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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账号登陆

1. 登陆

打开平台网址:http://www.gps0018.com

输入账号和密码,登陆平台.
并可在登陆页下载 android,iphone,微信等客户端

2. 经销商平台:添加下级用户

点击全部客户列表上方的”新增”按钮,则出现新增下级客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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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分为”用户”和”经销商”.
平台共拥有 3种用户权限:
1. 普通用户:登陆后,直接进入监控中心,没有用户管理权限,不能进入经销商平台.
2. 经销商:登陆进入经销商平台,可以管理下级所有用户,并可新增下级用户,搜索下
级设备/用户,查看下级信息等.

3. 经销商平台:客户列表,右键菜单功能

新增客户:新增加选中客户的下级用户
管理客户:修改选中客户信息
删除客户:删除该客户信息(只有该用户下没有下级用户和设备时才能删除该用户)
重置密码:重置该用户密码为默认密码:123456,用户忘记密码后,可以要自己上级代理
商重置.

4. 经销商平台:设备列表功能按钮

销售:将该设备销售给某个下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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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密码:重置该设备在平台的密码,IMEI/车牌号登陆的密码.
到期时间:修改设备平台到期时间

5. 经销商平台:批量转移,批量更新到期时间

批量勾选设备,然后单击批量转移或批量更新到期时间,则可以对选中设备进行批量
更新.
设备转移时,也可在转移弹出框中,搜索其他下级用户中设备,将其添加进来,然后转移
给他人.

6. 经销商平台:下级客户

显示下级客户信息列表,设备总数量.并能修改用户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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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销商平台:以下级用户登陆到监控中心

客户列表中,选中用户.然后点击:登陆到终端平台
则是模拟该用户登陆到监控中心.

8. 经销商平台:搜索下级设备

可以输入:IMEI号/车牌号/设备名进行搜索
如果搜索结果大于一条,则列表显示搜索结果.
如果搜索结果只有一条,则还会显示,该设备对应的用户,上级用户.
在搜索结果中,可以对设备,进行实时跟踪,历史轨迹,到期时间,设备信息修改操作.
在所属用户中,点击查看,则直接定位到该用户,点击定位监控,则以该用户进入到监控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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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销商平台:搜索下级用户

输入客户名/账号,搜索用户,并将结果显示到列表

10. 修改当前登录用户信息

点击顶部右边,用户名,则弹出修改信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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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修改当前登录用户密码

12. 监控中心

进入定位监控画面,左方显示当前登录用户账号下设备,右方显示登录用户的下级用
户信息.可通过输入设备名或 IMEI号直接搜索设备,左右框均可隐藏,已达到最佳地
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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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监控中心:设备功能菜单

选中设备,可以对其实时跟踪,历史轨迹
点击更多按钮,可以查看修改设备信息,设置电子栅栏,分组,下发指令记录,下载历史
轨迹,路线偏离设置,用户 POI设置管理.
下发功能根据不同型号设备,菜单不同.如有的设备,有断油电,都在这里展现.

14. 监控中心:地图页面

上方显示中文详细地址信息,点击设备时更新.
可以在右上角选择地图,5种地图可供选择.
并可设置,是否显示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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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监控中心:设备列表信息和报警列表

显示设备经纬度,状态等信息,和当前用户下设备报警信息.

16. 统计报表:运行总览

显示当前用户下的设备里程,超速次数,报警次数,停留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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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统计报表:里程统计

选择设备,输入百公里油耗系数,点击查询,显示该车辆的里程,报警,油耗信息,一天一
条数据记录

18. 统计报表:超速详单

选择设备,显示设备超速详细记录

19. 统计报表:停留详单

选择设备,显示设备停留详细记录.点击经纬度,可以查看具体停留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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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统计报表:报警总览

显示当前用户下设备的报警信息总的次数

21. 统计报表:报警统计

选择设备,显示该设备报警统计次数

22. 统计报表:报警详单

选择设备,显示该设备的每一条报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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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报表:电子栅栏

选择设备,显示该设备进出电子栅栏的每一条详细记录.（图示车辆暂未设置电子栅
栏）

24. 统计报表:路线偏离报警

选择设备,显示该设备的每一条路线偏离报警记录（图示车辆暂未预设行车路线）

25. 监控中心设备管理

查看 7天,30天,60天到期设备和已过期设备.
并可在这里对设备进行修改和到期时间更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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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充值管理

可以转让点数,充值卡给平台其他全部用户,输入登陆账号即可.
并可查看自己点数,充值卡在平台的详细消费记录,包括给设备充值,转让.

27. 分析统计

显示自己名下包括下级用户的所有设备在线,离线状况.

28. 消息中心

点击顶部右方,消息数目,则进入消息中心,可以一次性全部清除所有报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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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实时跟踪

点击设备,进入实时跟踪,10秒刷新一次读取最新数据,自动更新位置.

30. 历史轨迹

选择时间范围,点击播放,可以暂停,继续等.并可设置播放速度
如果有 LBS基站定位的设备,可以勾选显示 LBS.默认不显示 LBS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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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电子栅栏

点击新增电子栅栏,则出现一个圆形,可以拖动和更改圆形大小,点击保存

32. 路线偏离设置

开启绘制线路:可以在地图上设置路线
暂停绘制线路:停止绘制,拖动地图,放大地图时,点击,避免拖动或放大地图还在绘制
线路.
初始化:清空所有绘制数据,重新开始. 如要重新绘制,需要重新点击开启绘制线路.
右边栏,可设置路线名称,路线有效时间,路线偏离值,和选中设备.
路线偏离值:如设置 100米,设备偏离路线 100米内,不报警,偏离超过 100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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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户 POI信息点设置

点击新增 POI,设置后,在监控中心百度地图下显示.用于标注一些地图上没有的信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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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MEI号/车牌号登陆

1. 登陆

选择车牌号/IMEI号
输入 IMEI号或车牌号,输入平台设备密码,默认: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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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EI号登陆:监控中心

车牌号/IMEI号登陆成功后,进入监控中心,只有该设备显示,10秒自动刷新一下位置.

3. 增加车牌号登陆

如设置车牌号之后,也可以选择通过车牌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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