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fa Connect 车联网 

用户手册 



Alfa Connect APP 功能版块介绍 

介绍：注册 Alfa Connect 车主账号，并完成车辆绑定后，可由 APP 主界面进入各服务主页，体验丰

富的联网功能，并实现对车辆的集中控制及统一管理。 

当前控制车辆：  

1. 用户完成车辆绑定后，可点击车辆列表页面各车辆对应的【设为当前使用车辆】勾选框。

该车信息将显示在主页，用户可针对此车执行各项联网控制操作。  

 

查看车辆详细信息：  

您可由首页点击车型图片，进入【车辆详情】页面，查看并修改相应信息。  

  



查看您的车辆列表：  

点击页面顶部导航栏的【车辆列表】按钮，可查看您名下完成绑定的所有车辆。  

点击任意车辆，可跳转至车辆详情页面编辑车辆信息。  

若您期望绑定更多车辆，点击列表最下方的【添加车辆】按钮开始绑定流程。  

  

个人中心：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个人中心】按钮，您将跳转至个人中心页面，体验： 账号与安全、车联

网流量购买、联系客服中心、通知偏好设置、查看帮助说明、提交意见反馈、查看系统版本

功能  

  

  



首页远程控制功能：  

根据您的车型能力不同，入口页面将显示不同的远程车控功能按键。您可通过手机实现车门

解锁、上锁、闪灯操作。  

 

消息中心：  

用户可通过 APP 主界面右上角铃铛图标进入【消息中心】。  

消息中心内将按照用户绑定的所有车辆划分消息入口。点击目标车辆，可查看该车辆的历史

车辆通知和远控执行结果。  

APP 内将保存近 60 天的历史消息记录。  

  

  



如何完成您的车辆绑定？ 

介绍：用户如需在 Alfa Connect APP 内使用智能车联相关功能，需要事先提交车辆信息完成车辆绑

定操作。 

 

从哪里可以找到绑车入口？  

APP 内，您可通过两种途径开启车辆绑定流程：  

途径一： 首次注册车主账号，设置密码并登录后，在 APP 主界面点击【绑定车辆】进入相

应流程。  

 

途径二： 车辆列表-绑定车辆  

车主通过 Alfa Connect 主界面顶部导航栏的车辆列表入口，进入车辆管理列表，点击页面下

方的【绑定车辆】可开始车辆绑定流程。  

 



 

 

如何完成车辆绑定，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初始步骤：  

用户首次绑定车辆需要先设置 PIN 码。  

PIN 码为后续执行远程车控等安全级别较高操作时的二次验证码。PIN 码与账号关联，首次

设置后，绑定其他车辆将自动跳过此步骤，无需重复设置。  

  



   

PIN 码设置成功，进入正式的车辆绑定流程。具备联网功能的车辆绑定成功需要经过三个步

骤： 车辆所属认证、实名认证、车辆关联激活。  

 

点击【下一步】，后台将通过 VIN 码自动识别车辆属性，并引导下一步操作。  

注：拍摄过程中的清晰度将影响图像识别精度，请您仔细检查识别出的 VIN 码，如有误差，

请手动编辑修改。  

第一步： 车辆所属认证。  

车主需补充车辆的相关信息，其中 车辆所有人、服务经销商 为必填项。用户可提前准备好行

驶证，用于填写车牌号、行驶证注册日期、发动机号等信息。  



注： 用户可点击拍照图标拍摄购车发票或车辆前方风玻璃左下方自动识别填充车架号（VIN

码），也可选择手动输入。  

  

  

第二步： 车辆实名认证。  

根据 工信部物联网行业卡规范 要求，在激活车辆的联网功能前，您必须完成相关实名认证审

核。 您可自由选择认证类型“个人认证”或“企业认证” ，上传证件照片，并填写所需信

息。信息提交后，将由运营商进行审核，您可继续后续操作，认证成功/失败的结果将通过微

信模板消息、短信/邮件及时推送给您。  



  

 

 

为什么照片无法正常上传？  

照片上传失败可能存在如下两种原因：  

1）照片大小超过 500KB。根据运营商要求，不允许用户上传超过 500KB 的照片，请您压缩

后重试。  

 

  



2）上传照片未按照标准样式拍摄，属于错误示例范围，包括：边框确实、照片模糊、闪光强

烈、脸部不全、证件模糊。  

 

 

 

为什么我无法绑定更多个人认证车辆？  

根据国家电信卡实名制管理规定，同一证件号码下全国范围内办理使用的 SIM 卡达到 5 张，

不得办理新的移动号卡。智能车联车加载的 SIM 卡同理。 当您名下使用个人身份证件认证的

车辆超过 5 辆，将无法关联更多个人认证车辆 ，您可选择企业授权认证形式完成车辆认证  

 

 



第三步： 车辆关联激活。  

为验证您具有车辆的真实使用权限，您需于 此步骤开始的 5 分钟内前往车内 进行车辆点火激

活操作（启动发动机）。点火激活失败，您需重复此步骤；点火激活成功，您只需等待实名

认证通过，即可开始使用车辆各项远程控制及联网服务。  

   

 

如何使用 SOS 按钮？ 

介绍：实车内 SOS 按钮的使用方法。 

在您遇到车辆事故等突发状况，造成人身威胁和伤害时，您可以按下 SOS 按钮，一键发起紧

急救援服务请求，我们会协助联系警方等救援机构抵达您所处的准确位置，保障您的人身安

全。  

 

如何使用 ASSIST 按钮？ 

介绍：实车内 ASSIST 按钮的使用方法。 

在您的车辆发生故障时，您可以按下车内 ASSIST 按键触发救援协助，可直接与救援服务中

心建立语音联系，同时将您车辆的位置数据等同步传输至救援服务中心，根据您车辆的位置

及故障情况为您提供服务。  

  



 

被盗车辆定位 

介绍：若您的车辆被盗，可通过如下流程定位车辆。 

如果您的车辆被盗，请立即致电公安部门为您的被盗车辆进行立案，并致电 7*24 小时客户

服务热线 400-996-6099，客户服务中心会与当地公安部门紧密配合，基于公安部门的授

权，提供警方被盗车辆的准确位置及行驶轨迹，协助警方尽力帮您寻回被盗车辆，保障车辆

安全。  

 

 

远程车控相关问题 

介绍：完成车辆绑定认证后，您可在 APP 内实现对当前使用车辆的远程控制。 

我的车辆具有哪些远控功能？  

根据车辆的车型能力，您的车辆将具备远程车门解锁、上锁和闪灯功能。  

● 解锁/上锁/闪灯  

车主点击以上远控功能，将弹出 PIN 码验证输入框。输入 PIN 码成功，执行相关操作请求，

页面将提示执行成功/失败结果。  

  



 

   

远控操作执行频率？  

在 APP 端对您的车辆执行远控操作时， 请不要频繁发起远控请求 。根据您的车型硬件设计

规则：  

● 解锁、上锁、闪灯 前一次远控该命令返回结果后，8s 内不允许再次发起相同请求 ，否则

将提示 “此功能请求过于频繁，请 8 秒后再试” 。  

 

如何切换远控目标车辆？  

APP 主页界面显示您的当前联接车辆， 界面上所有功能模块均针对当前车辆执行操作 。如

您想要操控名下绑定的其他车辆，可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点击 APP 主页面顶部导航栏的【车辆列表】  

2. 进入车辆管理页面，选择目标车辆，勾选该车辆区域的勾选按钮  

3. 在确认是否切换当前车辆的弹窗内进行确认  

4. 返回 APP 主界面，此时页面将展示您新设置的车辆  

   

 

 

 

 

车载 Wi-Fi 流量如何购买？ 

介绍：用户购买全新的 Alfa 系列智能车联车辆后，其移动设备能够通过车载 Wi-Fi 热点连接网络。如

用户期望体验此功能，可进入电子商城按需购买流量包产品。 

 

电子商城入口路径：  

用户可通过 Alfa Connect APP --> 个人中心 -->【车联网流量购买】进入流量购买。  



  

电子商城页面功能模块：  

我的流量：  

车主进入电子商城，点击【我的流量】可查看其名下所有智能车联车辆。  

 

为何车载流量进度条变成红色了？  

当车辆的剩余可使用流量小于套餐总流量的 20%时开始进行流量预警（进度条变红），剩余

流量不足时，将向用户推送微信/短信提醒信息。  

流量购买：  

电子商城内提供多种流量包选择，用户可根据自身业务及使用需求，选择套餐进行购买，购

买后的流量将自动叠加至用户所选车辆装载的 SIM 卡上。  



购买流程：选择目标车辆-->选择目标流量包-->选择是否开具发票（填写发票信息）-->确

认订单信息-->确定支付-->支付成功/失败。  

 

注： 若订单支付失败，用户可重新选择【立即支付】，或返回“我的订单”页面稍后发起支

付。但请注意， 支付失败的订单需要在 72 小时内完成支付 ，否则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我的订单：  

流量购买完成后，用户可以前往“我的订单”模块，查询所有历史订单信息及状态。支持查

看：所选流量包商品名称、支付时间、订单状态（待支付、已完成、已取消）、数量、消费

金额。  

  



  

  

如何开具发票？  

途径一：购买流程中勾选【我要发票】。  

注：  

1）目前 APP 内购买流量仅提供电子发票。  

2）根据工信部规定，通讯类发票抬头为该车辆实名认证时指定的个人/企业信息，您无法修

改发票抬头信息。  



   

 

途径二：我的订单-->“已完成”状态的订单可补开发票。  

用户进入“我的订单”模块，选择已成功完成支付且未在下单阶段开具发票的订单，进入订

单详情页面，点击【开具发票】按钮，完成开票流程。  

   

发票信息提交后，将推送至用户填写的接收邮箱地址。  

用户可通过订单详情页--> 查看我的开票信息，跳转至电子发票详情页查看开票信息。  



   

 

 

车载 Wi-Fi 如何连接？ 

介绍：成功购买流量后，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连接车载 Wi-Fi。 

当您成功购买 Wi-Fi 流量后，在车机屏幕上点击【Wi-Fi 热点】，进入此界面后，您可以勾

选【启动 Wi-Fi 热点】启用 Wi-Fi 热点，在手机或移动设备上找到热点名称并输入热点密码

后即可连接车载 Wi-Fi 热点。如需查看或编辑热点名称和密码可点击【设置 Wi-Fi 热点】，

注：【启动 Wi-Fi 热点】被勾选时，热点名称和密码不可修改。  

 

 

将车辆出售或转卖给其他车主， 如何取消智能车联服务？ 

介绍：如您因车辆出售或转卖，不希望继续在 APP 端操作该车辆，可按照如下步骤执行车辆解绑操

作。 

车主主动删除车辆：  

您可进入目标车辆的 车辆详情 页面，点击页面底部的【删除车辆】按钮。  



如您计划删除的车辆为智能车联车辆，您需在提示弹窗的引导下选择删除原因，并进行二次

确认删除，才可成功解绑车辆。解绑后，您将无法继续在公众号内查看信息并执行针对此车

的任何车联网操作。该车辆的 SOS 紧急救援和 ASSIST 服务也会受到影响。  

  

  

 

购车人请求删除前序车主的车辆绑定关系：  

若您购买了转售的车辆，在 Alfa Connect APP 内执行车辆绑定操作时，发现该车仍与原车

主存在绑定关系，且无法联系原车主时，您可电话联系呼叫中心寻求帮助。  

您需在客户人员的指导下， 提供相关个人身份证明及购车证明文件 ，以配合客户人员解除车辆

与原车主的绑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