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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您好！非常感谢您使用S09L 车载终端(移动用户终

端)产品，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通读本手册，请留意手册

上提到的所有注意和警告事项，请妥善保存好本手册，

以备参考。

这本手册,以及软件的描述, 在收到许可证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使用或复制的,只有依照此类职权执行。  

这本手册的内容是提供信息使用,如有变更,恕不另

行通知, 而不应被视为一种斯沃德公司承诺。斯沃德公

司承担任何责任或法律责任的任何偏差,可能出现在这

本书中。

斯沃德公司保留权利作出更改规格,在任何时候,恕

不另行通知。 斯沃德公司认为该手册是准确和可靠

的，然而, 斯沃德公司概不负责其使用, 或侵犯专利或

其他第三方的权利造成其使用。 无许可证将被赋予任

何专利或专利的权利属于斯沃德公司



目 录

1. 产品介绍                                                           4

2. 产品功能                                                           4

3. 规格参数                                            4

4. 外观示意图                                     5

5. 使用说明                                      6

     5.1. 开机及插卡流程                                     6

     5.2. 充电说明                                     6

6. 常用指令说明                                     7

     6.1. 常用设置指令                                     7

     6.2. 常用查询指令                                     7

     6.3. 工作模式设置与说明                                7   

7. 安装示意图                                     8

8. 故障排除                                                           8



2.产品功能

1.产品介绍

● 2G/3G/4G 全球通；

● 支持所有已经部署以及即将营运的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GNSS)，默认 北斗+GPS；

● 支持全球多基站及卫星定位模式；

● 支持超低待机电流设计，休眠电流小于 10uA；

● SIM 卡即插即用，不插卡设备不漏电；

● 采用耐高温安全防爆型可充电钴酸锂电池：充电电

流> 1A @ 5V；

● 支持复位按键，不用拆机便可重新启动设备；

● 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定时上报、周期上报、实时追

踪、智能追踪；

● 支持低电报警；

● 内置后感光检测报警功能；

● 支持碰撞报警、翻转报警；

S09L是一款基于2G/3G/4G通信技术的GPS定位

终端，采用CLM920模块，具有通讯稳定，定位精度高

，静态漂移小，功耗低等特点。设备除了支持卫星定

位，还支持单基站和多基站定位模式。具有基于传感

器设计的智能省电模式，支持多种工作模式的灵活切

换，可应用于多种不同的应用场合。



3.规格参数

● 频段：        4G LTE FDD: B1/B3/B5/B7/B8/B20

                       4G LTE TDD: B38/B39/B40/B41  

                       3WCDMA: B1/B5/B8

                       2G GSM/GPRS/EDGE:

                       850/900/1800MHz

● 工作电流： MODE 1/3 休眠电流 :  <10uA

                         MODE 21  休眠电流 : <3mA 

                       Mode, 1/2/3/21 正常工作电流: <60mA

● 待机时长： 闹钟模式 每天上报一次  >= 600天

                       定时回传模式 每小时上报一次 >= 30天 

                       智能省电模式 每天上报2小时 >=15 天

                       实时追踪模式 实时定位 >= 5 天

● GPS：CLM920模块内部集成

       

● 支持急加速、急减速、急转弯数据上报；

● 支持弱信号报警功能；

● 支持信号恢复报警功能；

● 支持卫星信号强度实时上报功能；

● 支持网络信号强度实时上报功能；

● 支持工作电压实时上报功能；

● 带强力磁铁，吸附安装；

● IP65 级防水设计；



● 电池： 5000mAh 锂聚合物电池

● 工作环境温度： -20℃～ +80℃

● 外观尺寸： 60*100*

● 重量：14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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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观示意图



LED类型 LED灯状态 含义

蓝色

慢闪

电池充满

充电中

服务器连接成功且定位成功

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常亮红色

绿色

快闪

常亮

常亮 

正在搜索GSM网络

5.1.开机及插卡流程

打开SIM卡防水盖，按图示方向插入SIM卡，设备插入

SIM卡后自动开机，插卡后装配好SIM卡盖，通过APP

或平台登录，查看定位。 

5.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安装SIM卡，则终端通信部分不会开启；

当安装上SIM卡后，设备会上电工作；当取出SIM卡，

通信终端自动关闭；

终端SIM卡需要开通短信及网络通信功能；

请确保终端SIM卡有资费；

若您的 SIM 卡已开启要求输入 SIM PIN，请参考

您的手机用户手册将输入 SIM PIN 功能关闭。

5.2.充电说明

设备使用前需要充满电，建议使用 5V/2A 充电器

能支持快充模式，充电时间约 5 小时，使用不同充电

器会有所差别，充电时红色 LED 亮，电池充满后绿色 

LED 亮。充电线是标准的 Micro-USB 充电线。

6.1.常用设置指令

T范围为5-999，单位：秒
设置后设备运动时每隔T秒上报定
位，
使用在MODE21与MODE2模式

设置服务器
domain：服务器域名
Port:服务器端口

SERVER,
1,<domain>,
<port>#

1

设置APN
APN,
<use_apn>#2

TIMER,T#3

6.常用指令说明



查询定位经纬度

查询设备参数PARAM#1

查询状态STATUS#2

WHERE#3
设备重启RESET#4

6.3.工作模式设置与说明

6.2.常用查询指令

当设备运动时，设备开启GPS，4G 
模块，进行定位并上报；
当设备静止时，设备关闭GPS，4G
模块，进入省电休眠。

MODE,
 21# 

智能休
眠模式

T1-T5，格式为HHMM，表示24小
时制小时分钟；
D为上报周期，默认为1，即每天
上报，范围为1-31；
示例：MODE,1,0825,1530,1#

MODE,
1,T1#
MODE,
1,T1,T2,D#
MODE,1,
T1,…,T5,D#

闹钟
模式

1

2

T范围为5-1440，单位：分钟
设置后设备每隔T分钟开机并上报
定位，上报定位后自动关机

MODE,3,T#
定时回
传模式3

T范围为5-999，单位：秒
设置后设备运动时每隔T秒上报定
位，静止时不上报定位。

MODE,2,T# 
实时追
踪模式4



7.安装示意图

在操作终端时，如果感到设备不正常，请参阅下列

问题及解决方案。若仍不能解决问题，请与销售商或

服务商取得联系。

8.故障排除



常见问题 发生原因 解决方法

信号接收不良

在信号接收不良的地区
使用终端，如高楼附近
或地下室，无线电波无
法有效传达

位于信号良好的位置使
用终端

无法开机 电池电量耗尽 充电后使用

无法连接网络

无法充电

SIM卡未装好 检查SIM卡

SIM卡金属面有污物 用干净的布擦拭

SIM卡无效
与您的网络服务供
应商联系

超出GSM服务区域
请移到网络服务供
应商服务区域

信号微弱

电压与充电器标注的
范围不一致

请移到信号强的地
方重试

请使用与充电器标
注一致的电压

使用非标准的充电器 请使用厂商标配的
充电器

接触不良
检查插头是否连
接好



终端售后保修卡

用户资料：

保修记录：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IMEI号

发票号码

产品型号

购买日期

销售单位名称

销售单位地址

销售单位电话

*此卡为保修的基本凭证，请用户认真填写此卡并妥善保存

通讯地址

故障处理方法保修日期 顾客签名完成日期

重要提示：请妥善保管此保修卡，凭此卡享受售后两年保修、一

年换新服务，若本卡丢失，您的终端保修期将依据我司查询终端

出厂日期后推三十天为您的购机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