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acer RC Super2 ECU 
V05 版本升級功能介紹



階段 1：限轉
階段 2：扭力控制

Step 0：結束/ 待機

引擎轉速

動力

車速

時間

油門開度

D1Launch_End_Delta_RPM

D1Launch_End_Vehicle_Speed

階段 0：待機

起跑控制

或

起跑控制功能 (檔車)
起跑控制功能在有安裝賽車模組的車輛中，可由賽車開關

紅色按鈕開啟(需按住300ms)，開啟後 Race Panel上的 LC
燈亮表示功能已開啟。另外，也可由 iMode開啟起跑控制功
能。起跑功能在完成階段1限轉進入階段2引擎扭力控制狀
態，使用者可設定適當的扭力輸出，已達到最佳起跑狀態的
設定。

設定起跑控制引擎限轉轉速
D1Race_Launch_RPM 為階段㇐的限轉轉速設定值。

D1Launch_End_Vehicle_Speed 為起跑控制脫離階段1且進入
階段2之車速門檻。

當車輛無車速訊號進入ECU時，可選擇使用引擎轉速差作為
脫離階段1之門檻，如需使用引擎轉速差條件，需開啟(ON)
D1Race_Function_Switch中之LaunchCtrlByRPM選項。

• Vehicle_Speed > D1Launch_End_Vehicle_Speed
• RPM<(D1Race_Launch_RPM-D1Launch_End_Delta_RPM)

系統於上述兩條件其中㇐項成立時即會脫離階段1並進入階段
2，欲使用轉速條件需開啟(ON) D1Race_Function_Switch中
之LaunchCtrlByRPM選項。

起跑控制開啟/關閉



起跑控制

起跑控制功能 (CVT)
如為CVT變速箱之車輛，則需開啟D1RaceFunction_Switch
中之LaunchModeCVT以開啟CVT專用起跑控制功能。

步驟1設定起跑控制引擎限轉轉速
D1Race_Launch_RPM 為階段㇐的限轉轉速設定值。

步驟2設定脫離階段1進入階段2之條件

• TPS_Percent > D1LaunchTPS
• Vehicle_Speed > D1Launch_End_Vehicle_Speed

系統於上述兩條件其中㇐項成立時即脫離階段1並進入階段2。

階段 1：引擎限轉

階段 2：扭力控制

階段0：結束 / 待機

引擎轉速

動力

車速

CVT模式

油門開度

起跑控制開啟/關閉

階段0：待機

或

D1LaunchTPS



監控參數 說明
Launch_Step 0: 待機 / 結束, 1:  引擎限轉, 2: 扭力控制
Launch_End_Timer 起跑控制之扭力控制總計時器
Launch_Cell_Timer 起跑控制之扭力控制單位計時器
Launch_Cell_Num 起跑控制之單位數

調校參數 說明
D1Race_Launch_RPM 起跑控制引擎限轉轉速
D1Launch_End_Delta_RPM 起跑控制轉速差門檻
D1Launch_End_Vehicle_Speed 起跑控制解除限轉車速門檻
D1Launch_End_Time 起跑控制之扭力控制總時間(秒)

D1Launch_Cell_Time 起跑控制之扭力控制單位時間(毫秒)

D1Launch_LevelN 起跑控制之扭力控制等級
D3Launch_Torque_Reduction扭力控制之動力減弱百分比

扭力控制各參數定義如下所示

扭力控制之動力減弱百分比

扭力控制各單位時間 扭力控制之總時間

起跑控制

步驟 3設定起跑控制之扭力控制功能
在起跑控制階段2中，系統可設定動力輸出之百分比並逐步
恢復，以達到平順起跑之目的。
D3Launch_Torque_Reduction可設定動力輸出百分
比,D1Launch_LevelN可設定起跑動力減弱等
級,D1Launch_Cell_Time與 D1Launch_End_Time可設定
動力減弱階段時間與總時間

藉由 D3Launch_Torque_Reduction數值設定階段2之動力
減弱程度。(如: 60% 意即系統將動力減少至60%)

在 D3Launch_Torque_Reduction中可設定 8個不同的動力
減弱等級，再藉由D1Launch_LevelN選擇切換不同扭力控
制程度以快速找出最佳設定。

起跑控制相關參數如下

扭力控制等級



引擎煞車功能
ECU藉由控制油門關閉時之引擎負出力來控制引擎煞車之
程度。

技師可針對不同檔位與引擎轉速設定引擎煞車時的空氣量
與動力切斷百分比。

引擎煞車功能

引擎煞車設定
步驟 1、設定引擎煞車作動條件

調校參數 說明

D1Eng_Brake_En_TPS_Pct 引擎煞車功能之最大油門開度百分比
TPS(APS)門檻。

D1Eng_Brake_En_TPS_MinRPM 引擎煞車功能之最低引擎轉速門檻
D1Eng_Brake_En_TPS_MinSpeed引擎煞車功能之最低車速門檻

步驟 2、設定引擎煞車作動時之額外空氣量
空氣量為影響引擎煞車程度之最主要變數，藉由設定空氣量完成基礎引擎
煞車程度設定。

調校參數 說明
D3Eng_Brake_ETC_Race,Sport
,Eco

Engine brake air amount setting for 
ETC opening extent.(i.g., CBR250rr)

D3Eng_Brake_Race,Sport,Eco
Engine brake air amount setting for 
ISC opening extent.

步驟3、設定引擎煞車動力切斷百分比
(D3Eng_Brake_Cut_Map1,2,3)

由於空氣量對引擎煞車程度影響較大，不易做細微的調整，因此可透過設定
動力切斷百分比達到引擎煞車微調之目的。

調校參數 說明
D3Eng_Brake_Cut_Map1,2,3 引擎煞車之動力切斷百分比設定

引擎煞車功能相關參數
監控引擎煞車相關參數以得知引擎煞車作動情況。

監控參數 說明
Eng_Brake_En 引擎煞車作動狀態(0:關閉, 1:作動)

Engine_Brake 引擎煞車之額外空氣量. ( ISC 或
ETC開度百分比)

EngineBrake_Cut_Target 引擎煞車之動力切斷百分比



回火功能

回火功能
最新版回火功能可設定不同風格之回火頻率與音量。

開油門回火功能
D1BackFireOpenMaxTPS
可設定開油門回火功能之最大油門開度百分比之門檻
• D1BackFireOpenMaxVss
開油門回火之最高車速門檻

• D1BackFireOpenRPM
開油門回火之發生轉速

D1BackFireOpenLv (1: 最小, 9: 最大)
開油門回火之音量等級

D1BackFireOpenPatternNum(1~9)
開油門回火之風格模式

關油門回火
D1BackFireClosePatternNum
開油門回火之風格模式
D1BackFireCloseSoundLv (1: min, 9: max)
關油門回火音量等級
D2BackFireCloseDuration
關油門回火持續持間，可設定不同等級之持續時間
D1BackFireCloseDurationLv
關油門回火持續時間等級，藉由等級選擇
D2BackFireCloseDuration 中之持續時間。
D1BackFireCloseMinRPM
關油門回火之最低作動引擎轉速門檻

Mini5 / 手機APP可調

Mini5 / 手機APP可調



故障碼顯示視窗利用衛星定位車速(GPS Speed)計算檔位

利用衛星定位車速(GPS Speed)計算檔位
艾銳斯原既有功能可利用引擎轉速與車速之相關性進行齒比
計算進而達成檔位計算與顯示功能(無檔位開關或檔位開關故
障之車輛)，然而部分車輛並沒有將車速訊號送至ECU，因
此於新版軟體功能中，特別新增利用賽車模組之高速GPS計
算出之車速進行檔位計算，藉此達成檔位顯示之功能。

當車輛有安裝艾銳斯賽車模組與GPS模組時，即可開啟(ON)
D1VehicleSpeedOption之GearNum選項，系統將
Vehicle_Speed與 GPS_Speed同步，即可擁有檔位計算與
顯示功能。

新版 Speed Tuning Super2 新增故障碼顯示視窗以利使用者
快速獲取車輛故障碼狀態與資訊。

滑鼠左鍵單擊此按鈕以讀取
故障碼並顯示於視窗中

滑鼠左鍵單擊該故障碼，下
方即顯示故障碼說明

讀取故障碼



賽道終點線設定

賽道終點線設定
新版 SpeedTuning Super2 於電腦連上網際網路且開啟賽道
清單視窗時即會自動更新艾銳斯官方建立之賽道清單，使用
者即可快速尋找賽道設定賽道終點線座標。

艾銳斯官方將會持續更新世界更大賽道資訊。

使用者亦可自行新增賽道終點線座標資訊至賽道清單中。

如何新增賽道終點線資訊至清單中
(Function Box)
舊款賽車模組(Function Box)藉由兩點㇐縣方式定義終點
線如下所述。

座標-1 座標-2

自動更新&手動新增

賽道終點線設定

取得ECU設定值

座標-1

座標-2

創建新賽道

經度 緯度

創建

賽道名稱

座標-1

座標-2

賽道名稱



賽道終點線設定

座標-1

新增賽道終點線資訊至清單中 (Function Box2)
第二代賽車模組(Function Box2)僅需單㇐座標點即可定
義終點線位置，使用者須注意該座標點有效半徑為25公
尺，設定方式如下所述。

有效半徑25公尺

25公尺

直線加速測試功能

直線加速測試設定
使用者可定義直線加速測試之內容為速度或距離模式，並可
定義單位為公制或英制，且可設定測試之車速或距離之範圍，
設定方式如下所述。

座標-1

創建新賽道

賽道名稱

經度 緯度

賽道名稱

創建



直線加速資料回讀
經過數次測試後，即可從ECU記憶體中回讀錄製之檔案，或
由紀錄模組(如有安裝)回讀錄製檔案。

直線加速測試結果分析
透過新的 LapView2開啟錄製檔案，可得如下之兩種加速測
試結果(速度/距離)，詳細操作程序請參考 “LapView2 使用手
冊”。

直線加速測試功能 直線加速測試功能

或

• 速度模式 (0~70 km/h)

• 距離模式 (0~50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