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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SSPLink，是一款汽车电子领域的软件产品，主要通过 USB、 蓝牙等通信技术，实现

手机与车载终端的互联互通，将手机里的音乐等 APP 同步到汽车的中控大屏上，让驾驶员

以操控车载中控的习惯体验手机 APP，最大限度的提升用户操作的便利性，并兼顾行车安

全。 

2 功能说明 

在具备车辆已上电，发动机发动、后排娱乐主机开启后，手机与车机端连接（支持 USB

与 Wi-Fi）。互联成功，手机 App 应用内，分为手机遥控、手机互联、个人中心三大模块。

车机端显示互联成功后页面。 

2.1 初始界面 

 

2.2 控制中心 

  点击屏幕最下测并上滑，即显示控制中心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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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蓝牙 

2.3.1 配对并连手机蓝牙 

使用蓝牙功能之前，确定手机蓝牙功能是否打 开。请参考手机指导手册。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蓝牙，连接蓝牙。 

首次主动连接蓝牙（娱乐主机连接手机），范围内可配对设备为空： 

 

点击右上角刷新按钮，搜索“范围内可配对设备”： 

 

在范围内可配对设备中选择某设备，点击连接按钮，蓝牙连接成功后，连接的设备显

示在配对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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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主机显示同步提示框，点击确认按钮可进行通讯录同步： 

 

首次主动连接蓝牙（手机连接娱乐主机），手机发起配对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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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配对设备超过允许的最大数量时，需要先删除旧配对后再进行配对： 

 

2.3.2 已配对的手机连接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蓝牙，在配对历史中选择某设备，点击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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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自动连接”开关打开时，重启主机会自动连接上次关机前连接的设备。 

2.3.3 断开已连接的手机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蓝牙，在配对历史中选择已连接设备，点击断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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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忽略蓝牙设备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蓝牙，在配对历史中点击断开按钮，选择删除设备： 

 

2.3.5 权限设置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蓝牙，点击已连接设备的权限并进行电话权限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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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蓝牙电话 

2.4.1 同步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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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来电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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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隐私模式 

 

 

2.5 多媒体操作 

当前排娱乐主机在播放音频类媒体时，用户可在车内后排娱乐进行信息查看和简单控制。 

该功能仅支持斑马系统中的多媒体应用，播放源包括：音乐和网络电台。 

2.5.1 音乐 

音乐播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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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源切换页面： 

 

音量控制页面： 

 

2.5.2 网络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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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键模式 

用户使用场景模式控制车辆及其内部设施，以提供用户更好的乘坐体验。 

场景模式包括：小憩场景、清凉场景、温暖场景； 

场景功能包括：打开场景、关闭场景。 

未连接登录状态： 

 

 

2.6.1 清凉模式 

清凉模式：关闭车辆天窗，空调温度调整为 22 摄氏度，空调风量调整为 2 档，且为吹面模式，

座椅打开通风最低档。 

打开清凉场景，设置车辆空调的温度、风量、天窗、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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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温暖模式 

温暖模式：关闭车辆天窗，空调温度调整为 26 摄氏度，空调风量调整为 2 档，且为吹脚模式，

座椅打开加热最低档。 

打开温暖场景，设置车辆空调的温度、风量、天窗、座椅。 

 

2.6.3 小憩模式 

小憩模式 L/R：全车进入静音模式，座椅调整至舒适状态，遮阳帘、天窗保持关闭状态，车内

灯饰（除仪表盘、中控灯光外）均保持关闭状态，空调温度调至 25 摄氏度，风量调至 2 档。小憩

模式可通过触控点击或语音唤醒、关闭。 

打开小憩场景，设置进入较为舒适、适合车内乘客休息、小憩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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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个人中心 

2.7.1 账号登陆（车机端） 

在用户已注册我行账号的情况下，车机端的登录方式包括：二维码登录、手机密码登录。 

二维码登录页面： 

 

手机密码登录页面： 

 

登录成功后的个人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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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包括：欢迎页面设置、进入欢迎页面、退出登录、关闭欢迎页面、设置欢迎语。 

2.7.2 账号登陆（手机端） 

注册引导页面： 

 

短信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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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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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密码找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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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授权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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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我行账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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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退出账号 

退出我行账号页面： 

 

 

2.7.4 VIP 优先连接 

车主账号可将自己或他人的我行账号添加为 VIP，登录该账户的手机可优先连接手机互联。 

VIP 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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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VIP 页面： 

 

删除 VIP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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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手机遥控器 

通过 WIFI 将手机与后排大屏连接，以控制车辆及其内部设施，提供用户更好的乘坐

体验。 

进入手机应用内，手机遥控模块包含一键模式、空调、多媒体、天窗、电视家、音量

功能。用户可通过自身需求，将手机应用内的功能同步至车机，再次点击可关闭选择的模

式。 

• 连接 Wi-Fi 

 

 



蜘蛛智联网中网使用说明书                                                                             

 27 

2.8.1 天窗控制 

天窗： 包含翘起天窗、长按打开天窗、长按关闭天窗。 

 

2.8.2 空调控制 

空调：空调模式中，可调整空调风量、空调温度、空调内循环、空调外循环、打开/关闭空调

制冷、打开/关闭空调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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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多媒体控制 

多媒体：可通过当前已连接后排娱乐屏的手机控制前排正在播放音乐的娱乐屏，进行上一曲、

下一曲、播放/暂停、进度条拖拽。可显示的信息包含专辑图片、歌曲名称、演唱者； 

 

 

2.8.4 音量控制 

音量：调节车内多媒体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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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场景控制 

• 吸烟模式：开启吸烟模式，天窗翘起，空调切换至外循环； 

• 清凉模式：关闭车辆天窗，空调温度调整为 22 摄氏度，空调风量调整为 2 档，且为吹面

模式，座椅打开通风最低档； 

• 温暖模式：关闭车辆天窗，空调温度调整为 26 摄氏度，空调风量调整为 2 档，且为吹脚

模式，座椅打开加热最低档； 

• 小憩模式 L/R：全车进入静音模式，座椅调整至舒适状态，遮阳帘、天窗保持关闭状态，

车内灯饰（除仪表盘、中控灯光外）均保持关闭状态，空调温度调至 25 摄氏度，风量调

至 2 档。小憩模式可通过触控点击或语音唤醒、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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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央视影音控制 

电视家：通过遥控键上下左右切换【字节应用】或【视频应用】的上/下一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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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手机互联 

2.9.1 连接帮助 

支持 Android 系统和 iOS 系统的手机，根据手机系统选择。 

 

iOS： 

• 保证手机已经安装萌驾 APP； 

• 连接： 

• 通过手机连接车载热点，打开萌驾 App，开启 AirPlay 功能进行投屏； 

• 打开萌驾 App，使用 USB 连接，首次连接时选择【信任】此电脑。 

Android：  

• 保证手机已经安装萌驾 APP； 

• 连接： 

• 手机打开 Wi-Fi、蓝牙，车机打开蓝牙，打开萌驾 App，在自动弹窗

中确认连接； 

• 手机连接车机蓝牙，打开萌驾 App 并 USB 连接。 

选择手机系统后，根据操作提示进行连接，等待连接成功。已连接蓝牙，声音从主机

音响输出；未连接蓝牙，声音从手机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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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互联主页 

互联主页分别显示喜马拉雅、QQ 音乐、天气、全屏投射、后台功能。 

注：若手机未安装 QQ 音乐 App，封面显示默认图片，点击此功能时，提示“请在手

机安装此应用”。 

• 喜马拉雅根据资源获取，点击“播放”按钮，播放对应节目； 

• QQ 音乐同步手机端，获取“我的、歌单、排行榜”内容，点击“上一曲/

下一曲、播放”播放对应内容； 

• 天气获取当前温度、天气情况； 

• 全屏投射，镜像手机内容，在车机上可反控手机屏幕实现车与手机显示相

同内容； 

• 后台功能，点击后可返回车机主页，SSPlink 置于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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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喜马拉雅 

功能描述：喜马拉雅功能支持在线资源获取、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进度条、

播放列表； 

• 分类模块：在线获取分类模块，以文字形式显示，左右滑动可查看全部分

类，选择分类模块跳转专辑列表页面； 

 

• 专辑： 专辑支持信息包括专辑名称、演唱者/作者、专辑图片，图片获取

不到显示默认图片，左右滑动可查看全部专辑。点击专辑直接播放节目，不跳转播

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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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曲/下一曲：单曲循环、列表循环模式下，按照列表顺序切换；随机播

放模式下，随机切换； 

• 进度条：显示当前歌曲播放进度，不支持进度条拖拽； 

• 播放列表： 显示当前专辑列表，正在播放节目以高亮显示，上下滑动可查

看全部列表。列表显示节目名称及演唱者/作者； 

• 名称显示规则：根据最长可显示长度，超出的部分以“…”的方式显示 

 

2.11 QQ 音乐 

功能描述：QQ 音乐功能支持在线资源获取（歌单、排行榜）、同步手机端内容（我的）、

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进度条、播放列表； 

• 我的 

• 首次连接需要同步手机端 QQ 音乐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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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后显示本地音乐、我喜欢、最近播放、自建歌单； 

 

• 本地音乐可播放手机中（aac mp3 wav flac）等音频类型且时间大于等于 30

秒的音频文件； 

• 选择本地音乐、我喜欢、最近播放，播放对应列表，不跳转播放页； 

• 选择自建歌单，跳转二级页面，显示专辑列表，左右滑动可查看全部专辑； 

• 歌单：在线获取歌单资源，加载成功后显示专辑列表，点击专辑直接播放歌曲，不

跳转播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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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榜：在线获取歌单资源，加载成功后显示专辑列表，点击专辑直接播放歌曲，

不跳转播放页； 

 

• 专辑： 专辑支持信息包括专辑名称、演唱者/作者、专辑图片，图片获取不到显示

默认图片，左右滑动可查看全部专辑。点击专辑直接播放节目，不跳转播放页； 

• 上一曲/下一曲：单曲循环、列表循环模式下，按照列表顺序切换；随机播放模式

下，随机切换； 

• 进度条：显示当前歌曲播放进度，不支持进度条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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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列表： 显示当前专辑列表，正在播放节目以高亮显示，上下滑动可查看全部

列表。列表显示节目名称及演唱者/作者； 

• 名称显示规则：根据最长可显示长度，超出的部分以“…”的方式显示。 

 

2.12 播放页 

功能描述：返回、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进度条、循环模式、播放列表；点击

底部播放器进入播放页面； 

• 上一曲/下一曲：单曲循环、列表循环模式下，按照列表顺序切换；随机播放模式

下，随机切换； 

• 播放模式：支持切换单曲循环、列表循环、随机播放； 

• 歌曲/节目支持信息包括歌曲/节目名称、演唱者/作者； 

• CD 显示对应专辑或歌曲图片，图片获取不到显示默认图片。 

• 进度条：显示当前歌曲播放进度，不支持拖拽； 

• 名称显示规则：根据最长可显示长度，超出的部分以“…”的方式显示。 

• 声音输出：蓝牙连接时，音乐从主机音响输出；蓝牙断开时：音乐从手机音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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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天气 

功能描述：进入天气模块，显示当前位置的天气，包含温度、风向、空气质量；以及明后两天

天气、温度情况。 

 

2.14 全屏投射 

功能描述：将手机内容投射到车机端，不支持在车机端操作手机。 

• 镜像应用列表：支持添加手机上已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 支持镜像的应用：支持 6 手机上已经安装的三方应用，第三方应用包含用户自己手动安装

的 app 应用。需要注意系统应用不支持； 

• 镜像显示：默认显示手机竖屏镜像 ，操作手机屏幕来实现车与车机显示相同内容，在镜

像功能中可通过反控车机屏幕； 

• 镜像内控制： 

Android 系统共有五个功能按键，退出互联、萌驾主页、手机主页、屏幕旋转、返回

上一级； 

（1）退出互联：返回到车机主页，互联置于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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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主页：跳转至互联主页； 

（3）手机主页：从当前页面，跳转到手机主页（同手机端 Home 键） 

（4）屏幕旋转：横竖屏切换（若手机端悬浮窗选项未开启，需要手动开启后屏幕可

旋转;部分手机需开启显示在其他应用的上层），部分手机在横屏操作时虽可以横屏显示，

但应用内控件，图标，文字等会显示混乱，相互堆叠，丢失，遮挡等，若出现上述现象均

属正常情况。 

（5）返回上一级：返回到上一层目录（同手机 back 键） 

 

iOS 系统共有一个功能按键，点击后返回到车机主页，互联置于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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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个人中心 

• 功能包含扫一扫、开机欢迎、互联主题、关于我们。用户名使用我行 App 的名称

或在注册萌驾时自动生成。扫一扫、开机欢迎需要登录后使用，登录时需要使用手机号与

密码或短信验证码登录进入。若未注册，需要使用手机号注册。 

•  

• 扫一扫：扫描车机端二维码，允许车辆使用当前 App 账号登录车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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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欢迎：车主在添加 VIP 用户后（车主账户默认为非 VIP 用户，需要手动添加），

VIP 用户可优先连接手机互联，操作手机遥控、手机互联功能。首次连接成功后，

下次打开 App 时不需要再次连接。 

• 若当前车机已与普通用户进行手机互联，此时车机检测到 VIP 用户，进行无感

连接，并断开与普通用户的连接； 

• 若当前车机已与 VIP 用户进行手机互联，此时车机检测到 VIP 用户，不做任何

操作，需要手动操作进行设备切换； 

• 手机端需要登录账号，未登录的用户只能识别为普通用户； 

• 蓝牙未开启、Wi-Fi 开启的用户只能识别为普通用户； 

• Wi-Fi 未开启、蓝牙开的用户无法进行优先连接，只能通过 USB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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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可设置开机背景、欢迎词以及欢迎词停留时间。 

      

• 互联主题：选择车机端主题，可在商务、家庭切换使用。该功能仅对当前账号生效，

未注册的账号或未选择投屏主题的用户默认使用商务主题。若进行主题切换，下次



蜘蛛智联网中网使用说明书                                                                             

 43 

在车机进行手机互联时，主题生效； 

    

• 关于我们：查看版本信息、更新日期、开发商以及免责声明，以上信息仅作展示。

免责声明在应用启动时也会有提示，用户可选择不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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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设置 

2.16.1 声音设置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声音，进行媒体音量和语音音量的设置： 

 
 

2.16.2 显示与时间设置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显示与时间，对显示时间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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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显示与时间，对显示模式进行设置： 

 

用户可以在娱乐主机->系统设置->显示与时间，对壁纸进行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