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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版权与免责声明 

 

北京市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copyright©2015Capcare 

本用户手册内容不定期更新，请用户随时关注官网的更新信息，进行正确操作试

用。 

本用户手册未经凯步关爱（Capcare）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任何目的的复制，任

何方式的传播与转载，包括影印本及音视频。 

凯步关爱（Capcare）不对因为使用不当，或者人为损坏此产品及文件的直接，

间接，特殊，附带的行为或者由之产生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个人损

失，财产及精神损失）承担责任。 

 

二． 产品简介 

 

M1 个人定位器是凯步关爱在 2014 年上市的新型定位产品。主要用于老人幼童安

全，特殊人群监查（例如残障，行为限制，特定工作场所人员）等需要关爱的人

群进行正确合理、及时准确的定位追踪，以确保其位置明确，人身安全。 

 

三．产品功能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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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产品功能 
 

 

 

 

 

 

 

 

 

3.2 规格参数 

GPS 定位 多种佩戴方式 强磁吸附 

实时定位追踪 SOS 紧急求救 远程单向监听 

超速报警 围栏报警 轨迹查询 

监管人设置   

产品属性 GPS 人员定位器 

尺寸 46mm * 39mm * 15mm 

按键 1 开机键 + 3 功能键 

功能 

GPS 定位，基站定位，震动报警 

低电报警，超速报警，电子围栏 

轨迹查询，监听 

附件 数据线，挂绳，磁铁，强力夹，螺丝刀 

电池 560mah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GSM 频段 

850Mhz/900Mhz/1800Mhz/1900Mhz，

4 频 

GSM 芯片 MTK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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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机配件 

 

1.M1 主机 4.说明书 7.防水硅胶套 10.充电线 

2.M1 电池（2 枚） 5.维修卡 8.电池盖（子母贴） 11.螺丝刀 

3.电池盖（卡扣式） 6.包装盒 9.挂绳 12.螺丝配件 

 

GPS 芯片 MTK3336 

GPS 灵敏度 

Acquisition：

-148dbm(cold)/-163dbm(hot) 

Tracking: -165dbm 

GPS 冷启动时间 < 30s （open sky） 

GPS 热启动时间 < 1s （open sky） 

GPS 芯片功耗 

Acquisition:24mW 

Tracking:17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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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观说明 

 

5.1 外观简介 

 

5.2 工作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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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户使用教程 

6．1 硬件操作说明 

开机操作 

将对应 SIM 卡开通来电显示业务，安装到设备 SIM 卡槽，安装电池，按开关机键

3S，设备绿灯亮并伴随 2S 的蜂鸣器响，此时表示设备开机成功。将后盖上紧，

并用固定螺丝固定，安装在特定地点。 

特别说明：设备采用 GPS 搜星，需要将设备置于 GPS 信号良好状态下，进行首

次定位为冷启动，时间约为 5 分钟以内，请耐心等待。 

充电说明：产品附带 USB 充电线一条，将设备与电源连接，对设备进行充电。正

常充电状态，红灯闪；充电完毕，红灯常亮。 

关机操作 

按下开关机键，长按保持 3S,设备红灯亮并伴随蜂鸣器响，表示关机成功。此时

可取下电池，进行其他所需操作。 

6．2 Android 软件操作说明 

下载安装 

用户可在各大手机软件搜索市场进行搜索（如 91 助手，安卓市场，豌豆荚，应

用宝）,输入“凯步关爱”，进入下载界面进行下载。 

下载后，直接运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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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界面                 登陆界面                    注册界面 

轨迹追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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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登录及绑定操作 

进入首界面，进行注册操作 

特别提醒：注册应使用个人邮箱地址作为账号，密码设置需牢记。用户如忘记密

码，可通过此邮箱地址找回密码，否则无法找回。 

绑定操作 

产品外包装及机身电池槽有设备对应的 IMEI 编码，将此编码添加到账号内（添加

设备界面展示）。 

设备信息设置 

设备信息如下图，点击“编辑”图标，进行修改；确认后点击“完成”。 

 

查询操作说明 

（后续包括 2.0 的分享界面，报警删除操作等） 

围栏设置说明：围栏设置标准应该在直径或者边长在一公里以上，避免由于定位

误差形成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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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 设置说明：设备对应 SIM 卡需开通来电显示业务；设备信息内必须完善好报

警联系人电话。 

 

6.3 苹果操作系统说明 

注：苹果系统需要在苹果自带的 APPstore 内搜索“凯步关爱”进行下载安装和

使用。其他同 android。 

6.4 网页界面在线登陆 

登陆 www.capcare.com.cn，进入凯步关爱官方网站，点击“位置服务社区”

进入“登陆及注册”界面。 

 

 

 

 

 

http://www.capca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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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操作同 Android 

七.设备保修细则  

7.1 特别声明 

1）若本产品日后有任何技术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产品外观、颜色如有改动，以实物为准。  

3）保修卡只适应于下述所列IMEI号机子的三包服务。  

4）请妥善保管此保修卡，保修时请出示此卡及原购买单据。  

7.2 设备保修期 

自购买之日起，非人为损坏故障主机免费保修一年。 

7.3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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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但可适当付费维修；  

（一）超过保修期限。  

（二）未经我司授权，擅自拆卸或维修造成损坏。  

（三）因安装、使用、维护、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四）产品 IMEI 号被撕去或模糊不清。  

（五）保修凭证与产品型号不符或保修凭证被涂改。  

（六）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八.安全须知 

 请合理合法使用本产品，慎用产品配件以外的其他工具。 

 请勿随便遗弃设备标配电池，务必妥善处理，避免婴幼儿直接触摸产品，造

成吞食，误伤等情况。 

 请妥善管理产品配件，勿随意投放，搁置，保护环境。 

 本产品需在规定的环境及温度下使用，并保证个人隐私不被泄露。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0105673-1866，进行电话咨询。 

 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