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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概述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车载键盘 MKB1100 的外观、功能介绍、安装和技术参数等。 

适用型号 

MKB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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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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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供多个型号产品做参考，每个产品的具体操作不一一例举，请用户根据实际产品自行

对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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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外观及功能介绍 

1.1 外观 

键盘外观如图 1-1、图 1-2、图 1-3 所示。 

图1-1 设备外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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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设备外观图（2） 

 

图1-3 设备外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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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介绍 

表1-1 功能介绍 

键盘区域 按键 说明 

基本功能控制 

 

电源开关指示灯。 

录像 

按下该按键持续 2 秒～3 秒，指示灯亮，所有通道的录像开

启。 

再次按下该按键持续 2 秒～3 秒，指示灯灭，所有通道的录

像关闭。 

设置成功后有蜂鸣提示。 

智能 

按下该按键，进入智能抓拍模式，指示灯亮。 

再次按该按键，恢复正常录像预览模式，指示灯灭。 

 

该功能只支持智能主机。 

备份 进入备份菜单，可进行备份录像和图片等操作。 

对讲 
主机外接手咪，按下该按键，向平台发起对讲，需要主机注

册平台，且平台定制对讲功能。 

查询 按下该按键，进入查询界面。 

SHIFT 

按下该按键，指示灯亮，进入 SHIFT 功能。 

再次按下该按键，指示灯灭，退出 SHIFT 功能。 

当 SHIFT 开启时，功能按键切换成数字按键。 

数字按键可以设置或者调用云台预置点。 

切换 单通道和多通道之间循环切换。 

报警 长按该按键，触发紧急报警。 

退出 
退出当前界面。 

返回上一级菜单。 

FN 
按下该按键，进入云台 FN 多功能配置界面，指示灯亮。 

按退出键返回，指示灯灭。 

云台控制 

数字键 0～9 

按 SHIFT 键，SHIFT 指示灯亮，从照明、雨刷等功能键转

换成数字键 0～9。 

数字输入：可以输入用户密码等。 

预置点：单画面下长按数字键 3 秒，听见有“滴”声提示，

表示设置云台预置点成功。 

短按数字键可调用预置点。 

照明 
按下该按键，开启红外照明功能，指示灯亮。 

再次按下该按键，关闭红外照明功能，指示灯灭。 

雨刷 
按下该按键，开启雨刷功能，指示灯亮。 

再次按下该按键，关闭雨刷功能，指示灯灭。 

快门 
按下该按键，进入快门界面。 

按退出键返回。 

除霜 
按下该按键，打开云台除霜功能，指示灯亮。 

再次按下该按键，关闭除霜功能，指示灯灭。 

聚焦+/聚焦- 改变视频画面的清晰程度。 

抓图 按下该按键，开始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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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区域 按键 说明 

亮度+/亮度- 改变视频画面的明暗程度。 

F1、F2、F3 预留。 

云台摇杆控制 

摇杆按钮 
单通道下，此按钮用作抓拍功能，功能等同于抓图按键。 

主菜单下用于选择确定。 

摇杆 
单通道下可控制云台上、下、左、右变倍，主菜单下可以上、

下、左、右选择。 

1.3 接口说明 

1.3.1 键盘接口说明 

表1-2 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USB 接口 2 个，可外接鼠标或 U 盘等设备，外接 U 盘等设备时可备份录像。 

SD 卡槽 可插入 SD 卡，用于备份录像。 

十芯接口 连接录像主机。接口示意图如图 1-4 所示，管脚定义请参见表 1-3。 

钥匙开关 控制录像主机的开关。支持一锁关机。 

图1-4 十芯接口示意图（公头） 

 

表1-3 管脚定义 

管脚序号 功能定义 管脚序号 功能定义 

1 5V+ 6 485_A 

2 GND 7 485_B 

3 电子锁信号 8 GND 

4 串口接收 Uart_RX 9 USB_DP 

5 串口发送 Uart_TX 10 USB_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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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线缆接口说明 

图1-5 连接线缆接口示意图 

 

表1-4 管脚定义 

管脚序号 功能定义 管脚序号 功能定义 

1 NC 6 USB DP 

2 5V+ 7 NC 

3 电子锁信号 8 GND 

4 USB_DM 9 NC 

5 NC 10 NC 

 

线缆航空母头端的管脚定义请参考键盘上的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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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键盘安装 

键盘与车载录像机安装的步骤如下： 

 将键盘放在汽车中控台上方（前挡风玻璃下面）或者手套箱空余位置或手持键盘。 步骤1

 通过配套的 5 米连接线，将键盘与车载录像机连接，如图 2-1 和图 2-2 所示。 步骤2

图2-1 键盘侧接线图 

 

图2-2 车载录像机侧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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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架安装 

键盘的安装除了正常水平放置，也可选用支架安装。 

键盘与支架的安装步骤如下： 

 使用自攻螺丝将支架固定在车内干净平整处。将键盘通过底部导槽斜插入支架，与支架步骤1

固定，如图 3-1 所示。 

 使用时可把安装在支架上的键盘拆卸下，并置于副驾驶平面或者手上。 步骤2

图3-1 支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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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附录1

表3-1 技术参数表 

参数分类 参数名称 参数值 

系统功能 

操作方式 摇杆操控、按钮控制 

摇杆 四维摇杆（三轴+1 个按钮） 

按键 22 个 

指示灯 9 个（8 个按键灯+1 个电源指示灯） 

固定方式 直接放置（防滑）、支架固定 

电源保护回路 电源正负极接反不会导致烧坏设备 

电子锁 1 个 

外部接口 

通信接口 1 个 USB 接口 

存储接口 2 个 USB 口、1 个 SD 卡槽 

扩展接口 1 个 RS232 接口、1 个 RS485 接口 

常规参数 

输入电压 DC 5V±5% 

功率 ≤1W 

重量（不带包装） 560g 

工作温度 －30℃～＋70℃ 

尺寸 170mm×125mm×34mm 

工作环境湿度 0%～90% 

大气压 86kPa～10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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