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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配件

異常報警

胎壓數值

設置按鍵

USB充電插槽

偵測器 X4

顯示器

溫度單位

壓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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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形針（密封矽膠圈更換工具)

①拆密封矽膠圈用        

②装密封矽膠圈用

密封矽膠圈X4(備用)

若密封圈如有破損,为防止漏氣可用備用密封圈進行更換.

(胎外)工具及配件

兩用扳手

標配工具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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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ON

3 4

顯示器插電

在安裝之前將顯示器插入點煙器後，將鑰匙從ACC. OFF 轉到

ACC. ON後，再進行偵測器安裝作業。

安裝注意事項：

取出點煙器 插上點煙器電源

ACC轉到ON 顯示器通電，開始接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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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偵測器安裝

旋出氣嘴防塵蓋

5 用肥皂水檢查是否漏氣

4
用螺母扳手反方向鎖緊
偵測器33 按住偵測器外殼位置標示，

旋入對應輪胎並鎖緊

＊出廠時顯示器與四個偵測器

已經做好了配對，用戶安裝後

不再需要做配對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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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充電插槽

2 4個輪胎分別顯示各輪數值,
系統工作正常,安裝成功.

行車驗證

>15km/h

車速大於15公里行駛，
顯示器自動更新數據。

顯示器在通電的狀態下.

本身內建有USB介面，在使用TPMS

監測的同時，可以給其他電子產品

進行充電.

請勿再分接其他USB設備，
以免過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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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i-Bi-Bi-Bi-

氣壓超過1.8 3.2 Bar範圍報警.～

一般為扎釘或氣門嘴老化.

漏气报警

胎壓 報警
3.2以上:Bi-Bi-Bi-Bi-
1.8以下:Bi-Bi-Bi-

偵測器電池耗盡

顯示屏功能說明

胎壓正常顯示

汽車發動後,顯示器同時顯示4個

輪胎的數值.

因車輛使用環境不同，電池使用
時間約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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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偵測器失效

輪胎溫度在0°C 以上時顯示單位

為:    當溫度是在0°C 以下時顯

示單位的“-”才會亮起如:

Bi-Bi-

胎溫超過65°C警報.

胎溫高 報警

查詢溫度

短按顯示器上的設置按鍵,喇叭短

叫一聲既進到溫度顯示界面如圖:

10秒後自動切換回胎壓界面.

顯示屏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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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到99°C以數字顯示輪胎的溫度.

溫度監控範圍

顯示器通電後溫度界面顯示為如圖:

行車狀態,車速大於15公里行駛溫度

數據才會以實際輪胎溫度更新如圖:

顯示屏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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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壓力值單位切換

Bi-

ACC在ON位置，顯示器通電情況下，任何時候長按設置按鍵不放直至
喇叭叫一聲後鬆開，胎壓單位在Bar和Psi之間轉換。壓力單位出廠
預設為Bar。

短按 :

    切換至溫度查詢界面

長按設置按扭不放:

    直至喇叭鳴叫1聲釋放---胎壓單位切換(Bar <---> Psi)

    直至喇叭鳴叫2聲釋放---胎壓上限報警值設置(預設值3.2Bar)

    直至喇叭鳴叫3聲釋放---胎壓下限報警值設置(預設值1.8Bar)

    直至喇叭鳴叫4聲釋放---配對

    直至喇叭鳴叫5聲釋放---恢復出廠設置

設置按鍵

設置按鍵說明

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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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動長按顯示器上的設置
按鍵直到喇叭鳴叫2聲釋放,
進入胎壓上限警報值設置.

2

3 設置完成後長按設置按
鍵喇叭鳴叫2聲退出.4

Bi-Bi-

長按

長按短按

胎壓上限報警值設置(預設值3.2 )Bar

短按設置鍵調整數值，每按一
次往上變化0.1Bar,依次循環，
可設置範圍2.5Bar ～3.5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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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壓下限報警值設置(預設值1.8Bar)

1 2

3 4

Bi-Bi-Bi-

長按

短按 長按

手動長按顯示器上的設置
按鍵直到喇叭鳴叫3聲釋放,
進入胎壓下限警報值設置.

設置完成後長按設置按
鍵喇叭鳴叫3聲退出.

短按設置鍵調整數值，每按一
次往上變化0.1Bar,依次循環，
可設置範圍0.8Bar ～2.4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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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器與顯示器配對方法

1
偵測器不在輪胎上的情況下,
將車輪匙從ACC.OFF到
ACC.ON後,將顯示器插入點
煙器處後顯示器開始工作.

長按設置按鍵不放直至喇叭
連續叫4聲後鬆開.2

3
顯示器進入配對界面如圖"左前(FL)-右前(FR)-右後(RR)
-左後(RL)"位置依次顯示"01-02-03-04"同時左前(01)
開始閃爍,自動進入左前輪胎胎壓偵測器配對.

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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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偵測器與顯示器器配對方法

配對完成後同樣顯示該輪胎壓,

進行下個輪胎配對操作同上.

如只需配對一個偵測器,只要按設置按鍵到需要配對的相應輪胎上後,
進入配對即可。

短按

此時將標有(FL)左前輪胎的偵測器安裝在左前輪胎上,等待10秒

左右後顯示器將會叫一聲,同時左前(01)位置將顯示該輪胎氣壓,

表示左前輪胎配對成功.

手動短按一下顯示器上的
設置按鍵進入下一個偵測
器的配對.

此時顯示器(02)閃爍,將標有
(FR)右前輪胎的偵測器安裝
在右前輪胎上.



退出配對模式的2個方法

1

20秒

Bi-Bi-Bi-Bi-Bi-Bi-Bi-

配對完成後,長按設置按鍵不放直至喇叭長叫4聲後鬆開,喇
叭會叫7聲退出配對模式.2

Bi-Bi-Bi-Bi-

Bi-Bi-Bi-Bi-Bi-Bi-Bi-

15

長按

4個偵測器都配對完成後，20秒自動退出配對模式,喇叭會叫7聲
退出配對狀態.



偵測器分解圖

16

外殼

鈕扣式電池CR1632

偵測器

密封矽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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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 34

* ( ,
   偵測器外殼既可更換電池)

已經安裝在車輪上的偵測器換電池可以不用旋下偵測器 在氣門嘴上直接旋開

5

逆時針方向旋出偵測器外殼 旋出偵測器外殼如圖

取下舊電池片,換上新的扭扣
式電池.(注意電池正負極)

放回
方向鎖緊.

偵測器外殼,並順時針

電池更換成功
如

要用標配扳手來固定,旋開偵測器外殼.

偵測器不在氣門嘴上時,換電池需

更換偵測器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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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標準氣嘴造成漏氣的原因

氣蕊與氣嘴口齊平

氣嘴口螺紋≥9mm

標準氣嘴

氣嘴如有缺口，裝上偵測器可
能漏氣，必須更換標準氣嘴。

非標準氣嘴漏氣原因一

非標準氣嘴漏氣原因二

氣門蕊內凹，請用

氣蕊調節工具向外

旋平。

非標準氣嘴漏氣原因三

氣門蕊外凸，請用

氣蕊調節工具向裡

旋緊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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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參數:

侦测
通常为气嘴边缘凹凸缺口所造成,请到轮胎店更 标准气嘴.

显示器无显示
点烟座无12V电源,请检查点烟相关保险丝.

侦测器遗失

电池电量耗尽
请自行更 新的钮扣式CR1632电池.

轮胎 位处理
如轮胎位置调 后,侦测器必须按其外壳标识位置,相应调 .

器接口漏气
換

請至PAPAGO公司購買偵測器，並重新匹配.

換

換
換 換

常見問題處理

输入电压：12V ± 3V
待机电流：< 40mA
工作 度：-40˚C ～ ＋85˚C
工作湿度：5% ～ 98%

溫

发射频率:  433.92MHz
侦测器重量：<10g
胎压范围： 0Bar～ 3.5Bar / 0Psi ～ 51Psi
工作 度：-40 °C ～ ＋125 °C
胎压误差：±0.1 Bar / ±1 Psi

度误差：± 2 °C
工作湿度：5% ～ 98%
电池型号：CR1632
待机电流：<0.7μA 　
工作电流：<12mA
电池寿命：

溫

溫

因車輛使用環境不同，電池使
          用時間約1～2年.

侦测器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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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車輪胎的安全不可完全依賴本產品，應定期檢查輪胎，務必確保各輪胎無扎孔、

   割裂、鼓包等損傷。

2. 本產品發出警報時應盡快小心的靠邊停車處理。

3. 本產品無法預報外力造成的突發性輪胎損害。

4. 請勿在駕駛中操作本產品，顯示器必須插電，才能正常發揮本產品功能。

5. 偵測器電池壽命與汽車行駛里程有關，在低於－20°C環境使用，電池壽命會縮短。

6. 行駛中輪胎溫度升高，氣壓（熱漲冷縮）也將會同步升高0.1 ～ 0.3Bar。

7. 車輛需妥善停放，慎防偵測器被狗啃或被盜，與本公司無關。

8. 請勿用水或化學藥品直接浸泡清潔顯示器和偵測器，偵測器僅防潑水，請勿浸泡水上。

9. 使用後的廢電池請回收。

10. 建議冷胎胎壓或最大承受壓力數據會刻在輪胎側面或車主手冊內，請詢問輪胎廠、

    車廠或專業技師後，再調整預設值。

適用車型

本產品適用胎壓在3.5Bar/51Psi以下及電瓶電壓12V的轎車Sedan、運動休旅車SUV、

多功能休旅車MPV、跑車Sports Car等車輛。

請勿使用大於3.6Bar/52Psi以上之車輛，如貨車Trucks、拖車Trailer、大客車Bus、

露營車Recreation Vehicle、貨卡車Pickup Trucks等車輛。

本產品有效傳輸距離公尺（400cm/無阻隔環境)，適用於小型車。

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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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產品顯示資訊僅供參考，需車輛停止才能操作本主機。

2. 本產品可能因為其他有害的干擾系統導致無法作動。

3. 本產品出廠時已經設定好所配置之四個偵測器ID，如果欲更換新偵測器配對請回原

   銷售點設定或參考手冊教學。

4. 安全氣囊警告，切勿把裝置安裝在安全氣囊彈蓋或安全氣囊的工作範圍內。本公司

   對因車輛碰撞或汽車安全氣囊的問題而導致的傷害或死亡不承擔任何責任。

5. 本主機保固二年，保證之範圍不包含產品本身瑕疵以外之任何因素所造成之故障，

   包括但不限於  (1)天災、地變、雷擊等意外事故  (2)錯誤使用、濫用、使用過失、

   外觀損傷  (3)未經本公司授權之人員所進行之維修、修改、拆裝。

6. 請依本手冊之說明操作，以避免不正常的操作導致本產品無法使用。

7. 請遵照本手冊指示供電，錯誤的供電將會損壞本顯示器，偵測器請使用原廠電池並

   按照本手冊之說明供電，不適合之電池或錯誤的擺放方式將會影響效能或造成偵測

   器本體的損壞。

8. 保固服務保證之範圍不包括任何連同「產品」提供之消耗性物品配件產品之損壞或

   遺失，如包裝材、反射膜、說明書等。

9. 請勿自行開啟外殼進行維修，有任何問題請就近聯絡經銷商檢測維修。若因使用者

   自行開啟外殼導致保固貼紙損傷，則保固立即中止。

10. 請隨時觀察輪胎之壓力和溫度、電池電壓狀態。如長時間無法接收到資料，請檢

   查您的偵測器。

11. 本產品不正常的操作可能導致系統失敗。

12.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第12、14條，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

   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

   性及功能。

13.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

   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

   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14.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了解更多產品資訊，請至PAPAGO! 官網

tw.papagoinc.com

研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00號4樓

客服專線：02-2659-3008

傳真號碼：02-8751-1323

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 ～12:00  13:30 ～17:30（國定假日除外）

安全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