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GPS定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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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V10



       新型S101T GPS定位终端体积小，使用简单，

接上正负极即可工作。支持智能ACC点火检测，

内置备用电池，支持断电报警。设备具有停车防

探功能和位置实时上报功能。

○支持GSM 4频，全球通用

○支持GPS/北斗/基站 三模定位

○电压范围：6-30V车载电源

○内置电池，支持断电报警

○支持智能点火检测，免接ACC线

○1000个轨迹点自动保存

○内置异常检测芯片，系统异常时自动恢复

○3色状态指示灯（红\绿\蓝）

○增强型浪涌保护的电路设计

○正负极防接反设计

○支持网页方式管理设备

○支持手机App方式管理设备

○支持短信方式管理设备

○支持实时跟踪

○支持历史轨迹回放

○自定义围栏

一、关键特性



天线规格：

○内置四频GSM天线

○GPS天线类型：18x18x4mm 陶瓷天线

○双路独立低噪声放大器LNA

电压范围及电流特性：

○工作电压：DC 5-30V

○工作电流：30mA （12V工作时）

○1500W浪涌抑制

○内置电池，支持断电报警。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20℃～75℃

○工作湿度20%RH-95%RH

○储存温度-40℃～85℃

GPS特性：

○北斗/GPS双模双模定位

○定位精度：3米

○冷启动：28秒

○热启动：1秒

○辅助启动: 约15秒

○跟踪灵敏度：-163dBm

○捕获灵敏度：-159dBm

二、规格参数



请检查包装盒内配件是否齐全，产品配件以实物为准。

清单明细：

- 主机

- SIM卡盖

- 电源线

- 说明书

三、使用步骤

3.1 包装清单：

GSM/GPRS规格：

○频段：GSM850/900/1800/1900

○GPRS Class: Class12

○支持远程升级

尺寸规格：

○59mm x 26mm x 11.5mm

○重量22g



设备使用MicroSIM卡，请购买该规格的SIM卡使

用，如果是标准SIM卡，可以通过剪卡器剪切后

使用。

3.2安装说明：

1）SIM安装

设备默认支持12V车载电源系统（安装用于24V电

源以上的车载系统请向厂家咨询），红色线接电

源正极，黑色线接电源负极。接线完成后要使用

电工绝缘胶布对电源线头进行包扎处理，避免线

头和车身金属短路，建议由专业人员安装。指示

灯所在的面为GPS天线面，安装时务必此面朝外。

设备支持智能点火检测（ACC检测），不需要额

外接线。

2）接线说明



3.3状态指示灯说明

接通电源后，设备的3个LED状态指示灯亮，每个

指示灯的状态定义说明如下：

如果您在平台中已经有登录帐号信息，就可以直

接登录平台查看和管理设备，如果没有帐号请联

系您的经销商，为您开通网上登录帐号和密码。

服务平台的操作使用说明请向您的经销商获取

“服务平台操作使用指南”。

4.1网页版本查车系统

LED类型   状态                含义

  常亮

闪烁

常亮

闪烁

常亮

闪烁

GSM接收信号正常

未搜到GSM信号

GPRS已成功连接服务器

未成功连接到服务器

卫星定位成功

卫星信号搜索中、未定位

红色

绿色

蓝色

四、查看设备定位

访问经销商提供的网站，使用登录帐号密码登录



系统，登录后可以跟踪车辆，可以查看历史回放

信息以及车辆设置，如果需要设置设备请在设备

指令中进行设置和查询。

4.2APP查车系统

登录客户端APP后，选择需要查看或者管理的设

备。设备管理支持车辆跟踪，历史回放和车辆设

置。如果需要进行车辆设置，选择车辆设置->下

发指令->定时上传/跟踪查车。

1)定时上传模式下只有行驶状态和设定的时间点

会更新位置，其他时间离线；

2)跟踪查车状态下，设备一直在行驶时按设定间

隔更新位置；

3)设备出厂默认设置为跟踪模式，10S上报周期；



五、常用指令使用说明

1）APN设置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APN参数设置1   APN,网络名,账号,密码         

APN参数设置2     APN,网络名#                    APN,cmnet#

指令应用说明      APN指令用于配置不同国家，不同运营商的网络接

                              入参数配置，用户请自行查询所使用卡的APN参数。

                               如：APN需要账户和密码，请参考设置1

                                       APN不需要账户和密码，请参考设置2

指令返回说明     发送“APN,cmnet#”

                              返回“Set APN OK! ”表示接入点设置成功。

2）TIMER上传间隔设置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TIMER参数设置：单位S         TIMER,上传时间间隔#            TIMER,n#

 

 

APN,ac.vodafone.es,
vodafone,vodafone#

3<=n<300时，设备每n秒上传一次数据；
指令应用说明 
默认10S

指令返回说明                          发送“TIMER,10#”

                                                   返回“正常工作模式设置成功，上传时

                                                   间间隔为10秒”表示设置成功，成功后

                                                   按照10秒一次上送数据。



3）FACTORY 恢复出厂设置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FACTORY          无              FACTORY #

           指令应用说明              恢复出厂设置

           指令返回说明           发送“FACTORY#”返回“恢复出厂设

置成功”表示部分设置变成默认状态。

4） RESET 设备重启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RESET       无                 RESET #

        指令应用说明                 设备复位重启指令

        指令返回说明 发送“RESET#”

返回“System Reboot OK”表示设备

收到重启请求，马上进入重启流程。

5） PARAM 设置参数查询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PARAM                             无                                     PARAM#

  指令应用说明        该指令用于查询设备所设置的参数及默认参数

  指令返回说明         返回如下信息

SN:690215011055456; （设备序列号）

APN:cmnet; （接入点名称）

IP:S101.szdatasource.com:8841;（通用平台地址及



6）STATUS 工作状态参数查询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STATUS                             无                                     STATUS#

  指令应用说明        该指令用于查询设备所设置的参数及默认参数

  指令返回说明         返回如下信息

EXT-POWER:12.80V （设备电源供电电压指示）

V-BAT: 85% （内部电池电压指示，部分机型支持）

GPRS: NORMAL （平台连接状态指示，Normal-正

常，Failed-失败）

GSM Signal: H （GSM信号指示，H-高，M-中，L-低）

GPS: FIXED （GPS定位状态指示，FIXED-定位，

Invalid-未定位）

GPS Signal: M （GPS信号指示，H-高，M-中，L-低）

ACC:ON;（发动机点火状态检测，ON为启动，OFF

为熄火）

Fuel Supply:ON;（油路状态，部分型号支持）

端口）

CENTER:0;（中心号码）

TIMER:10;（数据上传时间间隔）

TimeZone:8:0;（当前时区值）

LANG:CN;（语言种类，支持CN中文，EN英文）

LCWL:OFF;（设备内置围栏功能）

Mode:2; （当前工作模式，1为定时上报模式，2为

跟踪查车模式）

Protocol:S101;（当前协议类型）



7） 123 中文位置查询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123                                     无                     123

           指令应用说明              该指令用于查询设备的中文地址

           指令返回说明           返回：位置: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中心

大街北.离大学城北站C口(正西)约128米. 

8） URL 位置链接查询指令

              短信指令        参数                    范例

                  URL                                   无                    URL#

           指令应用说明           该指令用于查询设备的Google地图位置链接

           指令返回说明           <LocalTime:2017-01-20,15:12:13> 

http://map.google.com/maps?q

=23.058233,113.380522



六、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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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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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检查SIM是否正确安装，请参考安装说明； 

c)检查SIM卡是否开通GPRS业务；

d)通过PARAM#指令检查参数是否正确；

e)检查APN配置是否正确；

f)检查车辆是否在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区域；

g)上电检查LED指示灯状态，连接正常时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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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请确保设备在室外；

b)检查周边有无干扰源或信号屏蔽器；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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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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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机器保修

以下条款为免费修理的细则： 

1）自购买之日起，非人为损坏故障主机保修一年。  

2）在保修期间，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正常使用的

状况下产生的故障（属设备正常生产制造时非人

为操作等错误原因判定）。  

　　在保修期间如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或超过保修

期外，公司可以修理，但要收取材料及服务费： 

1）不能够提供本保修卡及有效购货凭证。  

2）使用上的错误以及自行不当的修理所造成的故

障及损坏。    

3）买入后的运送、搬动、跌落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4）其它不可避免的外来因素造成故障及损坏。 

5）使用不当导致设备进水或溶液造成的损坏。 

6）使用指定以外的电源，电压所造成的损坏。

7)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注：产品外观，易损易耗品及附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仅作以上保证，不作其它任何明示或默示性的

保证（其中包括适销性、对某种特定的与应用的

合理性与适应等的默示保证），不论在合同中、

民事过失上、还是其它方面，本公司不对任何特

殊的、偶然的或间接的损害负责。 

注：本保证书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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