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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明 

在开机连接、调试和操作通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对科

技”）产品之前必须认真阅读该使用说明书，尤其是安全提示。 

 

1.1 协议 

一旦使用本产品，则表示对以下规定的认可： 

（1）本产品的配置器材请查阅随机发配的装箱清单，均以实物为准； 

（2）本手册中描述的功能、图片，均以实际软件提供的为准。说明

书中的所有信息、规格、图示均为出版截止时的最新信息。通对科技

保留对其进行更改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1.2 版本信息 

（1）未征得通对科技的同意，任何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电子、

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形式对本说明书进行复制和备份。 

（2）软件和数据归通对科技所有，并受到版权法、国际合同法和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保护。严禁复制或出让数据和软件或其中的

部分内容，如有违反行为，通对科技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3 免责声明 

（1）本手册仅仅提供通对 TS810 Pro 的使用操作方法，对将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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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用于其他设备操作而导致的各种后果，本公司概不承担任何

责任。 

（2）因使用者滥用、误用、擅自更改、拆装、修理或未按手册要求

进行操作与设备的保养需求而导致的设备损失、遗失所造成的损失，

本公司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4 安全信息 

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同时避免对设备与车辆造成损坏，所有操作

该设备的人员请务必阅读手册中所提到的安全注意事项。 

 

1.4.1 检测注意事项 

（1）通对 TS810 Pro 只可以连接到规定接地的保险插座上。连接前

需检查、确认诊断座线路完好，否则不必进行测试，避免损坏主机，

必要时用万用表测量诊断座电压。 

（2）仅可使用通对科技诊断仪随附的或经过检测的电源线路。 

（3）需特别注意周围的酸碱、毒气、高压重物等环境因素而造成的

影响或损坏。 

 

（4）发动机排出的废气中含有多种有毒化合物，应避免吸入。操作

时应将车辆停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 

（5）请不要将设备置于车辆配电器上，强烈的电磁干扰会导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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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 

（6）设备安装成功后，启动发动机前，应确认拉好驻车制动，并将

发速杆置于空档或驻车档，以免启动发动机时车辆冲出发生事故。 

（7）发动机运转时温度较高，应避免接触水箱和排气管等高温部件，

同时要格外小心发动机运转时点火线圈、分电器盖、点火线路和点火

塞等部件产生的电压。 

 

1.4.2 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1）本仪器为精密电子仪器，请勿摔碰，尽量轻拿轻放，远离热源

和电磁磁场。 

（2）保证仪器与诊断座连接良好，以免信号中断影响测试。 

（3）使用连接线和接头时尽量使用螺丝紧固，避免移动时断开和损

坏接口。拔接头时请握住接头前端，切忌拉扯后端连接线，避免损坏

诊断接口。 

（4）电器元件通电时，不能断开电路，防止自感、互感电流极坏传

感器及汽车 ECU。 

（5）操作本仪器需有一定汽车检测维修基础，对被测汽车电控系统

有一定认识。 

 

1.4.3 操作汽车 ECU 注意事项 

对装备了电脑控制系统的汽车进行诊断操作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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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将无线电扬声器等磁性物体置于靠近电脑的地方，因为扬

声器的磁性会损坏 ECU 中的电路和部件。 

（2）当点火开关接通时，绝不能断开汽车内部电器装置，由于断开

时线圈的自感作用，将会产生很高的瞬时电压，这种电压将会造成传

感器及 ECU 的损坏。 

（3）在靠近电脑或传感器的地方进行修理作业时，应特别注意以免

损坏 ECU 和传感器。 

（4）应可靠地连接 ECU 线束接头，否则可能损坏 ECU 内部的集成

电路等电子元件； 

（5）在对 ECU 控制的数字式仪表进行维修作业或靠近这种仪表时，

一定要带上搭铁金属带，并将其一端夹在身上，另一端缠在手腕上。 

（6）当在汽车上进行焊接作业时，事先应切断 ECU 系统电源。 

（7）不要用测试灯去测试与 ECU 有关的电器装置，以防止 ECU 或

传感器受损，除非有特别说明。 

（8）除在测试程序中有特别说明外，不能用指针型欧姆表测试 ECU

和传感器，而应使用高抗阻的数字仪表进行测试。 

 

 

2 产品介绍 

2.1 产品概述 

通对 TS810 Pro是一款基于 8寸工业级平板打造的多功能商用车智能

诊断系统，覆盖 200多个车辆品牌和电控品牌，超简易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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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功能分类清晰好用。全面支持国三、国四、国五、国六国内商用

车诊断；全面支持欧三、欧四、欧五、欧六进口商用车诊断；支持系

统包括：发动机系统、电控系统、天然气系统、后处理系统、车身系

统、ABS系统、防盗系统、仪表系统、变速箱系统、安全气囊检测，

涵盖丰富的特殊功能，助您快捷、高效地处理和解决汽车故障，是修

理技师真正实现无忧诊断的理想产品。 

 

2.2 产品功能 

优势功能： 

 车型种类全面覆盖，囊括亚欧美及国产重卡、轻卡、天然气、客

车、工程机械、农用机械... 

 一个 VCI 支持所有协议和功能，包括市场热门功能（博世免拆刷

写功能） 

 支持一键飞速进系统，自动识别车辆装配的电控系统读码、清码、

数据流、等各种功能！ 

 支持博世系列诊断自识别，精准定位国三、国四、国五、国六各

车型品牌，刷写自识别，标定自识别！ 

 支持康明斯自识别在线刷写、自动匹配 ECU 刷写程序、ECU 动力

升级、支持强制刷写！ 

 支持中国重汽、日本电装、德尔福、南岳、玉柴、大陆马牌等发

动机、车身、仪表、后处理 DCU 等标定和刷写 

 诊断功能媲美原厂，包括国三，国四，国五，国六排放标准的发

动机、后处理、车身、防抱死刹车、自动变速箱等电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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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简单便捷，蓝牙无线自动连接、一键自识别进系统、一键在

线升级、一键在线反馈... 

 

软件功能： 
 

1、读系统版本信息 

2、读取故障码 

3、清除故障码 

4、读取数据流 

5、数据流波形图 

6、元件测试 

7、断缸测试 

8、压缩比测试 

9、读写喷油嘴 QR 码 

10、油泵学习 

 

特殊功能： 
 

1、保养灯归零 

2、商用车、乘用车年检预检功能 

3、清除不可清除故障码 

4、防盗匹配 

5、里程调校 

6、限压阀次数标定 

7、仪表驱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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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AN 节点搜索 

9、K 值计算器 

10、后处理 SCR 

11、后处理 DPF 

12、氮氧传感器 

2.3 VCI 产品结构 

 
2.2-1 VCI 正面 

 

# 名称 描述 

① 电源指示灯 电源供电时亮（连接车上） 

② 车辆通讯指示灯 与车辆通讯的时候会闪烁 

③ 蓝牙指示灯 与平板的蓝牙连接上的时候亮 



深圳市通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 

④ USB指示灯 与平板的 USB连接上的时候亮 

 

 

 
2.2-2 VCI 右侧 

 

 

# 名称 描述 

⑤ USB 接口 用于与平板有线通讯 

⑥ DC 接口 DC 电源接口（8-2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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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VCI 左侧 

 

# 名称 描述 

⑦ DB15 接口 连接 OBDII主测试线 

 

 

VCI 盒参数 

 

处理器 ARM 32位 Cortex 

输入电压 DC 8-28V 

操作温度 -10 至 70℃ （14-158℉），相对湿度：<90% 

存储温度 -30 至 120℃（-22-248℉），相对湿度：<90% 

通讯方式 蓝牙或 USB 

协议 J1708,J1939,ISO 9141, ISO14230, ISO1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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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1898, SAE-J1850 VPW, SAE-1850 PWM, UDS, 

K/L lines, 高速 CAN, 中速 CAN, 低速 CAN 和单

线 CAN 

2.4 主机结构描述 

 

 

2.3-1 主机正面 

 

 

# 名称 描述 

① 电源指示灯 亮绿灯：开机状态下电量高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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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红灯：开机状态下电量低于 20% 

亮蓝灯：当充电的时候 

亮绿灯：当充满电的时候 

② 通讯指示灯 在诊断通讯的时候闪烁 

 

 

2.3-2 主机顶部 

 

# 名称 描述 

③ DC 接口 DC 电源输入接口 

④ USB 接口 USB 接口用于连接 VCI进行有线通讯 

⑤ TF卡接口 TF卡接口，可扩展至 32GB 

⑥ Type-C 接口 Type-C 接口，可以充电，可以传输数据 

⑦ HDMI 接口 HDMI 高清接口，可以用于投影 

⑧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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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主机背面 

 

# 名称 描述 

⑨ 摄像头 可自动聚焦带闪光的摄像头 

 

 

主机参数 

 

项目 描述 

CPU 四核 Cortex-A53 2.0GHz 

GPU G52 3EE MC1@800MHz 

操作系统 Android 10. 0 支持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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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32 GB EMMC 

RAM 2G LPDDR4 

显示 8 寸多点触控阳光屏，分辨率 800*1280  

摄像头(后) 500 万像素，自动对焦带闪光灯 

接口 WIFI: 802.11 b/g/n/ac 支持热点/ 2.4/5GHz  

蓝牙: 5.0:  

USB 2.0 

Type-C 

HDMI: 1080P 输出 

TF 卡 (支持最大 32GB) 

Audio Microphone 

Dual Speakers 

电池 8000 mAh 3.7 V 锂聚合物电池 

输入电压 8V – 30V 

功率 6.5 W 

工作温度 -10 to 50°C (14 to 122°F) 

存放温度 -20 to 60°C (-4 to 140°F) 

尺寸(WxHxD) 270 mm(10.63 in) x 193 mm(7.60 in) x 38 mm(1.5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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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软件介绍 

软件主页按功能模块划分：智能诊断、诊断、ECU编程、远程诊断、

软件升级、数据管理、问题反馈、设置。 

 

 
 

3.1 智能诊断 

智能诊断，又称一键飞速进系统，可以自动一键自动识别定位到常用

的发动机系统、后处理系统和 ABS 系统，省去了繁琐的手动选择车辆

品牌车型等菜单信息的步骤，诊断更智能，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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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诊断 

诊断模块包含所有车型和功能，为了更加便利选择车型或者功能软

件，将 200多个车辆品牌和功能，划分了三大模块： 

 车系：按区域国内国外划分、按车辆种类划分（商用车、客车巴

士、乘用车、工程机械、农用机械） 

 专家诊断：五大常用电控模块按品牌归类划分，常用特殊功能提

取成独立模块，智能诊断，新能源，OBDII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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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ECU刷写和标定，按电控品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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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CU 编程 

ECU 编程模块包括常用 ECU模块的刷写和标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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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远程诊断 

您可以通过 TeamViewer QuickSupport 远程请求技术人员，让技术

人员通过网络远程连接您的主机，协助您进行车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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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软件升级 

主机连接上网络之后，登录软件升级模块，可以下载和升级车型数据

和 ECU 刷写文件，一键全选一键升级，操作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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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模块可以查看和删除：截屏的图片、录屏的视频、下载的车

型数据、测试报告、数据流功能的数据回放、功能列表等等。 

 

3.7 问题反馈 

用户可以通过此模块反馈诊断的问题和需求，以便于工程师根据问题

描述和用户测试的日志记录，快速定位问题，快速修复软件错误，满

足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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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设置 

查看/设置运行模式、单位、搜索引擎、系统信息、用户信息、版本

更新等等。 

 

• 运行模式：诊断模式或是演示模式。演示模式下，无须连接车辆

即可查看车型的测试流程和显示页面。 

• 单位：设置诊断软件中的数据流单位，可根据需要选择公制或英

制。 

• 搜索引擎：选择谷歌或者百度。 

• 系统信息：当 VCI连接状态下，可以读取到 VCI的信息，可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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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更新 VCI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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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6 

4 产品激活 

(1) 软件首页进入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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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之后，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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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 

 

(4) 获得验证码后，输入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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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活成功 

 

 

5 清洁保养及保修 

5.1 清洁保养 

（1）请勿擅自拆卸，尽量轻拿轻放，避免撞击。 

（2）请将故障诊断仪放在平坦、干燥、温度适宜且少灰尘的地方，

避免高温潮湿、烟尘多、易震动、阳光直射、磁场强的存放环境。 

（3）若长时间不进行测车操作，请定期运行主机，以免受潮。 

（4）不使用时请将电源插头拔下，避免长时间通电对电器元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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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 

（5）当主机较脏时，请先断开电源，再进行清洁。 

（6）请勿使用带有腐蚀功能的清洁剂或任何粗糙的布料清洁主机，

仅可用柔软的布和中性清洁剂清洗。 

（7）屏幕表面可使用液晶显示屏专用擦拭布来清洁。 

（8）显示屏上不可防止任何东西，避免重压造成触摸屏破裂或内部

元件损坏。 

 

5.2 保修 

这仅适用于从通对授权的产品经销商处购买的产品。 如果产品是从

通对授权产品经销商以外的任何人购买的产品，买家将全权负责产品

维护服务的成本，并且无法从通对获得任何保修。 

 

（1）产品验收 

• 收到产品时，请务必打开包装检查。 

• 请根据随附清单仔细清点产品类目和数量、如有短少、错误、破损

及其他不可预知的异常情况，请保留产品所有单据，立刻通知我们。

否则视为放弃索赔的权利。 

 

（2）产品保修 

产品自购买之日起（以本产品的有效购买凭证和有效保修卡为准），

若产品发生非人为损坏的性能性故障，一个月内，您可选择维修改产

品或者更换同型号的产品。一年内可享受主机、主测试线、接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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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适配器的免费维修服务。 

 

（3）产品软件升级 

自产品激活之日起，用户可享受 2年的软件免费升级服务。超过两年

的需付费升级。 

 

（4）不在免费保修范围的情况 

• 非质量原因造成的故障、缺陷或瑕疵：包括未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

产品，对产品不当操作造成的损坏；撞击、跌落、自行拆装；连接不

适当的配件；对产品运输或者存储不当造成的损坏等。 

• 产品的自然磨损：包括但不限于外壳、按键、触摸屏、附件等。 

• 产品主机序列号和保修卡产品序列号不符、产品品质检验标签或条

形码被去除、涂改或损坏 

• 未经通对科技认可的拆装维修和改装。 

 

(5）产品保修程序 

产品需要维修时，请将产品送到当地经销商或者通对科技，并附上购

买凭证及保修卡，填写以下信息：公司名字、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问题说明、购买发票。 

 

注意：有效购买凭证是中重要的保修服务凭证，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在购机时务必向经销商索取正规发票，发票上应清楚写明产品的名

称、型号、序列号和购买日期，并盖有经销商正式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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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过保修期产品维修规定 

产品过维修期后如需我公司维修的，我们将适当收取维修费用，运费

由用户自行承担。 

凡过保修期的产品，我公司技术支持人员会将维修费用传真至用户

处，经客户确认后是否维修，确认后客户讲维修费用汇至我公司指定

账号，维修费到账后，我公司方可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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