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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概述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车载对讲终端 MP06 的外观、安装与连接、功能和技术参数等。 

适用型号：MP06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伤亡或严重

伤害。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

微或中等伤害。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

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防静电标识，用于表示静电敏感的设备。 

 

电击防护标识，用于表示高压危险。 

 

激光辐射标识，用于表示强激光辐射。 

 表示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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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安全须知 

下面是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为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情况的发生，使用时请务必

遵守。在使用此产品前，请认真阅读此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通电前，先检查各连接线连接是否正确，否则会损坏本机或影响使用效果。 

 为保护电子元件不受损坏，在汽车上进行焊接时，不要使用本产品。 

特别声明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说明书将根据产品的变化定期更新，更新的内容将会在本手册的新版本中加入，恕不另行通

知。产品部分功能在更新前后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最新程序及补充说明文档敬请与公司客服部联系。 

 由于真实环境不稳定等原因，部分数据的实际值可能与说明书中提供的值存在偏差，如有任

何疑问或争议，请以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如不按照说明书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因此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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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产品简介 

1.1 概述 

车载对讲终端 MP06，搭配车载 DVR/NVR 主机使用，方便司机与监控中心进行全双工对讲通话。 

1.2 外观图 

图1-1 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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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尺寸图 

图1-2 尺寸图（单位：mm） 

 

1.4 产品特点 

 机身轻巧美观，移动方便。 

 按键触发，搭配车载 DVR/NVR 主机与平台发起对讲。 

 带功放功能，可驱动车上喇叭。 

 标准航空头接口，安装连接可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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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装与连接 

2.1 安装方式 

2.1.1 支架固定 

如图 2-1 所示，支架的安装步骤如下： 

 根据安装打孔指示纸（图中 1）描述位置，在车体打孔。 步骤1

 将膨胀螺栓（图中 2）安装在钻好的孔里。 步骤2

 用固定螺钉（图中 4）将支架（图中 3）固定到车体上。 步骤3

 将对讲终端（图中 5）旋扣至支架（图中 3）上。 步骤4

图2-1 支架安装 

 

2.1.2 螺丝固定 

如图 2-2 所示，把附件标配的自攻螺丝插在对讲终端上。通过自攻螺丝将对讲终端固定于车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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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螺丝安装 

 

2.2 接线图 

对讲终端与车载 DVR/NVR 主机的接线图，包括以下两种： 

 全双工语音对讲接线图，如图 2-3 所示。 

图2-3 全双工语音对讲接线图 

 

 全双工语音对讲（+车上喇叭输出）接线图，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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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全双工语音对讲（+车上喇叭输出） 

 

2.3 接口定义 

表2-1 接口定义表 

序号 插头型号 插头图片 线序定义 

1 
4芯M12航空母

头 

 

1、NC NC 

2、地 GND 

3、声音输入 AUDIO_IN 

4、NC NC 

2 
6芯M12航空公

头 

 

1、声音输出 SPK_OUT 

2、信号地 GND 

3、声音输入 MIC_IN 

4、模拟地 PGND 

5、电源 12V 12V 

6、模拟电源 12V 12V_P 

3 黑白裸线 

 

1、地 GND（黑） 

2、报警触发 ALARM（白） 

4 绿白裸线 

 

1、声音输出+ VOICE_OUT+（绿） 

2、声音输出- VOICE_OUT-（白） 

5 6 芯黑插 

 

1、电源 12V 12V 

2、信号地 GND 

3、声音输入 MIC_IN 

4、声音输出 SPK_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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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插头型号 插头图片 线序定义 

5、NC NC 

6、NC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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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功能介绍 

3.1 按键介绍 

图3-1 按键介绍 

 

表3-1 按键介绍 

按键 说明 

报警/呼叫平台 
按下该按键，呼叫平台，指示灯亮。 

再次按下该按键，关闭报警/呼叫平台。 

喊话 

按下该按键，指示灯亮。此时可对设备 MIC 讲话，外置喇叭输出。此时音

量调节调外置喇叭的音量。 

再次按下该按键，关闭喊话。 

音量+ 音量增大。 

音量- 音量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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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双工对讲 

如图 2-3 所示接线图，可在车载 DVR/NVR 主机的 WEB 界面或者平台打开语音对讲。可与车载

DVR/NVR 主机发起全双工对讲。 

3.3 外置功放驱动 

如图 2-4 接线图，若按下喊话按键，则喊话指示灯亮，此时，外置喇叭声音来源于本地 MIC。若

喊话指示灯灭，声音来源于车载 DVR/NVR 主机的 A/V OUT。 

3.4 外置 MIC 

标准 3.5mm 音频接口，可插入外置 MIC，此时内置 MIC 失效。终端声音从外置 MIC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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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技术参数 

表4-1 技术参数表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功能参数 

工作方式 全双工 

操作方式 按键 

音频 1 路音频输入、1 路扬声器输出 

拾音范围 90cm 

指向性 全指向性 

灵敏度 -24dB（MIC 指标） 

拾音面积 3 平方米 

指示灯 1 个电源灯（红色）、1 个按键灯（蓝色） 

常规参数 

电压 DC 12V±10% 

功率 ≤2.5W（不包括外置喇叭） 

自带喇叭 2W 4Ω 

外置喇叭 推荐阻抗 4Ω（最大功耗 4.5W） 

工作温度 -30℃～＋70℃ 

工作环境湿度 0%～90% 

大气压 86kPa～106kPa 

外壳尺寸 109.7（mm）×71.3（mm）×27.0（mm） 

外观材质（主体） 铝合金 

重量（不含线缆） 140g 

线缆长度 设备引线长度 1700mm，延长线长度 6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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