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

本产品是与 Defi-Link ADVANCE Control unit（ADVANCE 控制单元）
一起使用的产品。只有本产品不会工作。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购买另售的
ADVANCE 控制单元，并阅读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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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若不回避，则存在导致人员死亡或重伤的危险性。
表示若不回避，则存在导致人员死亡或重伤可能。
表示若不回避，则存在导致人员轻伤或中度残疾可能。

【场景A】不到①设置的转速时
报警LED处于熄灭状态。蜂鸣器不鸣响。指示灯处于熄灭状态。
【场景B】达到①设置的转速以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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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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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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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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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安装橡胶顺着安装带内侧的槽进入。【图2】

报警LED闪灭，蜂鸣器发出“哔-”音。指示器的LED点亮红灯
※当ADVANCE 控制单元的蜂鸣器设为OFF时，蜂鸣器不鸣响。
①初始值：7000rpm

3） 使用隔圈、螺栓、垫圈、弹簧垫，将安装五金件临时固定在安装带上。此时，不使
用六角扳手，用手轻轻紧固螺栓。【图3】

②初始值：8500rpm

发动机转速

高

场景

【场景A】

【场景B】

【场景C】

报警LED

熄灭

点亮

闪灭

蜂鸣器（控制单元内）

无

无

哔-

指示器（另售）

熄灭

绿色点亮

红色点亮

【图3】将安装带临时固定在安装五金件上

各部位名称、尺寸(mm)
仪表

9.9

另售：Φ80转速表
专用指示器
产品编号：PDF07108I

标签

8） 用附带的自攻螺钉将安装五金件固定在安装位置。

指示器
（另售）用
连接器

9） 再次将指示器、仪表嵌入安装带。请分别考虑想安装的位置、仪表的方向，然后嵌
入。
10） 在后盖内侧的正中间，贴双面胶。【图1】【图6】
11） 将指示器线束从外侧穿过后盖背面的任意孔，接在仪表背面的连接器上。【图7】

仪表线束用连接器
30.1

安装五金件 进深50×横宽44

14） 使用隔圈、螺栓、垫圈、弹簧垫，将嵌入了仪表的安装带安装在安装五金件带上。
※根据安装位置的不同，有的难以安装。请注意，不要强行拉扯线束，或者使部件
碰撞车辆等。

请切勿撕下标签。

指示器（另售）

正侧位置罩圈 (另售)
嵌入仪表前面的装饰圈。
BF用 产品编号：PDF07105G
A1用 产品编号：PDF15502G

12） 将后盖盖住仪表。此时，为使仪表线束的连接器从盖的外侧插进去，请将“穿过仪
表线束的孔”的位置对准仪表背面的连接器位置。将指示器线束放进后盖中，可顺
利接线。【仪表装配完成例子】
13） 将仪表线束接在仪表背面的连接器上。【仪表装配完成例子】

内部保护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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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LED（红）

7） 在安装五金件背面贴双面胶。【图1】【图6】

产品编号：PDF07108I
78

【图6】双面胶的使用方法
贴在后盖内侧

15） 用六角扳手松开螺栓请决定仪表的角度，牢牢紧固，以免晃动。【图8】

线束20cm
29.7

仪表装配完成例子 ※指示器另售。

注意

贴在安装五金件背面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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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连接指示器线束
从后盖外
侧穿过线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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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规格

【图9】安装五金件尺寸图（实际尺寸大小：mm）

50
30

指示器线束

Φ6.4穴
【图8】用六角扳手紧固螺栓

8.4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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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带可上下4mm移动

穿过仪表线束的孔

安装方法（致顾客、安装企业）
连接车速和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方法

■电源电压
■消耗电流

10V～16V DC(12V车专用)
■照明色 BF：白/琥珀红/蓝
连接7台仪表时的最大值
※不能切换照明色。
+B线
2A(IGN ON时)
A1： 白
5mA(IGN OFF时)
指示器（另售）：报警设置1为绿色
ILM线 800mA
报警设置2为红色
■支持气缸数 1、2、3、4、5、6、8（四冲程）
■温度范围(均在80%湿度以下)
保存温度范围
使用温度范围
仪表
－30 ～ ＋80℃
－20 ～ ＋60℃
指示器（另售） －30 ～ ＋80℃
－20 ～ ＋60℃

产品名称
Defi-LINK ADVANCE 控制单元

车速和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2m)
仪表线束(0.5m)

1
1
1
1
1
1

BF 蓝色款型
A1
DF11033 DF15531

重量
640g

件

名

件

个数
1
1
1
2
2
2

隔圈
聚酯泡棉
双面胶
自攻螺钉
电子接头

名

个数
1
1
1
2
1

请参照ADVANCE 控制单元的操作说明书安装。
请对不使用的线切实进行绝缘处理。

有关使用方法、故障分析、修理配件、选购配件、质保和售后服务，在ADVANCE 控制单元操
作说明书上有记载。请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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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BF 琥珀红款型
DF11032

操作说明书（本书）
保修单
安装五金件
M6螺栓
弹簧垫
垫圈

V1：4V 以上
V2：1V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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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由以下的部件构成。安装前请确认部件。

个数

蓝色：接在ECU的发动机转速信号上。

时间

部件表
名

TA

脉冲波形

仪表工作需要ADVANCE 控制单元。
1台ADVANCE 控制单元最多可控制7台仪表。
可在Φ80转速表上安装另售的专用指示器(产品编号：PDF07108I)。

仪表本体
后盖
安装带
安装橡胶

绿线：使用ADVANCE ZD时，接在ECU的车速信号上。

发动机转速信号需要满足下图的脉冲波形 V1、V2 的条件。

产品编号
DF07731

BF 白色款型
机型名称
显示范围
发动机转速表 0 ～ 11000rpm DF11031

SP

接在 ADVANCE 控制单元上

产品线

件

6） 先从安装五金件上拆下安装带，从安装带上拆下仪表、指示器。
【图4】将指示器、仪表嵌入安装带

【图5】可安装指示器的范围囲

峰值LED（蓝）

4） 安装指示器（另售）时，将指示器嵌入安装带，使仪表穿过安装带。此时，请决定
将指示器大致装在哪个位置。可在不与安装五金件和螺栓接触的范围内，调节指示
器的安装角度。【图4】 【图5】 ※请注意，放手后仪表可能倾倒。
5） 在将仪表嵌入安装带的状态，决定仪表的安装位置，在安装部分（仪表盘）做安装
五金件的外形和螺纹孔的位置标识。在螺纹孔的位置做标识时,请参照以下的安装五
金件尺寸图.【图9】
※为了确认安装处有无足够的空间，请在装配仪表、指示器等必要的部件的状态，
决定安装位置。
※请注意，倾斜仪表时，仪表碰触安装五金件可能造成损伤。

警告

注

1） 将聚酯泡棉粘贴在仪表周围。【图1】
※请注意，触摸仪表的玻璃部分会留下指纹。

【图2】嵌入安装橡胶

【场景C】达到②设置的转速以上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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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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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侧位置罩圈(另售)

报警LED点亮蜂鸣器不鸣响。指示器的LED点亮绿灯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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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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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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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五金件
将安装五金件有长孔的一端置于后方。

双面胶

116

危险

自攻螺钉

■报警显示

30°

安装作业注意事项（致安装企业）

隔圈

安装橡胶

V2

该记号表示使用者需要注意存在可能性的潜在危险。
本记号表示不得实行的“禁止”事项。
本记号表示必须实行的“强制”事项。

M6螺栓

仪表

转速表②（初始值：8500rpm） 报警 LED：闪灭 / 指示器：红色点亮

V1

注意内容所表示的性质

垫圈
弹簧垫

聚酯泡棉

※不能将①的值设得比②高。不能将②的值设得比①低。
※ADVANCE Φ80转速表专用指示器与ADVANCE指示器不同。不能将ADVANCE指示器接在Φ80转速表上。

关于操作（致客户）

※2 ：
“轻度或中度伤害”是指需要住院治疗或长期就医的情况。

禁止
强制

转速表①（初始值：7000rpm） 报警 LED：闪灭 / 指示器：绿色点亮

表示与人身伤害无关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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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面胶

设置报警时的报警LED与指示器（另售）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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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器（另售）

※未连接的机型不会被选择。

■报警设置
设置报警中，无论灯饰是ON还是OFF，被选择的仪表的表盘照明高亮度点亮，报警LED闪灭，未被选择的仪表的表盘照
明低亮度点亮，报警LED熄灭。有关设置报警值的方法，请一并阅读ADVANCE 控制单元附带的操作说明书“设置模式
/报警值的设置”。

电压

危险
警告
注意
注 记

注

安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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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使用相关注意事项【请务必阅读】

后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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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轮 / 进气压力 → 转速表① → 转速表②
↑
↓
排气温度 ← 水温 ← 油温 ← 燃油压力 ← 液压

Φ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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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80发动机转速表专用指示器、正侧位置罩不包含在本产品中。安装时需要另行购买。
【图1】 仪表装配总图
遵照本体和以下步骤，安装仪表本体。

■设置报警时选择仪表的顺序

Φ80

Defi-Link Meter ADVANCE A1 Tachometer80
品番：DF15531

Φ80转速表可设置2级报警。设置任意报警值，当数值超过此值时，仪表内的报警LED点亮或闪灭。此外，当ADVANCE 控制单元
的蜂鸣器设为ON时，蜂鸣器鸣响。连接了ADVANCEΦ80专用的指示器（另售）时，指示器与报警LED同步，分绿色和红色2级点
亮。

41.6

Defi-Link Meter ADVANCE BF Tachometer80
品番：DF11031～DF1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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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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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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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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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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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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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76.6

Φ80发动机转速表专用 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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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仪表的方法

关于Φ80转速表连接时的报警

Φ86.8

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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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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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Link Meter ADVANCE BF·ADVANCE A1 Φ80发动机转速表 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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