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方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Logo 

序言 
P r e f a c e 

         定位防盗器是一款才有高灵敏度GPS以及拥有GPRS/GSM功能的机动车安防定位产品，采用

GPRS（sim卡）的联网方式，为用户省去设置上网参数的繁琐步骤，与传统的GPS定位器一样通

电就能使用。不要任何手工配置。同时产品超小额体积，节省空间，降低成本。 

        GPS+LBS双重定位让产品在没有卫星信号的室内依然可以精准定位，另外合方圆拥有独立研

发的手机APP+云平台+智能硬件系统，让您使用产品更加安全放心。,适用于车载监控导航，防盗

跟踪，跟踪器，个人安全设备等通信导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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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管理 



一 支持高精度定位功能，支持48信道搜星能力，灵敏度到-163dBm，时间
精度可达0.1uS  

二 支持GPS定位数据(包括NMEA数据)实现直接透传，通过TCP和UDP方式传
到数据服务器中心  

三 内置G-SENSOR传感器，支持触碰报警功能，当发生终端的轻微触碰或
者移动，可发生报警信号  

四 GPIO信号输入检测和信号输出控制  

五 内嵌TCP/IP协议栈和GPRS技术，将互连网和GPRS网络有机的结合起来，
可支持公网和APN网络接入。 

六 支持动态数据中心域名和IP地址  

七 完全透明传输模式  

八 支持ALWAYS ONLINE（永远在线）模式，支持掉线重连  

九 支持GPRS在线数据传输，TCP/UDP数据传输，非透明或透明传输  



十 支持远程参数配置，可对DTU进行远程配置参数，可远程执行AT指令  

十一 支持TCP/UDP的多链路连接，最大8个链路通道。支持多个数据中心的同
时数据传输，提供可靠数据备份模式  

十二 支持数据长度控制，可控制单次发送包的长度  

十三 每个通信链路最大发送数据缓冲为10K Bytes，即使网络阻塞也可以缓存
业务数据  

十四 同时支持GPRS数据透传模式和短信、电话模式  

十五 可配置心跳包数据格式、发送间隔，和服务器保持连接：可配置登录包
数据格式，自动和服务器建立网络连接  

十六 可短信配置查询DTU各种状态，短信远程重启DTU 

十七 提供网络容错检测，在网络或设备出现异常自动恢复 



逻辑框图 
报警架构示意图： 



产品应用 

     合方圆定位防盗器是一款集成GPRS无线广域网通信、GPS定位的
车载防盗终端。主要应用于机动车辆定位。 

合方圆定位防盗器车载防盗系统包括终端和系统后台两大部分，其防
盗定位原理：行车卫士安装在被监控机动车内，监控大后台通过网络
对机动车进行实时跟踪，当机动车发生异常（如震动、位移等），终
端立即通过卫星定位或者AGPS将车辆当前的地理位置记录，并通过
服务台电话通知或者短信等信息告知车主，车主也可以通过网页、手
机客户端、WAP的方式完成对车辆的监控；并可记录最近3个月的历
史轨迹。 



小型车队管理、借贷公司 

  

应用领域  



全球卫星定位,车辆位置查询,实时监控,定时跟踪。 



各种行业车辆的指挥、调度系统。 



电动车/摩托车防盗追踪 



锂电池定位与电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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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指标要求 备注 

GSM 

工作频段 EGSM900/DCS1800（ 四频可选） 内置天线 

最大发射功率 
GSM850/EGSM900 Class4 (2W)  
DCS1800/PCS1900 Class1(1W) 

  

接收灵敏度  ＜ -107dBm 
  

天线辐射值 GSM900:>28dBm 
DCS:>25dBm 

  

天线接收灵敏度 GSM900:<-107dBm 
DCS:<-105dBm 

  

产品性能 



GPS 

L1接收频率 1575.42MHz 内置天线 

通道数 ≥48（并行）   

定位精度 ＜10米   

速度精度 0.3米/秒   

灵敏度 跟踪：-162dBm； 
捕获：-160dBm； 
冷启动：-148dBm； 
热启动：-157dBm 

  

定位时间 重新捕获：＜1秒； 
热启动：＜1秒； 
温启动：30秒 
冷启动：40秒； 

  

内置天线传导灵敏度测试 >=44 dBm 定点测试 

内置天线辐射灵敏度测试 >=41 dBm 方向性 

G-Sensor 
（可选择） 

测量范围 +/-2g，+/-4g，+/-8g (x/y轴方向
)   

校直误差 +/-1º   

灵敏度误差 +/-2%   

灵敏度分辨率 （+/-2g）64LSB/g，（+/-4g）
32LSB/g，（+/-8g） 16LSB/g   



规格参数 

产品特性                   描  述 

电源 

可靠工作电压 6V~80V 

电源保护 防反接保护；过流保护 

工作电流 
（测试条件：36V） 

最大电流:120mA（GSM 
PCL=5, GPS TRACKING ） 

平均电流：80mA（DCS 
PCL=7, GPS TRACKING ） 

待 机 1.5mA
（DRX=9,PCL=19）（内
置备份电池情况） 

充电时间:>=3小时 

电池容量：400mAh 

状态指示灯 网络，GPS定位成功，
数据，故障 

环境 

工作温度 -35°C ~60°C 

极限工作温度 －40°C～
+80°C 

湿热环境 可工作在 40 ℃，相对湿
度在90% ～95%时 

震动环境 可靠工作在频率 10Hz～
55Hz范围内，振幅值为
0.35mm，三轴方向 

MTBF 最大可靠工作时间：>50，
000小时 

高低气压 工作气压范围84～1kPa 

AT指令 

协议 兼容GSM/GPRS Phase2/2+
协议 

AT命令 GSM 标准AT 命令； 
V.25 AT 命令； 
合方圆扩展的AT 命令 



硬件接口 

硬件接口 电源接口：2.54mm间距插
针，2插针 

UART（串口）: 支持TTL(0-
2.8~3.3V)，调试 

ACC(输入控制)：支持6~80V 

GPS天线接口：内置，无源
天线 

GSM天线接口：内置，无
源天线 

支持四个信号只是状态：
电源，数据收发，网络状
态，GPS就绪 

内置硬件看门狗 

其他业务 

短消息业务 支持MO 和MT； 
点对点和小区广播； 
短消息模式支持 TEXT 和
PDU 
文本和PDU模式，GB2312
中文 

GPRS数据业务 GPRS CLASS 12，CLASS B 
and C； 
编码方式CS 1，CS 2，CS 3，
CS 4； 
最高速率可达85.6Kbit/s； 
支持PBCCH； 
内嵌TCP/IP协议：支持多
链接，提供ACK应答，提
供大容量缓存 

网络业务 支持数据透明传输； 
UDP数据传输，支持10K
以上大容量缓存； 
支持TCPIP服务器模式； 
支持DTU功能； 

自动保存网络配置，支持
远程配置； 

支持可编程的服务器自动
重新连接； 
心跳包支持，永远在线； 
支持基于TCP/IP域名解析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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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内容 指标要求 

定位工作方式 GPS+A-GPS(移动基站定位)+LBS多重定位 

报警信息 断电、振动、低电压、手机欠费状态下即发送报警
信息；报警短信响应时间：小于30秒；振动灵敏度
可通过GPRS设置：16级； 

跟踪信息 启动后，发送位置信息周期：默认15秒，最高3秒，
可短信或者后台设置 

待机时间 ≥7天（当静止时，自动进入休眠待机；当车辆启动
或设防中发生振动是，终端立即退出休眠状态；） 

唤醒功能 接收短信、语音来电、数据呼叫、振动 

后备电池连续工作时间 ≥12小时；（断开外接电源能持续工作时间） 

升级 支持下载升级（通过数据接口） 



软件功能 

初始化设置 发送短信“#初始化设备#”到设备，它将回复“初始化成功”并且回到默认
的出厂设置状态。（默认密码为:123456） 

密码 发送短信“#改密#旧密码#新密码#”，设备回复“修改成功”，并改成新
密码。 备注:新的密码一定是 6位的阿拉伯数字，否则设备将不能识别。 

授权设置 可以拥有4个授权号码。设定授权：发送短信“#授权#号码1#号码2#号码3#号码4#”，设备
将回复短信“授权成功”。 授权之后只能授权号码操作指令 其它号码不能操作（包括拨打
回复信息） 

文字地理位置查
询 

发送短信 “DW”到设备，然后设备将会回复“深圳市龙岗中心城清
林路9号”。 

定位查询 如果没有设置授权号码，任何的号码拨打设备它都将回复经纬度信
息；如果已经设置授权号码，非授权号码拨打设备它将不会回复经
纬度信息。 

当授权号码拨打设备，它将挂断你的电话并且回复一个实时的经纬度信息
如下： 
合方圆定位防盗器可以上传两类定位数据：1）合方圆私有数据；2）
NMEA格式数据；3）中科卫士通讯协议； 

监听与定位模式
的切换 

出厂状态为定位模式。送短信 “#监听#”到设备中，回复“监听成功!”，
表示已经转换到监听模式中。 

发送短信 “#定位#”到设备中，回复“定位成功!”并恢复到定位模式中。 



电子栅栏 设定电子栅栏可以限定设备的工作范围，一旦设备运行超出设定范围设
备将会自动发送信息回给授权号码。 
发送短信指令“#电子栏栅#密码#半径#”，设备将回复短信“电子围栏

成功”，并在设备中设定好一个限定范围，一旦设备超出限定范围之外
设备将发送短信“ 电子围栏报警!+经纬”到授权号码中。 

设备重启 发送短信“#重启#密码#”,设备将回复短信“重启成功”，并重新启动
设备。 

断电报警 当设备的电源被切断后，定位器将发出短信报警：“ 断电报警！！！请
注意”回复到授权手机上面”。 

ACC移动报警 点火：ACC取消移动报警。设备终端是自动识别移动报警功能，如果被
安装的定位器的车辆处于点火状态，设备自动识别设防功能会被取消。 

熄火：ACC启动移动报警。当车辆处于熄火状态，设备自动识别设防功
能自动激活，当车辆移动30米，设备会自动回复一条“移动报警！！！
请注意”的报警短信到授权手机上面。 

设置IP地址和
端口号 

发送短信" #IP#IP地址#端口# "。设置成功回复短信 “设置IP成功” 
 

设置时间间隔 发送短信“#间隔#时间#”，如“#间隔#30#”就是设定30秒，回复“设
定间隔时间成功”。 

查询设备信息 发送短信“TCP” ,设备将回复短信“IP+端口+APN+GPRS状态（A有效 V
无效）”。 



网络功能 

设备管理 



GPS DTU可以模拟设备的运动情况或者查看历史轨迹： 



另外用户可以自定义下发指令，以及执行指令： 



基站定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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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引线接口自上而下分别为：ACC(电门锁)，GND(地线)，VCC(电瓶电源线)接线示意
图如： 



安装说明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一、 先检查设备型号是否正确，配件是否齐全，主板一块，以及三根接口引线； 

 

二、在安装或取出SIM卡前，请先将终端的电源开关拨至关机位置； 

 

三、 终端SIM卡需要开通GPRS功能；请确保终端SIM卡有资费，可以考虑数据卡包
月套餐； 

 

四、用我司配套的sim卡套餐使用我们配套的流量卡来做定位 ：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的
后台服务器来进行基站定位，这样的好处，省流量，定位精度比指令精准！ 定位速度
更快！不需要占用模块的CPU就可以定位，从而减轻模块的运行工作量，让模块更省
电！这个流量卡是我们年度亮点，这个服务绝无二家。 



终端的安装方式为隐藏式安装，终端设备的隐藏安装建议由经销商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安装。
请注意如下事项： 

 

一、为避免窃贼破坏，设备选位应尽量隐蔽； 

 

二、避免与发射源放在一起，如倒车雷达、防盗器及其它车载通讯设备； 

 

三、 可使用扎带固定或用宽海绵强力双面胶黏贴； 

 

四、 设备内置有GSM天线及GPS天线，安装时应确保接收面向上，且上方无金属物遮挡屏蔽。 

 

五、建议安装位置：①前挡风玻璃下方装饰板内隐藏处；②前仪表盘（表皮为非金属材质）
周围隐蔽处；③后挡风玻璃下方装饰板下；③电瓶车坐垫下方； 

安装 



注意事项 

一、  用户安装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二、  安装前请先插入 合方圆专用物联网卡，并通过工具激活。 

 

三、  本设备工作电压为 DC6V至DC 12V电压范围内使用。 

  

四、  请先确认所有设备和连接线连接正确后再接主机电源。切勿在主机上有电的情况下安装
或拆卸。 

 

五、  本设备为无线通讯设备，为了避免电磁干扰或配置不兼容，贴有通知的场所请按规定停
止使用设备。 

 

六、  保持设备在干燥的环境中使用，潮湿的环境容易使内部电路损坏。 

 

七、  请用干燥的布清理，不要使用化学剂和清洁剂。 



关键设计 

  
一、尽量才用4层板设计技术，关键技术在GPS的集成化； 

 

二、主板尺寸控制：60*32mm，GSM内置天线，GPS才用陶瓷天
线； 

 



A. 可查询参数列表 

 
1、SOFTVERSION----查询软件版本号； 

2、GSM----查询GSM信号强度：0～32； 

3、GPS----查询GPS 接收的卫星编号和强度，例如：2300 1223 3431 一共12组四位数，
2300表示接收到编号23卫星信号强度为00，1223表示接收到编号为12的卫星信号强度
为23； 

4、VBAT----查询电池电压，充电接口电压，充电电流大小VBAT=3713300：4960750：
303500表示电池电压为3713300uV，即3.71V，加到充电芯片上电压4.96V，充电电流
303mA； 

5、VIN----查询外接电源输入电压，VIN=11145600表示接入机器电压为11.4V左右，此
值经过转换，误差较大； 

6、LOGIN----查询是否已经连接到后台；1 表示连接成功，0 表示连接失败； 

7、PLCID----查询前装电源板内本地保存的控制器序列号； 

8、IMSI----查询终端内的 SIM卡的IMSI号码； 

9、IMEI----查询终端设备的IMSI号码； 

10、ACC，表示ACC 的当前状态，当ACC=1时，表示高电平，反之则为低电平； 
 

注：除以上仅可查询参数外，对以下可配置的参数也可进行查询。 



B. 可配置参数列表 

 
1、PSW----密码，可以修改防盗器密码，一般为6位数字； 

2、DOMAIN----设置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如：DOMAIN= 115.29.39.50:7700； 

3、FREQ----单位：秒；默认15秒；决定GPS定位信息的上报频率； 

4、TRACE----开启、关闭追踪，1表示开启，0表示关闭，关闭后防盗器不再实时上报状态； 

5、PULSE----单位：秒；默认120秒；决定正常供电下终端的心跳时间； 

6、PHONE----设置防盗器内 SIM卡号码； 

7、USER----设置车主号码； 

8、RADIUS----设置GPS围栏告警距离，默认为300米，最小值为300米； 

9、VIB----开启非法移动告警短信，1表示开启，0表示关闭，默认为开启状态； 

10、VIBL----设置非法移动告警感应灵敏度0～15，0为最高灵敏度，15为最低灵敏度； 

11、POF----断电和低电告警开关，1表示开启，0表示关闭； 

12、LBV----低电量告警阈值，默认为3700000uV，即3.7V； 

13、SLEEP----开启、关闭休眠节电模式，如果为1，则防盗器在SLEEPT时间内没有发生振动，则
进入休眠节电状态；一旦进入休眠模式可通过以下方式激活：（1）发生振动，（2）自动唤醒，（3）
短信唤醒； 

14、VIBGPS----开启、关闭GPS过滤功能；如果为1，则在5分钟内未检测到振动，则进入静止状态，
静止状态时过滤所有GPS漂移点； 

15、SPEED----超速报警设置。对于电动车，缺省为60，对于汽车，缺省关闭。电动车不允许用户
设定，但可以通过短信超级密码修改；对于汽车，则允许用户自由修改； 

16、VIBCHK = X:Y，配置在X秒时间内产生了Y次震动，才产生震动告警； 

  



结语 T h e  e n d 

深圳市合方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制作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路天汇大厦A座513室 

•联系方式：(+86)0755-84727693   



Logo 谢谢大家！ 
t h e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