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acer Smart
使用手冊

aRacer Smart 功能簡介

RC Super / RCMini5 ECU可以搭配bLink用藍芽使
用筆記型電腦或手機作調整，主要針對原廠車改裝
空濾、排氣管、凸輪軸或改裝排氣量加大25％以下
等燃油點火設定使用，超出這些範圍，建議使用
RC_Super系列產品並以SpeedTuning_Super作調整
，以確保改裝引擎性能與品質。

1.  監控模式→可分為巡航監控及進階監控
2. 引擎調校→引擎調整的項目有供油設定、點火

設定、引擎設定及車輛設定 註1
3. 故障碼→可透過故障碼檢視，來了解目前正在

發生的EFI故障狀況
4. 紀錄分析→用來分析記錄的檔案
5. 調校儲存→可以儲存調整的數據
6. QB燒錄→雲端資料庫，可用來燒錄數據至ECU
7. 設定→設定手機藍芽功能、ECU連線密碼以及

連接bLink
8. 訊息→aRacer最新消息

註1 : 調整必需搭配AF1寬域空燃比機作使用.



aRacer Smart Download

Android 手機：
在Google Play下載 aRacer Smart 

iPhone手機：
在App Store下載 aRacer Smart 

打開主畫面①，往右滑 點選設定②

按下③掃描藍芽裝置，選擇所屬的bLink ④ 並且輸入預設的
配對碼(0000) ⑤，確認輸入後按下 ⑥ 確認。

①
②

③

④

⑥

⑤

使用bLink和ECU作連線

免費版 付費版

引擎數據監控
故障碼檢測
引擎數據紀錄
設定

引擎數據監控
引擎參數調校
故障碼檢測
引擎數據紀錄
ECU檔案
雲端下載ECU檔案
設定

aRacer ECU 必須連接bLink 模組,
aRacer Smart APP才可作動



按下⑦ 返回上㇐層，當 ⑧ 的狀態完成連線後確認監控
畫面。

⑧

⑦

1. 監控畫面

進階監控 巡航監控

可分為巡航監控及進階監
控，可由按下監控按鈕作
切換。

aRacer Smart APP 功能介紹



基礎燃油設定：199%~0%

以100%為基礎值來
調整基礎供油量，可
將整體的供油量，全
部㇐起增加/減少，
適用於調校的初步設
定。
例：110%→整體油
量增加10%；90%→
整體油量減少10%

全域燃油設定：199%~0%

加速燃油補償：199%~0%

全域點火角度：5 ~ -20°

全域油量調整可依引擎轉
速及油門開度的不同，分
別作調整

適當調整加速燃油，可改善加
速瞬間油量偏濃或偏稀的情形，
獲得最佳的油門反應。
例：110%為增加加速模式的
供油量；90%為減少加速模式
的供油量。

點火角度的調整可依引擎
轉速及油門開度的不同，
分別作調整，適當的點火
角度，可使引擎動力更佳，
並減少引擎因爆震而損壞
的機會。

2. 引擎調校



引擎怠速轉速：內建設定值±960 RPM

引擎轉速限制：3000~16000 RPM

設定怠速轉速的目標值
(Idle_Desir_RPM)，ECU將自動
控制引擎轉速，使怠速轉速更
符合預期，避免高角度凸輪軸
造成怠速不穩等問題。

減速斷油設定

關閉減速斷油可使低速時油門
控制更滑順，開啟減速斷油可
節省燃油及避免排氣管後燃放
炮等問題。
設定值=ON→回油斷油
設定值=OFF→回油供油

可調範圍為3000~16000rpm，

可調範圍為
3000~16000rpm，設定引
擎斷油的轉速

設定引擎斷油轉速

VVA切換轉速：2000~12750 RPM

可調範圍為
2000~12750rpm，設定VVA
作動的引擎轉速

VVA：Variable Valves 
Actuation



自動調校設定

寬域O2閉迴路控制

配合aRacer SpeedTek Inc. AF1
廣域空燃比機，可開啟自動調整
功能，ECU將依據AF1所回饋的
數據自動作供油圖的變更。注意
自動調整需滿足以下的條件要求：
1. AF1的作動正常，並且已充分
暖機
2. 車輛已完成暖車，引擎溫度大
約是81~110℃(會依車型不同而
有不同)
3. 大氣壓力98~102kpa
4. 自動調整的設定為開啟
5. 穩定油門和轉速下，ECU自動
修正燃油，完成後，修正油圖會
自動記憶在ECU記憶體內

配合aRacer SpeedTek Inc. 
AF1廣域空燃比機，可開啟
寬域閉迴路自動燃油修正設
定功能，供油量將自動修正，
使供油更精準穩定。
寬域O2閉迴路修正燃油速
度比自動調校修正速度更快，
但修正結果不會記憶在ECU
記憶體內。

快排設定

① 快排功能→ 
OFF =關閉;ON =開啟

②動力切斷模式→
OFF = 點火控制; ON = 供油控制

③ 進檔時連桿受力方向→
OFF = 壓縮; ON = 拉伸

④ 退檔設定(電子節流閥專屬)→
OFF = 關閉; ON = 開啟

⑤ 壓縮作動門檻：
快排作動時NBO2_AD > 設定值

⑥ 拉伸作動門檻：
快排作動時NBO2_AD < 設定值

⑦ 動力切斷時間：
快排作動切斷時間

①
②
③
④

⑥

⑤

⑦



車速調整校正
用於校正實際車速與顯示
車速的差異，例如：實際
車速50km/hr，顯示車速
100km/hr；當在Speed 
Gain填入0.5時，顯示車速
就會修正為50km/hr。

使用時機：更換不同尺寸
輪胎或是檔車更換齒比

風扇運轉溫度
設定風扇作動的溫度門檻，
當引擎溫度大於此設定時，
就會開啟風扇運轉。

TPS百分比校正

若TPS全開時， < 97%，就需
要作TPS百分比校正，按壓”
開始TPS學習”後，依指示全
開油門進行TPS百分比校正

使用時機：更換節流閥



3. 故障碼 4. 紀錄分析

aRacer Smart 將會
顯示出目前EFi系統
所正在發生的故障
狀況，提醒有些故
障狀況是需要引擎
運轉時才能作偵測。

選擇故障碼 1.選擇”紀錄分析” 2.選擇要分析的檔案

3.滑動螢幕可以移動曲線圖，利用手
指可放大縮小曲線，按壓1秒後，就
可移動游標作監控



5. 調校儲存
調校數據的儲存(儲存目前數據在手機)
1. 按下調校儲存 2. 按下儲存目前引擎數據

3. 填入檔案名稱及備
註，並按下Save儲存

4. 檔案已完成儲存

載入調校的數據(從手機載入儲存數據)
2. 選擇要載入的數據

3. 按下”是”，將載入數據至
ECU

4.選擇的數據已完成載入

1. 按下調校儲存



6. QB燒錄(從雲端下載和燒錄數據)

② 選擇製造商
③ 選擇車型
④ 選擇內容
⑤ 按下執行燒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⑦燒錄完成後，aRacer
SMART將自動重新作連接ECU，
請關閉鑰匙10秒後，再打開鑰
匙，完成燒錄程序。

⑥ 按下”是”開始燒錄；若手
機QB資料庫中無此數據，將會
下載您所選擇的版本數據。

① 按下QB燒錄



8. 訊息
可由此獲得關於aRacer
的最新消息

7. 設定
①開啟aRacer Smart時，藍
芽將自動開啟。
②關閉aRacer Smart時，藍
芽將自動關閉。
③ GPS功能(作為另一個車速
數據來源以及高度數據來源
(GPS_Speed、GPS_Altitude))
④設定連線密碼
⑤選定的bLink連線狀態
⑥ 搜尋到的bLink…等，藍芽
裝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連線密碼設定

①按下連線密碼設定

②輸入新的連線密碼(6位數字)
③按下箭頭符號，完成更新

提醒ECU的預設密碼為888888

①

②

③



aRacer Smart的調整程序

，

實際寬域空燃比是否與理想值差異很大，若差異很大，

基礎燃油設定：
確認怠速及空催油門時的寬域空燃比數值為12~13.5，
並可稍微煞住後輪剎車，空催油門初步確認有負載的
實際寬域空燃比是否與理想值差異很大，若差異很大，
則以空催油門的空燃為主。

燃油調整：
在所有負載及轉數下作調整，需確保各車輛運轉狀態
的實際寬域空燃比為12~13.5。

點火角度：
在所有負載及全油門狀態都無爆震發生，若有爆震發
生，則需降低該轉速及油門開度的點火角度，直至無
爆震發生。請先將選擇正確的ECU，並裝上車，打開鑰匙，關閉

鑰匙10秒，就可打開鑰匙，進行ECU的連線，建議先
選擇內建的基礎調整數據，可加快調校的進度，啟動
車輛，暖車使引擎溫度高於80°C(可因車輛狀態不同
作修正)，再進行調整。 依需求調校其他項目：

加速燃油、怠速轉速、轉速限制、寬域閉迴路、減速斷
油…等。

調校完成後是可自行決定是否要將調整的數值作儲存至手
機；調整的數據將即時更新至ECU。
您可將數據儲存至手機，屆時也可使用於其他同型車輛或
分享予車友。

☆小技巧：
1.  在調整前先確認您的ECU和車型是否相符。
2.  搭配AF1寬域空燃比機，以達最佳調校效果。
3.  若排氣量由125cc 增加至155cc，可將基礎燃油設定
增加為124% (155/125 = 124%)；
若噴油嘴也加大了25%，則基礎燃油設定可設定為99% 
((155/125)/125% = 99%)。
4.  可先將車輛立中柱，利用原地空催油門，確認在油
門 中、低開度下，油量是否正確。
5.  使用馬力測試機，可測達到車輛最佳動力的點火角。

☆小技巧：
1.  在調整前先確認您的ECU和車型是否相符。
2.  搭配AF1寬域空燃比機，以達最佳調校效果。
3.  若排氣量由125cc 增加至155cc，可將基礎燃油設定
增加為124% (155/125 = 124%)；
若噴油嘴也加大了25%，則基礎燃油設定可設定為99% 
((155/125)/125% = 99%)。
4.  可先將車輛立中柱，利用原地空催油門，確認在油
門 中、低開度下，油量是否正確。
5.  使用馬力測試機，可測達到車輛最佳動力的點火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