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GU (Motor Generator Unit)
aRacer Super2 MGU ECU整合啟動馬達及發電機控制，使用者可以藉
由aRacer開發的MGU ECU，控制車子的發電電壓，啟動扭力外，
aRacer還結合混和動力的概念，將原本發電模式的馬達轉成輔助引擎動
力的輸出，簡稱 eBoost。

調整參數
1. 啟動調整
啟動的部分使用D1MGU_Crank_Torque可以調整引擎的啟動能力，使用
者調整時可觀察引擎轉速的變化，調整值越大引擎轉速會越高，調整範
圍為0~200%，100%為預設值。

MGU 功能說明

調整參數 敘述

D1MGU_Crank_Torque
馬達啟動扭力調整，0~200%，100%為預
設值

2. 發電電壓調整
馬達發電的部分使用者可以自行設定充電電壓D2MGU_ChargeVoltage，
電壓調整範圍為13~15V，另外車子在減速時，可以調整減速時的充電
電壓D2MGU_Dec_ChargeVolt，增加使用的彈性。

調整參數 敘述

D2MGU_ChargeVoltage 充電電壓調整，電壓調整範圍13~15V

D2MGU_Dec_ChargeVolt 減速時電壓調整，電壓調整範圍13~15V

eBoost SpeedTuning 設定方式

a. D1MGU_eBoost_Option

➢ eBoost_Switch

ON=eBoost功能開啟
OFF=eBoost功能關閉

➢ eBoost_Track

ON=eBoost賽道模式，建議為競技使用，此模式會減少電池使用壽
命或損壞。

OFF=eBoost道路模式，電池充放電會進行能量的管控
➢ eBoost_Indicator

ON=使用EFI故障指示燈顯示eBoost作動狀態(勁戰六代、NMaX、AeroX)

eBoost 作動時故障燈快閃(每秒3次)

eBoost 未到進入的目標門檻，故障燈慢閃(每秒1次)

eBoost 可作動時，故障燈不亮
OFF =無顯示eBoost作動狀態

➢ eBoost_LiFe Batt

ON= 鋰鐵電池 (eBoost作動電壓限制在11V)

OFF= 鉛酸電池

3. eBoost 馬達動力輔助
開啟eBoost功能可獲得額外的馬達輔助，作動條件為全油門或急加速時，
eBoost 作動時可使用EFI故障燈號閃爍顯示，當有故障發生時會以故障
顯示為優先，發生MGU相關故障時，eBoost將停止作動。設定方式可分
為SpeedTuning及aRacerSmart APP。

eBoost最佳效能:

1. 電瓶需要充飽電，且電瓶開路電壓12.8V以上
2. 電瓶的健康狀態SOH > 90% (State of Health)

3. 電瓶最佳工作溫度在20℃~30℃



MGU 功能說明

調整參數 敘述

D1MGU_eBoost_Option eBoost 功能設定

D1MGU_eBoost_Torque eBoost 動力輸出調整，調整範圍0~100%

D1MGU_eBoost_Time eBoost 作動時間設定，調整範圍0~10秒

b. D1MGU_eBoost_Torque

使用者可自行設定eBoost的作動大小，調整範圍為0~100%，因為
eBoost作動時電池電壓會降低，使用鋰鐵電池時，需注意保護電路的
電壓限制(aRacer MGU eBoost作動電壓限制在11V)，作動時可參考
(MGU_Charge_Volt)，若電壓低於鋰鐵電池的電壓限制，請調整
eBoost的出力大小(D1MGU_eBoost_Torque)。

c. D1MGU_eBoost_Time

使用者可自行設定eBoost的作動時間，時間範圍為0~10秒，時間越長
電池耗電量越多，需要更長時間充電才可進行下次作動

eBoost aRacerSmart APP 設定方式
aRacerSmart APP 設定，無記憶功能，設定時電源開關需要開啟，電
源關閉後，將恢復成AMS檔案的設定狀態。
a. 引擎調整項目開啟eBoost

➢ eBoost_Enable

ON=eBoost功能開啟
OFF=eBoost功能關閉

➢ Track Mode

ON=eBoost賽道模式，建議為競技使用，此模式會減少電池使用壽
命或損壞。

OFF=eBoost道路模式，電池充放電會進行能量的管控
➢ Indicator Light

ON=使用EFI故障指示燈顯示eBoost作動狀態(勁戰六代、NMaX、AeroX)

eBoost 作動時故障燈快閃(每秒3次)

eBoost 未到進入的目標門檻，故障燈慢閃(每秒1次)

eBoost 可作動時，故障燈不亮
OFF =無顯示eBoost作動狀態

➢ Use_LiFe Battery

ON= 鋰鐵電池 (eBoost作動電壓限制在11V)

OFF= 鉛酸電池

b. eBoost 狀態顯示功能開啟
APP 連線後，於下列3個紅框處才可開啟eBoost狀態顯示，開啟前需
長壓紅框處，會跳出”選擇監控變數”視窗，點選”MGU_eBoost”。



監控參數

MGU 功能說明

監控參數 參數說明

MGU_Charge_Volt MGU 充電電壓

MGU_A MGU 電流

MGU_Temp MGU 系統溫度

MGU_eBoostTimer MGU 馬達輔助作動時間

MGU_Hall_Miss_Cnt MGU 位置感知器識別錯誤數

MGU_Mode2.MGU_eBoost MGU 馬達輔助模式

c. eBoost 狀態作動說明

功能開啟eBoost功能開啟，圖示會由黑白轉成彩色

eBoost可作動eBoost可作動時，會出現火箭圖示

eBoost作動eBoost作動時，會出現火箭噴火圖示

於“監控變數”視窗，點選”MGU_eBoost”後，就會出現下列圖示。
eBoost 充電狀態說明
道路模式
a. 計算eBoost 耗電量
eBoost 在作動時，MGU會計算消耗的能量，評估下次可再進入的時機，
一般良好的電瓶(SOH>90%)充飽電的狀態下，eBoost做動10秒鐘，充
電時間約70~80秒(使用六代戰6.8AH測試)。

b. 電壓過低保護
eBoost 作動時，若偵測到電瓶電壓過低，將會進行強制充電保護，充電
時間800秒。若在800秒內鑰匙開關關閉，下次起動引擎將會重新計算
800秒，才可再進入eBoost功能。低電壓門檻使用者無法自行修改，定
義如下:

➢ 鉛酸電池Volt_Batt_indx <=10.3V

➢ 锂鐵電池Volt_Batt_indx <=11V

c. 常見問題
➢ 無法進入eBoost，一直處在充電狀態
未達800秒，就將引擎熄火。

➢ 電壓過低保護結束後，eBoost一作動又進入保護
電瓶老化。
外接過多額外電器負載。

➢ 進入電壓過低保護後，自行使用充電器充電或更換新電瓶，如何跳離
低電壓保護
將eBoost開關先關閉後再打開(SpeedTunning為”eBoost_Switch”，

APP為”eBoost Enable” )，即可跳出低電壓保護。

賽道模式
賽道模式只有電壓過低保護，且無800秒的強制充電功能，作動中若觸
及低電壓門檻(與道路模式門檻相同)，將會強制結束eBoost，使用者需
自行評估電瓶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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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aRacer Super2 MGU ECU 針對新車出廠電池、啟動馬達、發電機規
格進行設計開發，若使用不符合原廠規格電池、啟動馬達、發電機可
能導致ECU損毀，將無法獲得aRacer SpeedTek 產品保固。請注意以
下事項:

1. 原廠馬達 & 發電機規格(勁戰六代、NMaX、AeroX)

➢ 啟動馬達規格: 12V，290W，400RPM

➢ 充電線圈規格: 14V，705W ， 5000RPM

➢ 整流器規格: 14.6V，365W，最大出力電流25A

2. aRacer Super2 MGU出廠時，eBoost功能預設為關閉，使用
eBoost相關功能請由專業技師開啟與設定，避免不可預測問題與
損壞。

3. 使用eBoost功能時，鋰鐵電池需注意使用規格限制(aRacer MGU

eBoost選擇锂鐵電池時，預設作動電壓限制在11V) ，否則可能導
致行駛中車輛斷電，電池損害或電池起火等風險。

4. eBoost 專有賽道模式，建議競技時使用，此模式減少eBoost作動
時電池輸出限制(充放電無法保持平衡)，可能會造成電池使用壽命
縮減或損壞。

5. eBoost 作動時可使用EFI故障燈號閃爍顯示，當有故障發生時會
以故障顯示為優先，發生MGU相關故障時，eBoost將停止作動，
相關設定及說明可參考MGU使用手冊。

6. 使用aRacer MGU ECU，於引擎發動中不可拆除電瓶正負極，否
則將造成ECU燒毀。

7. 使用aRacer MGU ECU，需注意電池正負極固定螺絲及車身搭地
接頭不可鬆動，否則將造成ECU燒毀。

8. 使用aRacer MGU ECU，在電源開啟時不可插拔ECU上任何接頭，
否則將造成ECU燒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