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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防抱死系统 5.0/6.0 版 
 

         

 

安装说明(通用版本) 

 

 

ABS 在使用中发现任何问题，需拔掉电源保险停止使用并全面检修， 

否则出现任何后果与本公司无关！！ 

 

 

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检验合格 

依据欧标  R78.03 关于车辆制动性能的统一规定 

         R10/Rev.5 关于车辆电磁兼容性能的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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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BS 简介 

MABS 是摩托车防抱死制动系统的英文缩写，英文名称是 Motorcycle Anti locking Brake System。它是一种

加装于摩托车原有制动系统中的主动安全装置，能够自动防止由于制动压力过大而导致的车轮抱死，防止车辆因

为抱死而失去陀螺效应并引起的摔车、侧滑等危险情况，从而保证了车辆在制动过程中的稳定性和转向的可操作

性，同时能够在雨雪等湿滑路面充分地利用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缩短行车制动距离。 

配备 MABS 有助于提高车辆的安全性能，安装了 MABS 的车辆具有如下优点： 

*保持了车辆的可操纵性，在紧急制动时仍然可以转动方向，避开障碍物，保持车辆的陀螺效应，避免摔车、侧滑

等危险情况。缩短了刹车距离。在同样情况下，一般路面（水泥、沥青等）上最大可缩短 10％；光滑路面（冰、

雪等）最大可缩短 30％。减少了轮胎磨损，降低维修费用。全面改善制动感受，制动柔和平稳，无冲击感，体验

全新的制动感受。保证车辆安全行驶。 

2. 系统构成与布置 

本系统包括轮速传感器（含齿圈和霍尔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ECU）、电磁调节阀、线束及 ABS 警示灯部件组成 

             

注:MABS 液压电子控制单元的布置位置

根据各车的具体情况而定 

3.  MABS 系统安装 

3.1 齿圈的安装   

齿圈要以安全可靠的方法安装在制

动盘上或轮毂上。安装后的轴向偏差

<0.2mm，齿平面跳动误差<0.1mm。齿圈的

安装必须考虑到避免与传感器支架或轮

轴上的其他静止部件发生磨擦、碰撞，防

止因此而导致的齿圈损坏及 ABS 工作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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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感器的安装 

ABS 传感器的安装要求：传感器竖轴线与齿孔边平行是错

误的安装方式（右图），此安装方式会造成信号采集错误影响

使用，有些车型必须这样安装才方便，可以将传感器左右转

几度只要轴线不平行于齿边就可正常使用。ABS 传感器要求为

主动霍尔式 ABS传感器，传感器与齿圈的间隙应小于 0.75 mm，

要求紧贴不刮擦即可（间隙为 1-2 张纸的厚度）。传感器型号

不同，安装支架不同，以实际为准。传感器的线束必须可靠的保护，外皮采用聚氨酯电缆，传感器线束一般随

制动油管走向。 

3.3 ABS 控制总成与油管的安装 

ABS 控制总成应安装在通风较好且安装维修方便的地方，并固定以减少电控单元的震动。将前后刹车上泵

的两条管路分别与 ABS 控制总成上的两个进油口 FC（前轮上泵）， RC（后轮上泵）连接，将 ABS 控制总成上

的出油口 FW（前轮下泵）,RW（后轮下泵）分别与前后制动钳分泵连接。 

安装完成后进行排气，建议采用抽真空工具进行系统排气，确保前后轮缸以及各管路无气泡，排气后并检

查前后刹车上泵、上泵以及 ABS 控制总成所有连接处不得有漏油现象。建议采用 DOT3-4 等级制动液。 

 注：1、管路的连接一定要按照 ABS 控制总成的标示连接，千万不要接错！ 

     2、油管需要使用耐高压，在制动过程中不产生膨胀的油管，优质钢喉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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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指示灯的安装：MABS 指示灯就是向驾驶员反映 ABS 实时状态的光报警装置。同时，ABS 也用指示灯向驾驶

者以特定方式传递系统的故障信息。MABS 报警灯应按以下图示的方法连接： 

 

3.5 线束的安装：MABS 配有专用线束，这些线束是根据各自传输信号的特点而专门设计的，具有较强的抗干扰

性能及较好的环境适应性。系统各部件应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线束进行连接，电气连接应严格按系统电气接线图

（附录 1）的技术要求进行。并应注意以下几点：注：1、接插件端部导线应用线扎固定牢靠，以避免接插件悬空

颤动而产生的线路接触不良。  2、电气接线图中所示保险都应按要求规格选用，不能跨接或选用大保险。 3、

MABS 线束的连接应保证连接可靠。建议做好防水保护，以免接触不良将导致 ABS 失效或工作异常。 

4.  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MABS 具有自诊断功能。如果系统有故障发生，系统能自动识别并存储故障信息，同时，

点亮 MABS 指示灯，提示驾驶员系统存在故障。所有的故障码读取只能是车辆静止状态才能自动显示并读取。 

4.1  基本术语：*故障：导致防抱死功能失效的原因。*故障代码：代表特定故障的数码。*闪码：MABS 以指示灯

的一系列闪烁传递故障代码的过程。*故障诊断：读取故障代码，确定故障内容的过程。 

4.2  故障代码识别与故障代码表： 

4.2.1 正常工作：打开钥匙开关时指示灯点亮，此时能听见 ABS 电机短暂转动声，系统进行静态自检，如自检有

故障，会直接闪烁故障码。如果静态自检没有发现故障，报警灯将不熄灭，处在常亮状态，待车辆行驶速度在 5~10

公里时，系统会检测前后传感器的轮速，如果轮速正常，大于车速 10 公里时，报警灯熄灭，此时 ABS 动态检测完

毕，进入正常监控车辆状态，正常工作。如果在 5~10 公里的车速状态发现传感器故障，车速大于 10 公里以上时，

报警灯将一直保持常亮，待车辆停止时，报警灯开始闪烁相关故障。如果配置安装了 ABS 切换开关，关闭 MABS 开

关后，ABS 指示灯长亮以警示无 ABS 功能；取下 ECU 的线束插头后 ABS 指示灯长亮。 

4.2.2 故障状态：若 MABS 系统出现故障，MABS 指示灯长亮或闪烁，此时车辆 MABS 作用解除，恢复原车制动状态。 

4.2.3 故障类型：一、静态故障：此种故障在车辆静止状态时即可检测出来，打开启动开关 3 秒钟后 ABS 指示灯

闪烁或指示灯一直不亮即认为出现此种故障。二、动态状态：此种故障在车辆静止时检测不出来，当车辆行驶速

度超过 10 公里/小时，若指示灯一直长亮则认为出现此种故障，当车辆停止时，指示灯开始闪烁故障码（此种闪

码方式防止车辆动态时持续闪烁的灯光对驾驶者视觉进行的干扰）。  

4.2.4 故障代码：本系统故障具体情况用故障代码的形式存储在存储器中，必要时可用闪码的形式读出来。请注

意诊断故障码时不能关闭当前的车辆电器状态，如熄火、断电等，因为故障代码存储在系统存储器中，熄火断电

等操作使 ABS 重新自检上电，会把存储器中的故障码清除，造成读取故障码失败。 

4.2.5 故障码含义及故障排除方法：故障代码由两位数字组成，如 3-2、2-1。ABS 用指示灯连续闪烁（一次闪烁，

灯亮约 0.3 秒）的次数表示各位数字的数值。第一位数字显示完毕，停顿（指示灯熄灭）约 0.8 秒后，显示第二

位数字。如果系统存在多个故障，则每个故障码闪烁两遍后，开始闪烁下一个故障码。例如要显示 3-2、2-1 两个

代码，则闪码时序图如图 4-1 所示：（例如均匀快闪 5 次，中间间隔亮 1 次，就是 5-1） 

 

 

图 4-1 闪码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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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后灯常亮，车速 10km/h 后熄灭系统静态动态检测通过，骑行中只要灯亮，ABS 系统就不会工作，需排查故障。 

闪烁次数 故障含义 检查维修方法 

1-1 前轮传感器内部供电故障 更换 ECU 控制盒 

1-2 后轮传感器内部供电故障 更换 ECU 控制盒 

2-1  2-2 

2-3  2-4 

线圈断路 

2-1至 2-4，分别为前保压、前减压、后保压、后减压线

圈短路或断路故障，需要更换 ECU控制盒 

3-1 前轮轮速传感器短路 

检测传感器各连接线和插头，寻找短路、搭铁、线缆磨

断破皮等问题，或者更换传感器。 

3-2 后轮轮速传感器短路 

检测传感器各连接线和插头，寻找短路、搭铁、线缆磨

断破皮等问题，或者更换传感器。 

4-1 前轮轮速传感器断路 

检测传感器各连接线和插头，寻找虚接或断路、端子退

针等问题，或者更换传感器。 

4-2 后轮轮速传感器断路 

检测传感器各连接线和插头，寻找虚接或断路、端子退

针等问题，或者更换传感器。 

5-1 行驶时前轮轮速信号缺失 

检查前轮传感器安装是否到位 

和齿圈配合是否完好 

5-2 行驶时后轮轮速信号缺失 检查后轮传感器安装是否到位和齿圈配合是否完好 

6-1 

ABS电机断路或 

缺失 12V 电源 

检查电线束的 ABS 电机插针供电或者保险 

或者更换电机或 ECU内部电机插口等 

6-2 ABS电磁阀无+12V 电源 检查线束或插头和 12V 电源或者保险 

4.3  偶发性故障的维修： 在电子控制系统中，在电气回路和输入输出信号的地方可能出现瞬时接触不良问题，

从而导致偶发性故障或是在 ECU 自检时留下故障码。如果故障原因持续存在，那么只要照着故障码故障检查表进

行检查就可以发现不正常部位，不过有时候偶发性故障发生的原因会自行消失，所以不容易找出问题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按下列方式模拟故障，检查故障是否再现。 

1、当振动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时：* 将 ECU 接头轻轻地上下左右摇动。* 将线束轻轻地上下左右摇动。* 将传感

器轻轻地上下左右摇动。* 将其它运动件(如车轮轴承)轻轻摇动。注 ：如果线束有扭断或因拉得太紧而断裂，

就必需更换新零件，尤其是传感器在车辆运动时因为悬架系统的上下移动，可能造成短暂的开，短路。因此检查

传感器信号时必须进行实车行驶试验。 

2、当过热或过冷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时：* 用吹风机加热你认为可能有故障的零件。* 用冷喷雾剂检查是否有冷

焊现象。 

3、当电源回路接触电阻过大可能是主要原因时：* 打开所有的电器开关，包括前照灯和后雾灯开关等。 

    如果通过以上操作故障依然没有再现，就必须等到下次故障再出现时才能诊断维修。一般来说，偶发性故障

只会愈变愈糟，不会变好。 

4.4  MABS 工作异常故障检测：这个问题与驾驶状况及路面条件有关，所以不容易进行故障诊断。如果没有 ABS

报警并且没有故障码，可能原因有：1、传感器安装不当。2、传感器线束有问题。3、传感器损坏。4、ABS 齿圈

损坏。5、传感器粘附脏污。6、车轮轴承损坏等情况。 

请按车辆当前异常状态具体分析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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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BS 系统责权明晰：MABS 系统在改装、加装过程中，由于不是主机车辆厂成熟的装配工艺，不可避免的会遇

到一些非专业技术保障所造成的产品失效、产品故障以及后期维护、保养保修等问题，为保护用户利益，保障正

常运营体系，现明确责任划分，提前通知各用户悉知。 

5.1.责权总则：在用户收到产品时即视为知悉责权明晰条款，特此说明！ 

ABS 在使用中发现任何问题，需拔掉电源保险停止使用并全面检修，否则出现任何后果与本公司无关！！ 

5.1.1  在按照产品技术说明书规定下正确安装、操作、使用、养护的，在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三包期内），对

产品因质量造成的故障、由本公司负责对相关部件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以恢复产品技术性能。    

5.1.2  三包基本原则：对损坏零部件以更换为主，未经本公司允许，不得擅自修复使用。 

5.1.3  三包范围外，收取相应费用，包括材料费、工时费、差旅费等。 

5.2.三包保质期及范围：与用户的质保协议的，按下面要求执行。 

5.2.1 MABS 控制器总成（HECU） 

5.2.1.1  三包期为装车出厂一年或行驶 2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5.2.1.2  对以下原因造成损坏，不实行三包：1．外观明显损坏。2．制动管路破损、制动总泵或分泵等制动系相

关部件损坏造成的制动失效。3．轮胎的损坏造成的制动异常失效。4．ABS 系统报警状态下的防抱死功能停止状

态，车辆制动造成的损害。5．接地线松动。6．没有按要求取电源。7．保险丝容量不符合要求或与其它用电设备

共用保险丝或根本没有保险丝。8．高压、强电流损坏（包括电焊、外部电源充电、发电机调节器失效等）。9．控

制器内部明显进水。10．其他外部原因而非 MABS 系统本身质量问题。 

5.2.2 传感器 

5.2.2.1  三包期为整车出厂半年或者行驶 3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5.2.2.2  对以下原因造成损坏，不实行三包：1.  外观明显损坏，有明显的挤、压、磨、拉等痕迹造成的传感器

断路、短路、失效等异常。2.  固定不合理造成异常。3.  其他非本身质量问题。 

5.2.3  线束、插头件、插片，指示灯等不在三包范围之内。 

5.3.质量保证 

5.3.1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使用，在承诺的质量保证期间内，因零配件问题引起整个系统工作异常、不工作，本

公司都将及时、优质、无偿的提供维修服务。 

5.3.2  超出质量保证期的产品提供有偿维修服务。在用户收到产品时即视为知悉以上责权明晰条款，特此说明！ 

6. 使用 MABS 注意事项 

用外接电源充电瓶时，要将 ECU 控制盒断开，防止外界高电压损伤 ECU 

当车辆需要电焊时，断开 ECU.不得用万用表测量 ECU 控制盒。定期监测发电机电压是否稳定。 

作制动盘、片保养时不要碰伤齿圈及传感器，并对齿圈及传感器进行清洁处理。 

各部件的拆装须在断电后进行，并保持各部件清洁、干燥。不得随意改变保险片容量或跨接保险。 

ABS 指示灯是 ABS 对外警示的重要手段，ABS 报警灯应可靠的连接，发现 ABS 指示灯损坏应及时更换。 

清洁 ECU 时不能用水冲刷。 

新线束接线说明在尾页 

插头线序定义： 

*16 粗红/8 粗红 接保险盒接电瓶正极； 

*15 粗黑接电瓶负极同时接指示灯黑色； 

*14 细红接刹车开关正极同时接指示灯

红色； 

*13 细绿接刹车灯开关出电，不分前后

刹； 

*12 细黄接指示灯黄色； 

* 2 白/10 黑对应颜色接前轮传感器；                                                                    

*1 白/9 黑对应颜色接后轮传感器 

                                           重点，1/9 接线必须接后轮传感器 切记 ！切记！ 
*6  蓝色通讯 K 线  接诊断设备或 WIFI 盒子（不使用时空置）   

*11 棕色 开关线（不使用时空置） 

选装：棕色线接地三秒可转换一次工作模式，蓝色接无线 WIFI 设备连接手机客户端，对系统测试、诊断、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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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品程序状中，齿数和轮胎周长长度有关。 

注：用户可以提前告知前后轮胎规格和齿圈齿数，按照用户实际齿数轮胎比值状态调整程序参数。 

 

 

   使用诊断仪或者手机 APP 进行排气要领，系统注油之后，卡钳排气螺丝

插好针管： 

1 使劲压紧总泵，运行排气程序几次（每次运行十秒） 

2 松开卡钳排气螺丝，大范围压总泵，注满一针管 

3 锁紧排气螺丝试车后，根据状态可再操作一次。 

                                                        

 

 

 

将总泵油盒注满油，将下泵卡钳放气螺丝连接大针

管吸油，油盒不能缺油，抽针管看到软管出油，不

允许再抽针管，然后大范围压总泵，注满一针管，

后锁紧排气螺丝。针管要永远在排气螺钉上方，排

气螺丝一定要垂直向上才可排气。 

完成之后,多少会有一些刹车。 

注意，勉强有刹车了，找沙土路面试车，让 abs 泵

反复启动，多试几圈，回来之后，分泵排气螺丝立

刻插上针管，压总泵压满一针管油就基本完成了

（此时不要抽针管）。如果 20 分钟没有搞定，立刻

致电 13864009048，就地解决。 

 

前轮过软不容易启动 abs 泵时这样做，在踩下后刹车启动后轮之后，同时捏手刹，这样前轮也会启动起来，前后

都启动了再压油一次，进行排气， 

 

 

 

 

 

 

 

 

 

 

 

 

 

   

支架使用注意，根据不同车型也可自行加工支架用 3mm 的铁板固定传感器，要求牢固无共振，后轮可利用卡钳支

架打孔固定。 

  另外 ABS 阀体在工作的时候会有共振，支架与车架固定不易过紧，保留间隙，可消除共振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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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安装 ABS防抱死时，需使用 30A或者 30A

以上的转换器（逆变器）电源。 
 

 

 

 

 

 

 

 

 

注意：ABS 泵体轻拿轻放，避免摔打，电瓶正负极接反烧毁不予质保！          

注意：原车制动泵要干净无杂质，泵体堵塞管路不通不予质保！              

注意：泵体螺丝口要仔细对好拧上，造成滑丝，不予质保！              

车友安装过程发现的问题总结如下 

1 前后传感器对调了接错。传感器线，abs 泵体，尽量远离高温的地方 

2 传感器没有贴近齿圈（要求尽量靠近不刮擦，一两张纸的间隙就行），或者没有在齿圈的孔中心，偏到边上了，

自行改装传感器支架时，一定要注意支架厚度不低于 3mm。 

3 排气不干净，这个需要耐心，多看上面说明，别无他法。 

4 不要乱改动线一定要看说明接，锁后正电，在脚刹开关这里，无需接车头电锁。 

5 阀体的前后泵上下泵接口一定要区分清楚，不得调换前后使用。 

6 试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平时可以控制后轮抱死拖刹的朋友优先试车，abs 闪灯工作不正常要先看传感器安

装，例如闪 5-2 看后轮传感器间隙 角度 稳固，齿圈是否平整等，也可咨询联系 13864009048。 

摩友天下 www.motosd.com  淘宝店铺 http://motosd.taobao.com/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桑园路名辉豪庭南商铺 

车神摩托维护中心 任涛（收）销售电话：13370503850   工作时间 9.00—17.00 周日节假日休息 

改装不明之处请致电技术服务 13864009048 

 

微信扫码关注摩友天下微信公众号     扫码查看更多车型安装装示意       微信扫码或添加 13864009048                            

更多最新摩托车科技与改装资讯     注意点击页面下电脑版 查看速度快     技术服务 获取更多技术支持                                   

http://shop33258284.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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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级玩家专用 ABS 系统,满足特殊要求的摩托车爱好者，全新设计，增加了开关功能 

●切换开关说明，开关是一个常开路的开关，按住接通，松开断开。 

标准 ABS 开关：开关上黑线可靠的接地，棕色接 ABS 泵体的棕色线。 

带灯 ABS 开关：红线接刹车开关的正电，黑线接地，黄线接 ABS 泵体的黄线，棕色接 ABS 泵体的棕色 

●常规使用： 

打开钥匙开关，系统常规静态自检后，ABS 灯保持常亮，待车速行驶至 10 公里/小时以上时，前后轮速传感器信

号正常时，ABS 灯熄灭，系统进入监控工作状态。 

●切换说明： 

如果要进行 ABS开关切换操作，必须在车辆停止状态，ABS无异常报警的情况下才可以，以下为循环切换操作过程 

打开钥匙开关，系统常规静态自检后，ABS 灯保持常亮，此时进入 ABS 前后轮工作状态 

此时按住 ABS开关三秒以上并松开后，ABS灯会闪三次，第四次常亮，此时进入关闭后轮状态，只有前轮具有 ABS功能。 

再按住 ABS 开关三秒以上并松开后，ABS 灯会闪三次，第四次常亮，此时进入 ABS 前后轮工作状态。 

再按住 ABS 开关三秒以上并松开后，ABS 灯会持续快闪，此时进入前后轮关闭状态。 

再按住 ABS 开关三秒以上并松开后，ABS 灯会常亮，此时进入前后轮工作状态 

每次打开钥匙开关，系统默认进入前后轮工作状态 

●车辆从静止到车速行驶至 10 公里/小时以上时 ABS 灯闪码说明： 

常亮转为熄灭：    ABS 进入前后轮工作状态 

常亮转为持续慢闪：ABS 进入单前轮工作状态（闪烁间隔一秒） 

始终持续快闪：    进入前后轮关闭状态（闪烁间隔 0.3 秒） 

始终常亮不熄灭：  需停车后查看故障码   

●高级智能自动切换模式： 

   后轮信号不正常，传感线短路，断路等异常情况出现时，车辆静止时会有相应故障码提示，车辆行驶至 10 公

里/小时以上时，系统自动切换到前轮独立工作模式，ABS 灯为持续慢闪。 

   ABS 前后轮工作状态下，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突发后轮信号不正常，传感线短路，断路等异常情况出现时，系

统自动切换到前轮独立工作模式，ABS 灯常亮后转为持续慢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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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车注意安全： 

正常可以抱死后轮拖刹的朋友优先试车 

试车以后轮为主测试，因为前轮一般不敢使劲刹。 

前轮试验的时候可以找坑洼路面，这样很容易启动 ABS 测试感觉。 

后轮对于常玩车的朋友来说就轻松测试了，随便踩就可启动 ABS，脚感轻微的震动非常平顺，注意在最大最强压

力的时候，ABS 程序编写了更强的保压程序，轮子达到抱死临界点这时脚踏会感觉到均匀节奏的上下跳动，此现

象仅在独立试验后刹的时候会体现，确保独立使用后刹的时候能有最短的制动距离（独创程序）。正常同时前后刹

的时候无此程序的介入，是很平顺的刹车体验。 

对 ABS 错误的理解总结以下 

关于 ABS 失效了没有刹车了，这是错误的理解 

  ABS 在失效时，刹车系统是原有的制动状态，没有丝毫改变，接通指示灯检测亮两秒熄灭系统为正常，使用中

只要指示灯亮起就是 ABS 不工作，这时要根据故障码针对检查。ABS 的质量毋庸置疑看看汽车的 ABS 车子报废了

ABS 也不坏，我们的产品是同一流水线生产。 

关于 ABS 系统防抱死与侧滑 

  总结如下，防抱死即轮胎紧急情况下的安全措施轮胎不会抱死，侧滑是两种状态下，A 垂直车身轮胎抱死滑行

时产生，B 车身倾斜时离心作用下产生（分两种情况，B1 抱死后轮时、B2 不抱死后轮时），而 ABS 杜绝了 A 和 B1

这两种状态下的侧滑。所以很多朋友说装了 ABS 不能玩甩尾了，需要关闭 ABS 才可完成这个动作 

关于 ABS 介入比较早的问题： 

  这是一个对于 ABS 这个产品和工作方法理解上有差异的问题。一般不带 ABS 的车辆，一踩后轮，车轮就会很容

易抱死，还有就是路面不同，车况不同，ABS 介入的时机都不是驾驶者本身能控制的，比如说湿滑路面，制动压

力很低的情况下就介入工作了，而泊油路等附着系数比较高的干燥路面，即使制动压力很高，只要没有达到减速

度和滑移率门限，也不会介入工作，系统会根据当前的路面、车辆状态、制动减速度、车辆滑移率等多种参数综

合运算的结果来判断介入时机。大约在二十几年前，大多数进入中国市场的 ABS 产品，都是车轮进入抱死和滑移

区域，ABS 再介入工作，这样就会感觉 ABS 有粗暴感觉，车轮在地面留下的痕迹就会有点状或块状的类似虚线抱

死痕迹，而且 ABS 反弹的舒适性就会非常差，有非常强烈的弹脚或弹手感。这种状态在前期 ABS 技术进入中国市

场时，已经被好多人所接受及宣讲，认为这种状态就是 ABS 的正常的最佳状态，但一些知名 ABS 厂家为了解决这

些粗暴感以及降低强烈反弹感等问题，如博世、大陆特维斯、TRW 等厂家在十多年前甚至在二三十年前就对这种

比较粗暴的 ABS 性能做了优化调整，所以本套系统现在采用的就是这种优化后的逻辑，使 ABS 整个工作过程中，

减速度趋于理想线性曲线，减少 ABS 工作时对制动手闸的反弹，增加舒适感等。 

  这就是早介入技术标准，而早介入大家认为刹车就不够力了也是错误的认识，对此刹车距离不会有任何影响，

因为这时启动并不会减压如果持续加大刹车力度，制动力继续加大，不会泄压。例如：总泵压 5mm 时抱死，那么

总泵继续压 6、 7mm 时也是抱死，在感觉上咱们不知道压力，但是 ABS 系统会判断出来，所以大家认为是介入早。  

关于 ABS 启动 

  正常刹车的时候 ABS 不会启动，但是大家初装好时总是大力制动，非要听到 ABS 泵工作的声音，感觉手脚的反

馈，特别是后刹，很轻松就可启动，而实际正常停车是不需要这个刹车力度的，ABS 作用在于驾驶者意外情况下

或者对于路面判断失误的轮胎抱死前，进行操控防止轮胎抱死，以确保安全，所以还请大家正常制动驾驶。坑洼

路面大幅度起伏的时候，没有制动，精准的轮速传感也会使 ABS 电机启动，启动后再进行制动操作时，不会对制

动力有丝毫影响，不要理解为 ABS 启动了就是泄压了减少制动压力了。摩托车后轮所需制动力很小，不用力就可

抱死，触发 ABS 启动，而前刹需要很大力才可抱死，才可启动 ABS,这点请注意。 

关于 ABS 弹手弹脚反馈. 

   新系统取消了电机连续工作的声音，很多人不知是否启动了，为此增加了制动时的手脚几次的反馈，例如时速

60，前后全力制动 abs 启动时，手脚会有 4-5 次反弹，然后稳稳停下，此反馈不是 ABS 工作时的加压减压保压的

频率，频率是 2-5 毫秒时间控制动作的。前后轮制动力不同，前轮是后轮的几倍，ABS 不容易介入，而后轮随时

可以介入。 

关于更多，更新的解释不断补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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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孔与探头对着齿， 

为最佳安装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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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www.motosd.com              

浏览器打开网页查看 
 

 

 

 

 

注意： 

保存曲线：需要在手机设置里面-授权管理-ABS 诊断-读写手机存储-选择允许。  

泵阀测试：需要点亮刹车灯的时候进行操作。 

 
摩友天下  主站 www.motosd.com  淘宝店铺 http://motosd.taobao.com/ 

销售电话： 13370503850   技术服务 13864009048 工作时间 8.30—18.30 周日节假日休息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桑园路名辉豪庭南商车神摩托维护中心 任涛（收） 邮编 250100 

 

                                     

 
 

http://shop33258284.taobao.com/


 

- 13 - 

 

ABS 防抱死系统 5.0 版 手动学习轮胎与齿圈齿数比值功能说明 
   学习功能说明：由于齿圈齿数和轮胎的动力周长比值，牵扯到 ABS 速度的算法参数，在实际安装过程中，由于

车友安装齿圈齿数错误，或者更换轮胎型号，或者传感器安装不规范造成丢失部分信号等原因，造成前后轮胎与

齿圈齿数的比值发生变化，导致 ECU 计算速度产生差异而造成 ABS 性能有所差异改变，为避免这种情况并保证 ABS

性能，特别推出 ECU 手动学习功能。 

学习方法： 

1、 捏住刹车开关不松手（保证有 12V 刹车信号进入 ECU）,然后进行连续打开关断钥匙开关的操作至少 8 次以上

（此过程中不能松刹车），操作到第 8 次时，ABS 报警灯会连续快速闪烁 3 下，然后灯开始慢闪。此时可以松开刹

车了。 

2、 启动车辆，开始行驶，速度要超过 40KM/H，这时 ABS 灯由慢闪变为快闪，此时的快闪就是提示进入 ABS 自学

习模式。 

3、 一旦看到快闪，然后松油门让车辆减速自由滑行，滑行减速到 20KM/H 时，捏刹车，ABS 灯会熄灭，学习结束，

此时 ECU 内部程序中，齿圈齿数与轮胎的比值自动调整到最佳数据。 

注意：后轮齿比为每齿对应轮胎周长 30mm 的默认程序设置范围时，学习后对前轮速进行调整到最佳值，如后轮周

长与齿数偏差过大，需更换正确齿数的对应齿圈，（齿数比值说明：轮胎周长为 1920 毫米，1920÷30mm=64 齿） 

 

 

ABS 防抱死系统 6.0 版 功能操作说明 
一、前后轮速自适应学习功能（同 5.0 版）： 

二、后轮轮胎周长与齿圈齿数比值手动选择功能 

1、捏住刹车开关不松手（保证有 12V 刹车信号进入 ECU）,然后进行连续打开关断钥匙开关的操作 9 次（此过程

中不能松刹车），操作到第 8 次时，ABS 报警灯会连续快速闪烁 3 下，进入前后轮速学习模式，此时再开关钥匙一

次进入后轮齿数比选择模式（ABS 灯会闪码当前齿比序号，首次使用此功能时会慢闪 4 下，表示现在系统默认的

初始模式为轮胎周长与齿数比基准数据为 30）。此时可以松开刹车了。 

2、 ABS 指示灯会闪当前序号两次之后进入快闪模式。此时可以再次捏住刹车，进入齿数比切换，每捏住刹车三

秒钟会选择下一个序号齿数比，系统通过 ABS 指示灯闪码通知用户选择成功，用户松开刹车就可以确认当前闪码

序号。共用 8 个齿数比数据可选，车主可根据自己的实际计算（后轮）选择合适的接近值。 

对应的齿数比值序号表如下： 

齿数比值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设定值（毫米）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齿数比值说明：轮胎周长为 1800 毫米，默认序号为 4，即 30.0mm，齿数应为 60 齿，（周长 1800÷60 齿=30mm） 

例 1 如果轮胎更换为 2000mm，齿数为 60 齿（周长 2000÷60 齿=33.3mm），对应表格需选用序号 5（33mm）最接近 

例 2 如轮胎周长为 1800 毫米，齿数换为 48 齿（周长 1800÷48 齿=37.5mm），对应表格发现介于序号 6（36）、7

（39）数值中间，常规选用偏小值 6（36mm）。 

3、 轮胎周长对应的齿数比值选择结束后，重新开关钥匙就可以把选定的值存入系统，一旦以上操作成功，系统

就会自动强制进入前后轮速学习功能（灯开始慢闪），直到完成学习。如果没有完成学习过程，则下次打开钥匙开

关时系统会再次强制进入前后轮速学习功能。（如单独更改前轮周长与齿数时，只需通过学习功能即可与后轮速一

致）。 

4、 灯开始慢闪提示可以进入学习模式，此时启动车辆，开始行驶，速度要超过 40KM/H，这时 ABS 灯由慢闪变为

快闪，此时的快闪就是提示进入 ABS 自学习模式。一旦看到快闪，然后松油门让车辆减速自由滑行，滑行减速到

20KM/H 时，捏刹车，ABS 灯会熄灭，学习结束，此时 ECU 内部程序中，齿圈齿数与轮胎的比值自动调整到最佳数

据。 

6.0 版本的系统在软件设计时，充分考虑改装市场用户的具体要求和使用感受不同，特意在系统软件设计时针对

前后轮分别设置了 7 组不同的加减压时间和滑移率参数供用户自主选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驾乘感受自主

选择想要的 ABS 功能效果。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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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轮制动强度（距离）和感官标定 

（2 代表后轮，X 代表数字 1-7 组，例 2-3 闪两次停顿再闪 3 次为后轮第三组数据） 

1、 按住切换开关不松,（注意是切换开关，不是刹车开关）然后进行连续开关钥匙开关的操作 5 次（此过程中

不能松开切换开关），操作到第 5 次时，ABS 报警灯会开始闪烁 2-X 下，提示当前后轮所选的模式（首次闪 2-4，

为标准模式）。此时可以松开切换开关了，进入后轮标定模式。2-X 闪码会连续两次。指示灯变快闪等待操作。 

2、 按住切换开关三秒以上，指示灯会再次闪码 2-（X+1）选择下一个设定时间，松开切换开关时的闪码就是当

前选定的参数，当前状态码闪烁三次后指示灯再次快闪等待切换。如果连续按住切换开关不放开，则系统会连续

切换后轮加减压设定时间。闪码从 2-1 到 2-7，为 7 组不同模式，制动反馈和制动强度会逐渐加强。 

3、 选定当前状态不再操作，只需要重新开关一次钥匙开关就可以把当前状态存储到系统中。试车确认当前状态。

如当前状态不是理想状态，就再次重复以上操作，重新选择。 

四、前轮制动强度（距离）和感官标定 

（1 代表前轮，X 代表数字 1-7 组，例 1-3 闪两次停顿再闪 3 次为前轮第三组数据） 

1、 按住切换开关不松（注意是切换开关，不是刹车开关）,然后进行连续开关钥匙开关的操作 6 次（此过程中

不能松开切换开关），操作到第 6 次时，ABS 报警灯会开始闪烁 1-X 下，提示前轮所选的模式（首次闪 1-4，为标

准模式）。此时可以松开切换开关了，进入前轮标定模式。1-X 闪码会连续两次。指示灯变快闪等待操作。 

2、 按住切换开关三秒以上，指示灯会再次闪码 1-（X+1）选择下一个设定时间，松开切换开关时的闪码就是当

前选定的参数，当前状态码闪烁三次后指示灯再次快闪等待切换。如果连续按住切换开关不放开，则系统会连续

切换后轮加减压设定时间。闪码从 1-1 到 1-7，为 7 组不同模式，制动反馈和制动强度会逐渐加强。 

3、 选定当前状态不再操作，只需要重新开关一次钥匙开关就可以把当前状态存储到系统中。试车确认当前状态。

如当前状态不是理想状态，就再次重复以上操作，重新选择。 

说明：6.0 版本取消单前轮 ABS 功能，按住切换开关三秒以上 ABS 指示灯快闪关闭 ABS 功能，再次按住切换开关

三秒以上指示灯长亮启动 ABS 功能。 

五、 ABS 防抱死系统 6.0 版，切换开关操作说明 

进行 ABS 开关切换操作，必须在车辆停止状态，ABS无异常报警的情况下才可以：打开钥匙开关，系统常规静态自

检后，ABS 灯保持常亮，此时进入 ABS 前后轮工作状态，按住 ABS 开关三秒以上并松开后，ABS 灯会持续快闪，此

时进入前后轮关闭状态，再按住 ABS 开关三秒以上并松开后，ABS 灯会常亮，此时进入前后轮工作状态，每次打

开钥匙开关默认进入前后轮工作状态 

注意：切换开关线为棕色线，棕色线接地 3 秒即完成一次操作，可用按钮开关一端接棕色线，一端接地（搭铁） 

 

新线束接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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