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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NE 音響主機 DMV-711 

導航圖資更新步驟說明 

適用機型：DMV-711 

 

本裝置所提供台灣地區的電子導航地圖軟體，僅供使用者直接應用。但因人為

設施的改變，本裝置所附的導航地圖會因時空改變而有相當程度的不完整性或

不準確性，因此在使用本裝置時，除了應參考產品內所提供的指引資訊外，使

用者更需要自行注意與判斷實地的道路與地點狀態，若有任何錯誤，本公司不

負任何責任。測速照相警示功能為參考交通部所公佈之固定測速照相點位，其

資料僅供參考，請依實際交通規則行駛。 

 

圖資更新版本為 201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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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一、 套件適用車型 

全車系 

 

二、 適用機型 

DMV-711 音響主機 

三、 事前準備工作 

(一)準備工具 

1.SD 卡片 x 1            2.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需具備光碟機) x 1 

3.USB 介面 SD/MMC 讀卡器 x 1 

四、 事中作業－圖資更新步驟說明 

請依下列步驟進行圖資更新程序－ 

 檢查導航系統圖資版本－ 

進入導航系統畫面後，點選主選

單，再選擇選單中的「系統設定」-

>「系統訊息」查看版本資訊。若

地圖版本為 2014 年 1 月以前版本

則可進行更新，但若為 2014 年 1

月版本，則已是最新版本，無需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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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準備一張空白 SD 卡片－ 

請確認 SD 卡片容量大於 4GB。 

將 SD 卡片插入 USB 介面之 SD 讀卡器

後，將 USB 介面讀卡器置入電腦之

USB 插槽。 

 

 

 開啟檔案瀏覽程式－ 

點選電腦中的檔案瀏覽工具「我的電

腦」或「檔案總管」，以確認圖資卡片

所在的磁碟名稱。 

 

 格式化 SD 卡片－ 

點選卡片所在的磁碟名稱後，按滑鼠右

鍵後選擇「格式化」，點選[開始]以格

式化 SD 卡片。 

 

 

 

USB 介面

SD/MMC 讀卡器 

將 USB 讀卡器插

入電腦 USB 插槽 

將 SD 卡片、插入讀卡器

卡片插槽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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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開啟下載之更新檔－ 

1. 請 執 行 下 載 的 自 解 壓 縮 檔

“DMV711_2014_01.exe” 

2. 點選「瀏覽」 

 
 選擇 SD 卡在電腦上的磁碟機代號

－ 

選擇 SD 卡在你的電腦上的磁碟機

代號，如畫面中的卸除式磁碟(J:)，

然後點選「確定」，確認 SD 卡磁

碟機代號為卸除式磁碟(J:)。 

 

注意: 若您的 SD 卡為 4GB 以下, 

請將檔案解至電腦桌面 

 
 進行解壓縮更新程序－ 

點選「安裝」，以將更新內容解壓

縮至您的ＳＤ卡。 

 

 

 

選擇「瀏覽」選擇卡片的
磁碟位置。 

選擇您電腦中 SD 卡對應

的磁碟代號名稱。如卸除

式磁碟(J:) 
選擇「確定」，確認您所

選擇的磁碟代號名稱。 

您所選擇的 SD 卡對應的磁

碟代號名稱。如 J:\ 

點選「安裝｣，將更新檔案

解壓縮至 SD 卡 J:\ 

7 

6 

5 

http://www.emtek.com.tw/download/DMV711/DMV711_2014_01.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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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等待解壓縮程序完成－ 

解壓縮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關閉

電源。等待時間可能依電腦或讀卡器速

度不同而有所差異，請耐心等候。 

 

※若在解壓縮過程中，移除卡片或讀卡

器可能造成卡片毀損，請謹慎操作。 

 

 解壓縮完成，確認解壓縮成功－ 

待解壓縮完成後，請確認你的 SD 卡的

內 容 含 有 UpdateCard1.exe 、

UpdateCard2.exe 兩個執行檔。 

 

 

 執行 UpdateCard1 更新檔－ 

1. 請執行 “UpdateCard1.exe” 

2. 點選「瀏覽」。 

 
 選擇 SD 卡在電腦上的磁碟機代號－ 

選擇ＳＤ卡在你的電腦上的磁碟機代

號，如畫面中的卸除式磁碟(J:)，然後

點選「確定」，確認ＳＤ卡磁碟機代號

為卸除式磁碟(J:)。 

 

更新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

關閉電源，以免造成卡片毀

損。 

確認解壓縮完成後，SD 卡的內

容含有 UpdateCard1.exe、

UpdateCard2.exe 兩個執行

檔。 

8 

9 

10 

11 

選擇「瀏覽」選擇卡片的
磁碟位置。 

選擇您電腦中 SD 卡對應

的磁碟代號名稱。如卸除

式磁碟(J:) 

選擇「確定」，確認您所

選擇的磁碟代號名稱。 

http://www.emtek.com.tw/CMC/EM888_20090428.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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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等待解壓縮程序完成－ 

解壓縮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關閉

電源。等待時間可能依電腦或讀卡器速

度不同而有所差異，請耐心等候。 

 

※若在解壓縮過程中，移除卡片或讀卡

器可能造成卡片毀損，請謹慎操作。 

 

 解壓縮完成，確認解壓縮成功－ 

待解壓縮完成後，請確認你的 SD 卡的

內容含有 NK.BIN 與 SYSTEM 目錄。 

 

 

 執行 UpdateCard2 更新檔－ 

3. 請執行 “UpdateCard2.exe” 

4. 點選「瀏覽」。 

 
 選擇 SD 卡在電腦上的磁碟機代號－ 

選擇ＳＤ卡在你的電腦上的磁碟機代

號，如畫面中的卸除式磁碟(J:)，然後

點選「確定」，確認ＳＤ卡磁碟機代號

為卸除式磁碟(J:)。 

 

更新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

關閉電源，以免造成卡片毀

損。 

確認解壓縮完成後，SD 卡的內

容含有 NK.BIN 檔與 SYSTEM

目錄。 

14 

15 

選擇「瀏覽」選擇卡片的
磁碟位置。 

選擇您電腦中 SD 卡對應

的磁碟代號名稱。如卸除

式磁碟(J:) 

選擇「確定」，確認您所

選擇的磁碟代號名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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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mtek.com.tw/CMC/EM888_20090428.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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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等待解壓縮程序完成－ 

解壓縮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關閉

電源。等待時間可能依電腦或讀卡器速

度不同而有所差異，請耐心等候。 

 

※若在解壓縮過程中，移除卡片或讀卡

器可能造成卡片毀損，請謹慎操作。 

 

 解壓縮完成，確認解壓縮成功－ 

待解壓縮完成後，請確認你的 SD 卡的

內容含有 NK.BIN、SYSTEM 目錄與

UpdateEMS093A 目錄。 

 
 

 進行ＳＤ卡圖資更新動作－ 

1.將製作完成之ＳＤ卡插入到音響主機

前方的ＳＤ卡槽中。 

2.啟動電源，開啟音響主機。 

 

注意：啟動電源時，需確保ＳＤ更新卡

已插入卡槽中。 
 

 利用更新程式進行更新－ 

系統啟動後，會自動進入更新畫面。 

 

若是系統啟動無法進入更新畫面，則請

檢查卡片製作是否有誤或是關機重新啟

動一次。 

 

更新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

關閉電源，以免造成卡片毀

損。 

確認解壓縮完成後，SD 卡的內容含有

NK.BIN 檔、ＵpdateEMS093A 目錄

與 SYSTEM 目錄。 

18 

19 

16 

17 

將 SD 卡插入到音響主機前方的 SD

卡槽後，重新啟動音響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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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進行圖資更新動作－ 

1.點選『圖資更新』，以進行圖資更新

動作。 

 

圖資更新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關

閉電源。等待時間大約 10 分鐘，請耐

心等候。 

※若在更新的過程中，移除卡片會導致

更新失敗，請謹慎操作。 
 

 更新完成後，取出ＳＤ卡－ 

待更新完成後，請取出 SD 卡並關機，

重新啟動系統即可完成更新動作。 

 

 

 檢查導航系統圖資版本－ 

進入導航系統畫面後，點選主選單，再

選擇選單中的「系統設定」->「系統訊

息」查看版本資訊。若地圖版本為

2013 年 4 月版本，則圖資更新成功。 

 

 

 

 

 

 

 

 

 
 

 

更新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

關閉電源，以免造成卡片毀損

或更新失敗。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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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五、 更新問題排除－ 

1. 製作之ＳＤ卡無法進入更新程式畫面 

A . 請檢查更新步驟是否有誤或換另一ＳＤ卡重試一次。 

2. 更新後，導航系統規劃路徑變慢或出現問題 

Ａ. 可下載系統還原程式並製作 SD 還原卡，以進行系統還原動作。SD 還原卡製作方

式請參考 SD 圖資更新卡製作章節(詳見第 1 頁)，還原程式操作方式請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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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型: 
DMV-711 

 

附錄一、系統還原操作 

系統還原動作，請謹慎操作，以免造成系統無法開啟之問題。 

 進行系統還原動作－ 

1. 點選『格式化磁碟』，以進行系統

還原動作。 

2. 點選『快速』，以快速格式化磁

碟。 

3. 更新完成後，即可移除 sd 卡後重

新開機。 

 

格式化系統還原過程中，請勿拔除 SD

卡或關閉電源。等待時間大約 10 分

鐘，請耐心等候。 

※系統還原動作會自動備份使用者資

料，如需還原舊的使用者資料，則請於

系統還原完成後，點選『備份資料還

原』，以還原相關設定值。 

 

 
 還原備份資料－ 

進行格式化動作後，系統會自動將使用

者的設定備份出來，如欲保留格式化之

前的設定，則請於系統還原動作完成

後，點選『備份資料還原』，以還原相

關設定值，待還原成功後，即可移除

sd 卡並重新開機。 

 

※若使用備份資料還原後，系統無法正

常運作，則請重新進行系統還原動作，

且不要執行備份資料還原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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