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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10mm

技术要求：

    A、材质要求：封面+封底120g铜版纸，过光膜，内页80g双胶纸。

    B、印刷要求（特殊工艺）：封面四色印刷,封底+内页1色印刷(黑色)。

    C、制作工艺要求：请务必保证字体、内容、颜色、排版与设计稿一致，不

       可以出现阴影、内容印刷不正确、不清晰等现象。

   D、书脊要求：采用装订方式。

   

印刷内容请见附带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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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用户手册版权归本公司所有，翻版必究。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对本

书的任何部分进行影印、再版或翻译。

    本公司保有随时对产品和软硬件进行更新的权利。

    本用户手册是操作指导用书，并非产品保证书，本公司对本用户手册所包含

的内容不作任何担保。

    本公司遵守持续发展战略，保留对本用户手册的编制、打印错误、印刷错误、

与最新资料不一致、软件升级及产品改进等随时进行改动的权利。这些更改将不

另行通知，直接编入新版用户手册中。

当您操作功能按键时，请等待系统对您所选择的功能执行完毕后，再操作其

它功能按键，过快的操作可能会引起系统延迟而出错。

    如系统出错，请重新执行开关机操作或在开机状态按复位键。

    蓝牙通话过程中，请勿操作除音量调节外的其它功能按键，否则可能会引起

通话中断。 

   

    

本用户手册最终解释权归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所有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并妥善保管以备将来使用。

一、前言

前言

 ( 版本在不断的更新中，用户手册与实际操作不 一致，以本机实际操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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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保障 安全及避免违反交通法规，使用本产品时，请勿在驾驶时观看节

目和操作本机。

为了安全和确保产品正常使用，如有需要，请到4S店或与厂家售后人员联系咨

询，切勿私自拆卸或维修本机，以免造成本机损坏及事故发生。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潮湿的环境和水中，以避免因短路引起的触电、损坏和火灾

的发生。

本产品的导航功能，仅作为您在驾驶车辆时的一个辅助，并不意味着您在驾驶

时可以分心，粗心或者丧失判断，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与我司无关。

了 行车

用力翻页或拖动页面可能会导致某些页面从装订好的手册中滑落。

请小心使用手册。

二、安全警告

安全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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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三、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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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采用安卓6.0操作系统，显示屏采用分辨率为1024×600的9寸高清数

字屏，UI界面指定风格设计，使界面清晰稳定，操作简便。电路高度集成化、模

块化，可靠性高、反应速度快。

    本用户手册主要对产品基本信息介绍，功能定义，操作说明，产品性能参数

等进行说明。

    本产品的主要功能包括内置导航、收音、蓝牙电话、蓝牙音乐、音乐、视频、

百度CarLife 等。



产品功能

四、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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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功能：

内置收音机、GPS导航、显示器、

及高保真专业汽车功放等功能。

百度CarLife功能：

CarLife在手机端同时支持Android和

iPhone双平台，通过数据线连接可实

现车机与手机互联。

注:因各手机模块不同，部分手机可

能不兼容。

USB接口：

两路USB2.0接口，一个读取音乐，

视频文件；一个接快充。

导航功能：

根据用户自行设定好的目的地，智能

计算出最佳行车路线，通过全程路名

及交通标识，语音播报和高精度图形

显示，引导驾车者顺利到达目的地的

智能系统。可在触摸屏上执行手写输

入，使查询操作更方便、更快捷。

自动记忆：

设置中所有参数调整后，开关机有记

忆功能。

动感图形化界面：

操作界面全图形化，更加直观和人性

化。

连接原车倒车镜头，倒车时可观察

倒车状况。

倒车显示：

蓝牙免提 ：（需手机支持）

支持蓝牙免提通讯及蓝牙音乐播放

功能。

触摸屏：

减少可视按键，增加人机对话友善度。

高清显示屏：

采用全新宽屏1024×600RGB高清

液晶显示屏。



主机按键说明

五、主机按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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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拆机孔。

②. 复位孔 , 此操作可以重启系统。

③. 开机状态：短按≦1秒关屏的背光，再短按≦1秒亮屏，

     开机状态：长按≧2秒面板关机，面板关机状态：短按≦1秒开机。

④. 音量增大。

⑤. 音量减小。

⑥. 进入主页界面。

⑦. 。

⑧. 。

⑨. 拆机孔。

返回上一功能界面或退出当前功能

蓝牙通话窗口

注：效果图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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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主页界面        

1) 首次通电开机，系统默认进入收音状态。

2) 在任何模式下, 点击“       ”，进入主页界面。

3) 在主页界面左右滑动选择相应的功能图标。

4) 在其它功能界面，点击“       ”返回上一步。

5) 点击“       ”可查看当前开启的后台程序，点选相应程序，再往左右滑动可关闭

该程序运作，或点击“清除全部”即可清除 后台所有程序。

6) 点击“应用”进入更多功能界面，点击相应图标进入相应功能操作界面。

7) 在屏幕 ，即出现快捷浮窗。

①. 点击“设置”-->快捷进入设置界面 ;

②. 点击“          ”-->左右拖动可调节屏亮度 ;

③. 点击“           ”-->左右拖动可调节系统音量大小 ;

④. 点击“WLAN”-->打开/关闭WLAN无线连接 ;

⑤. 点击“  热点  ”-->打开/关闭连接热点功能 ;

⑥. 点击“  蓝牙  ”-->打开/关闭连接蓝牙功能 ;

⑦. 点击“  位置信息  ”-->打开/关闭查看位置信息功能 ;

⑧. 点击“  静音  ”-->开启/关闭静音功能 。

左/中/右直接向下滑动边缘下拉

六、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如触摸功能图标时无法进入，则表示当前状态无相关设备与主机相连。



7.1、收音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收音机”图标进入收音状态界面。

七、功能操作

功能操作

触摸图标功能说明

①.          ---> 进入主页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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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M波段可各存储18/12个有效电台。

②.      /     --->上/下选台，长按为向前/后播放预设的电台，每个停留播放5秒。  

④.           ---> 短按进入自动搜索状态同时自动存储，长按进入自动扫描状态，

                       再次触摸即可停止。

⑤.           ---> 通过数字输入相应的电台频道号，按“OK”确认。

⑦.   FM/AM ---> 可在FM1/FM2/FM3/AM1/AM2波段之间切换。  

⑥.       ---> 显示当前正在播放的频段，点击并左右拖动可调节电台频道。

③.      /     ---> 轻触向上/向下微调，长按自动向上/向下搜台。

⑧.        ---> 进入车载设置（音频设置/音场设置/基本设置/导航设置）

                    及出厂设置（系统信息/恢复出厂/系统升级/工厂设置）。

                    （详细说明书请见“车载设置”第15/16页）

                      



七、功能操作

通话记录

功能操作

7.2、电话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的“电话”图标进入蓝牙电话操作界面。

未连接蓝牙时:

在"匹配"界面，轻触"      "同时打开手机蓝牙并开启搜索功能，检测到蓝牙设备

后轻触设备名称配对，按照提示配对成功后，屏幕右上方出现蓝牙图标/信号图

标/电量显示。

①.        --->进入通话记录(注：界面只能查看连接蓝牙成功后的通话记录)。                       

②.        --->进入电话簿。

③.        --->进入蓝牙拨号界面。                  

④.         --->查看已记录手机进行配对/断开。

⑤.         --->进入设置界面。

  

蓝牙主界面——触摸图标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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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本

--->拨打电话;  

--->通话记录(包括去电/未接/来电电话);  

--->删除通话记录(包括去电/未接/来电电话);  

向上/下滑动可查看电话记录。

--->刷新电话联系人;  

--->删除电话本联系人;  

--->拨打电话;  

A~Z--->按拼音首字母选择电话本联系人;  

--->搜索联系人;  

 注: 因各手机采用的蓝牙模块及软件不同，部分手机可能不兼容，敬请谅解。

向上/下滑动可查看通话记录。



配对成功后，您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拨打号码或通过屏幕上的数字按钮输入电话

号码。

点击"       "清除 ; 点击 "       " 拨打电话 ; 点击"        "挂断电话。

功能操作

蓝牙拨号

接听:

①. 当接听电话时，在任何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弹出蓝牙通话快捷框，并将原模式

     的播放声音转为来电铃声。

②. 如接听设置为"蓝牙自动接听"，铃声响三次后，将自动接通电话，并显示来电号

     码。

③. 按键说明:

--->车机扬声器与手机之间切换

蓝牙配对与断开

--->断开状态                         --->连接状态,点击可以断开              

--->删除配对记录

蓝牙设置

直接点击蓝牙名称可进行修改。

轻触       /       图标可开启/关闭蓝牙自动连接/蓝牙自动接听。
                          

即配对成功，开关主机或断开连接，几秒后可自动重新建立连接。

蓝牙自动连接:

蓝牙自动接听：

即连接状态，来电提示声响后，可自动接听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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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开/关闭通话静音

            --->调节通话音量增加/减小



7.3、蓝牙音乐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的“蓝牙音乐”图标进入蓝牙音乐界面。

只有支持“立体声播放”或“远程控制”的蓝牙手机才可操作音乐播放界面功能。

进入主页界面

播放/暂停

     上一曲/下一曲

①.        --->  

②.        --->  

③.             --->

/

/

功能操作

七、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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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音乐播放界面---触摸图标功能说明

连接蓝牙设备，此操作有效。

7.4、浏览器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的“浏览器”，即进入浏览器界面。

当未连接WiFi热点时，点击进入浏览器界面，则界面显示【找不到网页】。

连接WiFi热点后，输入网址或需要搜索的内容能正常上网查询。



7.5、音乐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的“音乐”图标进入本地存储的音频播放器，设备将自动扫描支持的

存储中的音频文件，扫描到支持的文件后开始播放。

本地音频播放界面---触摸图标功能说明

 注：如机器未插入USB/无效设备或没有音频文件时，

功能界面会显示“无媒体文件”。  

功能操作

七、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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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显示/关闭歌词。       
√

⑤.       -->短按上一曲，长按快退。

⑥.       -->短按下一曲，长按快进。

④.    /   -->播放/暂停。

    .  A ~ Z -->按拼音首字母选择音乐文件，用户也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右方所显

                      示的歌曲名称进行播放。

注:       每次关机后开启都默认为关闭。√

⑩.            -->显示当前播放音频的进度和当前播放时间与总时间，拖动圆点可

                      移至想要播放的时间位置。

⑨.       -->进入车载设置（音频设置/音场设置/基本设置/导航设置）

                 及出厂设置（系统信息/恢复出厂/系统升级/工厂设置）。

                 (详细说明书请见“车载设置”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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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音乐文件夹                     -->音乐文件夹

②.       -->单曲循环播放。

③.        -->歌曲循环播放。

①.        -->歌曲随机播放。



7.6、视频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的“视频”图标进入本地存储的视频播放器显示视频列表界面。

功能操作

七、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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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视频播放界面---触摸图标功能说明

 注：如机器未插入USB/无效设备或没有媒体文件时，

功能界面会显示“无媒体文件”。  

⑤.            -->显示当前播放视频的进度和当前播放时间与总时间，拖动圆点可

                      移至想要播放的时间位置。

④.       -->短按下一视频，长按快进。

③.       -->短按上一视频，长按快退。

②.       -->播放/暂停。/

①.       -->返回主界面。

⑦.          -->按拼音首字母选择视频文件。

⑧.           -->进入车载设置（音频设置/音场设置/基本设置/导航设置）

                 及出厂设置（系统信息/恢复出厂/系统升级/工厂设置）。

                 (详细说明书请见“车载设置”第15/16页）    

⑥.           -->进入视频列表。



功能操作

七、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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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百度CarLife功能操作    

安卓手机百度CarLife连接说明

使用手机端浏览器扫描主机提示的二维码安装百度CarLife APP或手机自行下

载安装百度CarLife APP。

首次连接，在手机端勾选手机设置

。

→打开开发者选项→勾选USB调试→

允许USB 调试USB→连接手机和车机→点击车机屏幕上CarLife即可实现

车机与手机互联

苹果手机百度CarLife连接说明

iPhone连接方式，

直接使用数据线连接。

  

扫描主机提示的二维码安装百度CarLife APP或手机自行下

载安装百度CarLife APP。

由于市场上的手机数据线性能差异悬殊，推荐使用手机自带的原装USB数据线

进行连接，以保证连接的稳定性。

使用CarLife时请保持手机在CarLife界面，才能正常使用CarLife语音功能。

轻触主界面的“百度CarLife”图标进入百度CarLife界面。

由于市场上的手机数据线性能差异悬殊，推荐使用手机自带的原装USB数据线

进行连接，以保证连接的稳定性。



功能操作

七、功能操作

轻触主界面的“导航”图标进入导航状态。

7.8、导航功能操作    

在导航状态，屏幕上将只能执行GPS导航相关功能操作。如需进行其它功能操作，

需先退出导航状态。

功能操作 : 

①. 设置包括：导航设置/搜索设置/播报设置/显示设置/其它设置。

②. 搜索地点，本机具有键盘输入/触摸手写输入和语音目的地查询功能；

     

③.       -->可查历史目的地/收藏夹/电子眼/地图数据/关于/退出软件。

长按目的地位置定位后，自动弹出窗口,可点击收藏目的地或查看周边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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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车载设置功能操作    

轻触应用界面的“车载设置”图标进入功能界面。

车载设置

①. 点击"    /    "图标，可切换音频的“标准、流行、摇滚、古典、爵士、自定

     义”的模式 ;

②. 点击并拖动调节音频设置界面的“高音、中音、低音”，此时音频模式自动切

     换为“自定义”模式 ;

③. 点击“       /       ”可打开/关闭"等响"模式 

④. 点击“        ”图标， 音频设置恢复原系统的默认状态。;

音频设置

点击“音场设置”进入声场设置界面，摸触“    /   /    /     ”各个图标，可进行喇

叭位置调节设置，点击“      ”图标，将还原音场设置参数为系统默认状态。

音场设置



功能操作

七、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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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本机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点击“清除全部内容”，输入密码1234，系统将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

需使用本地的升级文件升级。（升级文件需储存在系统所提示的文件路径当中）

系统升级

出厂设置

出厂设置

基本设置

点击“       /       ”图标，可打开/关闭手刹/小灯检测/按键提示音/倒车静音等功能

操作。

①. 点击“       /       ”图标，可打开/关闭“导航混音”;

②. 拖动进度条，可调节导航混音的音量比例。

导航设置

工厂设置--->进入工厂

                     设置     
Mcu设置

｛
重置工厂设置

定制化设置



八、系统设置

8.1 设置 、

轻触应用界面的 设置 ,“ ”图标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无线和网络

①. 点击“    ”图标，可添加网

络/刷新/高级功能操作。

②. 点击“以太网”图标可开启/关闭设置连接模式及设置连接信息功能。

③. 点击“     ”图标 , 可进入查看流量使用情况。

④. 点击“      ”图标 , 进入更多功能，网络共享与便携式。

点击        /        图标可开启/关闭WLAN，

系统设置

个人

点击“位置信息”即可开启/关闭位置信息功能，用户可根据个人需求设置高

精确度/节电/仅限设备等模式；还能查看最近的位置信息请求。

点击“日期和时间”即可进入自动确定日期和时间/自动确定时区/使用24小时

格式。

系统

设备

点击“存储设备和USB”可查看本机内部存储空间、总容量（可用空间、

应用、缓存数据）及内存设置的总容量、USB存储器功能。

点击"应用"即可进入管理应用程序（可卸载、清除数据、缓存等）功能。

17

点击“ ”即可进入 等功能设置。语言和输入法 语言/键盘和输入法



九、故障排除

如果没能有效解决问题，或者涉及到导航拆装的技术类工作，

请到4S店或者与厂家售后人员联系进行解决。

倒车无效

方向盘控制无效
方向盘引线与主机方向盘控制

线未正确连接

倒车线未正确连接或未连接好

镜头未正确连接好

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好

按主机复位键，重新 接连

按主机复位键，重新启动

重新连接好

重新连接好

更换新的音箱

确保主机固定牢固

按静音键退出静音状态

连接线有松脱

主机与车控系统通讯失败

主机控制系统通讯失败

电瓶电压过低，系统自动保护

误设置为黑屏状态 触摸显示屏恢复显示

给电瓶充电至12V

音箱连接线已松脱

连接线已松脱/接触不良

AV输入端口使用错误 请参照AV功能操作说明选择端口

系统处在静音状态

音箱损坏

主机没有正确安装

液晶屏幕没有显

示

不能播放声音

不能播放图像

振动时音乐声跳

跃

蓝牙免提无作用 未与主机正确配对 重新配对

蓝牙配对不成功

或无法配对

部份品牌的个别型号手机蓝牙

与本机存在兼容性问题

请重新拔插汽车钥匙后开机进

行配对

问  题 可 能 原 因 对  策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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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产品保养

产品保养

请勿试图维修。本机由许多精密的电子元器件组成的，如果拆卸改装可能会造

成损坏或破裂，如出现故障，请立即通知4S店或者厂家。

请勿使显示屏蒙受湿气、灰尘、蒸汽、油烟等污染。

请勿使用稀释剂或其他化学清洁剂来擦显示屏表面;应用软布擦去表面的污垢。

请勿使显示器长期在阳光下暴晒。

如有水分或其他物体进入主机时，请立即拔掉电源，并与本公司或经销商联系。

清除污垢时，请先关闭电源。

本产品的设计是用于备有12V负极接地电瓶系统的汽车中。

请勿在开机状态，插拔已连接的引线、附件，以免插拔时损坏主机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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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规格

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         1

待机电流         （ 天后）

工作温度         

贮存温度         

整机重量          约1.22KG

产品外形尺寸   257（L）×77.5（W）×142（H）mm

整机消耗功率   

DC 9V-16V

MAX 0A

<3mA 7

-30℃~+75 ℃

-40℃~+85℃

≤140W

音调

调节

11.1 系统参数

11.2 音频参数

规格

11.3 功放参数

11.4 收音机参数

声道不平衡度  

分离度             ≥50dB

30Hz~16KHz 3dB

≤1dB

频率响应         （± ）

低音     

中音     1KHz±5dB

高音     10KHz±5dB

100Hz±5dB

调频频段      

                    AM:531KHz-1629KHz

FM:87.5MHz-108.0MHz

测试电压                     

最大不失真输入功率   4×15W

4Ω（可接受4－8Ω）

  

13.8V

扬声器阻抗                

20

搜索方式 自动/手动

显示方式 TFT UI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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