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强 GPS 

汽车专用 GPS/GSM/GPR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设备 

 

 

 

 

 

 

 

GPS 服务系统使用手册  



 

 



 

 

致尊敬的用户朋友 

尊敬的用户 : 

您好! 

感谢您的慧眼并欢迎您选用科强 GPS/GSM/GPRS 全球定位系统车载设备! 

该设备是集世界领先的 GPS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SM 全球移动通讯技术、

GPRS 数据发送技术、智能自动化控制技术、防盗(抢)报警技术于一体的车载监控

装臵,能够为您的车辆提供跟踪、管理、防盗、求助、故障维护、资讯查询等多

项服务。 

在以后的日子里,您将切身体会到该设备的卓越性能和优良品质带给您的

方便感受。为了让您的使用更加方便,我们特别为您提供这本使用操作维护指南,

旨在向您介绍该设备的主要功能、配件清单、使用维护常识及我们的售后服务方

式等等，无论您遇到简单的问题, 还是需要专业的维护,都能迅速得到满意的服

务,并将可能出现的不便减少到最低限度。 

您的满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注意! 

安装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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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陆窗口 

用户登录网址：http://car.lykqdz.net 网络服务系统登陆界面，用户输入正确

的用户名密码后将进入主系统。登陆窗口如下： 

 

   另外公司设有新产品演示账户，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lykqdz，欢迎您推荐用户

登录查看。 

2 系统主窗口 

登陆后显示系统主窗口如下： 

 

http://car.lykqd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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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车辆列表 

用户车辆列表中分组显示当前用户的下级用户，以及所属于本用户和下级用户的

车辆。用鼠标左键点击用户将进入此用户车辆组分布窗口，点击车辆将进入此车

辆的信息控制窗口。用户车辆列表如下： 

 

4 车辆按用户组分布 

车辆分布中点击本地地图、Google 地图、卫星地图和地形图将分别出现车辆显

示。窗口分别如下： 

 

Google 地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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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地图模式 

 

地形图模式 

5 车辆信息显示及操作 

车辆信息显示由左侧成员列表面板、左侧轨迹查询面板、车辆地图信息、功能设

置面板等三部分组成，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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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当前状态，显示车辆设备当前状态信息，系统默认的情况下跟踪车辆，

并在地图中绘制出移动轨迹： 

 

（1）设备是否在线：设备在线时显示 ，设备不在线时显示 。 

（2）设备是否定位：设备定位状态显示同上。 

（3）车辆是否设防：设备设防状态显示同上。 

（4）车辆是否锁闭：设备锁车状态显示同上。（如果要锁闭车辆，设备硬件安装

时要安装车载继电器，具体请参阅《科强 GPS 设备安装使用手册》） 

（5）车辆断电报警：见第（10）条。 

（6）车辆越区报警：当车辆出（入）预设监控区域时发越区报警提示。 

（7）车辆防盗报警：当车辆设防后，如果车辆被移动，或车钥匙被打开，将出

现防盗报警，并出现报警（同上）。（如需监控车钥匙，设备硬件安装时要安装

ACC 线，具体请参阅《科强 GPS 设备安装使用手册》）） 

（8）车辆超速报警：当车辆时速超过用户预设时速时发超速报警提示。 

（9）车辆油量指示：已安装油量测量功能的车辆显示当前油箱里的油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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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安装该功能的车辆显示无效。 

（10）车辆电压指示：检测给设备供电的电源线上的电压，当该电压小于 7.4V

会发断电报警提示。 

（11）信号质量指示：指示车辆所在地的移动手机信号的强弱，范围 0-31。 

2、车辆控制命令操作 

设备在线时可对设备下发命令，下发命令后 10 秒内会提示是否执行成功。 

 

（1）查询：选中“查询”单选按钮，点击右侧的命令发送即可，发送成功提示： 

 

（2）设防：操作方法同上，设防后车辆状态显示红色“车辆已设防”提示； 

（3）撤防：操作方法同上，撤防后车辆状态复原； 

（4）锁车：操作方法同上，锁车后车辆状态显示红色“车辆已锁车”提示； 

（5）解锁：操作方法同上，解锁后车辆状态复原； 

（6）监听：操作方法同上，前提是先执行（7）； 

（7）车主手机：选中“车主手机”单选按钮，在后侧文本框输入用户手机号，

点击“命令发送”按钮即可绑定用户手机；特别强调：代理商一定要操作这一步，

以便把用户手机绑定上，否则用户无法用手机发送命令操作车辆； 

（8）车辆限速：选中“车辆限速”单选按钮，在后侧下拉列表中选中限速值，

点击“命令发送”按钮即可，当车辆超过这个限速会发超速报警； 

（9）停止报警：停止设备短信报警，但服务器上仍显示报警信息，等报警消除

后在开启报警即可。  

（10）设置油高、设置油低：装有油量测量功能的车辆，设备安装时要把测油位

的线路正确连接到油浮子上（多次发送查询命令，发现车辆状态中的油量值有规

律变化即认为连接正确），把油浮子放到油箱最高处发送命令“设置油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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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成功后，把油浮子放到最低处发送命令“设置油低”，发送成功即设置完毕。

（设备拓展功能，根据客户要求添加，软件界面显示。） 

（11）区域限制： 

i   选择围栏编号 

ii  选择出（入）界报警 

iii 绘制围栏，点击“绘制围栏”按钮，在地图上单击绘制出一个矩形框 

iiii 点击“启用该围栏”按钮即可 

若要禁用围栏直接选中围栏编号，点击“禁用该围栏”即可，最多可以设置 4 个

围栏；只要车辆越过任一个围栏就发送越区报警信息。 

3、历史轨迹回放，选定时间段及回放速度后按查看轨迹，会在地图中显示此时

间段内车辆行驶轨迹，用户可以直接从列表找到并选中对应时间的记录行,即可

显示对应时间上的车辆所在位置及车辆信息等,也可以点击“播放”按钮动态查

看车辆行驶轨迹。 

 

6 个人信息设置 

设置当前用户基本信息和登录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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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户管理面板 

支持用户名模糊查询，可对下级用户进行删除及编辑用户信息。 

 
单击“添加”按钮打开“新增用户”窗口如下，其中用户名、中文名、密码、电

话、用户角色、服务年限及上级代理为必填项，填写完毕后点击“添加”按钮即

可添加用户。 

 



                          临沂科强电子 GPS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8 

单击“编辑”按钮打开“修改用户信息”窗口，其中用户名、中文名、密码、电

话、用户角色、服务年限及上级代理为必填项，如果用户服务期到要充值，把用

户充值复选框打上对号，在下方选择附加的服务年限即可，“服务期至”文本框

自动显示新的服务期限，填写完毕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修改用户信息。 

 
如有用户违约退还设备，可以直接删掉该用户，方法是：选中该用户，点击“删

除”按钮即可。 

 

8 车辆管理面板 

根据车辆信息查询车辆，可对车辆进行增加、删除及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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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车辆信息窗口如下，车牌号、设备 ID、车载手机号、及所属用户为必填项，

具有油量测量功能的车辆 打上对号；车辆出厂时 打上对号；车辆

安装时 打上对号，此时安装时间自动更新 。输入完毕后

点击“修改”按钮即可完成车辆修改。另外，

如果代理商给客户装车一定先到用户管理面板

创建一个新账户，此处编辑车辆信息的“所属

用户”树列表才会有该账户。 

 

9  车主手机命令 

1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查”，

将收到科强 GPS 发来的一个短信报告，内容为当前设备信息。 

2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锁”，科强 GPS 将关断车载继电器，并

发送短信报告“锁车成功”。 

3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解”，科强 GPS 将接通车载继电器，并

发送短信报告“解锁成功”。 

4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设”，科强 GPS 转换为设防状态，并发

送短信报告“设防成功”。 

5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撤”，科强 GPS 转换为撤防状态，并发

送短信报告“撤防成功”。  

6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监”，将收到科强 GPS 回拨的电话，接

通后可监听车内的声音。 

7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停”， 科强 GPS 停止短信报警，并发送

短信报告“停止成功”。 

8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报”， 科强 GPS 开启短信报警，并发送

短信报告“报警成功”。 

9  通过车主手机对车载 GPS 设备发送“启”，科强 GPS 将重启本设备，并发送

短信报告“启动成功”。 此命令适用于设备无法连线、定位时方便用户重启设备，

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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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功能 

信息查询面板如下图所示： 

 

1． 清理地图：点击地图右上角处的 可以清除车辆信息，方便用户查询其

他位置，如果用想继续显示车辆信息，转到成员列表中点击对应车辆即可。 

2． 坐标定位：输入坐标经度和纬度点击 ，地图上即可显示如上图所示。 

3． 查询地点：输入汉语或英语地名点击 ，地图上即可显示如上图所示。 

4． 地图测距：点击地图右上角的 ，开启测距功能，如下图所示，依次点击测

距位置，对应的距离显示在地图右上角处  ；单击“ ”图标清楚测距；

单击“ ”图标关闭地图测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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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自主创新，专心打造精品 

服务至上，您的满意代表一切 
 

 

 

 

 

 

 

 

临沂科强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蒙山大道 117 号 

电话：0539-8371085 3355338 

http://www.lykqdz.com 

Email:lykqdz@126.com 

 

本说明书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