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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里子·轻车机 C1s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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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由于软件不断更新优化，相关功能及界面请以产品实际效果为准，届时将不另行通知。

一、按键及接口

按键/接口 说明

电源键

1.单击，关屏；

2.长按 2s 调出关机界面；

3.长按 10s 强制重启。

Home键
1.单击，回主菜单；

2.长按 2s 启动语音识别。

TF+SIM卡槽 TF 存储卡及 SIM 卡的卡槽位

电源接口 连接 ACC 电源线

摄像头 高清舜宇镜头

喇叭/麦克风 内置 2个喇叭、2个 MIC

按键/接口 数量

主机 1

飞梭控制器 1

底座 1

后视摄像头 1

后视摄像头延长线 1

ACC电源线 1

产品手册、保修卡、合格证 1

包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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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

注：上述图例仅为示意,为确保驾驶安全，请在专业的汽车服务点完成上述安装。

步骤一：清洁中控台,将底座固定在中控台合适的位置。然后把主机（插入

TF 卡）对准底座上的黑点并旋转扣紧；

步骤二：ACC 电源线一端连接主机，另一端连接后摄像头延长线，将线从挡风

玻璃下边缘处塞进挡板，然后沿着顶棚牵引至后备箱位置；

步骤三：将后摄像头安装在牌照灯架上，并连接延长线；

步骤四：将 ACC 线接口连接到保险盒供电端口，安装即完成（请勿连接到常

电端口，否则有可能引起电瓶亏电导致无法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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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

车辆发动后，车里子自动开机录影，熄火后 15 秒进入休眠模式。

本产品内置 4G 数据卡和 1200MAh 聚合物防高温锂电池。

1界面设置

机器开机后，点击主界面中间部分最顶端的系统栏（如下图红框所示），进

入系统设置，可进行声音调整，飞梭连接，软件版本更新检查等操作。

除系统栏外，主界面上所有功能区域位置均可重新调整。

中间区域向左侧或右侧拖动可调换位置。

如：按住中间行车记录区域，向右拖动至音乐区域，可实现互换。

按住时间区域，向左拖动至导航区域，也可实现互换。

【系统栏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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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航

在主界面上点击导航区域进入导航功能主界面。

点击 ，切换地图视图，分为 2D正北向上、2D车头向上。

点击 ，可查看 GPS定位、wifi连接等状态。

点击 ，开启或关闭实时路况。

点击 、 ，放大或缩小比例尺。

2.1 搜索目的地

点击 ，可直接搜索目的地。或点击[回家]/[收藏的点]等，可直接设为目的地进行导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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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帐号登录

点击 ， 登录高德帐号 ，进行车机互联。

车机互联成功后，利用手机高德 APP，可直接发送地址到车里子轻车机进行导航。

2.3导航设置
设 置

路径规划
选择合适的路径规划方式：躲避拥堵、避免收费、不走高速、高速优先

车辆避开限行：填写车牌号，避开出行限行日

声音播报

播报音量：手动控制语音播报的音量

播报语音：选择播报的导航语音类型

播放详细的导航信息，选择详细播报；反之，选择简洁播报。

巡航播报：巡航后台播报功能开启后，在无导航路径状态下，播报感兴

趣的内容

地图显示

日夜模式：选择地图显示模式

地图配色：选择喜欢的地图配色

收藏点标注：将已收藏的点在地图上标注

其它设置

内置输入法开启/关闭

精准化路况共享计划，推送更精准的道路状况

精简导航模式

错误信息上报

清除缓存

恢复默认设置：将所有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

关于我们：查看导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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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车记录

在主界面上点击行车记录区域进入行车记录仪功能主界面。

3.1 循环录影
【循环录影】开机即开始循环录影（循环录影时间为 3min）。

3.2 保护录影
【碰撞录影】车辆紧急刹车或碰撞时，系统自行启动保护录影；

3.3 抓拍录影
【抓拍录影】点击“抓拍”或飞梭拍照键均可开启抓拍录影；

保护录影和抓拍录影均为触发时的前 5s和后 5s视频。
“抓拍键”上方预览图显示最新的录影视频，点击可查看已录制的视频列表。

录影回放时，屏幕向左滑动可快退，向右滑动可快进；双指缩放可放大缩

小画面。

3.4 驻车监控
【驻车监控】车辆静止且停车安防功能开启状态下，当系统检测到外界碰撞

时，将自动唤醒设备录像，录制触发后的 10s视频，录制完后自动待机。

3.5设置
设 置

录像分辨率 设置录像和抓拍视频分辨率

格式化存储卡 格式化 TF 存储卡

停车安防 开启/关闭驻车监控功能（默认开启）

防亏电 Beta 开启/关闭防亏电模式（默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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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倒车影像

在运行过程中，当机器接收倒车信号，将自动切入倒车界面。

倒车界面，左侧为倒车后视图，右侧为设置。点击 ，进行辅助线高度设置。

通过后摄像头的高度来调整倒车辅助线，以达到更精准的辅助线显示效果。

在倒车过程中，如有电话进入，左侧依然为倒车后视图，右侧显示电话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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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乐/电台

在主界面上点击音乐区域进入音乐应用。

点击播放器区域，即可进入播放器全界面。

点选 ，返回上一界面；

点选 ，登录帐号后即可收藏或取消收藏歌曲；

点选 ，登录帐号后可下载歌曲。

点选 ，可切换播放模式，音乐有顺序循环播放、单曲播放、随机播放。

点选 ，显示或不显示当前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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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在线搜索】
网络正常时，点击 图标或语音唤醒说“你好，车里子，我想听 xx”，即可

搜索音乐。

点选某一歌曲立即播放，并加入最近播放列表；

点选 ，可进行下载，查看歌手或专辑等操作。

4.2【本地音乐】

将已下载的音乐拷贝至 TF 存储卡，存储卡插入机器开机后，点击【音乐】>

【本地音乐】，系统会自动扫描存储卡内的音乐，点击即可进行播放存储卡上的

音乐。

您也可以直接唤醒语音，说“播放本地音乐”，系统则会自动播放本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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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我的音乐】
选择【我的音乐】，可登录 QQ 音乐帐号同步音乐列表；

4.4【最近播放】
最近播放显示播放历史，系统会对在线音乐自动进行缓存，您可以直接点击

进行播放。

点选 ，可进行歌曲下载、删除、查看歌手或专辑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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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喜马拉雅

在主界面上点击喜马拉雅区域进入应用。

点击 ，手动输入搜索节目，或唤醒语音后搜索，说“我想听 xxx”，如“我

想听郭德纲的相声”。

选择想要播放的节目，进入播放器全屏界面。

点选 ，退出播放器全屏界面。

点选 ，可收藏或取消收藏；

点选 ，可切换播放模式，有顺序播放、倒序播放。

点选 ，查看当前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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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包含了已收藏的节目和最近播放列表。

6 蓝牙

6.1 连接车载音响
点击【系统设置】>【连接车载音响】，打开蓝牙。

若首次连接车载音响，系统会自动搜索，确认后完成连接。若已配对过车载

音响，系统会自动完成连接。

6.2 配对手机

首次配对，点击 并打开手机蓝牙，选择【cneeds-handsfree】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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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配对设备，系统会默认自动连接最后一次连接成功的手机。

6.3 蓝牙电话
【来电】有来电时，绿键接听、红键挂断。

【呼出】点击电话区域，进入通话全界面。在拨号界面进行拨号呼出，或直

接选择语音进行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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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接听电话时，红键挂断、灰键为MIC静音键。

【联系人、通话记录】连接正常时，系统自动完成联系人及通话记录的数据

同步。

7 时间天气

点击时间区域，进入时间天气全屏界面。显示本地时间、当天及未来 4天的
最高气温及最低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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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语音识别

全语音识别系统，大部分功能都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为了您的行车安全，

驾驶时请优先使用语音控制。

8.1 唤起语音
您可以说 “你好，车里子”，即可唤醒语音。

8.2 快捷命令词
快捷命令词可以让您不用唤醒语音，即可快速对常用功能进行控制。

目前已支持以下快捷命令词

命令词 功能

任意模式 抓拍视频 快速启动抓拍录影

地图全屏模式

放大 缩小地图 地图比例尺放大 地图比例尺缩小

打开 关闭路况 打开实时路况 关闭实时路况

模式 模式 车头向上 车头朝上 北向上

北朝上

切换地图模式

白天模式 日间模式 夜间模式 黑夜模式 地图显示为白色 黑色

地图全屏且有

导航路线

查看全程 全局路线 全程概览

躲避拥堵 高速优先 不走高速 少收费 重新规划路线

还有多久到终点 还有多长时间能到 查询剩余距离 时间

8.3 识别命令词
说“你好，车里子”唤起语音后，可通过识别命令词进行各种操作。

目前已支持以下识别命令词

命令词 功能

场景

第 个 搜索结果选择

上一页 下一页 翻页选择

确定 取消 确认选择 退出语音助手

导航

导航到世界之窗 锦绣中华 莲花山

附近的加油站 餐厅 酒店 商场

世界之窗附近的肯德基

我要回家 我要去公司

导航到目的地

沿途的加油站 厕所 维修站 路径沿途加油站 厕所 维修站搜索

深南大道的路况怎么样 路况信息查询

取消导航 取消导航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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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退出导航 取消导航路线并返回主界面

电话

打电话给车里子

拨打 的手机

拨号

接听 挂断 来电时接听 挂断

资讯

深圳天气怎么样 广州明天的时间 查询天气情况

从深圳到北京的航班 明天上午上海的火车 机票查询 火车票查询

今天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科大讯飞的股票 电影票查询 股票查询

音乐

我想王菲的红豆 薛之谦的歌 轻音乐 搜索音乐

收藏歌曲 收藏歌曲

顺序循环 单曲循环 随机播放 切换播放模式

播放本地音乐 歌曲 播放本地音乐

喜马拉雅

我想听节目罗辑思维 郭德纲的相声 脱口秀 在线搜索节目

收藏节目 收藏节目

行车记录 拍照 录影 录像 抓拍 我要抓拍 行车记录录影

系统控制

调亮屏幕 屏幕亮一点 调暗屏幕 屏幕暗一点 屏幕调亮一级 屏幕调暗一级

增大音量 音量大一点 减小音量 音量小一点 系统音量增大一级，系统音量减小一级

关闭声音 打开声音 系统静音 取消系统静音

打开蓝牙 关闭蓝牙 打开 关闭 连接蓝牙 断开蓝牙 连接 断开

打开 关闭 打开网络 关闭网络 打开 关闭 打开网络 关闭网络

调频到 （ ） 调频发射到 调频到制定 频段

返回主界面 快速回到主界面

开启 进入 打开 蓝牙电话、导航、音乐 娱乐

喜马拉雅、记录仪、天气

进入 蓝牙电话应用、导航应用、 音乐应用、

喜马拉雅应用、行车记录仪应用、天气应用

结束 退出 关闭 蓝牙电话、导航、音乐 娱乐

喜马拉雅、记录仪、天气

退出蓝牙电话应用、导航应用、 音乐应用、

喜马拉雅应用、行车记录仪应用、天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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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飞梭控制器

飞梭控制器使用标准的 CR2032型号纽扣电池，电池电量不足时，用户可自行
更换。

9.1 初次使用及电池更换
【初次使用飞梭】：打开电池槽盖，撕掉电池上的塑胶纸，再装上电池，

飞梭指示灯闪烁，则表明飞梭可正常使用。

【更换飞梭电池】：飞梭使用标准 CR2032型号纽扣电池。
1.将电池槽盖沿着水平朝外打开；

2.将新电池装进电池盖（如下图所示放置电池）；

3.再将电池槽盖安装好，电池即更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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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连接飞梭控制器
点击【系统设置】>【飞梭】，连接飞梭控制器。

将飞梭靠近本产品，长按语音识别键至飞梭指示灯闪烁，指示灯熄灭则表示

连接成功。然后将飞梭绑定在方向盘合适的位置上。

连接成功后，可进行解绑操作。

9.3 飞梭按键操控

按键 在任意界面 在语音识别界面 来电界面

1 快速启动语音识别 重新启动语音识别 无

2 启动抓拍 10s 录像 启动抓拍 10s 录像 无

3 暂停/播放歌曲或电台 暂停/播放歌曲或电台 无

4 上一曲 退出语音识别界面对话框取消 挂断

5 下一曲 退出语音识别界面对话框确定 接听

6 旋转可切换程序 选择列表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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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车里子助手

点击【系统设置】>【手机远程控制】，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将设备与
车里子助手绑定。绑定后可实现视频分享、远程拍照、位置查询等功能。

10.1 分享视频
点击【查看录影】播放某段视频，可执行分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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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发送到车
点击【远程监控】>【发送到车】，当网络正常时，查找搜索或在地图上选择

一个点，点击“发送到车”按钮，即可将该地址发送至车里子设备直接用于导航。

10.3远程拍照
点击【远程监控】>【远程拍照】，当网络正常时，设备将会自动进行拍照并

回传至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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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位置查询
点击【远程监控】>【位置查询】，当网络正常且车里子设备定位成功后，通

过公众号可直接查看车辆位置。

10.5 设备管理
点击【我的车里子】>【设备管理】，可执行绑定/解绑车里子,同时还可以设

置消息免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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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设置

点击主界面中间最顶部系统栏，进入系统设置。

设置 说明

移动网络

（4G、3G/2G）

[5,3]格信号，信号良好

[2，1]格，信号弱

未检测到 SIM卡

WLAN 可以连接无线局域网

连接车载音响

1.关闭：关闭此功能；

2.蓝牙：通过蓝牙连接车载音响；

3.FM：通过调节车载 FM 频率来连接车载音响。

流量套餐 进入流量套餐页面，显示套餐详细信息，可购买流量

手机远程控制 用手机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将设备与微信公众号绑定

飞梭 连接或解除绑定飞梭

电量 显示电源连接状态及电量

定位 数字表示接收到的卫星颗数 表示 GPS不可用

声音

媒体：音乐、语音识别等其他应用音量

电话：蓝牙电话的音量

导航提示时降低音乐音量：开启或关闭

键盘触摸音效：开启或关闭

亮度 手动调节屏幕亮度

语音唤醒 使用“你好，车里子”唤起语音：开启或关闭

软件更新 可升级软件数据。网络正常时，系统自动检测并更新软件；

还原 系统恢复至出厂设置

关于 软件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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