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装使用说明书

一、 安装与使用的安全规范

(一)、安装安全注意规范

1、本产品的安装和维护需要专业的汽车电工技术和经验，一切安装和维护必须由受过

专业训练的合格人士或专业汽车电工技术人员进行安装接线和维护，确保本产品和汽车的安

全安装与使用。

2、本产品只适合用于工作电压在 DC12V-36V 的车辆上安装使用。

3、安装布线、钻孔、打螺丝的时候请确保不要触及、损坏、堵塞车上的气管和电线，

以免导致意外事故出现。

4、接线时，确保裸露的电线要用电工胶布和扎带包扎好，不能与其它的线碰触，造成

短路，不要让他们卷曲或缠绕，以免车上的锋利或尖锐的零件损坏电线而导致意外事故。

5、安装摄像头时，摄像头位置应选择不容易让乘客破坏的地方，摄像头布线尽量的布

暗线，不容易让人为破坏和压断，摄像头角度与位置调整到合适方向后，请将摄像头固定好

并贴上封条，客户自备摄像头时，请选择满负荷工作电流不超过 240mA（24V）的摄像头，

确保系统的稳定工作。

6、安装录像机主机的时候，要选择防水、防潮、防尘、防腐蚀、远离热源、通风的地

方安装，尽量的远离汽车的发动机部分和有阳光直接曝晒的地方。

7、录音用的拾音器灵敏度比较高，请不要安装在有风直吹的地方，避免风口或窗口。



8、录像机接线的时候，应先将摄像头、录音拾音器等配件的各种信号线按接线连接图接好，

检查没有错误以后，最后接车上的电源线并包扎好，再把插头插入主机上。

(二)、使用安全规范

1、本产品有一组直流 12V 输出电源，用来对摄像头、拾音器、速度放大器配件供电使

用，不得搭接任何非本公司的配套的装置进行供电。

2、本产品的 SD 卡格式与普通的格式不一致，所以所有的 SD 卡在首次使用前，务必通

过本公司提供的专用播放器软件进行格式化或直接在主机上进行格式化后，才能在本产品主

机上进行录像使用。

3、非本公司人员，未经厂家许可，请勿私自打开或拆卸设备配件与主机；私自拆开主

机或配件，本工厂一律不承担免费保修的义务。

4、设备安装到车上后，车辆洗车时不得对设备洒水和冲水。

5、主机上不得放有物体压放，周围请不要放杂物，以免影响主机散热。

6、本套设备属于电子产品，请在运输途中轻拿轻放。

7、取卡时，请将锁头打到开锁位置后，等绿色电源灯（REC 灯）停止闪动以后（或等

15 秒后），把盖板往左推开，轻轻往里按一下卡，再放开手，SD 卡自动弹出以后，才可以

拔出 SD卡，否则非常容易损坏 SD卡或造成录像片段丢失。

8、要求每次取卡稽查完后，在电脑上用本公司提供的专用播放器软件或直接在主机上

把 SD 卡重新格式化或清除卡内的录像文件，要求一周内至少格式化 SD 卡一次，保持卡的

良好读写状态（SD 卡格式化正确操作，详见 SD 卡格式化操作）。

9、插卡时，请按插卡的方向，将卡轻推进入卡槽，插到底部时 SD 卡的卡槽将卡锁定以后，

将 SD 卡槽盖板往右盖好，并锁头打到关锁位置，把锁锁好。

10、根据 SD 卡原厂规定，SD 卡的外观务必要保护好，塑胶外壳不能有刮花、折弯的痕

迹，否则会造成 SD 卡原厂不给予保修，后果由客户自行负责。

11、非本系统使用的 SD 卡，请不要在本录像主机上使用，如果将非本系统的 SD 卡插入到

主机上，系统主机将会自动格式化成本系统可以使用的格式，卡内的所有资料将会全部清除，

无法恢复，由此造成资料丢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在安装及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阅读以上警告提示》

二、系统基本工作流程



三、系统基本组成

四、系统硬件安装与调试

（一） 录像主机安装

如图所示，在主机底部贴上双面胶或魔术贴，在车上找一个操作方便，

客户提取 SD 卡方便，温度比较稳定，水不易到达，靠近仪表盘，通风，

没有阳光曝晒的地方，用 4 颗螺钉将主机固定在车上，将总线插头插

入主机，然后用 2 颗螺丝将总线固定在主机上。

（二） 摄像头安装

本种机型可以支持 4 路视频输入，摄像头的安装要求先对摄像头进行布

线，尽量做到所有的摄像头信号与电源线布在车体内部，不宜曝露在外

面或可以看见的地方，布线时，不要大力扯动线材，防止布线过程拉断

线材或割破线材外皮。工厂提供的摄像头供电采用 DC 12V（可由主机

的 DC12V 输出进行供电）。

（三） 录音设备安装

本种机型可以支持 4 路音频输入，可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录音设

备配件的选择，一般客户都是选用 1 路录音设备就可以了。本设备供

电采用 DC 12V（可由主机的 DC12V 输出进行供电）。

（四） 遥控器说明示意图

1、菜单键：进入设置菜单的功能（注意：请在钥匙打开停止录像

以后，再按按键进入菜单）；

2、设置键：对所选定的项目，开启修改功能；

3、退出键：对所选定的项目，修改完后，对修改内容确认；

4、确定键：设置修改好后，利用方向按键选择“保存”按钮，再

按确定进行保存功能；

5、方向键：包括“上 下 左 右”按键，利用该组按键可以进行

选择设置项目；

6、数字键：用来输入数字与字母，其中 1、2、3、4、5 为多功能

按键，没有进入菜单的时候，1、2、3、4 代表通道查看按键，5



为四路查看按键；

A：其它按键（删除、输入法）目前不使用；

B：本机器使用遥控器，进行设置，进入主菜单的时间会稍微长点时间，请耐心等候。

注：

A：其它按键（开关、删除、输入法）目前不使用；

B：本机器使用遥控器，进行设置，进入主菜单的时间会稍微长点时间，请耐心等候……

（五） 系统连接总线

一、录像主机安装

1）、新 E型主机外设 4 接口 5557-10P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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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 E型机电源信号输入总线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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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 E型机摄像头 4 心航空头说明（CAM1-CAM4）

4）、新 E型机外设 1-3插座 5557-4P 定义(扩展串口 1-2-3)

注明：外设 1是扩展串口 1，外设 2 是扩展串口 2，外设 2 是扩展串口 3

4 3
黄色线 白色线

1 2
黑色线 红色线

线编号 线色 功能说明

1 黑色线 电源负极，5V 电源负极，地线

2 红色线 电源正极，5V/1A 电源正极，给外设供电

3 白色线 RS232-TX，主机发送信号，接外设备的接收 RX 信号

4 黄色线 RS232-RX，主机接收信号，接外设备的发送 TX 信号



5）、新 E型机 TV -AV插座 5557-4P 插座定义(视频出音频入)

二、系统主机软件操作说明

（一） 系统设置

1、日期时间

（1）日期设置:设置系统的日期（年月日）；

（2）时间设置:设置系统的时间（时分秒）；

（3）时间同步:设置系统提取的时种方式；

① RTC 时间（一般选此项）

② 网络时间（有网络是选用）

③ GPS 时间（有 GPS 时选用）

（4）关机延时录像：设置系统在没有点火信号

（即点火线没有电输入后）要求系统继续录像

的时间；

（5）菜单退出时间：进入系统菜单后，系统将在

设定的时间后退回监控录像画面；

（6）星期设置：该项目不需设置，系统自动根据

日期设置进行变化。

修改操作方法

注：如果全面退出菜单,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主机。

4 3
黄色线 白色线

1 2
黑色线 红色线

线编号 功能说明 具体说明

1 电源负极 5V 电源负极，地线

2 电源正极 5V 电源正极，给外设供电

3 音频输入 录像音频输入信号

4 视频输出 视频输出 TV 信号



2、基本设置

（1）视频输出制式：有 PAL 与 NTSC 选择，一般选择 PAL 制
式使用；如果使用 N 制摄像头时，请选用 NTSC 制式使用。

（2）录像打包时间：设置系统录像片段的录像打包时间长度,
单位为分钟；最小单位为 5 分钟，最大可以是 10 分钟；(建
议选用 5 分钟)
（3）语言设置：设置系统显示的语言模式，目前只支持中文

与英文；

（4）调试信息显示：设置系统视频输出画面的叠加显示信息，

如果关闭，则视频输出则不叠加任何信息（建议客户调试机

器时将其打开，调试完毕后可以关闭）。

3、SD卡管理

（1）循环覆盖：设置当 SD 卡存满的时候，系统继续存 储方

式；“YES”表示系统将进行循环覆盖的方式进行录像存储（一

般建议选择“YES”)；
（2）存储选择：设置系统使用 SD 卡使用方式，分为“ 单卡”

和“双卡”两种模式，（选择“单卡”时， 系统只能是 SD卡

1 进行存储录像；

（3）格式化存储器：可以直接通过主机对 SD 卡进行直接格

式化。进入该界面后，直接按遥控器的“设置”按键，选中的项目会变成“红

色”，然后选中“格式化存储器”的“确定”后，按下遥控器的“确定”按钮，系统会提示

是否进行格式化，再次按下遥控器的“确定”按钮，主机将会对 SD 卡进行格式化，（格式

化的时间会因卡容量大小不同，格式化需要等待的时间也不一样，一般 32G 的 SD 卡，大概

需要 5 到 6 分钟）完成后，退出菜单即格式化完成（本功能请谨慎

操作，格式化以后卡内的所有文件将会完全删除）。

4、密码管理

（1）密码有效：设置是否启用密码功能，如果选择“有效”，表示

启用密码管理；

（2）管理密码：设置管理本系统的密码；

（3）密码确认：确认管理本系统所设置的密码是否输入一致。

5、出厂设置

（1）恢复出厂设置：将系统恢复到出厂时的初始设置；

（2）导入参数设置：通过 SD 卡导入预先设定的所有参数，方便统

一调试设置；

（3）导出参数设置：将本机的设置导出到 SD 卡内，方便统一调试

设置；

（4）系统升级：工厂维护人员可以通过采用 SD 卡的方式，进行系

统软件的升级。



（二） 录像设置

1、录像参数

（1）安装设置：设置该通道是否安装摄像头，如果设置“未安装”，则该通道将不进行录像；

（2）清晰度设置：清晰度画质有 CIF、D1、HD1 三种选择；

建议客户使用一般采用 CIF 即可。

（3）帧率设置：帧率可以设置为 2、5、7、12、15、25 帧的方便统

一调试设置；

建议客户使用一般采用 15 帧即可。

（4）画质设置：本系统有四种画质选择，分别为 128K 256K 512K
1M,不同的画质配合帧率，录像出来的效果与占用空间的大小就不一

致，客户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建议客户使用一般采用 512K 即可。

（5）音频设置：本系统一共有 4 路音频输入，可根据客户的要求，

进行设置开启与关闭，标准配置是配用 1 路音频输入；

建议客户使用一般采用 1 路音频即可。

2、定时录像

（1）星期：所设置的时间段内有效启用的方式，有八种选择，分别

是；A:每一天 B：星期一到星期日任选一天。

（2）状态：表示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有三种状态可以进行录像，A:
定时，B：移动，C：事件触发；

（3）时间段：本系统可以同时设置 4 种定时录像，每一种定时录像

最多可以设置 2 个时间段；

注意：这两个时间段不能相互重叠时间，也不能跨“零”点进行设

置。

3、车辆设置

（1）线路：可以通过设置线路，让主机录像的时候，叠加录制到录

像上，方便车辆录像进行识别与管理；

（2）车牌号：可以通过设置车辆车牌，让主机录像的时候，叠加录

制到录像上，方便车辆录像进行识别与管理；目前只能支持国内的

车牌设置；

4、3G 参数设置 (注：此功能是 3G 特有的功能，本地录像机没有

此功能。)
（1）在“录像设置”里选择“3G 设置”，进入“3G 设置”后，正常

默认是公司 IP、端口；如果客户自建服务器 IP、端口，更改就可以（以

不同模块选电信 CDMA、联通 WCDMA、移动 TD-CDMA）; 帧率 06;
码流 64; 画质 CIF,流畅性最好 ;3G 设备可选择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备注：IP 不够三位数的前面加 0）。添加好，保存，退出，

系统重启，设置成功。

（2）设备在通电前，SIM 卡先放到主机里；3G 天线（接到主 3G，注：

副 3G 是在信号不好的时候采用）；GPS 天线(接 GPS)。

修改操作方法



注：如果全面退出菜单,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主机。

（三） 用户设置

1、 报警输入

我们通过定义 2 种报警输入方式进行设置，设置后，只要报

警输入信号线有高电平的时候，系统主机将会自动把相应的“符

号”显示叠加到录像画面上。

选择类别有

2、报警输出

我们通过定义 1 种报警输出方式进行设置，设置后，只要设

置的条件符合规定，报警输出线会有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要根

据设置而定），系统主机也会自动把相应的“符号”显示叠加到录

像画面上。

选择类别有

3、速度调试

速度校准方式有 2 种 A、路试校准 B、时速校准；

（1）、路试校准：在速度校准方式里面选择“路试校准”，然后用

“向右”按钮选择“校准”变 成红色，脉冲数全部归“0”变为

紫色的时候，开 始匀速开动汽车从零米开到 100 米，停止车辆

再 次用“确定”按钮按下“校准”，脉冲数会自动 计算出来，直

接按“退出”按钮就可以了，速度调试完毕；

（2）、时速校准：在速度校准方式里面选择“时速校准”，然后用

“向右”按钮选择 “校准”变成红色，开动汽车，等汽车到达

“40KM/H”的时候，匀速开动 汽车，按 下“确定”按钮，脉

冲数会倒计时 3 秒后自动计算出脉冲参数，然后直接按 “退出”

按钮就可以了，速度调试完毕。

4、GPS 车速

本功能主要使用来对车辆速度限速功能，进行设置的；

（1）速度来源：

A、车辆---利用车辆本身的速度通过放大器后直接与主机速度线连

接，获取速度；

B、GPS---利用主机的 GPS 的速度功能直接获取速度，（但要求主

机必须带有 GPS 模块才能使用该功能）

（2）速度上限：

限定本车可以行驶的最高速度，当行驶速度超出这个速度，系统进行报警输出信号（根

据报警输出设定来确定输出信号方式）；

（3）允许超速时间：



设定允许超速的最长时间，这项设定后，如果行驶速度超过了限度速度，并且超速时间

超出了该项设定范围，系统进行报警输出信号（根据报警输出设定来确定输出信号方式）。

修改操作方法

注：如果全面退出菜单,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主机。

二、 正确取卡和装卡操作

1、取卡操作

（1）如图操作，将钥匙插入要钥匙孔，轻轻往里面压入钥匙，然后顺时针旋

转 90 度，这时，锁处于开锁状态，录像指示灯停止“闪亮”后，（这里指示

灯有时会是长亮或长灭，这是正常现象），用手把卡槽盖向“左”推开，可以

看到卡在里面，轻轻的把需要取得卡往里面轻按然后放开手，待卡稍稍弹出

后，可以把卡取出。

注意：

A、卡槽里面处于上方的是卡 2 或处于下方的是卡 1，取卡后对应卡的指示灯

会熄灭；

B、录像指示灯还在“闪亮”的时候，请不要进行取卡动作，否则会可能会损

坏 SD 卡。

2、装卡操作

（1）如图操作，在开锁的状态，把卡插入，SD 卡槽内，轻轻的把 SD卡往里

面轻按，感觉卡自锁了以后，用手把卡槽盖向“右”关闭，然后将钥匙插入

要钥匙孔，轻轻往里面压入钥匙，然后逆时针旋转 90 度，这时，锁处于关锁

状态，如果录像机处于开机状态，则录像指示灯开始“闪亮”，表示主机已处

于录像状态。

注意：

A、卡槽里面处于上方的是卡 2 或处于下方的是卡 1，装卡后对应

卡的指示灯会熄亮；

B、录像指示灯还在“闪亮”的时候，请不要进行取卡动作，否则

会可能会损坏 SD 卡；

C、卡槽盖没有完全关闭后，请务必保持锁处于“开锁”状态，否

则可能会导致锁损坏。

三、 正确格式化 SD 卡

方法一：直接主机自动格式化 SD 卡：

自动格式化 SD 卡是针对非本系统要求使用格式的 SD 卡而设

计的，本系统使用的是“EXT2 格式”，如果 SD 卡的格式不是本系

统使用的格式，例如“FAT、 FAT32”等，如果将卡插入机器里面，

然后启动主机，系统会自动将卡格式化为“EXT2”的格式，格式

化后系统会自动进行录像。

方法二：直接主机格式化 SD 卡：

（1）格式化 SD 卡：让锁处于开锁状态，将卡插 入

Sd 卡 1 的卡槽内，开启主机后，利用遥控器安“菜单”进入



主菜单，选择“系统设置”按“确定”进入“系统设置”的菜单，然后用向左或向右按键选

择“SD 卡管理”。

（2）再按“设置”按键后，利用向下按键选择“确定”按钮，系统提示正在进行“SD 卡格

式化”，这时请注意务必不能拔出 SD 卡，系统格式化完成后，系统将会自动重新启动，启

动以后，格式化工作完成。

（3）所有 SD 卡，在初次使用或用电脑格式化后，必须通过录像主机自带的格式化功能，

进行格式化一次，机器重新启动后，方可使用。

注意：格式化后的卡内会自动生成一个名为“lost+found”的文件夹；该文件不能删除。

如果该卡录像以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名为“vdvr”的文件夹,用于存放录像文件。

方法三：通过播放器格式化 SD卡：

可以通过电脑，打开播放器软件，可以直接对卡进行清空或格式化（详细请参考播放器

的安装与使用）。

四、 四路录像时间对照表

注意：

（1）、一般的，客户要录像效果比较流畅，建议采用 15 帧 512K 的码流的方式，进行录像，

本录像机出厂的默认设置就是采用 15 帧 512K 的码流的方式，如果客户没有特殊的要求，

可以不用对此进行修改，保证比较好的录像质量；

（2）此对照表为 4 路摄像头同时录像存储时间标准（因摄像头和环境不同，可能会出现与

实际情况会有点差异）；如果少于 4 路的录像时间可以按一下方法进行计算。

计方法算:
如接 3 路摄像头,存储时间标准为:4 路摄像头时间×(1+1/4)

例:4路摄像头同时录像在选择帧数为 15帧,码流 512K情况下,16G SD卡录像时间标准为:23.4
小时. 则 3 路摄像头录像时间为:23.4×(1+1/4)=29.25 小时

如接 2 路摄像头,存储时间标准为:4 路摄像头时间×(1+1/2)
例: 4路摄像头同时录像在选择帧数为 15帧,码流 512K情况下,32G SD卡录像时间标准为:46.8
小时.则 2 路摄像头录像时间为: 46.8×(1+1/2)=70.2 小时

五、 四路录像时间对照表

为了方便以后主机使用 GPS 或 3G 后台调用摄像头，建议所有客户都按照下面图示进行

摄像头显示位置进行安装设置。



六、 录像机功能技术指标

项目 设备参数 性能指标

系统

操作语言 中文/英文

操作界面 图形化菜单操作界面（OSD菜单）

密码安全 管理员密码管理

视频

视频输入 4 路复合视频输入 1.0V， p-p，阻抗 75Ω，

视频输出 一路复合视频输出 1.0V， p-p，阻抗 75Ω，(F 型定做)
视频显示 单画面/四画面显示

视频制式 PAL/NTSC 制式

音频

音频输入 四路音频输入（可任意选择一路至四路），阻抗

600Ω；PC 播放软件能选择开启关闭任一路音频。

音频输出 一路音频输出(E) F 型不含此功能

录音方式 声音与视频实时同步录制

音频压缩 ADPCM/G.726

图像处理

及存储

图像压缩 H.264，可变码流（VBR）
图像格式 CIF/HD1/D1 可选

视频码率 可以选择 1M 512K 256K 128K
音频流标准 ADPCM
音频码率 8KB/s
数据存储 可选择双 SD 卡录像（可选择循环录像方式）

汽车黑匣

子

标准功能 实时叠加显示车速、刹车信号、车牌号、日期时间

输入及输出 2 个报警信号输入，1 个报警信号输出；报警信号源可

选

F型不含此功能

通信接口

串行接口（预

留）

串行接口（预留）

串行接口（预

留）

支持 1 个 RS485 接口，参照 DB44 标准

GPS/3G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可以支持内置全功能 GPS；3G 模块，F 型不含此

功能。

播放软件 电脑回放分

析

能同步自动回放 4 路视频文件及自动播放下一组文件；

每一路可以单独放大



工作电压 DC 12-36V
工作电流 <150mA(24V) (不含摄像头)
工作温度 -20℃～85℃
外型尺寸 E 型机 L150mm×W139mm×H40mm

F 型机 L105mm×W139mm×H40mm
重 量 E 型机：1.1kg（含包装） F 型机：0.75kg（含包装）3G 型机：1.5kg（含

包装）

软件升级 本机支持 SD卡升级

电源输出 DC 12V / 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