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H100全功能钥匙助手

用户手册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完本使用说明书



KH100

1



KH100

1

版权所有

领世达对其发行的或与合作公司共同发行的包括但不限产品或服务的全部

内容及领世达所属相关网站上的材料、软件等拥有版权等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对上述产品、服务、

信息、材料的任何部分进行拷贝、修改、抄录、传播或与其他产品捆绑使用、销

售等。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我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产品

领世达 KH100 全功能钥匙助手及其相关资料仅用于汽车正常维修、诊断及

检测，切勿用于违法违规行为。若因使用我司产品触犯法律法规，本公司不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本产品有一定的可靠性，但不排除可能产生的损失和破坏，对此

产生的风险由用户自行承担，本公司不承担任何风险及责任。

声明单位：领世达法律事务部



KH100

2

安全须知

使用此产品前，请阅读本节信息，并了解这些信息。有关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附

录的“安全须知事项”。

1、请勿撞击、扔掷、针刺本产品，并避免跌落、挤压、弯曲。

2、请勿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并避免本产品被液体浸湿或冲洗。在禁

止使用本产品的场所，或者使用本产品会引起干扰或危险时，请关闭本产品。

3、请勿在驾驶汽车时使用本产品，以免妨碍安全驾驶。

4、在医疗场所，请遵守有关规定或条例。在靠近医疗设备的区域，请关闭本产品。

5、在使用高精度的电子设备附近，请关闭本产品，否则可能导致电子设备故障。

6、请勿擅自拆卸本产品及附件，只有授权机构才可维修。

7、请勿将本产品及附件放置于具有强大电磁场的器具中。

8、请将本产品远离磁性设备，磁性设备的辐射会抹掉本产品上存储的信息。

9、请勿在高温处、有易燃气体的地方（如加油站附近）使用本产品 。

10、使用本产品时，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尊重他人隐私及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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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注册引导

注：开机后，请连接好WIFI，进入注册流程。

新注册用户

①首次使用，请准备一台常用通话手机或邮箱协助完成登入激活流程，点击确定开始。

②机器开机进入注册激活流程。

③输入姓名、密码、确认密码、手机号码或邮箱账号，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提交注

册。

④注册账号成功，绑定设备，约 5秒。

⑤注册成功，进入系统。

已注册用户

①首次使用，请准备好与已有账户对应的手机或邮箱完成注册激活流程，点击确定开始。

②机器开机进入注册激活流程。

③输入手机号码或邮箱账号、密码、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提交登录。

④登录账号成功，绑定设备，约 5秒。

⑤注册成功，进入系统。

另，已经注册领世达产品的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已注册用户”来进行激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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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产品概述

2.1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KH100 全功能钥匙助手

产品介绍：KH100 是深圳市领世达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多功能智能钥匙手持设备，

该设备包含了芯片识别拷贝、门禁车库、芯片模拟、芯片生成、遥控子机生成、智能卡

子机生成、遥控功能、红外线信号检测、智能感应区查找、防盗系统检测、丰田智能卡

解锁等特殊功能。

2.2 产品特色

1.现代化外观设计，符合大众用户操作习惯；

2.内置操作说明，让用户更容易熟悉功能使用；

3.几乎涵盖了市面同款产品所有功能；

4.内置超感器（超范围采集数据）；

5.率先支持 8A类型（H芯片）芯片生成；

6.内置WIFI 模块，可随时连接网络工作。

2.3 产品参数

设备尺寸：193mm*88mm*24mm

屏幕尺寸：2.8 英寸

分辨率：320X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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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3.7V 2000mAh

电源：5V 500mA

工作温度：-5℃~60℃

USB：USB-B/充电-数据传输

子机线接口：PS2-7PIN OD3.5 7PIN 端子 1.27 间距，第二针空针

2.4 整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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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天线 感应模拟芯片和检测点火线圈

感应线圈 用于识别、拷贝、生成芯片，遥控器等

显示屏 2.8 英寸彩屏，分辨率：320X480

接口 1 USB-B 接口

接口 2 子机线接口

电源按键

关机状态下，轻按开机
开机状态下，轻按可切换省电模式

长按 3秒关机

遥控检测频率 将遥控器放置该位置，检测遥控器频率

高频检测 IC 卡识别和拷贝

2.5 功能介绍
完成注册激活后进入菜单界面，如下图：

2.5.1 识别拷贝
进入识别拷贝菜单，根据提示进行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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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门禁钥匙
进入门禁钥匙菜单，根据提示进行操作（如图）：

ID卡识别

IC 卡识别

2.5.3 芯片模拟
将 KH100 天线放置点火开关处（如图），选择对应的芯片类型进行模拟操作，本设备支持以下
芯片类型：
①4D芯片模拟 ②46 芯片模拟 ③48芯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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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芯片生成
将以下类型芯片放入感应槽中（如图），选择对应的芯片，根据提示进行操作，
本设备支持以下芯片生成类型：
①4D类型 ②46 类型 ③48类型 ④T5 类型
⑤7935 类型 ⑥8A 类型 ⑦4C 芯片 ⑧其他

注：部分芯片数据将被覆盖并锁定。

2.5.5 遥控生成
使用子机线与遥控子机连接，进入遥控生成菜单，根据不同地区，选择相应的车型进行遥控
生成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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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智能卡生成
使用子机线与智能卡子机连接，进入智能卡生成菜单，根据不同地区，选择相应的车型进行
智能卡生成操作（如图）：

2.5.7 线圈识别

①智能感应区查找
将 KH100 天线靠近预判的位置，如果识别到感应信号机器将连续发出声音，请检查位置是否正
确（如图）：

②防盗系统检测

将 KH100 天线靠近钥匙识别线圈，将钥匙打开到 ON位置，KH100 蜂鸣器发出声音说明
识别到信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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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遥控频率检测

进入遥控频率检测菜单，将遥控器放置设备感应区进行遥控频率检测（如图）：

2.5.8 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包括：红外信号检测、丰田智能卡解锁、后续会升级更多功能...

①红外信号检测
将遥控器放置红外信号检测区，按一下遥控器按键，KH100 屏幕中的灯亮表示有红外信
号，反之无信号（如图）：

图一：有信号 图二：无信号

②丰田智能卡解锁
放入智能卡，点击“执行”进行相关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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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升级

进入设置菜单，连接WIFI 后，选择检查更新，一键在线升级。

第三章：售后服务

1. 我司将为本产品提供优质的售后和约定范围内的保修服务；

2. 保修期为设备激活日起 12 个月止；

3. 产品一旦出售，非产品质量问题恕不接受退换；

4. 对超出保修范围的产品维护，我司将收取人工及材料成本费；

5. 若属于下列原因中的任何一种而导致设备出现故障或损坏的，我司有权不按照约定

条款的内容提供服务（但您可以选择有偿服务）；

· 整机及部件已经超过保修有效期的；

· 非公司产品质量问题，经用户使用过发现的外观瑕疵或损坏的；

· 非正品，无凭证，在我司官方后台系统无法认证设备信息的；

· 未按本说明书指引操作、使用、存放、维护．而造成产品损坏的；

· 私自拆动造成损坏、非我司认可的维修单位维修和改装造成的损坏的；

· 进液、受潮、落水、或发霉的；

· 新购设备开箱设备运行正常无任何损坏，而后期使用导致的任何屏幕损坏的，如爆

屏、刮花、白点、黑点、丝线屏、触摸损坏等；

· 因使用非我司提供的专用线具、配件而导致损坏的；

·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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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损坏的机器，若拆机报价后选择不进行修理，返回用户后机器出现的不稳定状

况（如：无法开机、死机等问题）；

· 自行破解系统导致设备系统性功能改变、不稳定、品质受损等；

6. 设备主要部件之外的辅助部件和其他部件出现故障的，您可以选择我司或我司授权的

客户服务网点提供的有偿维修服务；

7. 本公司在收到客户返厂设备并确定设备问题后进行维修，请务必填写问题详细；

8. 维修结束后，将发回设备归还客户，客户务必填写真实准确的地址及联系电话；

9. 客户任何需返厂维修的，来回运送费用、交通费用等需自行承担，运送过程中导致设

备损坏的，我司不承担相关费用，特殊情况下协助客户向运送单位追索赔偿；

10. 我司不以任何形式向个人客户提供销售发票，如您有需要，请向您购买的经销商申

请开立；

11. 请客户妥善保管保修服务卡，返厂维修时填写此卡，以便我司办理相关工作手续：

（保修卡附说明书尾部）；

12. 售后服务热线: 400-966-9130

售后服务 QQ: 4009669130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 : 00 - 12 : 00 、14 : 00 - 18 : 00 ；

周六、日 9 : 30 - 17 : 00；法定节假日休假。

官网：www.lonsdor.com

公众号二维码 官网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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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服务卡

客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备型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返厂附带配件（详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备问题（详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维修返厂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保留对以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