属面或线材等； 

（4) 当周边有高大建筑遮挡时GPS信号也会减弱，请开

车到天空较开阔的地方来定位。



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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