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载北斗智能终端设备(车卫士)
安装与上线检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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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及缩写

• 设备/终端/上位机
未特别指明时，均指车载北斗智能终端。

• 下位机
未特别指明时，均指通过串口等与车载北斗智能终

端进行通讯的设备。



安装设备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禁止将设备安装在含有金属物质的材料下方!X

设备应正面朝上！

禁止带电插拔！带电插拔数据线、SIM卡会烧毁设备!X

设备应远离热源!

设备主电源应连接到24小时不间断直流电源上!
当设备接入间歇性供电电源上时，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
上线。

应选择合适的直流电源作为设备的外接主电源!
电源电压范围要求12V~72V(不同的车卫士设备电压范
围会有差异)，最大电流2A。
(设备平均工作电流在100ma以内，最大瞬态电流2A)



上线检测需要什么？

• 北斗/GPS信号转发器一只
把GPS信号从开阔地接入到设备检测现场

• 直流电源一只(DC12V-72V，最大电流2A)

设备接通直流电源后，自动开机并上报设备状态信息到服
务器。

• 电源转接线、数据转接线若干
将设备与直流电源、ACC信号线、鞍座信号线、下位机(如
ECU)等相连



上线检测五步走

• 接通电源
把设备的正极（红色+）、负极（黑色-）分别与直流电源的正极(+)、
负极(-)接通。

• 连接数据线
1、将设备的ACC输入端子与直流电源正(+)极相连
2、将设备的鞍座输入端子与直流电源负(-)极短接5s后断开

• 15s后查看设备状态是否符合下述条件：
状态：运动，ACC 开，鞍座开；无“断电”字样；
时间：在最近15s内；
北斗：卫星数量>0
地址：上线地址与当前所在位置相符；

• 依次断开数据线、电源线，完成检测
注意顺序

先
后
顺
序
不
能
乱
，
否
则
可
能
烧
坏
设
备
！

• 连续晃动设备5下



如何查看设备状态？ - 方法1

①使用贵司的车队管理员账号登录gpslink.cn；
②在页面左上角设备搜索框内输入设备号，选中该设备；
③检查页面右边标记高亮的5项状态信息：
 状态：当前设备是运动或静止，ACC开或关，鞍座开或关，是否断电等状态；
 时间：最近一次上报状态信息的时间；
 北斗：最近一次搜到的卫星数量；
 地址：最近一次所处的位置；

④点击“回放”->查询->详细列表，查看最近一次上报的
“电压”是否与外接主电源电压一致（可选）。

ACC或鞍座开

时，才会显示
ACC及鞍座信
息



如何查看后台设备状态？ -方法2

自己动手开发属
于贵司自己的检
测工具！
为你的企业形象
加分！

开发参考：
api.gpslink.cn/
help

011000111

输入设备号后回车：

PASS

设备号 011000111

检测时间： - 2016/11/19 16：48

上线时间： PASS 2016/11/19 16：40

主电源： PASS 48V

动静状态： PASS 运动

ACC状态： PASS ACC开

鞍座状态： PASS 鞍座开

北斗数量： PASS 8

上线位置： PASS 浙江杭州……



如何查看后台设备状态？ -方法2

自己动手开发属
于贵司自己的检
测工具！
为你的企业形象
加分！

开发参考：
api.gpslink.cn/
help

011000111

输入设备号后回车：

FAIL

设备号 011000111

检测时间： - 2016/11/19 16：48

上线时间： FAIL 2016/10/19 16：48

主电源： FAIL 0V，断电

动静状态： FAIL 静止

ACC状态： FAIL 关

鞍座状态： PASS 鞍座开

北斗数量： PASS 8

上线位置： PASS 浙江杭州……



什么是设备心跳和设备离线？

设备心跳停止了，就“离线”了。下述状态都可能与离线有关
 设备当前处于运动状态，查询(建议15s后查询)到的“状态”显示“静止”？
 外接主电源正常，但查询(建议15s后查询)到的“状态”显示“断电”？
 平台上查询到的最近一次上线时间距离当前时间已经超过2分钟前(或者更长)？
 持续晃动设备，后台信息一直没有更新，指示灯一直未亮？

设备心跳是设备以某种固定频率联系后台服务器的行为
正常情况下，设备心跳间隔为2min。若外接电源断开，心跳间隔约
为1H，内置电池耗尽时心跳停止。
运动时，设备约每隔15s上传一次状态信息。



如何排查和解决设备不上线问题？

• SIM卡是否已欠费？是否开通了数据业务？

• SIM卡方向是否安装正确？位置是否到位？

• 打开SIM卡橡胶塞，根据指示灯状态排查原因：

• 测量外接主电源电压是否正常(12V~72V)

每次闪烁1次：查找SIM卡(检查SIM卡是否异常)；
每次闪烁2次：正在搜索GSM网络(检查附件GSM信号是否被屏蔽)；
每次闪烁3次：登录中(检查SIM卡是否欠费)；
每次闪烁4次：搜索北斗卫星信号(检查附件卫星信号是否被屏蔽)；
常亮：设备正常； 灯灭：未上电(检查电源)或休眠中(晃动设备试试)

• 是否更换过SIM卡？
设备默认不支持更换SIM卡，确实需要更换SIM卡的，请
联系管理员进行解锁。

12V



如何关机和更换SIM卡？

• 内置贴片式SIM卡芯片的设备不支持更换SIM卡

• 使用卡槽式SIM卡的设备，拆除和安装SIM卡前
请先将设备关机，然后根据设备外壳上的标识进
行换卡。

• 将设备主电源连接到18V直流电源，2s后断开外
部主电源，设备即自动关机。

• 断开设备主电源，72H后设备内置将电池耗尽，
设备即自动关机。

开机状态拆除或安装SIM卡，可能会烧毁设备。

18V



如何登录波导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及手机客户端？

• 个人用户激活并完善用户信息后，可使用设备号、
手机号及车牌号登录。

• web或APP 设备列表上的图标，可协助你了解设备当前
的状态：

• 网址：gpslink.cn。
可在登录页面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
登录后在主菜单内可查看帮助文档。

• 使用车队管理员账号登录，可对设备信息进行管理；
可灵活添加具备不同权限的多个管理员。
完善设备SIM卡号码和车主手机号后可激活设备。

灰色指南针，表示设备未激活，处于离线状态；

灰色轿车，表示设备已激活，处于离线状态；

灰色指南针，表示设备未激活，处于在线状态；

灰色轿车，表示设备已激活，处于在线静止状态；

橙色轿车，表示设备已激活，处于运动状态；



DW11(公共版)主要功能及外部接线说明

• DW11公共版，仅支持一些基础功能：定位(北斗/GPS/基站)/追踪，
轨迹回放，震动检测，电子围栏，ACC检测，超速报警，SOS检测
(可选)，鞍座检测(可选)，OC控制(可选)，设防/撤防操作

V+（12V-72V）

V -

ACC（10V+）



DW11(UART标准版)主要功能及外部接线说明

• DW11 UART标准版，除支持一些基本功能外，更多其他的功能取
决于与之对接的第三方设备(如控制器)对波导标准UART协议（见协
议文档）的实现程度(蓝牙感应/远程控制/电池管理/其他车辆数据管
理等)。



DW21主要功能及外部接线说明

• DW21公共版，仅支持一些基础功能：定位(北斗/GPS/基站)/追踪，
轨迹回放，震动检测，电子围栏，超速报警，设防/撤防

V+（12V）

V -



DW23主要功能及外部接线说明

• DW23除了支持DW11公共版的功能外，还支持更多其他可选功能：
轮动信号检测、锁电机信号输出、车辆主电源通断控制(ACC)、喇叭
报警、遥控器、蓝牙感应、UART扩展等

0V锁，12V解锁



DW23 特殊功能说明 注：部分功能，APP尚未实现，可使用平台发指令进行测试

功能名称 功能说明 APP操作 平台指令 备注

设防
响应遥控器、APP/平台设防指令，喇
叭嘀一声后进入设防状态，并自动锁车。

按设防按钮 S12
设防后，会激活
震动、位移报警

静音设防 同上，但喇叭不响 按静音设防按钮 SFMUTE 同上

撤防
响应遥控器、APP/平台撤防指令，喇
叭嘀两声后解除设防状态

按撤防按钮 S13

关闭电源
响应遥控器、APP/平台关闭指令，切
断车辆电源，自动延时设防；

按关闭按钮 CARSTOP

开启电源
响应遥控器、APP/平台启动指令，打
开车辆电源，自动撤防；

按开启按钮 CARSTART

寻车
响应遥控器、APP/平台寻车指令，喇
叭嘀三声

按寻车按钮 FINDCAR

追车 响应APP/平台追车指令，喇叭持续响 按追车按钮 TRACECAR

锁电机
发送锁车指令后，自动打开车辆电源并
输出锁电机信号；

锁车/解锁按钮
锁：S15 1；
解锁：S15 0；

自助适配遥
控器

通过APP/平台发送指令后，按遥控器
指定按钮与设备进行适配

按添加遥控器按
钮

LEARN

智能蓝牙
APP蓝牙图标点亮后，自动切换到蓝牙
传输通道，并自动打开车辆电源

- -



如何使用平台向指定设备发送指令？

步骤1：选中设备，右键点击“下发指令”；
步骤2：切换到“设置参数”页面，填入“指令代码”和“指令参
数”；
步骤3：点击“发送指令”按钮，并在该页面下面的指令发送结果
栏观察指令是否发送成功；



使用平台向指定设备发送常用指令

步骤1：选中设备，右键点击“下发指令”；
步骤2：切换到“远程指令”页面，从指令名称选择你要的指令；
步骤3：点击“发送指令”按钮，并在该页面下面的指令发送结果
栏观察指令是否发送成功；



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