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文章是寫給初次使用RFECU的使用者參考的, 提供對RFECU產品及APP使用上的基本認識及觀念.

iOS系統下載
QR code

Android 系統
下載QR code

3. 第一次使用要掃描藍芽連接器上的QR code
    ●　每一支藍芽連接器都有特定的硬體位址序號, 第一次使用要先
        掃描進手機裡之後使用無需再重新掃描，直接連線即可

1. 引擎故障燈電門打開即會亮, 發動後才會熄滅
    ●　在排汙六期法規以前的車輛(即三期、四期及五期法規的噴射車)，引擎故障燈顯示的方式為電門打開，電 
        腦檢測完2秒後若無故障碼即會自動熄滅，六期法規規定電門打開故障燈要持續亮著，要等到車輛發動後
        才熄滅 => 因此RFECU電腦亦是遵照如此規定顯示並不是有故障碼!
    ●　若有故障碼，一樣會於電門打開未發動時閃爍故障碼(故障碼代表意義參考這邊，如何進行檢查處理參考 
        這邊)店家使用診斷電腦檢測時，請一律選擇光陽車廠任一車種，即使是三陽或其他家車廠亦是。(因各家
        車廠電腦數據位址沒有統一，顯示數據會不正確, RFECU統一使用光陽位址) 

2. 性能調整工具App下載連結

    ●　Android 系統請至Google Play搜尋
    ●　iOS系統請至App store搜尋

 【RFecu Performance調整工具】

     
4.  設定好, 先存檔再傳送
          ●　燃油、點火或其他調整於App值設定完成後，請先儲存於手機記憶體
          (記憶值1~3其中之一)，儲存方式為長按記憶鍵超過1秒，再按傳送鍵(Submit) 
         ，否則傳送後會跳至上ㄧ畫面，若值未儲存，要重新再設定起，亦可能會忘了
          剛剛設定值是多少。

儲存為儲存在手機記憶體, 傳送才是傳送到電腦
●　儲存記憶Map1~3是儲存在手機裡。　

●　傳送到電腦後設定值才會發生作用。
●　傳送到電腦後是在電腦暫存記憶體，噴油, 點火已依照此設定值進行運算修正，
    關電門後電腦會自動將設定值寫入快閃記憶體(Flash)，值不會消失，使用者不
    用特別作任何動作。

先長按記憶值鍵超過1秒儲存後,再傳送快速輕點記憶值鍵一下即可
叫出手機記憶值, 再進行後續增減修改

５.

如藍芽連接不上電門關閉再重開重連即可
●　藍芽有省電設計功能太久沒連接或沒動作，藍芽連接器會自動斷線關。. 
●　斷線、或藍芽連接不上，或者傳送多次沒有成功(沒出現OK)，電門關閉超過5秒，再重新打開(這是在進 
    行初始化動作)，再重新連線即可。

發動時亦可即時調整
●　發動時傳送成功後，會立即產生作用，不用等到關機再開機. 
●　只是有時轉速一高，電腦若太忙錄，可能會忽略傳送命令，若傳送不成功再重新傳送一次即可.

藍芽連接器設定完成後要插在車上或取下皆可
●　傳送成功 設定完成後，關電門後設定值即會自動寫入電腦快閃記憶體(跟記憶卡記憶體類似)，藍芽連接 
    器插著或拔下皆無影響。
●    藍芽連接器防水等級是IP67(即可在水面下1公尺超過30分鐘)，下大雨插著都沒問題，但需提醒有些舊車  
    發電機電壓調整器內部二極體都已被擊穿短路了，已失去過電壓截斷電壓保護作用，引擎發動時轉速高
    時電壓可能高到50, 60 伏特，電瓶指示燈指示僅警示低電壓，高電壓並無警示，週邊電子零件可能會因
    電壓過高毀損! 

６.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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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使用RFECU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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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燃油設定
        ●　 基礎Map與原廠相同, 無需再進行設定，無設定擺0即跑原廠值
        ●　 燃油是以基礎Map增減多少%，可調整範圍-100%~+100%
        ●　 增加量一般算法即例如125 c.c. 改裝至150 c.c.，排氣量增加了150-125 = 25 c.c. 跟原來排氣量相比增加        

         了 25 / 125 = 0.2 = 20% ，一般經驗值會建議再乘以1.5 倍， 即20% x 1.5 = 30% 來填入燃油調整
        ●　若原廠排氣量，增加10%燃油,，空燃比約可降1.0~1.5個A/F(跟當時原本A/F多少會有所不同差異)例如
          A/F 14.5 -> 13.5。
        ●　 若有空燃比機監看進行A/F調整才是最理想的

10. 點火角設定
        ●　 點火角是對引擎性能影響的關鍵因素，提前或延後對引擎性能變化極明顯；但若調整不當, 亦可能立即損
         壞引擎，要特別小心!
        ●　 左上角第一格為怠速使用，因電腦有動態點火角來安定轉速(點火角會一直跳動修正)，這格不要設定擺0.
        ●　 RFECU系統，點火角設定正值為提前，延後為負數。
        ●　 原廠壓縮比較低，用92無鉛汽油設定且因環保因素點火角設定較保守，若加95甚至98無鉛汽油、中、低
         負荷約可提前6~8度，高負荷全油門不要超過6度，注意是否有爆震若有清脆爆震聲音，就需要退點火角
         直到沒有爆震!
        ●　 改裝車壓縮比通常都比較高，一般都需要退點火提前角來避免爆震。

11. O2 含氧開閉迴路設定
        ●　 O2閉迴路即跑在A/F 14.7
        ●　 O2開迴路即不參考O2回饋訊號，燃油設定多少即跑多少，要設定濃油即要跑開迴路
        ●　 O2閉迴路即將值設0，開迴路即將值設100。 

12. 旁通空氣閥需要熱車後怠速5分鐘學習
        ●　 噴射系統有旁通空氣閥(RF3A整合在電腦上)，來調節在怠速的空氣量，來控制及穩定在怠速時的引擎轉
         速，換了新的電腦都需要重新學習
        ●　 旁通空氣閥學習的門檻是要引擎溫度到某一定溫度，目前設定是105度C，所以熱車後怠速幾分鐘後，就
         會學習到新的學習值。
        ●　經銷商保養完，清完節流閥體亦需要作學習動作；但正常如果遇到紅綠燈時，等待時間夠長正常亦可學
         習到學習值，不用刻意作，除非都沒在停紅燈沒機會讓車子有怠速，熱車後怠速至少超過1分鐘才會學到
         新學習值, 放5分鐘可確保學習到新值。
        ●　 有新的學習值後, 旁通空氣閥的開啓量就會比較符合這台車的實際狀況. 比較不會有怠速轉速過高或過低情
         況，甚至收油門轉速回到怠速過慢現象。

第一次需自行設定轉速
及油門開度格點

8. 格點意義
●　 第一次使用需要自己設定轉速及油門開度(TPS)格點，建議轉速設定2,500   
     rpm， 6,000 rpm及8,000 rpm，油門(TPS)設定 5度、30度及70度。
●　 轉速2,500 rpm為怠速區使用，6,000 rpm為傳動開始變速，8,000 rpm為
     變速完成以後。
●　 油門(TPS) 5度為小油門，30度為中油門及70度為全油門。
●　未來要設定哪一格即要看引擎轉速多少及油門開度多大，相對應到哪一格。
●　 格點最左邊格(即2500 rpm)以下皆使用相同修正量；兩個格點中間則電腦會
     自動算內差，例如7000 rpm即會參考6000 rpm 及8000 rpm設定值算出內
     差值後，進行修正；最右邊格點8000 rpm，即以上可皆用相同修正量直到
     斷油。
●　 油門開度亦是相同原理。
●　 電腦可支援到16500 rpm斷油，但一般引擎閥系統(彈簧, 座.....etc)，沒有加
     強以前一般皆設定到11,000 rpm斷油以保護引擎。

詳細設定可參考P3

詳細設定可參考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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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車廠為通過嚴苛的排汙法規及噪音法規, 燃油
除了調得很稀薄外, 點火提前角更是退得很後面, 大
大封印了引擎的性能輸出.

點火提前角其實是對引擎性能影響最直接且有決定性的重要
關鍵角色. 由下面這張點火提前角與引擎扭力性能變化關係圖
可以得知, 引擎扭力會隨著引擎點火提前角提前而升高, 之後
會到達一個峰值, 這個峰值我們稱它為M.B.T.點(Minimum 
Spark Advance for Best Torque, 即最小提前角可以達到最
佳扭力), 之後點火提角增加, 扭力反而逐步下降! 

隨著點火提前角提前, 引擎扭力會逐步增加, 
過了最佳扭力點後反而扭力會下降

(圖中點火角度是以MBT點火為基準, 不是絕對度數)
最理想的狀態即引擎的所有運轉狀態點火提前角皆設定在
MBT(最佳扭力點), 不論從低速到高速, 小油門, 低速巡航或全
油門急加速.
但是就如同前面所述, 現在的環保法規太過嚴格, 點火角稍微
提前一點, 引擎因燃燒溫度提高而產生的NOx(氧化氮 有毒氣
體)就急劇提高, 需要大幅提高觸媒中的貴金屬含量, 才有辦法
處理轉化排汙, 小車低價機種車廠要控制成本, 退點火角犧牲
引擎性能當然是最省事方法; 噪音法規也是, 定速再加速的噪
音測試, 加油門瞬間點火角也是很延後來降低引擎燃爆音, 因
此你也會感覺引擎加速起來沒以前車子有力!

行進間加速噪音測試

另外因為前面所提環保因素, 燃油調的很稀薄, 因此引擎溫度
偏高,車廠也會刻意將高轉速點火角退得很後面來保護引擎, 
讓你卡在9仟多轉就上不去了, 跟以前第一代噴射車輕鬆破萬
轉完全是兩回事.

要解開引擎性能封印, 你一定要有辦法自由去設定引擎點火提
前角(不是什麼高能量點火線圈小孩子玩意兒), 才有辦法完全
去釋放引擎性能, 因此改裝全取代電腦變成是必要的! 很多車
友改了傳動, 排氣管, 高流量空濾, 點火線圈, 甚至加大引擎, 高
凸及噴油嘴, 但是腦袋沒有改裝-電腦......因此引擎性能發揮不
出來, 跑起來還是悶悶的, 跑回來問我, 我只能告訴你, 改了老
半天最關鍵核心的部分沒有改到,  引擎點火提前角封印沒有
解開, 命根子被掐住了! 當然那些貴鬆鬆的套件也完全無法發
揮他的價值, 改再多也只是發揮部分的效能, 還有一大半的性
能被封印住!

釋原力RFecu已經先將高轉速的點火角恢復成正常的點火提
前角, 讓你不再卡轉, 轉速可以輕鬆延伸上去, 傳動匹配不用再
綁手綁腳, 更容易發揮.

藍色為全油門原厰點火提前角, 
高轉速退得很後面讓你卡轉上不去

高轉速點火角已先恢復正常點火角,
 並且可再自由調整點火角-20度~+ˊ60度BTDC

引擎點火提前角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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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一般原厰電腦系統裡的點火角設定,是3D的Maps, 座標軸除了引擎轉速
以外, 另外一個座標軸是引擎的負荷(有些系統使用油門開度, 歧管壓力或引擎進
氣量), 這種點火角度的圖是車廠工程師在每一個引擎發展階段, 而且每一階段都
要花好幾個禮拜的時間在引擎動力計及底盤動力計上精細調教出來的(要定傳
動才有辦法跑到大部分的點, 甚至某些點還需要底盤動力計來帶動車輛才有辦
法跑的到), 可說是對這顆引擎做一個最佳化的調整, 但正如前面所述為了因應環
保的設定, 動力都有相當的保留.
這麼複雜的點火角maps要一般的店家, 甚至是一般使用者要去建這樣的maps
是不可能的事情, 釋原力RFecu全取代改裝電腦完全移植原廠maps, 讓你無需
再建基礎maps, 直上直用, 因此只要依據改裝幅度或者想要調整強化的部分來
增減偏移量(offset), 點火角的部分當然亦是如此.

引擎點火提前角的3D maps

增加5~10%燃油
讓引擎不再稀薄燃燒

2. 點火角: 
除左上角第一格怠速區(2500 rpm, 5度TPS)維持0度, 因電腦系統會
自動動態增減點火角來穩定怠速, 不要去動它. 其它區域可以每次
逐步增加2度後, 去試車體驗引擎性能變化, 找出最小點火提前角即
可獲得最大扭力MBT點, 並注意聽是否有引擎爆震, 若有引擎爆震, 
需將點火角延後(提高汽油辛烷值亦可提高引擎抗爆震性, ex. 95, 
98無鉛汽油); 若無爆震, 一般原廠引擎中, 低負荷(30度及5度TPS格
點)約可提前8~10度, 重負荷(70度TPS)約6度. 注意點火提前角過了
MBT點扭力就會下降, 過度提前並不一定都是最佳化性能. 找出最
佳化點火提前角後, 將可全域輕鬆提昇10%~15%原廠引擎性能.

範例一: 若原廠的引擎無任何的改裝, 要如何調整來釋放被封印的引擎性能呢?
燃油: 會建議先將先增加10%, 讓引擎不再稀薄燃燒, 降低燃燒溫度保護引擎, 點火角亦可進一步來
適度提前.

點火角可逐步提前
找出最佳扭力MBT點

3. O2閉迴路: 可以不去動它或參考這篇的設定.

4. VACS/VVCS可變進氣/閥門: 
      若無改裝高角度凸輪軸, 最大馬力點往後延伸, 無需去改變它.

範例二: 改裝引擎, 高壓縮比
這部車是G6 125單套61缸, 其餘皆維持原廠, 因壓縮比
約12.5, 算是相當的高, 雖然燃油已修正到正確的空燃比
, 但原廠點火提前角若不延後, 爆震會相當嚴重, 加油門
下去就可聽到非常清脆的敲缸聲, 若不處理, 持續一段時
間即可損壞引擎, 改缸車不可不慎.

G6 125單套61缸,因壓縮比已高, 若不退點火角會有爆震發生嚴重

若有偵測到爆震, 需退點火角2~3度以避開爆震區.

高壓縮比改裝引擎需退點火角以避免爆震損壞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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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開/閉迴路作動區域調整

名詞解釋:
O2 Sensor:O2含氧感知器, 安裝在排氣管上, 會偵測燃燒燃燒廢氣中的含氧濃度而產生不同電壓.
O2閉迴路: 依據O2回饋訊號, 進行燃油修正補償, 自動修回當量點(A/F空燃比14.7)
O2開迴路: 即不參考O2訊號, 完全照電腦中燃油設定値去噴油, 若要跑較濃空燃比, 需跑開迴路.
設定O2閉迴路: 將油門開度設定0度, 則油門開度超過0度即會跑閉迴路.
設定O2開迴路: 將油門開度設定100度, 因油門開度無法超過100度, 因此即會跑開迴路.

這個功能是調整電腦在何區域要跑O2開迴路或閉迴路, 透過設定不同轉速區域油門開度大小條件,
來達到設定O2開/閉迴路功能, 常見的幾種設定如下: 

1. 將3個格點全部設成0度: 即全部區域跑O2閉迴路

2. 將3個格點全部設定成100度: 即全部區域跑O2開迴路. 

使用時機: 
當要確認燃油設定値是否恰當時, 可以透過
觀察O2燃油修正量(需搭配診斷器)來判斷.
注意:
當然亦可依此設定値進行騎乘,但第3格點超
過8000轉全油門長時間跑閉迴路A/F 14.7
的話, 溫度會很高, 汽門間隙需注意.

使用時機: 
車行有安裝寬域O2感知器, 來檢察燃油設定値
是否恰當;或者為追求動力將全域均跑開迴路
濃油設定.

5

全部設定跑閉迴路 KYMCO原廠診斷器

全域開迴路濃油設定

O2 寬域空燃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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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第三格8000 rpm以上設定100度,其餘0度:
     市區通勤省油及兼顧高速設定,建議一般車友作此設定

使用時機: 
適合一般通勤市區使用, 怠速及中低速跑閉迴路, 可以達到省油; 當加大油門轉速約
7000 rpm時(電腦會計算內差), 又會跑開迴路濃油設定, 高速馬力也出得來.
注意:
中低速因跑閉迴路, 等於原廠A/F設定, 加速性油門反應約略與原廠相當(未動點火
提前角情況下).

除8000 rpm以上濃油設定

4. 除怠速區, 其餘均設為100度開迴路: 
     小熱血設定, 起步後上到3,4仟轉即跑濃油

使用時機: 
小熱血的設定, 起步後均跑濃油, 因此加速反應快
注意: 
因起步後即濃油設定, 油耗會增加

除怠速外, 其餘區域跑濃油設定

5. 第1格及第3格設定100度: 將怠速區及高速作濃油設定

使用時機: 
對怠速引擎穩定性要求較高或改裝高凸後跑閉迴路不夠穩定, 即可使用此設定. 中低
速市區通勤騎程仍跑閉迴路, 省油.
注意: 
市區通勤騎程仍跑閉迴路, 仍能兼顧省油; 但怠速設定開迴路, 未來驗排汙記得設回閉
迴路.

除怠速外, 其餘區域跑濃油設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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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進氣閥門/可變汽門 APP設定調整

RFECU Performance APP有一個項目是在設定調整可變進氣閥門
(VACS), 可變凸輪(VVCS)以及三陽的可變進氣渦流(STCS)等, 甚至
延伸應用到可變排氣閥門, 可變終傳齒比等的作動範圍.  這篇就是
要來講如何進行作動範圍設定及調整.

可變進/排氣閥門作動區域調整

機構認識
KYMCO 可變進氣控制VACS
●　 可變進氣歧管控制機構VACS安裝於進氣導管
    的大管路通道上

VACS機構安裝於進氣大管路通道上

●　 當低轉速時VACS關閉, 
     由小管路進氣,增加引擎低速的扭力及引擎反應 

低速時閥門關閉, 僅由小管路通道進氣

●　 高轉速時VACS閥門開啟
     由大小管路一起進氣, 提昇引擎高速馬力

KYMCO 可變閥門揚程控制VVCS
●　 藉由安裝在汽缸頭機油通道上的控制閥, 控
    制油壓來推動切換高低速凸輪, 來達到引擎低
    速及高速性能都能兼顧

高速時閥門開啟, 大小管通道一起進氣VVCS機構安裝於汽缸頭機油通道上, 
藉由控制油壓來推動切換高低速凸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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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高低速凸輪來達到可變閥門揚程設計, 使引擎低速及高速性能都能兼顧

SYM 可變渦流控制S.T.C.S.
 ●　 S.T.C.S.是Swirl Tumble Control System的縮寫, 引擎的氣流進入汽缸時, 水平繞圈的渦流Swirl與上下垂直方向的滾流
      Tumble一般引擎都會混著發生; 一般說來高速引擎注重馬力, tumble 會加快進氣速度, tumble 會設計的強一點; 低速
      引擎swirl比例會提高, 加速混合, 燃燒完全。
●　STCS控制閥是裝置在4V引擎進氣口雙進閥的其中一進氣道, 藉由閥門的開啓與關閉來改變進氣渦流的形式偏重Swirl或
      Tumble, 來兼顧低速低負荷及高速高負荷的引擎性能。
●　 低速低負荷時, 閥門關閉其中一通道來加強Swirl。

高速高負荷時閥門全開來加強Tumble低速低負荷時, 閥門關閉其中一通道來加強Swirl

APP控制方式
透過4個條件的設定來達到閥門的開啓跟關閉。
電磁閥開啟: >條件1 及>條件2要同時符合(>條件1 AND 條件2), 則電磁閥開啓。
電磁閥關閉: <條件3或<條件4其一符合(<條件3 OR <條件4), 則電磁閥關閉。
簡單用法: 油門都設0, 光由轉速控制! 即右邊條件1控制閥門開啟, 左邊條件3控制閥
門關. 另 一般會避免條件1跟條件3設同一數值, 避免在那轉速附近開開關關, 大約設
差200 rpm 遲滯區。

VACS原廠的設定 轉速超過5800 rpm閥門開啟, 
轉速低於5600 rpm閥門關閉, 油門設為0即光靠轉速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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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VACS的油門都設0, 即>5,800 rpm閥門開啟, <5,600 rpm閥門關閉
●　 VVCS 有高低速凸輪可切換, 轉速原廠設定比較高切換, >6500 rpm 開啓, <6300 rpm關閉
●　 SYM S.T.C.S.原廠設定有參考引擎負荷, 即使用油門開度條件來控制閥門開啟跟關閉, 一般車友是
    無需這麼複雜, 光用轉速控制就很夠用了.

原廠VVCS設定 S.T.C.S.原廠設定

何時需要變更設定
當有更換高凸時, 最大馬力發生轉速往後移動時, 可以稍微轉速上下移動, 否則一般是不需特別去動它, 
維持原廠設定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