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fi-Link ADVANCE 控制单元操作说明书
Defi-Link ADVANCE Control Unit Operation Manual

　非常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致客户及安装企业 ：使用前
请务必熟读本说明书全部内容，安装后也请妥善保管，并确
保正确使用。
　因未遵守本说明书的记载事项引发的事故及危害，本公司
概不负责，敬请知悉。

　　　产品编号 ：DF0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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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用于显示车辆信息。在安装本产品前请仔
细阅读本操作说明书，以及安装车辆生产商所发行
的维修说明书、配线图所述内容及安全相关注意事
项，并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安装。

　此外，将本产品（以及安装有本产品的车辆）借
于或转让给他人时，请务必随同操作说明书与保修
单一同交付于对方。

　本书中将处理出现错误时的危险程度分为“危险”、
“警告”、“注意”3个等级。此外，不会构成人身伤
害，但会造成物质损失或故障的重要信息记载于“注
记”中。

请在仔细阅读内容，并充分理解后进行操作。

1安全及使用相关注意事项【请务必阅读】

本产品是确保ADVANCE系列仪表显示屏工作的必要产品。本产品
不会单独进行工作。请与仪表显示屏共同使用。此外，安装仪表显示
屏时也请同时阅读该产品的操作说明书。

3



该记号表示使用者需要注意存在可能性的潜在危 
险。

禁止 本记号表示不得实行的“禁止”事项。
强制 本记号表示必须实行的“强制”事项。

※1 ：“重度伤害”是指因失明、受伤、烧伤、骨折、中毒等导
致留下后遗症，以及需要住院治疗或长期就医的情况。

※2 ：“轻度或中度伤害”是指需要住院治疗或长期就医的情况。

注意内容所表示的性质

危险
表示若不回避，则存在导致人员死亡或重伤的危险
性。

警告 表示若不回避，则存在导致人员死亡或重伤可能。

注意 表示若不回避，则存在导致人员轻伤或中度残疾可
能。

注　记 表示与人身伤害无关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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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安装作业注意事项（致安装企业）

 请勿将产品安装在淋水或潮湿场所。否则会发生短路，从而
引发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进行作业时请务必采取措施保证汽车不会发动，并在停止发
动机后进行。若作业中汽车发动，则会导致火灾等极其危险
的情况。
 配线作业中请务必将钥匙从锁芯中拔出，并取下蓄电池的负
（-) 电极。否则会发生短路，从而引发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在对安全带及安全气囊等安全装置及发动机、转向系统、刹
车等行驶性能直接关联部位的线束进行加工时，以及在配线
连接时（螺丝装卸等）请充分注意避免配线错误。否则会因
车辆异常引发事故或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配线连接请务必进行焊接，或使用电子接头或插头对连接部
进行绝缘。此外，可能会对配线产生冲击或拉力时，请使用
缓冲材料或波纹管进行保护。否则会发生短路，从而引发火
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进行电源配线时，请确认电源线束有无断线，或是否有断线
迹象。否则会发生短路，从而引发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进行电源配线时，请确认在 IGN 线束连接线的车辆侧拥有
30A 以下的保险丝。 若使用超过 30A 的保险丝，则在发生
短路故障时，保险丝不会熔断，从而会引起火灾等极其危险
的情况。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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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电源线束的保险丝时，请务必使用规定容量的保险丝。
使用超过规定容量的保险丝会引起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产品发生故障或错误工作时请立即停止使用。继续使用会导
致车辆故障或引发事故。
 保险丝熔断时请立即停止使用。继续使用会发生短路，从而
引发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此外，还会导致车辆故障或引
发事故。

警告

 请切勿对本产品进行改造或拆解。否则不仅无法保修，还会
导致故障或引发事故。
 请切勿在发动机刚停止时进行作业。发动机刚停止时，发动
机或排气管温度非常高，可能会导致烧伤。
 请勿安装在会对乘员保护装置（安全气囊等 ) 工作产生影响
的位置。否则在保护装置启动时会导致受伤。
 作业时请勿靠近幼儿、儿童等。否则掉落的部件等可能会被
误食。
 请慎重考虑安装部位、安装方法，保证其绝对不会脱落。特别
在会妨碍安全装置及驾驶的位置，请勿安装产品。错误的安装
部位及安装方法会导致产品脱落、车辆破损，或对驾驶造成妨碍。

改造、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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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产品进行配线时，请务必确保现有配线不会发生短路及
断线。此外，进行车速、发动机转速信号的配线时，请进行
以下配线作业。

1. 最初请进行 ADVANCE 控制单元的电源配线。
2. 点火钥匙 ON 时，请确认 ADVANCE 控制单元的电源确

认标志亮灯。
3. 配线作业中需要切断线束时，请务必单根切断，切勿多根

线束同时切断。多根同时切断可能会导致车辆控制器等损
坏。

注意
 请勿对本产品施力过大，或使本产品发生碰撞、掉落等。否
则可能导致故障。
 请勿对本产品端子等施加过大的力度。　否则可能导致破损。
 请勿使用本产品附带的线束以外的产品进行配线。
 请注意不要配线时夹入车体或螺丝部位等。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请勿使仪表前倾。否则会导致漏油。

　A 的角度必须保持 90 度以上。

 请勿在仪表盘的副驾驶侧以及中央位置嵌入安装本产品或仪
表 ADVANCE 控制单元。否则无法通过车辆安全标准。
 请勿将 ADVANCE 控制单元安装在淋水、潮湿、多灰场所
或加热器出风口及其周围。

A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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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发动机、排气管、增压器附近进行线束配线。否则可
能导致线束破损、熔断。
 请勿强行拉拽电线，特别是连接器部位的电线。　否则可能
导致破损。拔出连接器时，请切实按下锁扣的同时进行拔出。

 本产品为 12V 规格车辆专用。请勿安装于非 12V 车辆中。

 不使用的配线请使用绝缘胶带使其完全绝缘。此外，在安装时，
拆卸、松脱的部件或连接器，以及新配线的物件等请务必进
行正确安装及固定。
 安装时，请勿让 ADVANCE 控制单元接触无线设备、手机
等会产生电波的设备。否则会导致错误工作。
 进行线束配线时，请避免点火信号、无线、HID 单元线束等
会产生噪音的场所。点火系统等的噪音会导致仪表错误工作。
 请佩戴手套，防止在焊接时发生烧伤，或被配线、部件的端面、
尖头部位割伤手。
 请避免在闷热或淋水的场所安装传感器。否则会导致传感器
破损。
 使用遮阳板时，请将其放置在前挡风玻璃与产品之间，避免
产品受到照射。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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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记

 请务必按照本书的指示进行安装。
 取下蓄电池的负（－ ) 电极后，拥有记忆功能的音频或时钟
的记忆内容将会被消去。作业结束后，请根据各操作说明书
进行重新设置。
 安装作业结束后，请务必将本操作说明书、保修单、剩余部
件及包装交付给客户。
 指针有时会从正下方开始动作，这并非异常。通电后会恢复
正常工作。
 安装或拆卸原装部件时，请确认汽车生产商发行的整备书。
 进行电源配线前，请确认岔开的车辆配线的电压。 
配线后，请在电源线束连接器侧再次确认电压后连接产品。
 安装导航系统或车载电视时，应尽量在远离主体或天线、屏幕、
线束类的地方进行本产品的配线及安装。若过于接近，或与
线束捆绑在一起时，则会对电视显示（VHF)　产生影响。　
 安装作业中发生原装部件等破损、遗失时，本公司概不负责，
敬请知悉。

 清扫时请切断电源，并使用干燥柔软的抹布擦拭。擦除脏污时，
请将沾有中性清洁剂的抹布充分拧干后进行擦拭。请勿使用
有机溶剂（挥发油、信纳水等）、酸碱类溶剂。
 发动机舱内进行分叉配线时，请切实进行防水处理。
 安装传感器时请注意不要扭曲传感器附近的线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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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关于操作（致客户）

警告

 请切勿对本产品进行改造或拆解。否则不仅无法保修，还会
导致故障或引发事故。
 为确保行驶安全，请在最短时间内对本产品信息进行确认，
避免长时间注视。否则会因为不注意前方引发事故等极其危
险的情况。
 出现“不显示”等故障状态，或“淋水”、“冒烟”、“有异味”
等异常状态时，请停止使用。万一发生以上状态时，请立即将
车停到安全场所，并关闭发动机。

　此后请联系销售门店、安装门店。若继续使用则会引发事故
或火灾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ADVANCE ZD 的时间竞速测量为封闭赛道赛车专用功能。
普通道路中切勿使用。
 请在购买本产品的销售门店或经销商处安装。若个人安装则
不在保修范围内。
 请在停车后进行操作。
 请牢固固定仪表盘等部件，以免幼儿、儿童误食开关或其他
部件。

改造、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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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强行拉拽电线，特别是连接器部位的电线。否则可能导致
破损。拔出连接器时，请切实按下锁扣的同时进行拔出。

注　记
 不可连接旧 Defi-Link 系统。
 显示（机型）相同的仪表不可同时连接。

    （例 ：连接 2 个涡轮流量计等）
 对应气缸数为 1、2、3、4、5、6、8 缸 4 冲程。柴油车中
不可安装。
 安装后，请每 3 年委托购买的销售门店进行 1 次检查，使用
时请充分注意。根据使用环境与条件，其耐久性可能会减弱。
 产品显示为参考值。请根据原装仪表的指示驾驶。
 本产品照明使用了高亮度 LED。LED 因生产中的公差多少会
产生色感上的差异，但这并非产品异常。
 对于配备怠速熄火的汽车，由于怠速熄火时电池电压降低，
发动机恢复启动时有时会断开 / 接通产品的电源，但这并非
产品异常。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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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特点
  采用 ADVANCE 系统（双向通信）
  最多可对 7 台 ADVANCE 系列仪表显示屏进行集中操作
  可通过带夜间照明（白色）的遥控开关进行随身操作
  通过连接 ADVANCE ZD，可对 ADVANCE BF 进行自动调光，并对
ADVANCE CR 进行自动照明 ON/OFF 操作
  有 2 种可供选择的开机模式及关机模式
  添加 2 台以上仪表时，只需在仪表之间进行连接，并从传感器至 ADVANCE 
控制单元间进行配线
  通过自我诊断功能，可对断线、短路、通信错误进行诊断，并以报警显示进
行通知
  设置报警值（任意），蜂鸣器音将会与报警显示一同进行警告（可对蜂鸣器音
进行 ON/OFF 设置）
  行驶数据（行驶时的峰值、报警值）最长可记录 3 分钟，并可在行驶后进行
播放
  仪表显示屏标配有专用安装套件
  通过连接燃油压力传感器与涡轮传感器，可在燃油压力表或 ADVANCE ZD
中显示压差　※涡轮流量计 3.0 不能显示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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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名称 显示范围
BF

白色
款型

BF
琥珀红
款型

BF
蓝色
款型

A1

涡轮流量计 3.0 -100kPa ～ +300kPa DF14731 DF14732 DF14733 DF14931
涡轮流量计 2.0 -100kPa ～ +200kPa DF09931 DF09932 DF09933 DF14831,32(※2)
涡轮流量计 1.2 -100kPa ～ +120kPa DF10031 DF10032 DF10033
进气压力表 (※1) -100kPa ～ +20kPa DF10131 DF10132 DF10133

液压表 0 ～ 1000kPa DF10231 DF10232 DF10233 DF15031
燃油压力表 0 ～ 600kPa DF10331 DF10332 DF10333 DF15131

油温表 50 ～ 150℃ DF10431 DF10432 DF10433 DF15231
水温表 20 ～ 120℃ DF10531 DF10532 DF10533 DF15331,32(※2)

排气温度表 200 ～ 1100℃ DF10631 DF10632 DF10633 DF15431
发动机转速表 0 ～ 9000rpm DF10731 DF10732 DF10733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Defi-Link 仪表 ADVANCE ZD DF09731

■ ADVANCE BF・A1 仪表　Φ60 系列

■ ADVANCE BF・A1 仪表　Φ80 系列

 本产品是确保 ADVANCE 系列仪表显示屏工作的必要产品。本产品不会单独
进行工作。请与仪表显示屏共同使用。此外，安装仪表显示屏时也请同时阅
读该产品的操作说明书。

※ 1: 进气压力表即进气总管压力表。
※ 2: DF14832、DF15332 的包装中不附带传感器、传感器线束、传感器安装相

关部件。

3产品线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Defi-Link ADVANCE 控制单元 DF07731

机型名称 显示范围 ：
BF

白色
款型

BF
琥珀红
款型

BF
蓝色
款型

A1

发动机转速表 0 ～ 11000rpm DF11031 DF11032 DF11033 DF1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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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格
■电源电压 10V ～ 16V DC(12V 车专用 )
 
■消耗电流 安装 7 台仪表显示屏时的最大值 
 +B 线 2A(IGN ON 时 )
  5mA(IGN OFF 时 )
 ILM 线 800mA

■照明色 ADVANCE 控制单元电源确认标志 ：蓝
 开关单元、文字 ：白
 开关单元压差显示指示器 ：蓝

■对应气缸数 1、2、3、4、5、6、8（4 冲程）
 
■温度范围 ( 均在 80% 湿度以下 )
 保存温度范围 使用温度范围
BF、A1、ZD -30 ～ +80℃ -20 ～ +60℃
ADVANCE 控制单元 -30 ～ +80℃ -20 ～ +60℃
开关单元 -30 ～ +80℃ -20 ～ +60℃
涡轮传感器 -30 ～ +100℃ -30 ～ +80℃
压力传感器 -30 ～ +140℃ -30 ～ +120℃
温度传感器 -30 ～ +150℃ -20 ～ +150℃
排气温度传感器 -30 ～ +130℃ -30 ～ +130℃
※ 传感器的连接器部位在 105℃以下
※ 排気温度传感器中感应部分除外

■总重量  490g, 含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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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件、各部位名称、尺寸

电源线束 (1m)　1 个 仪表线束 (2m)　1 个

开关单元
( 线束 1.5m)　1 个

附件

 除上述产品外，还包装操作说明书 ( 本书 ) 及保修单。请妥善保管，切勿遗失。

5 -1. 组件

ADVANCE 控制单元 1 个

双面胶　1 个

固定件　1 个 六角螺母　4 个 螺丝　4 个

束线带　2 个 电子接头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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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束连接用连接器
①开关单元 ( 白 )
②车速、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 ( 蓝 )
③排气温度传感器线束 ( 黑 )
④水温传感器线束 ( 粉 )
⑤油温传感器线束 ( 红 )
⑥燃油压力传感器线束 ( 红 )
⑦液压传感器线束 ( 黑 )
⑧涡轮 / 进气压力传感器线束 ( 淡蓝 )
⑨电源线束 ( 米黄 )
⑩仪表线束 ( 白 ) ⑪仪表线束 ( 白 )

⑩与⑪均可连接仪表线束。出厂时⑪的内螺纹连接器中插入有用于保护端子
间短路的外螺纹连接器。不使用⑪时请勿取下外螺纹连接器。使用⑪时，请
按下外螺纹连接器锁扣将其取下后连接仪表线束。

153.2

电源确认标志 ( 蓝 )

螺母插入口
(4 处 )

螺丝孔（4 处）

1
0
4

5
1

2
6
.3

22

15

5 -2.・ADVANCE・控制单元的各部位名称、尺寸 (mm)

① ② ③④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 DIP 开关 1&2
1: 报警蜂鸣器 ON/OFF 切换

2: 开机、关机模式选择（A/B)

DIP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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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按钮与滑动开关
操作均由 3 个按钮与 1 个滑动开关完成。滑动开关分别处于上、中、下位置时
的各按钮作用不同。

●滑动开关
本书中关于滑动开关的位置表述如下。
REAL( 上 ) ：用于实时模式操作  上

PLAY( 中 ) ：用于播放记录数据时的操作 中

SET( 下 ) ： 用于设置时的操作  下

●按钮
各按钮均拥有与滑动开关位置及作用相对应的上、中、下 3 段标记。本书中关
于与滑动开关位置相对应的各按钮的表述如下。

左侧按钮 ：从上方开始依次为 左 、 左 、 左 按钮
中央按钮 ：从上方开始依次为 中 、 中 、 中 按钮
右侧按钮 ：从上方开始依次为 右 、 右 、 右 按钮

80
78.4

2
6
.2

16

7

压差显示指示器（蓝）

●开关单元背面

滑动开关
( 从上方开始依次为 REAL/PLAY/
SET)

左侧按钮

中央按钮

产品编号标签
ADVANCE 控制单元与保修单上
也贴有标签。使用时请勿揭下。

右侧按钮

5 -3. 开关单元的各部位名称、尺寸 (mm)

双面胶粘贴位置

17



6安装方法（致安装企业）

6 -1. 整体配线图

注　记
 与仪表显示屏一同包装的操作说明书也请仔细阅读。仪表显示屏及各传感器
的安装方法记载于仪表的操作说明书中。

 请委托销售门店或经销商安装本产品。客户自行安装会引起故障或事故。
    客户切勿实行本章“6　安装方法”中记载的作业内容。

BF

ZD

ZD

BF

开关单元

各传感器线束

电源线束→连接至车辆

仪表线束

仪表线束
ADVANCE
控制单元

→各传感器

→连接至车辆

A1 A1

A1

18



拥有 2 处的 METER OUTPUT 连接器上均可连接仪表线束。包括仪表与 ZD 在
内，1 台 ADVANCE 控制单元中最多可连接 7 台。此外，还可进行分配，各线
上最多可连接 7 台（例 ：一侧连接 7 台，另一侧连接 0 台）

注　记
 显示（机型）相同的仪表不可同时连接。（例 ：涡轮流量计 2 台 )。

 但可同时连接多台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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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整体流程

1. 确认内容物。
  参照与组件、各仪表一同包装的操作说明书

2. 确认并准备安装所需部件 ( 附件类 )。
  参照与各仪表一同包装的操作说明书中的各传感器安装方法
  附件类请另行购买市售品。

3. 确认车辆的电源 (+B、GND、IGN、ILM) 安装位置与传感器安装位置。

4. 取下蓄电池的负（－ ) 电极。

5. 电源线束于车辆内进行配线。
  参照6 -3. 焊接方法、电子接头的使用方法

   

警　告

 请勿在 ACC（配件电源）中对 IGN 进行配线。于 ACC 内对 IGN 进行配线会
导致车辆故障或引发事故。

6. 将电源线束连接在 ADVANCE 控制单元的连接器上。请连接一次蓄电池的负
电极，并打开点火器，确认位于 ADVANCE 控制单元前方的电源确认标志是
否亮灯。

注　记

 电源未正常配线时，LED 不会亮灯。若未亮灯请再次确认配线。

赤線: +B（バッテリー: 常時電源、常に12Vの線へ）

白線: +ILM (照明: スモールランプONで12Vの線へ)

橙線: IGN (イグニッション: IGN ONで12Vの線へ)
黒線: GND (アース: バッテリーマイナスへ）

ヒューズ(4A)

電源ハーネス

保险丝 (4A)

电源线束

红线 : +B（蓄电池 : 恒定电源，始终连接于 12V 线）
白线 : +ILM ( 照明 : 前位灯 ON 的状态下连接于 12V 线 )
橙色线 : IGN ( 点火器 : IGN ON 的状态下连接于 12V 线 )
黑线 : GND ( 地线 : 连接于蓄电池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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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下蓄电池的负电极，安装各传感器。
  参照与各仪表一同包装的操作说明书中的各传感器安装方法

8. 将传感器线束连接在各传感器上后，连接在 ADVANCE 控制单元上。

9. 请使用一次仪表线束，连接仪表、ZD 与 ADVANCE 控制单元，确认配线及
连接情况。仪表仅仅临时连接线束，因此请勿将其放入支架内固定。

注意

 仅一处使用 METER OUTPUT 连接器时，请勿取下保护用外螺纹连接器以免
发生短路。

10. 连接蓄电池的负电极。

11. 请打开点火器，确认电源确认标志是否亮灯。电源线束配线正常时，
ADVANCE 控制单元的电源确认标志将亮蓝灯。同时，请打开车辆灯饰，
确认 CR 仪表照明灯是否亮灯，BF 仪表是否消光，ZD 开关照明灯是否亮灯。

● 电源确认标志未亮灯时 ：未接通电源
→请关闭点火器，确认电源线束的配线。

● 仪表内报警 LED 闪烁，或报警 LED 与峰值 LED 同时闪烁时 ：传感器或传感
器线束配线短路或开路，或仪表与 ADVANCE 控制单元间某处无法通信

  参照7 -3-2. 开路及短路串行通信的错误显示

→请关闭点火器，确认传感器、传感器线束的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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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若未发现遗漏配线等异常情况时，则可能为产品故障，此时请迅速取下产品
委托进行检查。否则可能会对车辆造成损伤。

  �参照保修及售后服务

12. 关闭点火器。

13. 将仪表线束从仪表上取下，使用仪表支架将仪表安装到安装位置中。确认安
装牢固后，连接仪表线束。

  参照与各仪表一同包装的操作说明书中的仪表支架与安装五金件的安装
方法

14. 将开关单元连接在 ADVANCE 控制单元上，使用双面胶将开关单元固定在
任意位置。请事先擦除固定部分的脏污。

  参照5 -3. 开关单元的各部位名称

15. 设置 ADVANCE 控制单元的 2 个 DIP 开关。
 ● DIP 开关 1: 设置蜂鸣器 ON/OFF。

 ● DIP 开关 2: 可通过点火器的 ON/OFF 操作，从 A、B 两种中选择开放、
结束模式。

  参照5 -2.ADVANCE 控制单元的各部位名称、7 -6-2. 报警蜂鸣器 ON/
OFF 的变更、7 -2-1. 开放及结束模式的变更

16. 设置结束后，使用 ADVANCE 控制单元附带的六角螺母、螺丝以及市售的
安装五金件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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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记

 本产品及仪表并非防水结构，因此请勿安装于脚下或可能淋水之处。
 请勿使用非附带螺丝。否则可能会损伤 ADVANCE 控制单元内部。
 由于需要使用螺丝固定，因此请准备厚度在 3mm 以下的安装五金件。
 设置可在之后进行变更。安装时请注意，使 DIP 开关在固定 ADVANCE 控
制单元之后也可进行操作。
 蜂鸣器安装于 ADVANCE 控制单元中。若安装部位远离驾驶室或安装于仪表
盘中将会难以听到发出的声音。

17. 揭下粘贴于 ADVANCE 控制单元、开关单元上的透明保护膜。

18. 进行安装的最终确认。

警告
 请实施以下操作，完成最终工作。否則可能会引发重大事故。

六角螺母

ADVANCE 控制单元

安装五金件
请准备厚度在 3mm 以下的
市售安装五金件。

螺丝
请安装于 ADVANCE 控制
单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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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认安装的配管是否连接牢固，有无配管漏接、配线错误、漏液或排气泄
漏等情况。

□ 请确认线束或 ADVANCE 控制单元等在发动机舱内有无与工作装置（散热器
风扇、节气门体等）发生干扰。

□ 请再次确认传感器主体或线束等是否固定牢固，有无对驾驶造成妨碍。

□ 请再次确认安装仪表时取下的车辆内饰、线束类是否装回原位置，发动机计
算机等线束有无遗忘连接。

 
警告

 作业结束后请务必确认驾驶室及发动机舱内无遗留物件。若驾驶室的脚下部
位遗留有使用的工具类时，可能会因夹入刹车踏板下导致无法操作刹车，从
而引发极其危险的情况。同时，若发动机舱中遗留有使用的工具时，则可能
导致发动机破损等极其危险的情况。

□ 请牢固安装蓄电池的负电极以免发生脱落，并盖紧发动机盖。

 至此安装结束。
 
注　记
 在 ADVANCE 控制单元，开关单元上有贴透明保护膜。请使用前揭下来。若
在使用前未揭下，则可能会因老化导致粘帖剂变质，从而导致其无法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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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焊接方法、电子接头的使用方法

注意

 请佩戴手套，防止在焊接时发生烧伤，或配线时割伤手。
 进行配线时，请尽量使用焊接方式，并确保配线牢靠以免发生接触不良。

注　记
 请勿使用粗于电子接头指定范围的芯线。否则可能导致芯线断线、发热。
 产品附带的电子接头用于 0.3 ～ 0.75mm 的芯线直径条件下。请务必在指定
范围内使用。

●焊接方法

●电子接头的使用方法

(1) 剥去配线包层 (2) 卷绕剥去包层的配线

(4) 缠紧绝缘带(3) 焊入焊锡
（确认焊锡已充分渗透）

 
车辆配线

将配线插入至此处

仪表侧电缆
确认左右两侧卡爪已锁上
※ 请使用钳子。

使用尖嘴钳可能会导致铆接不良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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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说明中，按钮的按下方式有“按下”与“长按”2 种。为“按下”时，
按下按钮的时间在 1 秒以下。为“长按”时，按下按钮的时间在 1 秒以上。

7 -1. 各类设置及工作确认

1. 打开点火器，确认 ADVANCE 控制单元的电源确认标志是否亮灯。
 参照6安装方法

2. 请确认是否为开机模式
  参照7 -2. 开机模式及关机模式
3. 确认仪表、ZD 中无开路及短路错误显示出现。
  参照7 -3-2. 开路、短路及串行通信的错误显示
 出现错误显示时
　　→关闭点火器，确认出现错误显示的传感器以及传感器线束。
4. 安装有发动机转速表时，设置气缸数与响应性。

 安装有 ZD 时，在 ZD 的系统安装模式中设置发动机转速表。ZD 的设置同样
适用于连接的发动机转速表。ZD 的操作方法请参照 ZD 的操作说明书。

 发动机转速表及 ZD 均未安装时进入下一步
  参照7 -4. 气缸数设置模式、7 -5. 发动机转速表响应性设置模式
5. 设置各仪表、ZD 的报警值与各 CR・RS 仪表的照明色。仪表与 ZD 的报警

值在一次操作中同时设置。
  参照7 -6-3. 照明色的变更
6. 请确认仪表、ZD 是否正常工作。确认后设置完成。

警告
 请务必在车辆停止的状态下进行设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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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开机及关机模式
打开点火器后，仪表及 ZD 将变为开机模式。同时，在所有状态下，若关闭点火
器时，仪表及 ZD 将变为结束模式，模式结束后，ADVANCE 控制单元与仪表
的电源将被切断。

注　记

 根据车辆不同，有时在关闭钥匙时，点火器也不会立即关闭。此时，在车辆
点火器未关闭前不会运行结束模式。
 在设置中途关闭时，设置内容将不会保存。
 电源线束配线正常时，ADVANCE 控制单元的电源确认标志会从开机模式开
始时亮蓝灯。若未亮灯或闪烁时，需关闭点火器并确认配线。

  参照6安装方法

7 -2-1. 开机模式及关机模式的变更

通过滑动 ADVANCE 控制单元中带有的开放及结束模式切换用 DIP 开关 2，可
从简单的 A 型与详细的 B 型 2 种类型中选择开放 / 结束模式。

A、B 类型均可通过仪表指针移动或数字显示进行显示，此外，还可通过峰值＆
报警 LED、表盘罩圈照明、表盘照明的亮灯 / 闪烁 / 颜色变化、ZD 的顺序指示
器等进行显示。通过切换确认实际情况。

请在点火器 OFF 时进行模式变更。连接的所有仪表、ZD 的模式均可切换。
 有时会因外光强烈导致难以确认照明灯的亮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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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实时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上 ）

开机模式结束后将进入实时模式。实时模式中，车辆信息将会实时显示。

7 -3-1. 报警
超过设置的报警值时，仪表内的报警 LED 将亮灯。液压及燃油压力在设置的报
警值以下时，报警 LED 将亮灯。ZD 的该内容将会反转显示。此时，若报警蜂
鸣器设置为 ON 时，报警蜂鸣器将会鸣响。

7 -3-2. 开路、短路及串行通信的错误显示
传感器为开路或短路时，该仪表的报警 LED 将会闪烁。ZD 将显示错误信息。
若出现开路或短路的错误显示时，在关闭点火器前将会持续闪烁。液压及燃油压
力的短路信息仅在短路时显示。
仪表、ZD 与 ADVANCE 控制单元之间无法通信时，将会显示串行通信错误，
且报警与峰值 LED 同时闪烁。

 显示错误时，需立即关闭点火器，确认传感器与配线。原因不明时，请委托
销售门店或安装门店进行检查。

注　记

开路 ( 报警 LED 闪烁 )

短路 ( 报警 LED 闪烁 )

峰值 LED
报警 LED

ON
OFF

串行错误 ( 报警 LED 与峰值 LED 同时闪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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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3. 照明
【ADVANCE CR・RS 仪表】
与车辆的灯饰开关联动亮灯 / 灭灯。
同时，实时模式、记录模式、播放模式中多次按下 右 按钮时，车辆
灯饰 ON 时可取消灯饰。5 次中灭灯 1 次。（取消灯饰 )

【ADVANCE BF・A1 仪表】
实时模式、记录模式、播放模式中按下 右 按钮时，可调整亮度。可
与车辆的灯饰开关联动从白天切换至夜晚模式，且可独立调整白天 5 个阶段、
夜晚 5 个阶段的照明亮度。在夜间模式下多次按下 右 按钮后，可
调整至日间最高亮度。

【ADVANCE ZD】
ZD 搭载有调光传感器，可选择 AUTO( 自动调光 ) 与 MANUAL( 手动设置 )。
选择 AUTO 后，显示的亮度将会根据外部明亮度自动调整。同时，通过连接
仪表与 ZD，将调光设置设置为 AUTO 后，CR・RS 仪表以及开关单元的照明
ON/OFF 将可自动切换，BF・A1 仪表的照明将可自动调光。

7 -3-4. 压差显示
安装有涡轮流量计与燃油压力表时，可通过燃油压力表及 ZD 显示燃油压力与进
气总管压力之差。（为 ZD 时，仅可通过燃油压力传感器与涡轮传感器显示。）压
差显示中，开关单元的 DIFFERENTIAL PRESSURE( 压差 ) 指示器（蓝色）亮灯。
除实施模式外，记录模式时也可显示压差。 ※涡轮流量计 3.0 不能显示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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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
2. 同时按下 中 按钮与 右 按钮时，燃油压力表显示将变为

压差显示，开关单元的压差显示指示器将亮灯。希望解除压差显示时也同样
地按下 中 按钮与 右 按钮。

7 -4. 气缸数设置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下 ）

该模式为安装发动机转速表时设置气缸数的模式。
初始值 ：4 缸
 安装有 ZD 时，在 ZD 的系统安装模式中设置发动机转速表。ZD 的设置同样

适用于连接的发动机转速表。ZD 的操作方法请参照 ZD 的操作说明书。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下 。
2. 长按 左 按钮后，进入气缸数设置模式，发动机转速表的报警

LED 与峰值 LED 交互闪烁。
 安装有 ZD 时，将会进入 ZD 的系统安装模式，且 LED 不会闪烁。同时，未

连接发动机转速表时，不会进入气缸数设置模式、发动机转速表响应性设置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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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圧の差圧表示について
一般的な電子燃料噴射制御車では、
燃圧はプレッシャーレギュレーター
という装置により、インテークマニ
ホールド圧に対して燃圧が一定にな
るように設定されています。
左図で燃圧を 300kPa で設定した場
合、差圧表示を行わない燃圧計では、
ブースト 100kPa の時 400kPa を表示
します。差圧表示を行うと、300kPa
と表示します。

燃圧と吸気圧の関係燃油压力与进气压力的关系

大气压

【压差显示时】

【非压差显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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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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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燃油压力的压差显示
在普通电子燃料喷射控制车辆中，燃
油压力会通过被称为调压器的装置，
使其相对于进气总管压力保持一定的
状态。
左图中，设置燃油压力为 300kPa
时，不显示压差的燃油压力表在增压
为 100kPa 时显示为 400kPa。显示
压差时，将显示 30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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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 右 按钮后，气缸数将变为 1 → 2 → 3 → 4 → 5 → 6 → 8。
 按下 中 按钮后，气缸数将变为 8 → 6 → 5 → 4 → 3 → 2 → 1。
 若为 1 缸将指示 1000rpm，若为 4 缸将指示 4000rpm，若为 8 缸将指示

8000rpm。请根据车辆的气缸数设置数字。
4. 设置完成后，请将滑动开关返回上 或中 。

7 -5. 发动机转速表响应性设置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下 ）

安装有发动机转速表时设置发动机转速表响应性的模式。可从 3 种类型中进行
选择。
初始值 ：位置 1

 安装有 ZD 时，在 ZD 的系统安装模式中设置发动机转速表。ZD 的设置同样
适用于连接的发动机转速表。ZD 的操作方法请参照 ZD 的操作说明书。

请在观察指针动作的同时设置适宜的位置。

位置 1 响应性 ：快 1000rpm

位置 2 响应性 ：中等 2000rpm

位置 3 响应性 ：慢 3000rpm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下 。
2. 长按 左 按钮，进入气缸数设置模式。发动机转速表的报警 LED

与峰值 LED 交互闪烁。
 安装有 ZD 时，将会进入 ZD 的系统安装模式，且 LED 不会闪烁。同时，未

连接发动机转速表时，不会进入设置模式、发动机转速表响应性设置模式。
3. 于气缸数设置模式中长按 左 按钮后，将进入发动机转速表响应

性设置模式，报警 LED 与峰值 LED 亮灯。

4. 按下 右 按钮后，位置以 1 → 2 → 3 进行变化。
 按下 中 按钮后，位置以 3 → 2 → 1 进行变化。
 位置 1 指示 1000rpm，位置 2 指示 2000rpm，位置 3 指示 3000rpm。
5. 请将滑动开关恢复至上 或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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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设置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下 ）

通过设置任意报警值，当数值超过此值（若为液压、燃油压力则低于此值）时，
相应仪表内的报警 LED 将亮灯。安装有 ZD 时，ZD 中将显示报警设置画面。
仪表与 ZD 的报警值同时设置。同时，各 CR・RS 仪表的照明色可进行变更。
BF・A1 仪表及 ZD 无法变更照明色。

■报警初始值一览
设置范围

仪表 报警初始值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亮灯条件
涡轮 3.0 166.7 kPa -100 300 设置值以上

涡轮 2.0/1.2 100 kPa -100 200 设置值以上
进气压力 10 kPa -100 200 设置值以上

发动机转速表 7000 rpm 300 11000 设置值以上
液压 120 kPa 0 1000 设置值以下

燃油压力 150 kPa 0 600 设置值以下
油温 125 ℃ 0 150 设置值以上
水温 105 ℃ 0 150 设置值以上

排气温度 850 ℃ 0 1100 设置值以上

　 根据车辆种类及路况不同，即使在报警初始值以下（液压及燃油压力为初始
值以上）时也会对车辆造成损伤，因此安装时请与门店进行商谈，并对设置
值进行讨论。

7 -6-1. 报警值的设置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下 。
2. 按下 左 按钮后进入设置模式。
3. 按下 左 按钮后选择设置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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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机型 未选择机型

CR・RS 
仪表

报警 LED 闪烁 
表盘照明高亮度亮灯
（车辆灯饰 ON 时）

报警 LED 灭灯 
表盘照明低亮度亮灯
（车辆灯饰 ON 时）

BF 仪表
报警 LED 闪烁 

表盘照明高亮度亮灯
报警 LED 灭灯 

表盘照明低亮度亮灯
ZD 反转显示 不反转

注　记
 安装 CR・RS 仪表与 ZD，并将 ZD 的调光设置设置为 AUTO（自动调光）时，
无论车辆灯饰开关 ON/OFF，CR・RS 仪表的照明都将自动进行 ON/OFF。
于明亮的场所进行设置后，CR・RS 仪表的照明可能不会亮灯，所以请移动
到暗处或用手遮住 ZD 的调光传感器部分以挡住光线。

 未连接的机型将无法选择。选择顺序如下所示 ：

4. 在选择了希望设定的机型的状态下，按下 中 按钮后设置值变小，按
下 右 按钮后设置值变大。长按各个按钮时，设置值将快速改变。

 同时连接了涡轮流量计（3.0 或 2.0 或 1.2）与进气压力表时，涡轮流量计（3.0
或 2.0 或 1.2）的设置值将等于进气压力表的设置值。2 台仪表不可设置为不
同的值。显示相同的仪表不可同时连接。（例 ：2 台涡轮流量计 2.0)。

5. 请将滑动开关恢复至上 或中 。

7 -6-2. 报警蜂鸣器ON/OFF的变更

涡轮进气压力 发动机转速表

排气温度 水温 油温 燃油压力 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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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控制单元附带的 DIP 开关 1：通过滑动蜂鸣器的 ON/OFF 切换开关，
可设置发生报警时蜂鸣器的 ON/OFF 状态。开关操作音无法关闭。

 请在 IGN OFF 时进行 ON/OFF 的变更。
 ZD 的报警蜂鸣器设置通过 ZD 进行。请参照 ZD 的操作说明书。

7 -6-3. 照明色的变更

各 CR・RS 仪表的照明色可进行变更。BF・A1 仪表及 ZD 无法变更照明色。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下 。
2. 按下 左 按钮后进入设置模式。
3. 按下 左 按钮后选择设置的仪表。
4. 在选择了希望变更照明色的仪表的状态下，同时按下 中 按钮与
右 按钮后，照明色将发生改变。（请打开车辆的灯饰开关。）

  白表盘 ：蓝 ←→琥珀红
  黑表盘 ：白 ←→ 琥珀红
  初始设置 ：白表盘为蓝色，黑表盘为白色

 安装 CR・RS 仪表与 ZD，并将 ZD 的调光设置设置为 AUTO（自动调光）时，
无论车辆灯饰开关 ON/OFF，CR・RS 仪表的照明都将自动进行 ON/OFF。
于明亮的场所进行设置后，CR・RS 仪表的照明可能不会亮灯，所以需要移
动到暗处或用手遮住 ZD 的调光传感器部分以挡住光线。

5. 将滑动开关恢复至上 或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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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4. 涡轮流量计（3.0 或 2.0 或 1.2）及进气压力表的偏置调整
涡轮流量计在点火器 ON 的状态下会指向 0kPa，但因传感器的特性，指针会偶
尔稍微偏离 0 的位置。此时，可对指针的位置进行偏置调整。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下 。
2. 按下 左 按钮后进入设置模式。
3. 按下 左 按钮选择希望调整的涡轮流量计。
4.长按 左 按钮后，在发出“哔”的声音的同时调整完成。（指针表

示报警值。）
5. 将滑动开关恢复至上 或中 。

7 -7. 实时峰值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上 ）

在实施模式中显示至此为止行驶及怠速时的最大值的模式。液压及燃油压力切换

显示最大值与最小值。重置后，显示自该时间点起的峰值。即使进行压差显示时，
燃油压力表中也会显示燃油压力的峰值。

未连接液压及燃油压力时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
2. 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实时峰值模式。实时峰值模式中峰值 LED 亮灯。
3. 按下 中 按钮后返回实时模式。

连接液压及燃油压力传感器时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
2. 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实时峰值模式（高峰值），所有仪表显示最大值。

实时峰值模式（高峰值）中峰值 LED 亮灯。
3. 在高峰值显示中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实时峰值模式（低峰值），液压表

与燃油压力表显示最小值，除此以外的仪表显示最大值。实时峰值模式（低
峰值）中峰值 LED 亮灯。

4. 按下 中 按钮后返回实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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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实时峰值重置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上 ）

对至此为止行驶及怠速时的最大值（液压及燃油压力为最大值与最小值）进行重
置的模式。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
2. 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实时峰值模式。实时峰值模式中峰值 LED 亮灯。
3. 实时峰值模式中按下 右 按钮后，峰值 LED 将会闪烁，峰值将被

重置。重置后将返回实时模式。无论是低峰值或高峰值的显示，最大值与最
小值都将同时被重置。

7 -9. 记录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上 ）

对各仪表的行驶数据最长记录 3 分钟的模式。记录模式中可取消灯饰及切换压
差显示。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
2. 按下 左 按钮后进入记录模式，并开始记录。记录模式中峰值 LED 将

会闪烁。
3. 按下 左 按钮后记录结束，并返回实时模式。或在记录开始 3 分钟后

返回实时模式。
  参照7 -3-3. 照明及7 -3-4. 压差显示

7 -10. 记录峰值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上 ）

在记录中显示开始记录时间点后的最大值的模式。液压及燃油压力切换显示最大
值与最小值。即使进行压差显示时，燃油压力表中也会显示燃油压力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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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连接液压及燃油压力时
1. 在记录模式中按下 中 按钮后将进入记录峰值模式。记录峰值模式中

峰值 LED 将会亮灯。
2. 按下 中 按钮后将返回记录模式。此外，按下 左 按钮后将返

回实时模式。在记录开始 3 分钟后返回实时模式。

连接液压及燃油压力传感器时
1. 在记录模式中按下 中 按钮后将进入记录峰值模式（高峰值），所有仪

表显示最大值。记录峰值模式（高峰值）中峰值 LED 将会亮灯。
2. 在高峰值显示中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记录峰值模式（低峰值），液压表

与燃油压力表显示最小值，除此以外的仪表显示最大值。记录峰值模式（低
峰值）中峰值 LED 将会亮灯。

3. 按下 中 按钮后将返回记录模式。此外，按下 左 按钮后将返
回实时模式。在记录开始 3 分钟后返回实时模式。

7 -11. 播放模式（滑动开关位置：中 ）

播放已记录数据的模式。可进行暂停、逐帧播放、快进、倒退等操作。播放模式

中可取消灯饰。

 参照 7-3-3. 照明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中 。
2. 按下 左 按钮后将进入播放模式，播放已记录的数据。播放模式中峰

值 LED 将会闪烁。
3. 在播放种按下 左 按钮后播放结束，并返回实时模式。或在记录数据

结束后返回实时模式。

7 -11-1. 播放中的操作

・在播放时按下 中 按钮或 右 按钮后将会暂停。

・在暂停时按下 右 按钮后可逐帧播放，长按 右 按钮时可快进。

・在暂停时按下 中 按钮后可逐帧倒退，长按 中 按钮时可倒退。

・在暂停时按下 左 按钮后将恢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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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播放峰值模式（滑动开关：中 ）

在播放中显示记录中记录的数据中的最大值的模式。
液压及燃油压力切换显示最大值与最小值。播放峰值模式中也继续播放数据。

未连接液压及燃油压力时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中 。
2. 按下 左 按钮后将进入播放模式，播放数据。播放模式中峰值 LED 将

会闪烁。
3. 在播放中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暂停时亦可）
4. 按下 中 按钮后将显示记录数据中的峰值。
5. 按下 中 按钮后将恢复数据播放。或将滑动开关对准中 ，长按
左 按钮后返回实时模式。

　
连接液压及燃油压力传感器时
1. 将滑动开关对准中 。
2. 按下 左 按钮后将进入播放模式，播放数据。播放模式中峰值 LED 将

会闪烁。
3. 在播放中将滑动开关对准上 。（暂停时亦可）
4. 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播放峰值模式（高峰值），显示记录数据中的最大

值。
5. 在高峰值显示中按下 中 按钮后进入播放峰值模式（低峰值），液压表

与燃油压力表显示记录数据中的最小值，除此以外的仪表显示最大值。
6. 按下 中 按钮后将恢复数据播放。或将滑动开关对准 中 ，长按
左 按钮后返回实时模式。

■实时峰值、记录峰值、播放峰值的不同

实时峰值 记录峰值 播放峰值
显示模式 实模式 记录模式 播放模式

显示值 所有模式的峰值
以记录模式记录的

数据中的峰值

峰值的更新 所有模式中 记录模式中

峰值重置
实时峰值

模式中操作
于记录开始时

自动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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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故障分析

警告
 感觉有异常时，请立即关闭发动机请将车停于安全场所后，联系安装门店、
销售门店，接受并听从其指示。

　 若继续使用，则可能会引发重大事故。

■致安装企业

症　状 可能的原因 处理方法

○不工作。

○无法接通电源。

○ ADVANCE 控制

单元电源确认标志

不亮灯。

○电源线束配线错误。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 B、IGN、

GND 的配线。

○电源线束保险丝断开。 ○请在确认配线后更换保险丝。

○电子接头锁扣未关闭，或

发生接触不良。

○请确认电子接头的配线部分。

○ ADVANCE 控制

单元电源确认标志

闪烁。

○配线某处存在短路或开路

等问题。或仪表中存在异

常。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配线与仪

表。原因不明时，请委托销售

门店或安装门店进行检查。

○仪表的报警 LED

闪烁。

○传感器或传感器线束存在

短路或开路等问题。或仪

表与 ADVANCE 控制单

元间无法通信。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传感器、

传感器线束。原因不明时，请

委托销售门店或安装门店进行

检查。

○即使打开灯饰，CR

・RS 照明也未亮灯。

或 BF・A1 照明未

消光。

○ ILM 的配线错误。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 ILM 的配

线。

○电子接头锁扣未关闭，或

发生接触不良。

○请确认电子接头的配线部分。

○已取消灯饰。 ○请根据使用方法，解除取消灯饰。

○ ZD 的调光设置为 

AUTO，且周围明亮。

○请将 ZD 的调光设置变更为

MANUAL，或移动到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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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取了处理措施但仍未改善时，请通过购买的门店与本公司联系。

症　状 可能的原因 处理方法

○不执行结束模式。 ○ +B 的配线错误。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 B 的配

线。

○请确认电子接头＋ B 的配线部

分。

○在安装前未通电的

状态下，指针偏离

最下方。

○在搬运产品过程中仪表指

针发生移动。

○因步进电机的固有特性，有时

在未通电的状态下对仪表产生

较轻的冲击，指针会移动。使

产品工作后，请在关闭点火钥

匙时确认指针是否恢复到正下

方。

○未正常显示发动机

转速。

○发动机转速信号的配线错

误。

○请确认转速信号配线。

○请根据发动机转速表的操作说

明书、车速、发动机旋转信号

线束的配线方法确认配线。

○气缸数设置错误。 ○请阅读本书的“使用方法”，确

认气缸数设置。

○指示值低于原装仪

表。

○原装发动机转速表最大

会比实际发动机转速大

10% 左右。

○请确认与原装发动机转速表之

差最大是否在 10% 左右。本

仪表最为注重精度，因此几乎

不会与实际值产生误差。若为

10% 左右则属于正常。若差异

较大时请确认气缸数设置。

○出现串行错误 

显示。

○仪表与 ADVANCE 控制

单元间无法通信。

○请根据配线方法确认仪表线束。

○所有安装的仪表均

显示串行错误。

○ 1 个或以上的压力传感器

（涡轮、液压、燃油压力

传感器）发生短路。

○传感器故障时需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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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修理配件及可选配件・・

产品编号 修理配件产品名称
PDF07702H AD 电源线束 (1m)
PDF07707H AD 仪表线束（0.25m）
PDF07710H AD 仪表线束（2m）
PDF07807G AD 仪表支架 (52mm)

PDF08606G AD 仪表支架 (60mm)
PDF07808G AD 聚酯泡棉
PDF07809G AD 仪表 & ZD 附件
PDF14802G AD A1 正侧位置罩圈 (60mm)
PDF08607G AD BF 正侧位置罩圈 (60mm)
PDF14604S 涡轮传感器 (300kPa)
PDF06503S 涡轮传感器
PDF00703S 压力传感器
PDF00903S 温度传感器
PDF01103S 排气温度传感器
PDF01105G 排气温度传感器拟合
PDF06505H 涡轮传感器线束 (2.5m)
PDF08105H AD 液压传感器线束（3m)
PDF06603H 燃油压力传感器线束 (2.5m)
PDF05602H 油温传感器线束 (3m)
PDF05603H 水温传感器线束 (3m)
PDF06803H 排气温度传感器线束 (2.5m)
PDF09705H AD 车速、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 (2m)
PDF05005G 熔管（4A）  带 2 个

产品编号 选购配件
PDF07708H AD 仪表线束（0.5m）
PDF07709H AD 仪表线束（1m）
PDF06002H 涡轮传感器延长线束 (1m)
PDF06013H 压力传感器延长线束（1m）
PDF00707H 压力传感器延长线束（2m）
PDF06014H 温度传感器延长线束（1m）
PDF00906H 温度传感器延长线束（2m）
PDF01107H 排气温度传感器延长线束（2m）

DF09601 ADVANCE 指示器
DF09501 拟合套件

配件的详细信息请通过网站或客户咨询室进行确认。

 AD=ADVACE SYSTEM 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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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及售后服务
■关于保修单及保修规程
本产品中本书与保修单分开放置。同时，保修单背面记载有保修规程。本产品根
据保修规程的内容进行保修。请仔细阅读，并确认记载事项后，妥善保管。若不
出示保修单，即使在保修期内也不作为保修对象。

■保修期限
保修期限为购买后 1 年。购买时请确认保修单中填写有购买的销售门店。详细
内容请阅读保修规程。

 请勿自行修理，否则会发生危险。不仅无法保修，还会导致故障或引发事故。
 关于使用本产品而引起违反规定或事故等，若因错误配线等不属于本产品生
产不良而引起的车辆问题，本公司概不负责。

■生产日期
本产品的生产日期记载于主体下部或保修单的 QR 标贴上。

使用寿命为自销售日起3年。使用开始经过3年后，请委托销售门店或
附近的经销商进行定期检查。

■修理用性能部件的最少持有时间
本公司会在本产品停止生产后 3年内存有用于修理本产品的性能部件。（性能部
件是指保证该产品功能的必要部件）

■关于标签
贴于产品上的标签用于确认产品信息。
请切勿揭下。

■关于废弃方法
废弃产品时，请按照废弃物处理法以及所属自治体的规则进行处理。包装可进行
回收。（请参考包装上记载的回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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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次包装
委托检查产品时，请使用缓冲材料保护本产品，以免在运输途中使产品受到冲击。

■关于检查委托
安装后发现产品状态不良，或工作不良时请委托购买的销售门店进行检查。由于
Defi 产品将安装于车辆上，且需进行配线作业，因此本公司不接受直接来自客
户的检查委托。检查及修理请委托 Defi 产品的销售门店进行。

因搬家或销售门店关店等原因导致无法前往购买的销售门店时，请委托附近的
Defi 产品经销门店或咨询 Defi 客户咨询室。

 委托检查时，除产品外请务必出示保修单与客户信息。

购买并使用二手产品时，或购买二手车并使用已安装于车上的产品时，请务必通
过 Defi 检查（收费）后进行使用。此外，使用超过 5 年时也请通过 Defi 进行
检查（收费）。

安装后也请定期对产品主体、线束、传感器部位等进行定期检查，在确认没有异
常后小心使用。

■关于修理
需要修理时，在开始修理前请通过销售门店报告检查结果。在收到客户修理需求
的回复之后开始进行修理。修理费用及修理时间请咨询销售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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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
委托检查时，请告知门店负责人以下内容。

1. 客户的联系方式

　邮编号码、地址 ：

　姓名 ：

　电话号码 ：

　邮箱地址 ：

2. 购买门店与安装作业对象（联系方式）

3. 安装车辆的信息

　车型 ：

　年型 ：

　型号 ：

　发动机型号 ：

　排量 ：

　齿轮变速箱 (MT/AT) ：

　限制器断开 有　　无

　原装发动机转速表 有　　无　　

　更换发动机 有　　无　

　变更为公司外部点火系统 有　　无

　ECU 变更 有　　无

　传感器安装方法 ：

　其他规格 ：

4．使用的 Defi 产品
（安装有委托检查以外的产品时，也请通知该产品名称）

5．工作情况
何时？做什么时？哪个产品？结果如何？此后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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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安装方法（致安装企业）

■涡轮传感器安装（※安装在汽油车上的例子）

1) 为了尽可能缩短软管，用螺栓 (M6) 等将传感器固定在发动机室内
（无振动、发热的地方）。

2) 从稳压箱和燃油压力调节器之间获取进气压。
(A) 拆下脉动小的稳压箱侧的真空软管，与三通接头 (b) 或者 (a)

相连。
(B) 用软管连接稳压箱与三通接头 (a) 或者 (b)。
(C) 用软管连接传感器与三通接头 (c)。

接传感器线束

软管

三通接头

燃油压力调节器

稳压箱

用软管带或线束带固定（市售品）

传感器本体
※下方有气孔，请务必朝这个方向安装。

(c)

(b)

(a)

使用涡轮流量计 3.0 时，请准备
市面上销售的软管和三通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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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涡轮流量计 3.0 时，请使用市面上销售的、耐压 400kPa
以上的软管。如果使用耐压低的软管，行驶中软管可能破裂，引
起发动机破损，非常危险。
连接配管时，为了避免软管脱落，请用市面上销售的软管带或
者线束带固定连接部分如果在软管漏气或者脱落的情况下行
驶，可能引起发动机破损，非常危险。
不显示正常的进气压时，请立即关闭发动机，停用产品。可能获
取进气压的位置不对，或者软管脱落，泄漏。请再次确认配管。

警告

安装传感器时，请切实将与软管连接的部分朝下安装。
对于在稳压箱与燃油压力调节器之间有电磁阀的车型，请从螺
线管将三通接头装在稳压箱上。
有的车辆安装不上。有不明之处，请咨询销售店、经销商。
当附带的三通接头与车辆不符时，请另行准备与车辆相符的产
品。

注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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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安装・(请准备市售品的1/8PT传感器附件。)

安
装
传
感
器
时
︐

注
意
线
束
扭
绞

缠
密
封
胶
带

发动机

发动机

传感器附件
（市售品）

O形圈
（附带在市售品上）

传感器本体

→

传感器
接线束

螺纹大小1/8PT

拆下纯正油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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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螺纹大小为1/8PT。请使用螺纹大小为1/8PT的附件。
请先拧进传感器，安装传感器后，接在传感器线束上。

请勿将传感器安装在机油泵附近。也请勿直接安装在压力开关
上。无论何种情形，压力脉动都大，会瞬间超过满刻度的3
倍，存在影响传感器的风险。
安装传感器时，请避免传感器线束扭绞。否则传感器线束可能
断裂。
因安装作业漏掉多少机油，请务必补充多少。机油少可能导致
发动机过热。
为避免传感器引起机油泄漏，请在螺纹部缠密封胶带，切实安
装到位。此外，行驶前请务必检查传感器附件是否泄漏机油。
如果在机油泄漏的情况下行驶，可能引起火灾、发动机破损，
非常危险。为了防止传感器断线，请勿从传感器根部弯折线
束，将其笔直引出。此外，请务必用市面上销售的束线带等，
将带防水接头的传感器侧固定在车体上。

警告

注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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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安装・(请准备市售品的1/8PT・T字形接头、市售品的1/8PT软管活接。）

燃油压力调节器

T字形接头
（市售品）

燃油回流管
（低压）

软管活接
（市售品）

供油管（高压）

用软管带固定
（市售品）

缠密封胶带

传感器本体

传感器
接线束

↑

螺纹大小1/8PT

安装传感器时
注意线束扭绞

※请切割供油管，安装软管活接。
※有时供油管内部材料为树脂等的软管活接无法
　固定，切割供油管前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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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传感器时，请避免传感器线束扭绞。否则传感器线束可能
断裂。
切割供油管前，请务必打开供油口，降低油箱内的压力。否则
燃油可能会喷出，非常危险。
切割供油管前，请务必先进行除电处理，然后进行作业。否则
燃油可能引火，非常危险。
切割供油管前，请戴上保护眼镜，防止燃油损伤眼睛，然后进
行作业。
为了避免引起燃油泄漏，安装传感器时，请在螺纹部缠密封胶
带，用市面上销售的软管带固定市面上销售的软管活接和供油
管。此外，行驶前请务必检查铁管和软管活接是否泄漏燃油。
如果在燃油泄漏的情况下行驶，可能引起火灾、发动机破损，
非常危险。
为了防止传感器断线，请勿从传感器根部弯折线束，将其笔直
引出。此外，请务必用市面上销售的束线带等，将带防水接头
的传感器侧固定在车体上。

警告・

请务必将传感器安装在燃油箱到燃油压力调节器之间的供油管
（高压）侧。
※如果安装在燃油压力调节器后端的回油管（低压）侧，得不到

正确的燃油压力。
传感器的螺纹大小为1/8PT。请使用螺纹大小为1/8PT的软管活
接和T字形接头。
请先拧进传感器，安装传感器后，接在传感器线束上。

注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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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安装・(请准备市售品的1/8PT传感器附件。)

安
装
传
感
器
时

注
意
线
束
扭
绞

缠
密
封
胶
带

传
感
器
附
件
︵
市
售
品
︶

拆
下
纯
正
油
芯

发动机

发动机

O形圈  
（附带在市售品上)

传感器本体

→ 传感器
接线束

螺纹大小1/8PT

请勿将传感器安装
在侧面。
传感器安装部的孔
深至少需要30mm
以上。

安装传感器时，请避免传感器线束扭绞。否则传感器线束可能
断裂。
因安装作业漏掉多少机油，请务必补充多少。机油少可能导致
发动机过热。
为避免传感器引起机油泄漏，请在螺纹部缠密封胶带，切实安
装到位。此外，行驶前请务必检查传感器附件是否泄漏机油。
如果在机油泄漏的情况下行驶，可能引起火灾、发动机破损，
非常危险。
为了防止传感器断线，请勿从传感器根部弯折线束，将其笔直
引出。此外，请务必用市面上销售的束线带等，将带防水接头
的传感器侧固定在车体上。

注　记
传感器的螺纹大小为1/8PT。请使用螺纹大小为1/8PT的附件。
请确保传感器安装部的孔深至少30mm以上。
请先拧进传感器，安装传感器后，接在传感器线束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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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安装・(请准备市售品的1/8PT传感器附件。)

散热器

用软管带固定（市售品）

缠密封胶带

传感器本体
　传感器
→接线束

螺纹大小1/8PT

安装传感器时
注意线束扭绞

上
软
管   

传
感
器

附
件︵
市
售
品
︶

※切割上软管，为了
防止积气，将传感
器附件朝下或者朝
侧面安装。

安装传感器时，请避免传感器线束扭绞。否则传感器线束可能断裂。
因安装作业漏掉多少冷却水，请务必补充多少，然后排气。冷
却水少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
进行传感器安装作业时，为了避免引起漏水，请缠密封胶带，
用市面上销售的软管带固定市面上销售的传感器附件和上软
管。此外，行驶前请务必检查软管和传感器附件是否漏水。如
果在漏水的情况下行驶，可能引起发动机破损，非常危险。
为了防止传感器断线，请勿从传感器根部弯折线束，将其笔直
引出。此外，请务必用市面上销售的束线带等，将带防水接头
的传感器侧固定在车体上。

注　记
传感器的螺纹大小为1/8PT。请使用螺纹大小为1/8PT的附件。
请先拧进传感器，安装传感器后，接在传感器线束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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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排气歧管上开设 1/8PT 的螺纹孔。（壁薄的，进行焊接）
2) 拆散拟合套件请注意，不要遗失里面的管接头。
3) 将拟合套件 (a) 安装在排气歧管的开孔处。
4) 将传感器穿过拟合套件 (b) 与管接头。
5) 将传感器的前端插进拟合套件 (a)。此时，请将传感器前端部分
　 调到排气歧管等的内径中心处。
6) 紧固拟合套件 (b)。 

■排气温度传感器安装

在发动机发烫时，请不要安装。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安装传感器时，请避免切屑等残留在排气管、增压器等的内部。
否则可能引起排气管、增压器、发动机破损，非常危险。

警告・

注　记
拟合套件的螺纹大小为1/8PT。请用1/8PT的丝锥，加工螺纹牙。
请先拧进传感器，安装传感器后，接在传感器线束上。

螺纹大小1/8PT排气歧管

加工，开孔(1/8PT)

接传感器线束

拟合套件(b)
管接头

排气温度传感器

拟合套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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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车速和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方法

1) 将蓝线(TA)接在车辆的ECU的TA信号上。
2) 使用ADVANCE ZD时，将绿线(SP)接在车辆的ECU的SP信号

上。不使用时，对绿线进行绝缘处理。
3) 在产品的安装和配线结束后，依据ADVANCE 控制单元操作说

明书上的使用方法，设置气缸数和响应性。

绿线：使用ADVANCE ZD时，接在ECU的车速信号上。

蓝色：接在ECU的发动机转速信号上。

SP

TA

接在 ADVANCE 控制单元上

发动机转速信号需要满足下图的脉冲波形 V1、V2 的条件。

请对不使用的线切实进行绝缘处理。
注意

脉冲波形 V1：4V 以上
V2：1V 以上

时间

V
1

V
2

电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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