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

表示若不避免将会出现人员死亡或受重伤等危险情况。

警告

表示若不避免将可能导致人员死亡或受重伤。
表示若不避免将会导致人员受轻伤或中度残疾。
表示不会造成人身伤害的重要信息。

※1：
“ 重度伤害 ”是指失明、
受伤、
烧伤、
骨折、中毒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以及需要住院或长期就
诊进行治疗的症状。

峰值LED(蓝)

开关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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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配线作业中切断线束时，请勿一次性切断多根线束。请务必逐一进行切断。一
改造及拆解
次性切断所有线束可能会导致车辆控制器等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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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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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线时请务必确保不会对现有配线产生影响。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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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V
请勿将1个保险丝用于多个仪表中。各个仪表的IGN与+B线中均需要1个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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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仪表盘的副驾驶侧以及中央位置嵌入仪表。否则无法通过车
辆安全标准。
请注意不要在配线时夹入车体或螺丝部位等。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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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点火系统等
的噪音会导致仪表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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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舱内进行分叉配线时，请切实进行防水处理。
请佩戴手套，防止在焊接时发生烧伤，或被配线、部件的端面、尖头部分等割伤手。
请避免在热量聚集或淋水的地方安装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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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遮挡阳光。
清理时请使用干燥柔软的布进行擦拭。若使清洁剂以外的液体等会导致故障，因此请勿使用。

注记

90°
以上
请避免仪表向前倾。机油可能发生泄漏。A的角度必须在90度以上。
请务必按照本书的指示进行安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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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或拆卸原装部件时，请确认汽车生产商发行的维修书。
进行电源配线前，请确认分岔的车辆配线的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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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对电视显示产生影响。
取下蓄电池的负(-)电极后，拥有记忆功能的音响或时钟的记忆内容将会被擦除。作业结束
后，请根据各操作说明书进行重新设置。
指针会从正下方开始移动，这并非异常。通电后会正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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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80

▼开关

②开关

线束45cm

23.7

指示器

2) 将安装橡胶贴在安装带内侧槽上。【图2】

78

3) 使用垫板、螺栓、垫圈、弹簧垫圈将安装五金件临时固定在安装带上。此时无需使
用六角扳手，只需用手轻轻拧紧螺栓。【图3】

50

4) 将开关插入开关固定支撑件中。【图1】
※在仪表以外的地方安装开关时，请勿使用开关固定支撑件。

仪表组装完成示例

92.1
72.5
【图4】将指示器、
开关固定支撑件、仪表嵌入安装带中

主要特点（到客户）

源
耗

电
电

压
流

照明色
动作温度范围
保存温度范围
对应气缸数
对应发动机转速脉冲

指示器
线束

电源及发动机转速
信号线束

发动机转速信号输入(蓝线)
V1) 4.0V以上
V2) 0～1.5V

【图7】连接指示器线束
线束均从
仪表支架
外侧通过

14) 将开关线束连接在仪表背面的连接器上。收纳至后盖背面槽内后配线将会更为干
净。【各部位名称、仪表组装完成示例】
15) 将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连接在仪表背面的连接器上。【各部位名称、仪表
组装完成示例】
16) 使用垫板、螺栓、垫圈、弹簧垫圈将嵌入有仪表的安装带安装在安装五金件上。
※部分安装位置可能难以安装。请注意不要强行拉拽线束，或让零件碰撞车辆等。

【图8】使用六角扳手拧紧螺栓

用于穿过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孔

安装方法（到安装企业）
警告
进行安装及操作时，请仔细阅读“安全及使用相关注意事项”，安全正确地进行安装。错误的安装部位及安装方法会
导致脱落、车辆破损，从而造成危险。

【图9】安装五金件尺寸图（实际尺寸大小：mm）

注意

个数

13) 将后盖盖上仪表。此时，请将“穿过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孔”的位置对
准仪表背面连接器位置，确保开关线束与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连接器从外
壳外侧插入。指示器线束收纳至后盖内之后配线将会更为干净。【各部位名称、仪
表组装完成示例】

开关线束
收纳用槽

本产品由下述零件构成。安装前请确认零件。
同时，故障时会有修理配件销售，请咨询Defi产品经销门店。

1
1
1
1
1
1
1
1
1

【图6】双面胶的使用方法
粘贴在后盖内侧

12) 将指示器线束从外侧向后盖背面任意孔中穿过，并与仪表背面的连接器连接。同
样，开关线束也从后盖外侧穿过任意孔。【图7】【各部位名称、仪表组装完成示
例】

17) 使用六角扳手拧紧螺栓。请决定仪表角度，牢牢拧紧，不让其松动。【图8】

开关
线束

表（到客户、安装企业）
名

10) 再次将开关固定支撑件、指示器以及仪表嵌入安装带中。请考虑各别希望安装的
位置以及仪表朝向进行嵌入。
※不在仪表上安装开关时，请勿在安装带上安装开关固定支撑件。

粘贴在安装五金件背面

时间

品

9) 使用附带的自攻螺丝将安装五金件固定在安装位置。

用于穿过指示器线束或
开关线束的孔
用于穿过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孔

DC10V～15V（12V车专用）
+B(红)线
MAX 0.4A (暗电流 0mA)
IGN(橙)线 MAX 0.4A
ILM(白)线 MAX 2mA
表盘、开关均为白色
－20 ～ ＋60℃（湿度80％以下）
-30 ～ +80℃（湿度80％以下）
1、2、3、4、5、6、8
条件为发动机转速信号波形满足下述图表。

①仪表主体
②开关(线束45cm)
③后盖
④安装带
⑤安装橡胶
⑥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2.2m)
⑦指示器(线束20cm)
⑧安装五金件
⑨开关固定支撑件

8) 在安装五金件背面粘贴双面胶。【图1】【图6】
【图5】开关、指示器的可安装范围

安装带可上下移动4mm

0～1.5V

件

6) 在安装带上嵌入仪表的状态下决定仪表的安装位置，在安装部分(仪表盘等)上标记
安装五金件的外形与螺丝孔位置。标记螺丝孔位置时，请参照如下安装五金件尺寸
图。【图9】
※为确认安装的地方是否拥有足够空间，请在组装仪表、指示器、开关等所需零件
的状态下决定安装位置。
※倾斜仪表时，仪表碰撞安装五金件会划伤，敬请注意。
7) 临时将安装带从安装五金件上取下，并从安装带上取下仪表、开关固定支撑件以及
指示器。

69.2

电压
4.0V以上

零

5) 将开关固定支撑件与指示器嵌入安装带中，并将仪表穿过安装带。此时请大致决定
开关与指示器的安装位置。开关与指示器可在安装五金件与螺栓不接触的范围内调
整安装角度。【图4】【图5】
※放手后仪表会倒下，敬请注意。
※不在仪表上安装开关时，请勿在安装带上安装开关固定支撑件。

11) 在后盖内侧正中央粘贴双面胶。【图1】【图6】

产品规格（到客户、安装企业）
电
消

【图3】将安装带临时固定在安装五金件上

线束20cm

※Φ80发动机转速表专用。

■通过使用步进电机 "STEP MASTER STS26A” 实现流畅运行
■通过最大偏转角270度确保高可见性
■通过IGN ON唤醒的自发光式仪表
■使用高亮度LED的美观照明
■使用光芒如同闪电般的开机/结束显示
■专用台与仪表支架附带
■搭载白天夜晚5段调光功能
■通过声音与光亮进行警告的双重报警
■附带专用大型指示器
■搭载峰值记忆功能
■附带可装卸专用开关

⑮双面胶

1) 在仪表周围粘贴聚酯泡棉。【图1】
※触碰仪表玻璃部分时会沾上指纹，敬请注意。

【图2】嵌入安装橡胶

35°

请勿将产品安装在淋水或潮湿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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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丝熔断时请立即停止产品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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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电源线束保险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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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影响仪表精度。
产品发生故障或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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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430g
460g
440g
500g
340g
760g
760g

⑧安装五金件
安装五金件的长孔在后侧。

⑨开关固定支撑件

30°

实施安装作业前（到安装企业）

⑯自攻螺丝

111.6～115.6

该符号表示必须做的“ 强制 ”事项。

30

29.7

显示范围
Φ60
Φ80
-100kPa～+200kPa
DF16631
0～1000kPa
DF16831
30～150℃
DF16931
200～1100℃
DF17031
10～15V
DF17131
0～9000rpm
DF17231
0～11000rpm
DF17331

⑩M6螺栓

⑬垫板

15.7

产品线（到客户）
尺寸
涡轮流量计2.0(TURBO)
压力表(PRESS.)
温度表(TEMP.)
排气温度表(E.G.T.)
电压表(VOLT)
发动机转速表9000rpm
发动机转速表11000rpm

⑪弹簧垫圈

①仪表

▲开关

注记

V2

该符号表示不得为止的“ 禁止 ”事项。

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用连接器
安装五金件

31.4
27

不与Defi-Link系统或ADVANCE系统链接。
产品显示为参考值。请根据原装仪表的指示驾驶。
安装后也请定期进行检查，并充分注意进行使用。根据使用环境与条件，其耐久性可能会减弱。
报废时，请遵照各自治体的指示。
本产品的照明使用了高亮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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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怠速熄火车，因为怠速熄火时蓄电池电压降低有时会在发动机恢复启动时使产品的电
源关闭/打开，但这不是产品的异常。
对应气缸数为1、2、3、4、5、6、8缸4冲程。详情请参照规格。柴油车中不显示发动机转速。

V1

该符号表示用户需要注意的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

58

⑫垫圈

⑭聚酯泡棉

开关用连接器

30.1

报警LED(红)

※2：
“ 轻度或中度伤害 ”是指需要住院或长期就诊进行治疗的症状。

注意内容所表示的性质

Φ76.6

Φ86.8

⑤安装橡胶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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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
连接器不同锁扣位置也会有所差异，敬请注意。
因使用本产品或故障而发生的直接及间接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敬请知悉。

⑮双面胶

品

名

个数

⑩M6螺栓
⑪弹簧垫圈
⑫垫圈
⑬垫板
⑭聚酯泡棉
⑮双面胶
⑯自攻螺丝
⑰电子接头

2
2
2
1
1
1
2
5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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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造成零件相互碰撞或摩擦。否则会被划伤或划伤其他零件。

步骤1

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

44

本产品用于显示车辆信息。在安装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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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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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注记 ”记载了虽然不会造成人身伤害，但若不遵守会导致物品损坏或故障的重要信息。
请在仔细阅读内容，并充分理解后进行使用。

⑦指示器

Φ6.4孔

1) 请取下车辆蓄电池的负(-)电极。
2) 如下图所示对各条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进行配线。
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2.2ｍ）
熔管1A

8.4

6.4

安全及使用相关注意事项【请务必阅读】

④安装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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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后盖

指示器用
连接器

φ32.2

非常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到客户及安装企业：使用前请务必熟读本说明书的全部
内容，安装后也请妥善保管，并确保正确使用。

标签

安装仪表

【图1】 仪表组装整体图
根据本图与如下步骤安装仪表主体。

请勿揭下标签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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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及拆解
态时，请勿使用。万一发生这样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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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由购买本产品的销售门店或经销商安装。客户安装可能引起故障或事故。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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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Racer Gauge N2Φ80发动机转速表
产品编号 DF17231, DF17331

仪表

步骤3

26.7

Φ80发动机转速表专用

警告

41.6

RGN2TA-C: 18.11-1

注意
注 记

尺寸(mm)、各部位名称（到客户、安装企业）

关于操作（到客户、安装企业）

操作说明书

红线：+B（永久电源、始终到12V的线）
黑线：GND （到地线、蓄电池负电极）

除上述外，包装中还有操作说明书(本书)、保修单，请妥善保管，避免丢失。

橙线：IGN (通过点火器ON到12V的线)
白线：+ILM (通过照明、前位灯ON到12V的线)

修理配件（到客户）

蓝线：发动机转速信号输入

品

名

产品编号

Φ80后盖套件（后盖ｘ1、聚酯泡棉ｘ1）

PDF07101G

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

PDF12010H

Φ80安装带套件（安装带ｘ1、安装橡胶ｘ1）

PDF07103G

Φ80安装五金件套件（安装五金件ｘ1、M6螺栓ｘ2、弹簧垫圈ｘ2、
垫圈ｘ2、垫板ｘ1、自攻螺丝ｘ2）

PDF07104G

带2个电源线束用熔管(1A)

PDF07113G

3) 请连接车辆蓄电池的负(-)电极。

步骤２
1)
2)
3)
4)
5)

配线确认

仪表主体背面连接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的连接器。
请打开点火钥匙，确认开机显示动作(仪表照明点灯，指针移动)。
请打开前位灯，确认仪表照明变暗。
请关闭点火钥匙，确认结束显示动作(指针归零，仪表照明熄灭)。
下一步中将在车辆上安装仪表主体，因此临时从仪表上取下电源及发动机转速信号线束。

步骤4

最终确认及设置

1) 确认仪表切实固定后，请对车辆发动机进行ON/OFF，确认仪表的动作、照明、发动机转速信号输入。
※启动发动机之前，请确认脚边是否掉落工具，车辆周围是否安全。
2) 请在阅读如下使用方法后设置气缸数等。由客户设置时请将本操作说明书交给客户。

②报警设置模式

使用方法（到客户、安装企业）
此处，2个开关如下描述。

上部开关(▲/SET-2/PEAK) → ▲开关或

在实时模式中按下▼开关2秒以上时，将转移至报警设置模式SET1。为报警设置模式SET1时，报警LED
将会如下图“哒、哒、哒”地闪烁。
LED闪烁

时间轴

配合安装仪表的车辆设置气缸数的功能。

报警设置

任意设置报警值的功能。可设置SET1与SET2两点。

蜂鸣器设置

提高报警设置时按下▲开关。每次按下时将会缓缓提高，长按则会快速提高。降低报警设置时按下▼开
关。同样，每次按下时将会缓缓降低，长按则会快速降低。

超过报警SET2的设置值时设置鸣响/不鸣响蜂鸣器的功能。

开机及结束模式

与点火器ON/OFF联动，进行使用照明及指针的开机/结束显示。
上升

实时模式

行驶过程中及怠速过程中实时显示发动机转速。

报警模式

根据报警设置模式中设置的值，通过报警LED或蜂鸣器等通知报警。

峰值模式

显示行驶过程中所记录峰值的功能。实时模式中与峰值模式中始终记录峰值。还可重置峰值。

调光

调整仪表照明亮度的功能。除了随灯饰ON而减光之外，还可通过白天5段、夜晚5段＋取消减光1
段来调整亮度。

下降

感到异常后，请马上停止发动机，务必进行检查。如果不检查继续使用，可能引发重大事故。
请委托销售门店或经销商进行检查。客户作业可能引起故障或事故。
使用中，或者设定和操作阶段发生故障时，或者处置后也未得到改善时，请咨询安装门店、销售店。
症

报警LED

长按

1.功能

可能的原因

处理方法

○不工作。
○无法接通电源。

状

○电源线束配线错误。
○电子接头锁扣未关闭，或发生接触不
良。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B、IGN、GND的配线。
○请确认电子接头的配线部分。

○发动机转速未正常显示。

○发动机转速信号配线错误。
○安装模式的气缸数设置错误。

○请根据Web网站的适用车型搜索确认配线。
○请浏览使用方法，确认气缸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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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确认电源配线后咨询销售门店或本公司客户
咨询室。

○不执行结束模式。

○电源线束保险丝断开。

5秒以上未进行开关操作时，报警设置模式SET1将会自动结束。
※可设置转速为，从500rpm至表盘最大刻度的范围。
※请设置低于SET2设置值的值。
若报警设置值SET1的设置高于SET2时，
→SET2的设置转速将变为与SET1设置转速相同的值。
例) SET2为6000rpm时，若SET1设置为7000rpm，则SET2也会变为7000rpm。

○前位灯ON后照明也未减光。

○调光设置变为取消减光（夜晚模式中最
为明亮的设置）。
○电源线束配线错误。

○请确认调光设置是否变为取消减光(按下▼开关)。
○请根据安装方法确认ILM的配线。
○请确认电子接头的配线部分。

○指示值略低于原装仪表。

○原装发动机转速表最大会比实际发动机
转速高10%左右。

○请确认与原装发动机转速表之差最大是否为10%
左右。本仪表最重视精度，因此对于实际值几乎
没有误差。若为10%左右则属于正常。出现较大
不同时请确认气缸数设置。

○以与所设置报警转速不同的转
速显示报警。

○变更报警设置时，变更SET1点高于
SET2点，或变更SET2点低于SET1
点。

○变更报警设置时，变更SET1点高于SET2点，或变
更SET2点低于SET1点时，设置报警值将会发生改
变。请在确认使用方法后再次进行报警设置。

2.开关操作一览
通过实时模式中的开关操作进行移动的模式一览。除峰值模式与调光功能以外，若5秒以上未进行开关操作将返回实时模
式。

【B】报警设置模式 － SET2

实时模式

在实时模式中按下▲开关2秒以上时，将转移至报警设置模式SET2。为报警设置模式SET2时，报警LED
将会如下图“哒哒、哒哒”地闪烁。
LED闪烁

同时长按
2秒以上

按下▼开关
2秒以上

长按▲开关
2秒以上

按下▲开关

按下
▼开关

安装模式

报警设置模式
SET1

报警设置模式
SET2

每按下峰值

调整功能

时间轴

报警LED

长按

模式开关
相应改变
一段亮度

峰值
得到重置
返回实时模式

返回实时模式

设置值下降
长按后快速下降

设置值上升
长按后快速上升

设置值下降
长按后快速下降

设置值上升
长按后快速上升

气缸数设置

报警设置

蜂鸣器的
SET2
设置
ON/OFF

模式变更后的操作

上升

下降
返回实时模式

返回实时模式

请务必进行设置。若不设置则无法正常运行。
请在停车状态下进行设置。

注记

①安装模式
设置气缸数与蜂鸣器。气缸数初始设置为4气缸。非4气缸车辆请按照如下步骤变更设置气缸数。蜂鸣器的初始设置为ON。
※在取下蓄电池后气缸数设置、蜂鸣器设置也不会被清除。
在实时模式中同时按下▲开关与▼开关2秒以上时将会进入安装模式。安装模式中，表盘上的峰值LED与
报警LED在交互闪烁的同时，指针将会指示设置的气缸数数字位置。同时，蜂鸣器将会发出“哔、哔”
声。请在安装模式中进行气缸数设置及蜂鸣器设置。5秒以上未进行开关操作时，安装模式将自动结束。

若报警设置值SET2的设置低于SET1时
→SET1的设置转速将变为与SET2设置转速相同的值。
例) SET1为7000rpm时，若SET2设置为6000rpm，则SET1也会变为6000rpm。

LED闪烁

①开机及结束模式
打开点火器时，在开机显示动作后仪表将会动作。关闭点火器时，在结束显示动作后仪表将会停止。
※开机显示动作中无论调光设置如何，亮度均为最大。
※将Racer Gauge产品安装于车辆上，或之后进行安装时，通过从相同位置对电源进行配线，开机及结束显示动作将变为
相同时机。如果从其他位置进行配线，则时机可能会出现偏差。

蜂鸣器
指示设置气缸数的数字位置

【A】气缸数设置
安装模式中每次按下▼开关时气缸数将会按照4→3→2→1→8→6→5→4→……(之后重复)的顺序发生变
化。按下▼开关，对准指针，使安装的车辆气缸数与表盘上的数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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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废弃方法
处理包装材料及废弃产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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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客户的联系方式

③报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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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B】高于通过报警设置模式SET1设置的转速时
报警LED点灯。蜂鸣器不鸣响。指示器绿色LED点灯。

3. 安装车辆的信息

【场景C】高于通过报警设置模式SET2设置的转速时

车型：

报警LED闪烁，蜂鸣器发出“哔”声。指示器红色LED点灯。
※在安装模式的蜂鸣器设置中选择OFF时蜂鸣器不会鸣响。

年型：
型号：

报警SET1: 初始值6000rpm

【B】蜂鸣器设置
超过报警SET2的设置值时设置蜂鸣器是否鸣响。

报警SET2: 初始值7000rpm

发动机转速

低

蜂鸣器设置为ON时，在实时模式中若指示值超过报警的SET2则会发出"哔"声，为OFF时则不会鸣响。

委托检查时，除产品外请务必出示保修单与客户信息。

客户信息

5秒以上未进行开关操作时，安装模式将自动结束，此时指示的值将变为设置气缸数。

安装模式中按下▲开关时，可设置蜂鸣器音的ON/OFF。
安装模式中，蜂鸣器设置为ON时，配合峰值LED与报警LED的闪烁会发出“哔、哔”的声音，而OFF时
则不会鸣响。
(通过安装中的蜂鸣器音可确认超过报警SET2设置值时的蜂鸣器音为ON还是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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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检查时，请告知门店负责人以下内容。

报警LED熄灯的状态。蜂鸣器不鸣响。指示器为熄灯状态。
哔、哔、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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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实时模式

【场景A】低于通过报警设置模式SET1设置的转速时

报警LED

■生产日期
本产品的生产日期记载于产品、主体及保修单的QR标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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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针实时指示发动机转速。同时保存峰值转速。

时间轴

峰值LED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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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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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动作模式

在实时模式中，发动机转速超过报警设置模式中设置的报警值时，将会如下通过报警LED或指示器显示报警。
长按

○是步进电机固有特性，在未通电状态下对仪表造
成轻度冲击时指针可能发生移动。在启动产品
后，请确认关闭IGN时指针返回最下方。未返回
最下方时请咨询销售门店或本公司客户咨询室。

■保修期限
保修期限为购买后1年。请确认保修单中填写有购买的销售门店。无记载时请向购买的销售门店进
行咨询。详细内容请阅读保修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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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秒以上未进行开关操作时，报警设置模式SET2将会自动结束。
※可设置转速为，从500rpm至表盘最大刻度的范围。
※请设置高于SET1设置值的值。

返回实时模式

3. 设置方法

○在安装前未通电的状态下指正 ○产品在搬运过程中仪表指针发生移动。
偏离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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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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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报警设置时按下▲开关。每次按下时将会缓缓提高，长按则会快速提高。降低报警设置时按下▼开
关。同样，每次按下时将会缓缓降低，长按则会快速降低。

5秒后

保养、检查、保修、售后服务

警告

【A】报警设置模式 － SET1

下部开关(▼/SET-1/PEAK RESET) → ▼开关或

气缸数设置

怀疑出故障后…（故障分析）（到客户、安装企业）

报警值可设置SET1与SET2两点。将SET2的数值设置为高于SET1。
SET1初始设置为6000rpm，SET2初始设置为7000rpm。请根据需要变更设置。
※在取下蓄电池后报警设置值也不会被清除。

高

场景

【场景A】

【场景B】

【场景C】

报警LED

熄灯

点灯

闪烁

蜂鸣器

无

无

哔

指示器

熄灯

绿色点灯

红色点灯

5秒以上未进行开关操作时，则安装模式将自动结束，此时的设置将变为蜂鸣器设置。
※进行开关操作时蜂鸣器音将会鸣响，无法将其关闭。

排量：
齿轮变速箱(MT/AT)：
限制器断开

有

原装发动机转速表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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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峰值模式
实时模式中

发动机型号：

在实时模式中，按下▲开关后峰值LED点灯，进入峰值模式。峰值模式中将指示最大转速(峰值)。转速
每次超过以往峰值时，该值将作为峰值进行更新、保存。
再次按下▲开关后将返回实时模式。在峰值模式中按下▼开关时，峰值LED将会闪烁，以往的峰值将会
被重置并返回实时模式。
※在取下蓄电池后峰值也不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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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峰值模式

（何时？做什么时？哪个产品？结果如何？此后状况如何？）

返回实时模式

峰值LED闪烁，峰值得到重置，
临时指示0rpm后返回实时模式

⑤调光功能
实时模式中
不使用

通过在实时模式中按下▼开关可调整仪表照明亮度。
可通过白天5段、夜晚5段＋取消减光1段来进行调整。通过灯饰开关联动从白天切换为夜晚模式。同时
还带有取消减光功能，即使在夜间模式下，只要按下▼开关数次后，便可达到白天的最大亮度。其可有
效用于白天隧道行驶或黄昏等时间。再次按下▼开关后便可切换为夜晚模式。
※即使取下蓄电池设置也不会发生变化。保持最后设置的亮度。
※按下▲开关后仍不变亮。转移至峰值模式。

亮度

亮

白天(灯饰OFF时)

■→■→■→■→■

夜晚(灯饰ON时)

■ (取消减光)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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