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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月。2017定期更新細節 

TOYOTA/LEXUS 

輪胎壓力警告系統 
  -基本功能增強 
       數據分析 
  -特殊功能改進 
       ID註冊Bug修正 

間隙聲納系統 
  -基本功能增強 
      數據分析 
  -特殊功能增加 
      觀的P / A檢測/轉向調節 
      設定指導 
      初始化 
導航系統 
  - 通信穩定 

格柵起閉系統 
-特殊功能增加 

      格柵起閉初始化 

增加左駕反射鏡系統型號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增加右駕反射鏡系統型號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ABS / VSC系統 
 - 通信穩定 
 - 特殊功能 
    增加煞車系統空氣洩放（用於AHB-R） 
    致動器更換後改善空氣洩放 

LKA (Lane Keeping Assist) 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加 
      數據分析 

盲點偵測系統主系統 
  -特殊功能增加 
     BSM Master 異常紀錄 
     BSM Master 光軸調整 
     BSM Master 光軸顯示 
     BSM Master 光軸檢查 
盲點偵測系統副系統 
  -特殊功能增加 

BSM Slave 異常紀錄 
BSM Slave 光軸調整 
BSM Slave 光軸顯示 
BSM Slave 光軸檢查 

閘道器V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SRS 安全氣囊系統 
  - 通信穩定 
  - 基本功能改善 
      DTC分析 

AFS (自適應前照燈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車道偏離預警系統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照明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自動遠光燈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動作測試 
滑動遮陽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V 系統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VIN 
      檢查模式 
      檢驗模式 
      電池組故障安全驅動歷史記錄清除 
夜景系統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組合開關系統新型號 增加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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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方向盤襯墊(襯墊開關)系統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TVD (扭力分配差速器)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檢查模式 
      零件交換學習 
      學習值初始化 

VGRS (可變齒輪比轉向) 系統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特殊功能 
     檢查模式 
     轉向角調整 

混合動力汽車電池 系統 
  - 基本功能增強 
      數據分析 
空調系統 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預碰撞2 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電源控制 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車身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進入和啟動(智能鑰匙) 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增強 
組合儀表系統 
 -特殊功能增加 
     續航力重置 

雷達巡航控制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加 
      動作測試 

May 01, 2017 

後門電動窗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PS (電動轉向) 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強 
      數據分析 

NISSAN/INFINITI 

引擎特殊功能增加 (CAN) 
 - 特殊功能 
    服務再生 

對應的車輛：NV350 

引擎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怠速空氣量學習 
    封閉節氣門位置學習 
    自我學習 維持 
    排氣洩壓閥致動器位置學習值清除 
    燃油壓力釋放 
    發動機冷卻液旁通閥門 
對應的車輛：Note 

EV/HEV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HV電池J / B數據清除 
    VIN註冊 
    特定DTC清除 
對應的車輛：Note 
電機控制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清除輸出限制原因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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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器寫入 

對應的車輛：Note 

Shift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P檔的學習值清除 
對應的車輛：Note 
 
底盤控制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刪除最後一個驅動程序資訊 
    刪除密鑰分配用戶 
    擦除個人設定 
    自動取消原因1 
對應的車輛: SERENA 

4WD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HVAC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溫度設定更正 
    REC內存設定 
    FRE內存設定 
    Blow 設定 
    清除 SW 設定 
    目標最大RPM調整怠速 
對應的車輛: NOTE 
自動滑門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對應的車輛: NOTE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May 01, 2017 

向右自動滑門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對應的車輛: NOTE 

ICC 新型號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自動取消原因 
    自動取消原因 1 
    自動取消原因 2 
    自動取消原因 3 
    自動取消原因 4 
    FEB 操作里程 
    FEB 默認設定 
對應的車輛: NOTE 
HV 電池 新型號 增加 (UDS)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對應的車輛: NOTE 

GENRTR 新系統 增加 (CAN)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解析器寫入 
    清除輸出限制原因 
對應的車輛: NOTE 

回應 
引擎怠速空氣量功能改進 -  
由Dubai要求 
HVAC（G-Scan Tab）DTC BUG修復 – 在日本 
現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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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免鑰匙檢查 

雨刷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安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清除 
HVA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HVAC空調控制裝置自我測試 
電動滑動門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作動 
電動車窗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駕駛側電動窗重置 
     乘客側電動窗重置 
     左後側電動窗重置 
     右後側電動窗重置 
Step Wagon 2013: INS 
GAUG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自我診斷功能 

燈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May 01, 2017 

HONDA/ACURA 

新系統 增加 
BCM自動AC副顯示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BCM座椅加熱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一按式啟動備用控制裝置：IN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進階功能 
     自我檢查 
     無鑰匙控制數目 
SWS: USA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進階功能 
     車輛碰撞後 
     更換前排乘客座椅後 
零件(s) 
     座位輸出檢查 
     SWS初始化 
新型號 增加 
ELYSION 2007: INS 
測量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自我診斷功能 
燈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門鎖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免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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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門鎖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免鑰匙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免鑰匙檢查 
雨刷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安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清除 
HVA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HVAC空調控制裝置自我測試 

電動滑動門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作動 

電動車窗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駕駛側電動窗重置 
     乘客側電動窗重置 
     左後側電動窗重置 
     右後側電動窗重置 
主動轉角燈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May 01, 2017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作動 

自動AC副顯示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Grace HV 2015 : INS 
燈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門鎖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免鑰匙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免鑰匙檢查 
雨刷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安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清除 
HVA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HVAC空調控制裝置自我測試 

座椅加熱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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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yssey 2015: INS 
燈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門鎖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免鑰匙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免鑰匙檢查 
雨刷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安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清除 
HVA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 進階功能 
     HVAC空調控制裝置自我測試 
電動滑動門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作動 

電動車窗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駕駛側電動窗重置 
     乘客側電動窗重置 
     左後側電動窗重置 
     右後側電動窗重置 
 

May 01, 2017 

FIT 混合動力 2013: INS 
燈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門鎖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免鑰匙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免鑰匙檢查 
雨刷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安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清除 
HVA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HVAC空調控制裝置自我測試 

自動調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N-BOX 2016: INS 
燈光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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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鎖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免鑰匙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免鑰匙檢查 
雨刷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安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 清除 
HVA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 進階功能 
     HVAC空調控制裝置自我測試 

功能改善 
集成驅動程序支援系統: Opti-AIM 
 - 進階功能 
     靜態相機瞄準 
     動態相機瞄準 

FCW / LDW / 遠光燈支援 /交通標誌識別 
系統: Opti-AIM 
 - 進階功能 
     靜態相機瞄準 
SRS: 
 - 基本功能 
     DTC刪除改進 
 - 進階功能 
     OPDS初始化 
     ODS初始化 
     SWS初始化 
引擎: 馬來西亞，新加坡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擴展 

EPS: IN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擴展 

ABS/VSA: IN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擴展 

Bug修復 
IMA: INS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ABS/VSA: 馬來西亞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ABS/VSA: INS 
 - 進階功能 
     LF VSA 測試 
     RF VSA 測試 
     LR VSA 測試 
     RR VSA 測試 

引擎 系統 
 - 進階功能 
     燃油泵 ON 

引擎: AU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ABS/VSA: AU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TPMS: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FCW / LDW / 遠光燈支援 /交通標誌識別 
系統: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MITSUBISHI 

回應 
RVR (來自日本的回應) 
ELC-AT / CVT / TC-SST 
 -特殊功能增加 
    排氣模式 
    電子油泵空氣流出 
    AS＆G的許可條件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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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space (回應 from Japan) 
全景監視器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前＆鳥瞰顯示 
    校準儀範圍顯示 
    校準 
輔助電池 增加 
 - 基本功能 
    ECU資訊 
Pajero Sport (KR#, KS#) 增加 
 - MPI / GDI / 柴油 
 - KOS / IMMO / Keyless(免鑰匙) 
 - ELC-AT / CVT / TC-SST 
 - SS4 II / ES4 (Super Select 4WD II) 
 - ABS/ASC/ASTC/WSS 
 - SRS-AIR BAG(SRS-安全氣囊) 
 - Air Conditioner(冷氣機) 
 - ETACS 
 - 儀表(儀表) 
 - 轉向角 感應器(轉向角傳感器) 
 - AFS / ACL / Leveling 

L200 (來自馬拉西亞的回應) 
MPI / GDI / 柴油 
- DPF錯誤修復 
ASX (來自挪威的回應) 
KOS / IMMO / Keyless 
-柴油引擎關鍵碼錯誤修復 

Lancer (來自波蘭的回應) 
AYC 
-排氣閥錯誤修復 

May 01, 2017 

ATENZA / MAZDA6 2.2L R2_T (柴油) 系統 增加 
- RVM (後方車輛監控) 

SUZUKI/MARUTI 

新型號 增加 
Splash 2011: 以色列 
EPI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ABS/ES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進階功能 
     液壓控制測試 
     感應器 校正 
     ESP 設定 
Jimmy 2016: Dubai 
EPI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ABS/ES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進階功能 
     液壓控制測試 
     感應器 校正 
     ESP 設定 
儀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進階功能 
     換油請求燈初始化 
     換油請求燈 
     換油狀態 
新型號 增加 
IMMO: Iran 

MAZDA 

AXELA/MAZDA3 2.0L 系統 增加 
- BSML (盲點監視左) 
- BSMR (盲點監視右) 
- AFS (適路性前方照明系統) 
- LCM (照明控制模組) 
- RKE (遠程免鑰匙進入) 
ATENZA/MAZDA6 2.5L L5 系統 增加 
- ICCM (智能巡航控制模組)-Beta測試 
- RVM (後方車輛監控)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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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功能 
    防盜器  

功能改善 
EPI: 台灣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擴展 

EPI: 新加坡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擴展 
錯誤修復 
EPI: 
 - 基本功能 
   作動 

May 01, 2017 

- 前 雨刷 
- 後 雨刷 
- 儀表 
- 鏡子 
- 災害 
- PCB 
- 門鎖 
- PSD (電動滑動門-右) 
- PSD (電動滑動門-左) 
- 組合式開關  
- 車燈 (車身) 

SUBARU 

럒ㄹㄴㅇ 
新功能 增加 
防盜器  – 智能鑰匙型 
 - 支援 功能 
    讀取號碼註冊認證碼 
    智能 防盜器  註冊 
    刪除 認證碼ID 
ABS/VDC 
 - 支援 功能 
    剎車維護模式 
    VSC (VDC) 中齊 模式 

Bug 修復 
引擎: 柴油 噴油嘴 學習 功能 穩定化 
引擎: 感應器 項目 增加 
ABS/VDC: DTC 項目 增加 
BCM: 感應器 項目 增加 
AC: 特殊功能 穩定化 

DAIHATSU 

EFI (引擎) 系統 
  - 基本功能 改進 
      動作測試 

EPS (電動轉向) 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加 
      數據分析 
 -特殊功能增加 
      扭力 感應器 調整 

防盜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加 
     數據分析 

SRS 安全氣囊 系統 
 -特殊功能增加 
     測試模式  

CVT 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強 
     動作測試 

EFI (引擎) 系統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儀表 系統 
 - 基本功能 增強 
      數據分析 

自定義 功能 增加 
-蜂鳴器 
-室內燈 

ISUZU 

新系統 增加 
N 系列 4JH1 - T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N 系列 4JJ1 - T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支援 功能 
    噴油嘴 ID 碼讀取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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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油嘴 編程 
供應泵 初始化 
DPD 強制 再生 
DPD 慢 再生 
DPD 自動 再生 
DPD 自動 再生 重置 
DPD 再生 數據 重置 

新 ID 增加 
4JJ1 - TC: ID 增加 

May 01, 2017 

防盜器  – D22DTR (智能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新功能 增加 
ECM 
  - AUTO ECM 搜尋 

TCM – DC 5 A/T 
  - 進階功能 
      TCU 編碼 
      TCU SCN 編碼 
      鎖定操作 釋放 
TCM – MB 7 A/T 
  - 進階功能 
      TCU 編碼 
      TCU SCN/CNN 編碼 
      PLCD 校正 
      TCU 註冊 
BC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SK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GCU 
 - 進階功能 
     電熱塞 目標 溫度 
     電熱塞 編碼 - 目標 溫度 

RODIUS / STAVIC / TURISMO 
新系統 增加 
防盜器  – D20DTR (Rekes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0DTR (智能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2DTR (Rekes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2DTR (智能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SSANGYONG 

QUICK 搜尋 
新功能 增加 
  Auto TCM 搜尋 
  Auto BCM 搜尋 
  Auto 防盜器  搜尋 

REXTON 
新系統 增加 
TCM - [14PIN Only] BTRA (DSI) 4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TPS 值 清除 
      TCU 編碼 
TCM - DSI 6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TCU 適應 重置 
      TCU 校正 
      TCU 編碼 
防盜器  – D20DTR (Rekes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0DTR (智能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2DTR (Rekes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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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 增加 
ECM 
  - AUTO ECM 搜尋 

TCM – DC 5 A/T 
  - 進階功能 
      TCU 編碼 
      TCU SCN 編碼 
      鎖定操作 釋放 

TCM – MB 7 A/T 
  - 進階功能 
      TCU 編碼 
      TCU SCN/CNN 編碼 
      PLCD 校正 
      TCU 註冊 

BC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SK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GCU 
 - 進階功能 
     電熱塞 目標 溫度 
     電熱塞編碼 - 目標 溫度 

KYRON 
新系統 增加 
ECM – CDPF (C2I)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DPF 重置 
      壓力感應器 重置 
      DPF 再生 
ECM – CDPF (C3I)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DPF 重置 
     壓力感應器 重置 
     DPF 再生 
     過度 重置 
TCM - DSI 6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TCU 適應 重置 
TCU 初始液壓 校正 
TCU 編碼 

RK-STIC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進階功能 
     遠程 編碼 
新功能 增加 
TCM – DC 5 A/T 
  - 進階功能 
      TCU 編碼 
      TCU SCN 編碼 
      鎖定操作 釋放 

ACTYON 
新系統 增加 
ECM – CDPF (C3I)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DPF 重置 
      壓力感應器 重置 
      DPF 再生 
      過度 重置 
TCM - DSI 6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TCU 適應 重置 
      TCU 初始液壓 校正 
      TCU 編碼 
RK-STIC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進階功能 
     遠程 編碼 
新功能 增加 
TCM – BTRA (DSI) 4 A/T 
  - 進階功能 
      TCU 編碼 

ACTYON/KOR和O SUT 
新系統 增加 
ECM – DSL 2.0(C2I)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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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系統辨識 
- 進階功能 
    洩漏檢測 
    軌道 壓力 重置 
    噴油嘴 編碼 
    TCU 編碼 
    編碼 變異 

ECM – DSL 2.0(C3I)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C3I 4 噴油嘴 修正 
     引擎 編碼 變異 
     底盤 編碼 變異 
TCM – BTRA (DSI) 4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TPS 值 清除 
      TCU 編碼 
TCM – MB 5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進階功能 
      鎖定操作 釋放 
      TCU 適應 重置 
      TCU 編碼 
      TCU SCN 編碼 
防盜器  – D20DTR (Rekes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0DTR (智能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2DTR (Rekes Key) 
  - 進階功能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防盜器  – D22DTR (智能 Key) 
  - 進階功能 

May 01, 2017 

轉發器 註冊 
EMS 註冊 

新功能 增加 
BC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SK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GCU 
 - 進階功能 
     電熱塞 目標 溫度 
     電熱塞 編碼 - 目標 溫度 

KOR和O C 
新系統 增加 
ECM – DSL D22DTF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噴油嘴 編碼 
      VIN 寫入 
      燃油 壓力 沉靜 測試 
      燃油 壓力 動態 測試 
      IMV 動態 測試 
      噴油嘴 校正 
      DPF 再生 (IDLE) 
      DPF 再生 (驅動) 
      LNT 脫硫 
      DPF 重置 
      差動式 壓力感應器 
      LNT 重置 
      EGR 重置 
      EGR 初始 學習 
      油門 重置 
      油門 初始 學習 
      氧氣感測器 重置 
      RPC 重置 
      氣流 感應器 (HFM) 重置 
      凸輪/曲柄 感應器 重置 
      主繼電器 重置 
      渦流控制閥 重置 
      渦流控制閥 初始 學習 
      VGT 初始 學習 
ECM – GSL G2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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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 – HP 6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TCM – AISIN 6 A/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N' Position 學習 
      TCU 重置 
安全氣囊 – Continenta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TPM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顯示 
  - 進階功能 
      TPMS 編碼 
GCU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 進階功能 
     電熱塞 學習 
     電熱塞 目標 溫度 
     電熱塞 編碼-目標 溫度 
BCM - 汽油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EMS 註冊 (汽油) 
      REKES Key 編碼 
      轉發器 註冊 
      BCM 重置 
BCM - 柴油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系統 辨識 
 - 進階功能 
      EMS 註冊 (2.0L 柴油) 
      EMS 註冊 (2.2L 柴油) 
      REKES Key 編碼 

May 01, 2017 

      轉發器 註冊 
      BCM 重置 
新功能 增加 
SK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進階功能 
      EMS 註冊 (汽油) 
      EMS 註冊 (2.0 柴油) 
      EMS 註冊 (2.2L 柴油) 
      轉發器 註冊 
TIVOLI 
新系統 增加 
FCM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新功能 增加 
ECM – 汽油 
  - 進階功能 
      Para儀表 編碼 (默認) 

BCM - 汽油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EMS 註冊 (汽油) 
      REKES Key 編碼 
      轉發器 註冊 
BCM - 柴油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進階功能 
      EMS 註冊 (柴油) 
      REKES Key 編碼 
      轉發器 註冊 
SK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 進階功能 
     EMS 註冊 (汽油) 
     EMS 註冊 
     轉發器 註冊 
GCU 
 - 進階功能 
     電熱塞 目標 溫度 
     電熱塞 編碼 - 目標 溫度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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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 BENZ 

新系統 增加 
AB - 安全氣囊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ETC -電子變速器控制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DTC Erase記憶 
    ECU資訊顯示 

左電子駐車煞車制動器動作試驗 
移動到裝配位置 
右電子駐車煞車制動器動作試驗 

ASSYST PLUS - PLUS 主動服務系統 
 - 支援 功能 
    確認整體維護 
    重置 錯誤確認整體維護 

ATA - ATA [EDW] /拖走 / 內部保護 
 - 支援 功能 
    EDW 防盜報警器 
    讀取 編碼，必要時更換 

COU [ZBE] - 聲音/COM和 操作裝置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ES -電動轉向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支援 功能 
    '方向盤角度感知器'組件校正 
前照燈/前照燈-L-前照燈控制裝置 
 - 支援 功能 
    零位調整 軸或液位感應器 
IC -儀錶盤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 支援 功能 
     一般維修確認 
     重置 錯誤 剩餘復位 
     服務 剩餘復位 
ISM -智能伺服模組 
 - 支援 功能 
    進行 校正 

KAB -相機蓋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ME/CDI/CNG - 引擎控制裝置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 支援 功能 
    啟用 燃油泵 
    重新設定 適應數據 
    重新設定 冷起動 適應值 
    教導凸輪軸位置 
    節流閥停止學習 

熔斷器和繼電器模組(模組) - 熔斷器和繼電器模組(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PTS - 駐車定位 系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TPM - 胎壓監測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新功能 增加 
AAC -自動空調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 支援 功能 
      更換製冷劑壓縮機後的拆裝程序 
      檢查定位發動機的調整範圍 
      定位發動機的標準化 
      致動電動機更換後，致動電動機的教學 
ABS/ESP -電子穩定程式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系統 辨識 
  - 支援 功能 
     ASR 控制 
     剎車燈 
     組件校正“側向和縱向加速度偏差感應器” 
     電子駐車制動 測試 
     危險警告閃光燈 
     高壓回油泵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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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P -車頂控制面板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REDC/RWT - 後端車門控制模組 
 - 支援 功能 
     後端的非正規化和正規化關門 

SAM-F/SAM-D -信號採集和作動模組前/駕駛員側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SBC -電子感應制動控制 
 - 支援 功能 
    放氣制動 系統 
    檢查液壓管路的連接是否正確連接 
    速度感應器的反應閾值 
    電子管電流 

懸掛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VG -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新 底盤 增加 
 - Transporter > CITAN > 415 

功能 改進 
 -自動選擇功能 增加 

Bug 修復 
AAC -自動空調 
AB – 安全氣囊 
ABS/ESP - 電子穩定程式 
ASSYST PLUS - PLUS 主動 服務 系統 
ATA - ATA [EDW] / tow-away / 內部保護 
聲音/COM和 
CGW – 中央閘道器 
COU [ZBE] - 聲音/COM和操作裝置 
DCM-FL -門控制模組 前 左 
DCM-FR -門控制模組 前 右 
DCM-RL -門控制模組 後 左 
DCM-RR -門控制模組 後右 
DTA - Mbrace or TELEAID/GPS Box ES -電動轉向 
ESA驅動-電動座椅調整 驅動 
ESA前乘客-電動座椅調整 前乘客 

ESA-R - 電動座椅 調整 後 
ETC -電子傳輸控制 
EZS/EIS -電子點火鎖 
前照燈/前照燈-L-前照燈控制裝置 
前照燈R - 前照燈控制裝置 
IC - 儀表板 
KBE-H/後 AC - 後 空調 
KG/RFL-免鑰匙GO/無線電頻率 
鎖住/電子中控鎖 
LCP/HBF - Lower/後 控制 面板 
ME/CDI/CNG - 引擎 控制 裝置 
OCP - Overhead 控制 面板 
OSB-FL - 多輪廓背擋 前 左 
OSB-R - 多輪廓背擋 後 
PSE - 氣動系統設備 
PTS - 駐車定位 系統 
RCM - 後 控制模組 
RevETR-LF - 左 前 可逆應急張力器 
RevETR-RF - 右 前 可逆應急張力器 
RVC/VDS - 敞篷屋頂 控制 
SAM-F/SAM-D - 信號偵獲 和 作動 
模組 前/駕駛側 
SAM-P- 乘客側 信號偵獲 和 作動 
模組 
SAM-R/BSN - 後 信號偵獲 和 作動 
模組/電池 感應器 
SBC - 聲音電子感應煞車控制 
SCM [MRM] - 轉向柱模組 
SCR - 選擇性催化還原器 
聲音 - 聲音 系統 
聲音 發電機排氣 系統 
懸掛 
TPM - 胎壓偵測器 
TSTH/STH - 固定加熱器 與 遠程控制 
TV - TV tuner 
UCP -上方 控制 面板 
VG - 變速箱 

BMW 

3 系列 – E46 (1999 – 2005) 
SMG (變速箱 控制)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EKPS (電子 燃油-泵 控制)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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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測試 
ECU資訊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I bus))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3 系列 – E90 / E91 (2006 - 2011) 
DME (數位 引擎 電子) 
 - 基本功能 增加 
    靜止 

3 系列 – F30 / F31 (2012 - present) 
HU-B 
 -特殊功能增加 
    刪除 個人資料 

4 系列 – F32 / F33 / F36 (2013 - present) 
EDC (Vertical 動態 管理)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5 系列 – E60 / E61 (2004 - 2009) 
GWS (Gear 選擇 switch)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VTC (Valvetronic, bank 1) 增加 
 - 基本功能 
    ECU資訊 

VTC2 (Valvetronic, bank 2) 增加 
 - 基本功能 
    ECU資訊 

ALBFA (主動 靠背寬度, 駕駛)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主動 靠背寬度, 駕駛: 初始化 
ALBBF (主動 靠背寬度, 前 乘客)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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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主動 靠背寬度, 前 乘客: 初始化 

IBOC (數位 tuner US)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5 系列 – F10 / F11 (2010 - present) 
註冊 電池 更換 
 -特殊功能增加 
    評估電池充電狀態 

DME (數位 引擎 電子) 
 -特殊功能增加 
    柴油微粒過濾器 更換 

VTG (Transfer box) 
 -特殊功能增加 
    更換 控制 裝置 

AL (主動 steering) 
 -特殊功能增加 
    啟動主動轉向系統 

AMPH (Hi-Fi 放大器)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7 系列 – E65 / E66 (2002 - 2008) 
AHL (自適應頭燈/頭燈垂直瞄準 
控制)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7 系列 – F01 / F02 (2009 - present) 
RSE (後座娛樂 系統) 
 -特殊功能增加 
    Teach in 無線電 遠程 控制 

SMBF (椅座 模組, 乘客) 
 -特殊功能增加 
    前 乘客座位 標準化 

SMFAH (椅座 模組, 駕駛, 後) 
 -特殊功能增加 
    後 駕駛側 椅座 標準化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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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FH (椅座 模組, 乘客, 後) 
 -特殊功能增加 
    後 乘客 側 椅座 標準化 

X3 系列 – E83 (2004 – 2009) 
TOP-DSP (數位 聲音處理器)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Auto HVAC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儀表板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適應 
防盜器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適應 
車門 電子-乘客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車門 電子-駕駛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轉向盤柱鎖(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UDS Type All 系統 
 - 靜止 功能 增強 

CAN Type All 系統 
 - 靜止 功能 增強 

AUDI/VW/SEAT/SKODA 

Crafter/LT3 引擎 電子 (KWP)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系統 辨識 
  - 特殊功能 
      靜態 DPF 再生 
      油門 基本 設定 
      廢氣再循環閥 基本 設定 
      風扇葉片 基本 調整 
      渦輪增壓器 基本 設定 
      重置DPF差壓。 傳感器適應 
      重置微粒過濾器適應值 
      由於缺少AdBlue，重置啟動禁止 
      座位Adblue坦克級到滿 

引擎 電子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適應 

傳輸 電子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制動 電子 (UDS)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 特殊功能 
      基本 設定 
      適應 

FORD EU 

B-MAX 1.0L EcoBoost - 燃氣渦輪增壓缸內 
直噴 2012 車輛 增加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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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ii (車身 控制模組)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DSM (前 Distance Sensing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HVAC (暖氣 通風 空調)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FA (遠程 功能 致動器) 

FOCUS C-MAX 1.0L EcoBoost - Gas Turbocharged 
Direct 直噴 2015 ~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HCM (輔助 加熱器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ii (車身 控制模組) 
- CCMii (巡航 控制模組)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FDSM (前 Distance Sensing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VAC (暖氣 通風 空調)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FA (遠程 功能 致動器)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RM (拖車模組) 

May 01, 2017 

PEUGEOT 

新 模式l 增加 
508 
引擎 (5FC MED17_4_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節氣門裝置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進口壓力傳感器 
      罐式放電電閥 
      進氣凸輪軸去角 
      油門踏板 
      初始化自動適配器 
      檢查時間調整 
      上下游氧傳感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塊 
      燃油壓力調節電閥 
      燃油泵 
      導軌壓力傳感器 
      進氣凸輪軸脫相電閥引擎 (AHX DCM6.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柴油噴射器的特性配置 

引擎 (AHW DCM6.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柴油噴射器的特性配置 

引擎 (AHV DCM6.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柴油噴射器的特性配置 

VOLVO 

S60 2010~2015 
PDM (乘客門 模組) 
 - 數據分析 功能 bug 修復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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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 (DCM3.5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填充柴油添加劑添加槽 
     更換 柴油添加劑儲罐+泵/管道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差壓傳感器 
     更換 高壓力泵或流量調節閥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添加劑儲罐+泵或管道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用流量計 
     更換 輔助傳動皮帶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引擎 (5FW MEV 17.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8FS MEV 17.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5FS MEV 17.4 EVO)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May 01, 2017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5FM MED17.4.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V46_2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9HX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更換 EGR閥  
    EGR混合器電池 更換 

引擎 (9HY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更換 EGR閥  
    EGR混合器電池 更換 

引擎 (9HZ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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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9HV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R DCM 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L DCM 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F DCM 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DCM3.5 RH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改變EGR閥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填充添加劑儲層 
     補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柴油添加劑罐和油箱 

引擎 (DCM3.5 RHH)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May 01, 2017 

改變EGR閥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填充添加劑儲層 
補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柴油添加劑罐和油箱 

引擎 (5FV MED 17.4.2 EURO 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5FN MED 17.4.2 EURO 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5F2 MED 17.4.2 EURO 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5FM MED 17.4.2 EURO 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5FE MED 17.4.2 EURO 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MEV17_4_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21 



  1121 

G-scan & G-scan2 發行公告 

對於GIT的授權經銷商售後服務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HDI_SID807 9H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渦輪的空氣混合器更換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HDI_SID807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 
     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渦輪的空氣混合器更換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ME745 N6B)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ME745 N6A)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ME745 NFU)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M6_AT6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中間位置的編程 
    更換自動變速箱油 
變速箱 ECU (AM6 Euro5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AT6 Euro5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AL4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CFC300P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Built-In 系統 介面 

May 0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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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重置計數器的零重新啟動的次數 

ABS/ESP (ABS 8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洩氣 
ABS/ESP (ESP 8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ABS/ESP (ESP_MK10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液壓墊塊ESP MK100放氣 
    陀螺儀/加速度傳感器的校準 
    更換 ESP ECU 

動力轉向(GE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電池 充電狀態 裝置 (BECB_GEN2)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ECU資訊 

動態 前照燈高度調節器 (BEM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校正 

May 01, 2017 

引擎 繼電器 裝置 (BSM_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安全氣囊 (RBG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鎖住 
    解鎖 
停車輔助 (AAS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儀器 面板 (COMBINE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SMEG_PLU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多種 控制 面板 (FMUX)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控制 面板 點陣顯示 (MATT_P_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Hands free啟動電子模塊（BM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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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資訊 

方向盤下方控制 (COM2008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零件 
空調 (CLIM_REGULEE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學習 
駕駛 車門 模組 (PDP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電子鑰匙讀卡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高頭視覺 (VTH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遠光燈 輔助ECU (RETRO_IN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508RXH 車輛 增加 
引擎 (5FC MED17_4_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Motorised 油門 裝置 
    噴油嘴 

May 01, 2017 

催化轉化器 
進口壓力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進氣凸輪軸移相 
油門踏板 
初始化自動適配器 
檢查時間調整 
上下游含氧感知器 
燃油傳感器/泵模組 
燃油壓力調節閥 
燃油泵 
柴油共軌油壓感知器 
進氣凸輪軸移相電磁閥 

引擎 (DCM6.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EGR閥 
    更換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感應器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輔助傳動皮帶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渦輪增壓器 
    更換 啟動馬達 
    更換 離合器 
    更換 發動機飛輪 
    編程空氣調節器停止 
    對EGR閥進行編程停止 
    編程渦輪增壓器的停止 
    清潔EGR閥 
    清潔EGR交換器旁路 
    顆粒過濾器再生 
    重新初始化deNOx系統故障 
    臨時重新啟動停止和啟動功能 
    填充添加劑儲存器或小袋 
    填充尿素容器 
    尿液槽的排水和填充 
    更換 燃油流量調節器 
    更換 高壓泵 
    更換 低壓燃油泵+ 
    燃油 過濾器或管道 
    更換 空氣混合器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差壓感應器 
    更換 微粒過濾器 
    更換 NOx傳感器 
    更換 pre catalyser 
    更換 deNOx 催化轉化器 
    更換 量規泵的儲液罐 
    deNOx系統管道或尿素的模組 
    噴油嘴 
    更換氣缸體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24 



  1121 

G-scan & G-scan2 發行公告 

對於GIT的授權經銷商售後服務 

更換 氣缸蓋 無空氣流量計 
更換 氣缸蓋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電池 
更換 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流量計 
更換 凸輪軸 
更換 可逆式交流發電機 
更換 蓄電池或電壓保持裝置 

變速箱 ECU (BVA_AM6_AT6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中間位置的編程 
    更換自動變速箱油 

變速箱 ECU (AM6 Euro5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AT6 Euro5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AL4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CFC300P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Built-In 系統 介面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重置計數器的零重新啟動的次數 

 

ABS/ESP (ABS 8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洩氣 
ABS/ESP (ESP 8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ABS/ESP (ESP_MK10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液壓墊塊ESP MK100放氣 
    陀螺儀/加速度傳感器的校準 
    更換 ESP ECU 

動力轉向(GE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電池 充電狀態 裝置 (BECB_GEN2)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ECU資訊 

充氣不足檢測(DSG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動態 前照燈高度調節器 (BEM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校正 

May 01, 2017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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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 繼電器 裝置 (BSM_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安全氣囊 (RBG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鎖住 
    解鎖 

停車輔助 (AAS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儀器 面板 (COMBINE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SMEG_PLU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多種 控制 面板 (FMUX)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控制 面板 點陣顯示 (MAT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Hands free啟動電子模塊（BM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方向盤下方控制 (COM2008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零件 

空調 (CLIM_REGULEE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學習 

駕駛 車門 模組 (PDP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電子鑰匙讀卡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高頭視覺 (VTH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行人偵測器.  裝置 
(DETECT_CHOC_PIETON)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遠光燈 輔助ECU (RETRO_IN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408(T73) 車輛 增加 
引擎 (RHR DCM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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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F DCM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E DCM3.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改變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填充柴油添加劑添加槽 
    更換 柴油添加劑儲罐+泵/管道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差壓傳感器 
    更換 高壓力泵或流量調節閥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添加劑儲罐+泵或管道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用流量計 
    更換 輔助傳動皮帶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引擎 (RHH DCM3.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改變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填充柴油添加劑添加槽 

May 01, 2017 

更換 柴油添加劑儲罐+泵/管道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差壓傳感器 
更換 高壓力泵或流量調節閥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添加劑儲罐+泵或管道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流量計 
更換 輔助傳動皮帶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引擎 (9HX DV6ATED4 - 90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更換 EGR閥  
    EGR混合器電池 更換 

引擎 (9HV-DV6TED4B FAP - 90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9HZ-DV6TED4 FAP - 110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9HY-DV6TED4 - 110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更換 EGR閥  
    EGR混合器電池 更換 

引擎 (5FY MED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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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5FX MED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5FT MED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5FN MED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8FP MED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5FW MEV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8FS MEV17_4_EURO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May 01, 2017 

引擎 (ME74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初始化自適應 

引擎 (RFJ MM6K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5FS MEV17_4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8FR MEV17_4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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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8FP MEV17_4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5FU MEVD17_4_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9HL HDI_SID807)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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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改變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MEV17_4_2 EP6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MEV17_4_2 EP6CM)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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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 (MEV17_4_2 EP3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9HP EDC17C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改變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9HP EDC17C10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改變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9HJ EDC17C10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引擎 (9HD HDI_SID807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改變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9HG HDI_SID807_BR2)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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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ME745_EC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初始化自適應 

停車輔助 (AA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空調 (CLIM regule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多功能 畫面 (TYPE 'C' (DOT matrix))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配置和顯示 模式 
     配置選項 
     遠程控制 配置 
     客戶語言配置 
     配置客戶參數設定選單 

May 01, 2017 

多功能 畫面 (TYPE 'C color' (DOT matrix))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各戶 配置 
     車輛 配置 
     配置 個人化 選單 
無線電 (RD4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儀器 面板 (COMBIN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T8)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CFC300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M6)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M6_AT6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中間位置的編程 
    更換自動變速箱油 

ABS/ESP (ESP 8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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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洩氣 
   縱向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ABS/ESP (ABS 81)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安全氣囊 (SAC_AUTOLI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鎖住 
    解鎖 
Built-In 系統 介面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動力轉向electric 泵 裝置 (GE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動態 前照燈高度調節器 (LADCT)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校正 

電池 充電狀態 裝置 (BECB_GEN2)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ECU資訊 

Lane departure warning 系統 (AFI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拖車繼電器 裝置 (BSR)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引擎 繼電器 裝置 (BS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擋風玻璃 雨刷 (MOTEV) 
 - 基本功能 
    動作測試 
    ECU資訊 

CD changer External CD player (BSM_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活動車頂 (TOU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活動車頂編成 

移動偏轉裝置(DEFL_PAN_MOBI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折疊車頂(BT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SMEG_PLU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防盜 警報 (警報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乘客座椅位置記憶模組 (BDMP)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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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駕駛 車門 模組 (PDP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下雨/陽光感應器 (PLUIE_LUMINOSIT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高頻率 接收器 (RHF)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方向盤上的控制 (HD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Hands-free kit portable 裝置 (BOITIER_NOMAD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新 模式l 增加 
408(T93) 
引擎 (V46_3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初始化自適應 
    電動節氣門裝置 
    噴油嘴 
    進氣凸輪軸移相 
    進氣凸輪軸移相 電磁閥 
    基準柱面 感應器 
    油門踏板 

May 01, 2017 

引擎 (V46_5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初始化自適應 
    電動節氣門裝置 
    噴油嘴 
    進氣凸輪軸移相 
    進氣凸輪軸移相 電磁閥 
    基準柱面 感應器 
    油門踏板 

引擎 (VD46)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排氣歧管 
     初始化自適應值 
     臨時重新啟動停止和啟動功能 
（最大距離10公里） 
     Work on 輔助電池 
     更換 一個或多個汽油噴油嘴 
     更換 進氣凸輪軸移相 
     更換 排氣凸輪軸移相 
     更換 氣缸頭 
     更換 渦輪增壓器 
     更換 輔助電池 
     更換 啟動馬達 
     更換 離合器 
     更換 交流發電機 
     更換 渦輪增壓壓力調節閥 
     更換 發動機飛輪 
     更換 油門踏板 
     更換 電動閥 

引擎 (MED17_4_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排氣歧管 
     初始化自適應值 
     臨時重新啟動停止和啟動功能 
（最大距離10公里） 
     Work on 輔助電池 
     更換 一個或多個汽油噴油嘴 
     更換 進氣凸輪軸移相 
     更換 氣缸頭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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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 渦輪增壓器 
    更換 輔助電池 
    更換 啟動馬達 
    更換 離合器 
    更換 交流發電機 
    更換 渦輪增壓壓力調節閥 
    更換 發動機飛輪 
    更換 電動閥 
    Work on 同步帶 

停車輔助 (AAS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空調 (BC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多功能 畫面 (EMF_C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無線電 (RD4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儀器 面板(COMBINE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 AM6_AT6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中間位置的編程 
    更換自動變速箱油 
    編程值的部分重新排列 
    完全調整編程值 

變速箱 ECU (BVA_AT8)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M6)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 AM6_AT6_EURO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中間位置的編程 
    更換 自動變速箱油 

ABS or ESP ECU (90 ES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放氣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縱向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更換 剎車片 
    首先啟動電動駐車致動器 
    更換 右後電動制動鉗 
    更換 左後電動制動鉗 
    更換 電動駐車製動器右手引動器 
    更換 電動駐車製動器左手引動器 
    ESP ecu記憶體的碎片整理 
    重新啟動電動駐車致動器的自動應用 
    停用EPB功能的自動應用 

安全氣囊 (RBG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配置 
    鎖住 
    解鎖 

May 01, 2017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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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in 系統 介面 (BSI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重置計數器的零重新啟動的次數 

方向盤上的控制 /方向盤的整體控制(VCI)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動力轉向(DAE_BVH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ECU資訊 

電池 充電狀態 裝置 (BECB_GEN2)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ECU資訊 

引擎 繼電器 裝置 (BSM_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SMEG_PLU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防盜 警報 (警報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Hands free啟動電子模塊（BML）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方向盤上的控制 (COM2008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電子鑰匙讀卡器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電子方向機鎖 (AV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新 模式l 增加 
3008 混合動力 4 
引擎 (DCM35_HY)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填充柴油添加劑添加槽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差壓傳感器 
     更換 高壓力泵或流量調節閥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添加劑儲罐泵或管道 
     更換 EGR電閥 

Built-in 系統 介面 (V46_5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ABS or ESP ECU (81 ESP) 

May 0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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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洩氣 
     縱向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重新啟動電動自動應用 
     駐車制動 
     停用電子式駐煞車功能的自動應用 
     停用電動真空泵診斷策略 
     激活電動真空泵診斷策略 

變速箱 ECU (CFC300P_Hy)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學習變速箱門 
    離合器咬合的編程 
    傳輸性值初始化 
    液壓迴路放氣     
    液壓迴路減壓 
    液壓迴路加壓 

動力轉向(GEP)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電池 充電狀態 裝置 (BECB_GEN2)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ECU資訊 

引擎 繼電器 裝置 (BSM)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安全氣囊 ECU (SAC_AUTOLI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鎖住 
    解鎖 

May 01, 2017 

停車輔助 (AAS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儀器 面板 (COMBIN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SMEG_PLU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方向盤下方控制 (HD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空調 (CLIM_REGULE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駕駛 車門 模組 (PDP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高頭視覺 (VTH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高頭視覺 (VTH)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混合動力 控制 ECU 1 (HCU1 EURO6)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36 



  1121 

G-scan & G-scan2 發行公告 

對於GIT的授權經銷商售後服務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 附件傳動帶 
   啟動器模式強制啟動  
   退出工廠模式 
   重新啟動 

混合動力控制 ECU 2 (HCU2 EURO6)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牽引電池 ECU (TBMU)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重新啟動 

混合動力 模式 選擇 (MCM)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低胎壓 檢測 (DSG)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低胎壓 檢測 (DSG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讀取 車輪傳輸 模組 身份標識 
     寫入 車輪傳輸 模組 身份標識 通過引用 
     初始化 車輪傳輸 模組 
     初始化 單輪傳輸 模組 

多功能 畫面 (TYPE 'C' (DOT matrix))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配置和顯示 模式 
     配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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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程控制 配置 
   客戶語言配置 
   配置客戶參數設定選單 

多功能 畫面 (TYPE 'C color'(DOT matrix))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各戶 配置 
     車輛 配置 
     配置 個人化 選單 
擋風玻璃 雨刷 (MOTEV) 
 - 基本功能 
    動作測試 
    ECU資訊 
無線電 (RD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無線電 (RD4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裝置 (RNEG201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防盜 警報 (警報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下雨/陽光感應器 (PLUIE_LUMINOSIT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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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ULT/DACIA 

回應 
Greece : Laguna II 直噴 DTC 增加 
Pol和 : Master II PH3 直噴 感應器 bug 修復 
Pol和 : Master III 直噴特殊功能增加 
Australia : Master III 直噴特殊功能增加 
Australia : Trafic II AT 增加 
Singapore : Clio II ABS 新型號 增加 
Iran : Megane II SRS特殊功能增加 
Malaysia: SCENIC I 直噴 新型號 增加 
Malaysia: Kangoo I AT 增加 

可變氣門升程電機 
可變氣門升程系統位置傳感器 
筒排出電磁閥 
定時 

引擎 (MED17_4_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ME749_EC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EDC17C10 8HR DV4CTED 70 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固定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EDC17C10 9HP DV4CTED 70 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CITROEN 

新 模式l 增加 
DS3 
引擎 (5FW MEV 17.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8FS MEV 17.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引擎 (5FS MEV 17.4 EVO)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性的初始化 
    電動節氣門裝置 
    上游和下游含氧感知器 
    加速踏板傳感器 
    噴油嘴 
    催化轉化器 
    燃油發送器/泵模組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相位傳感器  
    進氣和排氣凸輪軸脫相電閥 
    進口壓力傳感器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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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EDC17C10_BR2 9HP DV6DTED 92 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渦的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EDC17C10_BR2 9HJ DV6DTEDM 90 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引擎 (EDC17C10_BR2 9HK DV6ETEDM 75 C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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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添加劑槽的泵或管道 
    更換 高壓泵或調節閥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引擎 (9HD HDI_SID807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引擎 (SID807)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強制再生車輛固定式 
     改變高壓泵的燃油流量調節器 
     更換 EGR閥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有空氣流量計 
     更換 添加劑儲存器的泵或管道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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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May 01, 2017 

引擎 (DCM3.5_BR2)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顆粒過濾車固定式強制再生 
     更換 渦輪空氣混合器 
     更換 渦輪 
     更換 顆粒物排放過濾器 
     更換 含氧感知器 
     填充柴油添加劑添加槽 
     更換 柴油添加劑儲罐+泵/管道 
     改變EGR閥 
     更換 EGR交換器 
     更換 氣流感應器  
     更換 差壓傳感器 
     更換 高壓力泵或流量調節閥 
     更換 柴油高壓共軌 
     更換 添加劑儲罐+泵或管道 
     填充柴油添加劑罐 
     更換 發動機缸體 沒有流量計 
     更換 發動機缸體 用流量計 
     更換 輔助傳動皮帶 
     更換 排氣歧管 
     更換 氣缸蓋 

引擎 (9HX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更換 EGR閥  
    EGR混合器電池 更換 

引擎 (9HY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電動更換 EGR閥  
    EGR混合器電池 更換 

引擎 (9HZ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9HV EDC16C3)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R DCM 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L DCM 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引擎 (RHF DCM 3.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L4)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AM6 Euro5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AT6 Euro5 自動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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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速箱 ECU (CFC300P 變速箱)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變速箱 ECU (BVA_AM6_AT6_UD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多種 增加itive 增加ing 泵 ECU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動力轉向(DAE_A515)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Built-In 系統 介面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ABS or ESP ECU (ABS MK 10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方向盤角度傳感器的校準 
    洩氣 

ABS or ESP ECU (ESP MK100)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陀螺儀/加速度傳感器的校準 
    更換 ESP ECU 
    液壓墊塊ESP MK100放氣 

ABS or ESP ECU (ESP MK 60-O)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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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氣囊 ECU (SAC_AUTOLIV)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鎖住 
    解鎖 

拖車繼電器 裝置 (BSR)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引擎 繼電器 裝置 (BSM)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方向盤下方控制 (HDC)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停車輔助 (AA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空調 (CLIM_REGULE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車載資通訊 (SMEG_PLUS)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雨水 和 光 感應器 (PLUIE_LUMINOSITE)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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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 (引擎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X-TYPE 2002 ~2003 
ECM (引擎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X-TYPE 2004 ~2008 
ECM (引擎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XJ 系列 2004 ~2005 
ECM (引擎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XK 系列 2003 ~2006 
ECM (引擎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新功能 增加 
F-TYPE 2014~2015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 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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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T 

新 模式l 增加 
TIPO 
 - 服務 重置 – IC 
      支援 功能 
        下次 服務 重置 

Bug 修復 
 - 車身 Computer Marelli(940): 感應器 轉變 
公式算法調整 
 - Delphi 電動轉向 MY12: 感應器 轉變 
公式算法調整 
 - Marelli 8F3 CF5/EOBD 柴油 直噴 (1.3): DPF 
再生 功能 穩定化 
 - Marelli 8DF CF5/EOBD 柴油 直噴 (1.3): DPF 
再生 功能 穩定化 

ALFA ROMEO 

Bug 修復 
 - 車身 Computer Marelli(940): 感應器 轉變 
公式算法調整 
 - Delphi 電動轉向 MY12: 感應器 轉變 
公式算法調整 
 - Marelli 8F3 CF5/EOBD 柴油 直噴 (1.3): DPF 
再生 功能 穩定化 
 - Marelli 8DF CF5/EOBD 柴油 直噴 (1.3): DPF 
再生 功能 穩定化 

LANCIA 

Bug 修復 
 - 車身 Computer Marelli(940): 感應器 轉變 
公式算法調整 
 - Delphi 電動轉向 MY12: 感應器 轉變 
公式算法調整 
 - Marelli 8F3 CF5/EOBD 柴油 直噴 (1.3): DPF 
再生 功能 穩定化 
 - Marelli 8DF CF5/EOBD 柴油 直噴 (1.3): DPF 
再生 功能 穩定化 

JAGUAR 

新系統 增加 
S-TYPE 2005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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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B (頭燈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CM (折疊式車頂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CMB (折疊式車頂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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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YPE 2016~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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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CM (變速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CM (折疊式車頂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CMB (折疊式車頂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A (圖像處理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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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HU (Incontrol Touch 汽車音響主機)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AV (Connect 和 視角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AV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TYPE 2006 ~ 2008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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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TYPE 2004 ~ 2008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F 2008 ~ 2009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P (綜合 控制 面板)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May 01, 2017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S (影響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M (資訊娛樂化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LR (前視雷達)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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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EL (行動電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F 2010 ~ 2011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P (綜合 控制 面板)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May 01, 2017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S (影響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M (資訊娛樂化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LR (前視雷達)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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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EL (行動電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F 2012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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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B (頭燈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PMA (椅座 預縮式安全帶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PMB (椅座 預縮式安全帶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S (影響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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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F 2013 ~ 2015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CM (變速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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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B (頭燈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PMA (椅座 預縮式安全帶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PMB (椅座 預縮式安全帶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48 



  1121 

G-scan & G-scan2 發行公告 

對於GIT的授權經銷商售後服務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F 2016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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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CM (變速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HU (Incontrol Touch 汽車音響主機)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UCM (抬頭顯示器 冷風扇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UD (抬頭顯示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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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IMC (Incontrol Touch Pro 資訊娛樂化 主控制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A (圖像處理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RDM (駕駛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RDM (乘客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BM (展開式拖車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Incontrol Touch Pro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SC (Incontrol Touch Pro 資訊娛樂化 副控制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J 系列 2006 ~ 2007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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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J 系列 2008 ~ 2009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J 系列 2010 ~ 2012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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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B (頭燈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PMA (椅座 預縮式安全帶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PMB (椅座 預縮式安全帶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LSM (後 左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RSM (後右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SM (後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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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VAC (後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LM (行駛平順性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EM (後 娛樂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J 系列 2013 ~ 2015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CM (變速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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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B (頭燈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LSM (後 左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RSM (後右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May 01, 2017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SM (後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EM (後 娛樂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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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 系列 2016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CM (變速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A (圖像處理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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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DM (車輛 動態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MC (Incontrol Touch Pro 資訊娛樂化 Master 控制ler)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LSM (後 左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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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SM (後右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Incontrol Touch Pro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SC (Incontrol Touch Pro 資訊娛樂化 副控制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K 系列 2007 ~ 2009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P (綜合 控制 面板)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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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S (影響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CM (折疊式車頂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M (資訊娛樂化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LR (前視雷達)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PM (車身 處理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K 系列 2010 ~ 2015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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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P (綜合 控制 面板)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DCM (自適應 減震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DCM (後 差動式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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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CSM (駕駛 椅座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S (影響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TCM (折疊式車頂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CM (資訊娛樂化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LR (前視雷達)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EL (行動電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XE 2016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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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A (圖像處理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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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RDM (駕駛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RDM (乘客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BM (展開式拖車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HU (Incontrol Touch 汽車音響主機)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UCM (抬頭顯示器 冷風扇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AV (Connect 和 視角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UD (抬頭顯示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AV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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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CM (聲音 前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ABM (數位 聲音 播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NCM (航行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RM (衛星 聲音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VM (Television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PACE 2017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BS (ABS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CM (自適應 速度控制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SM (變速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GWM (閘道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C (儀表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OCS (副駕駛 分類 系統)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CM (變速箱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PM (胎壓偵測器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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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VIM (車輛 防盜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AM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HU (Incontrol Touch 汽車音響主機)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UCM (抬頭顯示器 冷風扇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VAC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HUD (抬頭顯示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MC (Incontrol Touch Pro 資訊娛樂化 Master 控制ler)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A (圖像處理 控制模組 A)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和 空調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L (側對象檢測 - 左)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SODR (側對象檢測 - 右)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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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資訊顯示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RDM (駕駛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RDM (乘客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KVM (免鑰匙 車輛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DM (乘客門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DRDM (駕駛 後門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PSM (乘客 椅座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TBM (展開式拖車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AAM (Incontrol Touch Pro 聲音 放大器 模組)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ISC (Incontrol Touch Pro 資訊娛樂化 副控制器) 
 - 基本功能 
       ECU資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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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ROVER 2014 ~ 2015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進階功能 
     駐車制動 Pad 更換 - 釋放 to 
服務 Position 
     駐車制動 Pad 更換 - Exit 保養 
模式 應用 
CHCM (底盤 控制模組) 
 - 進階功能 
     空氣彈簧 充[打]氣 
     空氣彈簧 放氣 

功能 改進 
NEW RANGE ROVER SPORT 2016 ~ 
PBM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NEW RANGE ROVER SPORT 2016 ~: Cyprus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柴油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Freelander 2 (LR2) 2011 ~ 2012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LANDROVER 

新功能 增加 
範圍 ROVER SPORT 2006 ~ 2009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ABS)) 
 - 進階功能 
     制動器放氣（汽油） 

RLM (行駛平順性 控制模組) 
 - 進階功能 
     空氣彈簧 充[打]氣 
     空氣彈簧 放氣 

範圍 ROVER SPORT 2010 ~ 2011 
RLM (行駛平順性 控制模組) 
 - 進階功能 
     空氣彈簧 充[打]氣 
     空氣彈簧 放氣 

FORD USA 

Explorer 3.5L EcoBoost - 燃氣渦輪增壓缸內 
直噴 車輛 增加 
- PCM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GFM (通用 功能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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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HVAC (暖氣 通風 空調)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空調)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Explorer 2.3L EcoBoost - 燃氣渦輪增壓缸內 
直噴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ATCM (全地形 控制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B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B) 
- GFM (通用 功能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HVAC (暖氣 通風 空調)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空調)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May 01, 2017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E-系列 4.6L 2V 2010 ~ 2014 系統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GEM/SJB (通用 電子 模組/智能 Junction 
Box)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SDARS (衛星 數位 聲音 接收器 系統) 
- TBC (變速箱控制模組) 
-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E-系列 4.6L 2V ~ 2003 系統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ECS (電子碰撞傳感器) 
E-系列 5.4L 2V 2000 ~ 系統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ECS (電子碰撞傳感器) 

F150 5.0L TiVCT 系統 增加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F150 4.2L 2V 2005 ~ 2008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4X4 (4x4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EATC (電子 自動 溫度 控制) 
- IC (儀表板)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VSM (車輛 安全 模組) 

F-系列 Super Duty 5.4L 2V ~ 2004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GEM (通用 電子 模組) 
- HEC (油電混合組) 
- OTC (Overhead Trip Computer)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ATS (被動式防盜系統)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VSM (車輛 安全 模組) 

Fiesta 1.6L TiVCT 2015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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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HVAC (暖氣 通風 空調)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FA (遠程 功能 致動器) 
- TCM (傳輸 控制模組)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FOCUS 2.0L EcoBoost - 燃氣渦輪增壓缸內 
直噴 2013 ~ 2014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VAC (暖氣 通風 空調) 
- ICM (資訊 中心 模組)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FA (遠程 功能 致動器)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FUSION 2.0L EcoBoost - 燃氣渦輪增壓缸內 
直噴 2013 ~ 2014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CM (空調 控制模組)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BECM (電量 控制模組) 
- BECM-B (電量 控制模組 B)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CDC (DC to DC 變流器 控制模組)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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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GSM (變速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ACM (後方聲音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OBDM-C (副 OBD 控制模組 C)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TRCM (傳輸 範圍 控制模組) 
-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Mustang 3.7L TiVCT 2015 ~ 2016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DIM (前 控制/顯示 介面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HUD (抬頭顯示器) 
- ICM (資訊 中心 模組)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MRCM-A (活動車頂 控制模組 A) 
- MRCM-B (活動車頂 控制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CCM (駕駛桿 控制模組)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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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Continental 2.0L EcoBoost - Gas Turbocharged 
Direct 直噴 2017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控制模組) 
- AWD (全輪驅動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BECM-B (電量 控制模組 B)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CM-H (車門 控制模組 H) 
- DCM-G (車門 控制模組 G) 
- DCM-E (車門 控制模組 E) 
- DCM-F (車門 控制模組 F)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FM (通用 功能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GSM (變速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ACM (後方聲音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空調)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B (椅座 控制模組 B) 
- SCM-C (椅座 控制模組 C) 
- SCM-D (椅座 控制模組 D) 
- SCM-F (椅座 控制模組 F)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ECM (方向盤扭力 控制模組)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TRCM (傳輸 範圍 控制模組) 
-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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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 2.7L EcoBoost - Gas Turbocharged 
Direct 直噴 2017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控制模組) 
- AWD (全輪驅動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BECM-B (電量 控制模組 B)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CM-H (車門 控制模組 H) 
- DCM-G (車門 控制模組 G) 
- DCM-E (車門 控制模組 E) 
- DCM-F (車門 控制模組 F)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FM (通用 功能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GSM (變速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ACM (後方聲音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空調)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B (椅座 控制模組 B) 
- SCM-C (椅座 控制模組 C) 
- SCM-D (椅座 控制模組 D) 
- SCM-F (椅座 控制模組 F)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ECM (方向盤扭力 控制模組)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TRCM (傳輸 範圍 控制模組) 
-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Continental 3.0L EcoBoost - Gas Turbocharged 
Direct 直噴 2017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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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控制模組) 
- AWD (全輪驅動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BECM-B (電量 控制模組 B)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CM-H (車門 控制模組 H) 
- DCM-G (車門 控制模組 G) 
- DCM-E (車門 控制模組 E) 
- DCM-F (車門 控制模組 F)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FM (通用 功能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GSM (變速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ACM (後方聲音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空調)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B (椅座 控制模組 B) 
- SCM-C (椅座 控制模組 C) 
- SCM-D (椅座 控制模組 D) 
- SCM-F (椅座 控制模組 F)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ECM (方向盤扭力 控制模組)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TRCM (傳輸 範圍 控制模組) 
-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Continental 3.7L 2017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控制模組) 
- AWD (全輪驅動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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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BCM-B (車身 控制模組 B) 
- BECM-B (電量 控制模組 B)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CM-H (車門 控制模組 H) 
- DCM-G (車門 控制模組 G) 
- DCM-E (車門 控制模組 E) 
- DCM-F (車門 控制模組 F)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FM (通用 功能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GSM (變速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ACM (後方聲音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HVAC (後 暖氣 通風 空調)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B (椅座 控制模組 B) 
- SCM-C (椅座 控制模組 C) 
- SCM-D (椅座 控制模組 D) 
- SCM-F (椅座 控制模組 F)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ECM (方向盤扭力 控制模組)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TRCM (傳輸 範圍 控制模組) 
-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MKX 2.0L 2016 車輛 增加 
- PCM ( 傳動 控制模組) 
- AB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 ACM (聲音 控制模組) 
- APIM (配件協定介面 模組) 
- BCM (車身 控制模組) 
- C-CM (巡航 控制模組) 
- DACM-C (數位 聲音 控制模組 C) 
- DDM (駕駛 車門 模組) 
- DSM (駕駛 椅座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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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P (數位 信號處理 模組) 
- FCIM (前 控制 介面 模組) 
- GPSM (全球定位系統 模組) 
- GWM (閘道器 模組 A) 
- GSM (變速模組) 
- HCM (頭燈 控制模組) 
- HSWM (加熱方向盤 模組) 
- HUD (抬頭顯示器) 
- IPC (儀器 面板 控制模組) 
- IPM-A (圖像處理 模組 A) 
- IPM-B (圖像處理 模組 B) 
- OCSM (副駕駛分類 系統 模組) 
- PAM (停車輔助模組) 
- PDM (乘客門模組) 
- PSCM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 RACM (後方聲音控制模組) 
- RCM (約束 控制模組) 
- RGTM (後 門/車尾 模組) 
- RTM (無線電 收發器模組) 
- SASM (轉向角 感應器 模組) 
- SCCM (轉向柱控制模組) 
- SCM-B (椅座 控制模組 B) 
- SCM-E (椅座 控制模組 E) 
- SCM-G (椅座 控制模組 G) 
- SCM-H (椅座 控制模組 H) 
- SECM (方向盤扭力 控制模組) 
- SOD-L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左) 
- SOD-R (側方障礙物檢測 控制模組 右) 
- TCU (車載資通訊 控制 裝置 模組) 
- TRCM (傳輸 範圍 控制模組) 
- TRM (軌道 模組) 
- VDM (車輛 動態 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ECU資訊 

GR和 CHEROKEE (2000~2005) 
新型號 系統 增加 
PCM (Power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致動器 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噴油嘴 Kill 測試 
    重置 記憶 
    O2 加熱器 系統 測試 
    Purge Vapors 測試 
    洩漏檢測 泵 測試 
    檢查 VIN 
LIBERTY (2000~2005) 
新型號 系統 增加 
PCM (Power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致動器 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噴油嘴 Kill 測試 
    重置 記憶 
    O2 加熱器 系統 測試 
    Purge Vapors 測試 
    洩漏檢測 泵 測試 
    檢查 VIN 
WRANGLER (2000~2005) 
新型號 系統 增加 
PCM (Power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致動器 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噴油嘴 Kill 測試 
    重置 記憶 
    O2 加熱器 系統 測試 
    Purge Vapors 測試 
    洩漏檢測 泵 測試 
    檢查 VIN 
DURANGO (2000~2005) 
新型號 系統 增加 
PCM (Power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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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LER/JEEP/DODGE 

LIBERTY (2006~2007) 
新系統 增加 
CCN (儀表板 / 車廂隔板節點)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ORC (乘客 約束 控制)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配置側安全氣囊 
    配置OCS 
GR和 CHEROKEE (2011~2016) 
新系統 增加 
ASCM (空氣 懸掛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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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C分析 
   數據分析 
   致動器 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噴油嘴 Kill 測試 
   重置 記憶 
   O2 加熱器 系統 測試 
   Purge Vapors 測試 
   洩漏檢測 泵 測試 
   檢查 VIN 

GR和 CARAVAN (2000~2005) 
新型號 系統 增加 
PCM (Power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致動器 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噴油嘴 Kill 測試 
    重置 記憶 
    O2 加熱器 系統 測試 
    Purge Vapors 測試 
    洩漏檢測 泵 測試 
    檢查 VIN 

TOWN/COUNTRY (2000~2005) 
新型號 系統 增加 
PCM (Power 控制模組)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致動器 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噴油嘴 Kill 測試 
    重置 記憶 
    O2 加熱器 系統 測試 
    Purge Vapors 測試 
    洩漏檢測 泵 測試 
    檢查 VIN 
回應 
IRAQ: 2012 300 ABS, SRS 新型號 增加 
POL和: 2011 Town&country BSM 新型號 增加 
Saudi Arabic: 2012 Charger AMP 新型號 增加 
USA: 2016 200 EPS 通信 Error bug 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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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動 
(K)3.8L V6 L36 沒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有空氣泵 ECM 
(1)3.8L V6 L67 引擎 控制模組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行動電話 
駕駛門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H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K)3.8L V6 L36 沒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傳輸 控制模組 
(1)3.8L V6 L67 引擎 控制模組 
(1)3.8L V6 L67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CD Changer 
空調 控制 面板 
通用汽車儀表板集成模組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抬頭顯示器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無線電 
後整合模組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N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F)2.2L L4 L61 引擎 控制模組 
(F)2.2L L4 L61 傳輸 控制模組 
(J)3.1L V6 LG8 引擎 控制模組 
(J)3.1L V6 LG8 傳輸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引擎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補充安全氣囊 

GM USA 

新 模式l & 系統 增加 
 - Buick 乘客 
   C Product Line 20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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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J)3.1L V6 LG8 沒有空氣泵 ECM 
(J)3.1L V6 LG8 有空氣泵 ECM 
(J)3.1L V6 LG8 傳輸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沒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傳輸 控制模組 
(K)3.8L V6 L36 沒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傳輸 控制模組 
(1)3.8L V6 L67 引擎 控制模組 
(1)3.8L V6 L67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補充安全氣囊 

- Buick LD Trk/MPV/Incomplete 
A Product Line 2002~2003 
- 傳動 
(E)3.4L V6 LA1 引擎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無全輪驅動 TCM 
(E)3.4L V6 LA1 有全輪驅動 TCM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抬頭顯示器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個人化 
無線電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B Product Line 2002~2003 
- 傳動 
(E)3.4L V6 LA1 引擎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無全輪驅動 TCM 
(E)3.4L V6 LA1 有全輪驅動 TCM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抬頭顯示器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個人化 
無線電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 Cadillac 乘客 
   D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M)2.6L V6 LY9 引擎 控制模組 
(M)2.6L V6 LY9 傳輸 控制模組 
(N)3.2L V6 LA3 引擎 控制模組 
(N)3.2L V6 LA3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DRP/ABS/TCS/VSES 
-車身 
放大器 (Bose) 
放大器 (Delco) 
空調 控制 面板 
通用汽車儀表板集成模組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Switch 
駕駛門 模組 
乘客門 模組 
左 後門 模組 
右 後門 模組 
Lt. 頭燈 調整模組. 
Rt. 頭燈 調整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個人化 
後整合模組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TV Antenna 模組 
車輛防盜 

E Product Line 2000~2002 
- 傳動 
(9)4.6L V8 L37 引擎 控制模組 
(9)4.6L V8 L37 傳輸 控制模組 
(Y)4.6L V8 LD8 引擎 控制模組 
(Y)4.6L V8 LD8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行動電話 
空調 控制 面板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 Mirror 模組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無線電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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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K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9)4.6L V8 L37 引擎 控制模組 
(9)4.6L V8 L37 傳輸 控制模組 
(Y)4.6L V8 LD8 引擎 控制模組 
(Y)4.6L V8 LD8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DRP/ABS/TCS/VSES 
磁助力轉向器 
後整合模組 
胎壓偵測器 
-車身 
放大器 (Delco) 
行動電話 
通用汽車儀表板集成模組 
駕駛門 Switch 
駕駛門 模組 
乘客門 模組 
左 後門 模組 
右 後門 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儀器 面板 模組 
記憶座椅模組 
航行 抬頭顯示器 
航行 模組 
航行 無線電 
無線電 
後方空調控制面板 
後整合模組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Tilt Telescope 模組 
車輛防盜 

Y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G)5.7L V8 LS1 引擎 控制模組 
(G)5.7L V8 LS1 傳輸 控制模組 
(S)5.7L V8 LS6 引擎 控制模組 
-底盤 
RTD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左門控制模組 
無線電 
遠程 功能 作動 
右門控制模組 
椅座 控制模組 
補充安全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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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illac LD Trk/MPV/Incomplete 
C Product Line 2002~2003 
- 傳動 
(N)6.0L V8 LQ9 引擎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小於 15000 GVW 
RTD (Autoride)/ EVO 
ABS 
ESC (如果有裝備) 
後輪轉向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VSES (如果有裝備)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CD Changer 
門鈴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檢測 系統 
Base 無線電 
Uplevel 無線電 
航行 無線電 
後輔助。 氣候模組 
後 HVAC 
後座音響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K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 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沒有空氣泵 
ECM 
(R) 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有空氣泵 ECM 
(R) 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 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 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R) 5.7L V8 L31 ATC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引擎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RTD (Autoride)/ EVO 
ABS 
ESC (如果有裝備) 
後輪轉向 
VSES (如果有裝備)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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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CD Changer 
門鈴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檢測 系統 
Base 無線電 
Uplevel 無線電 
航行 無線電 
後輔助。 氣候模組 
後 HVAC 
後座音響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 Chevrolet 乘客 
   C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K)3.8L V6 L36 引擎 控制模組 
(K)3.8L V6 L36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行動電話 
駕駛門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F Product Line 2000~2002 
- 傳動 
(K)3.8L V6 L36 引擎 控制模組 
(K)3.8L V6 L36 傳輸 控制模組 
(G)5.7L V8 LS1 引擎 控制模組 
(G)5.7L V8 LS1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車身 
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H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K)3.8L V6 L36 引擎 控制模組 
(K)3.8L V6 L36 傳輸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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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行動電話 
駕駛門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J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7)1.4L L4 L95 引擎 控制模組 
(6)1.6L L4 L91 引擎 控制模組 
(3)1.8L L4 L79 引擎 控制模組 
(8)1.8L L4 L79 引擎 控制模組 
(Z)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6)2.2L L4 L42 替代 燃油 AFECM 
(6)2.2L L4 L42 替代 燃油 TCM 
(F)2.2L L4 L61 引擎 控制模組 
(F)2.2L L4 L61 傳輸 控制模組 
(4)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引擎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傳輸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Supercharged 引擎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Supercharged 傳輸 控制 
模組 
MFA 4 速度 自動 
MLS 4 速度 自動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無線電 
補充安全氣囊 
防盜器  
遠程 功能 作動 

L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Z)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Z)2.0L L4 L34 (MFA) 4 速度 自動 
(Z)2.0L L4 L34 (MLS) 4 速度 自動 
(L)2.5L L6 LBK 引擎 控制模組 
(L)2.5L L6 LBK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Traction 控制 Ye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Traction 控制 No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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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 
ISU 
補充安全氣囊 

M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4)0.8L L3 LBF 引擎 控制模組 
(4)0.8L L3 LBF 傳輸 控制模組 
(0)1.0L L4 LA2 引擎 控制模組 
(J)1.0L L4 LA2 引擎 控制模組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車身 
防盜器  
遠程 功能 作動 

N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7)1.4L L4 L95 引擎 控制模組 
(6)1.6L L4 L91 引擎 控制模組 
(3)1.8L L4 L79 引擎 控制模組 
(8)1.8L L4 L79 引擎 控制模組 
(Z)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引擎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傳輸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Supercharged 引擎 控制模組 
(T)2.4L L4 LD9 Supercharged 傳輸 控制 
模組 
(J)3.1L V6 LG8 沒有空氣泵 ECM 
(J)3.1L V6 LG8 有空氣泵 ECM 
(J)3.1L V6 LG8 傳輸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沒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傳輸 控制模組 
MFA 4 速度 自動 
MLS 4 速度 自動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無線電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防盜器  
遠程 功能 作動 

S Product Line 2001~2003 
- 傳動 
(T)1.2L L4 LY4 引擎 控制模組 
(7)1.4L L4 L95 引擎 控制模組 
(A)1.4L L4 LBJ 引擎 控制模組 
(Y)1.5L L4 LV8 引擎 控制模組 

May 01, 2017 

(6)1.6L L4 L91 引擎 控制模組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防盜器  
遠程 功能 作動 

T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T)1.2L L4 LY4 引擎 控制模組 
(7)1.4L L4 L95 引擎 控制模組 
(A)1.4L L4 LBJ 引擎 控制模組 
(Y)1.5L L4 LV8 引擎 控制模組 
(6)1.6L L4 L91 引擎 控制模組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車身 
防盜器  
遠程 功能 作動 

U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6)1.6L L4 L91 引擎 控制模組 
(U)1.6L L4 L91 引擎 控制模組 
(Z)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MFA 4 速度 自動 
MLS 4 速度 自動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車身 
防盜器  
遠程 功能 作動 
V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Z)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Z)2.0L L4 L34 (MFA) 4 速度 自動 
(Z)2.0L L4 L34 (MLS) 4 速度 自動 
(L)2.5L L6 LBK 引擎 控制模組 
(L)2.5L L6 LBK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防鎖死煞車 系統 Traction 控制 Yes 
防鎖死煞車 系統 Traction 控制 No 

-車身 
ISU 
補充安全氣囊 

W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J)3.1L V6 LG8 沒有空氣泵 ECM 
(J)3.1L V6 LG8 有空氣泵 ECM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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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1L V6 LG8 傳輸 控制模組 
(E)3.4L V6 LA1 沒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傳輸 控制模組 
(K)3.8L V6 L36 沒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有空氣泵 ECM 
(K)3.8L V6 L36 傳輸 控制模組 
(1)3.8L V6 L67 引擎 控制模組 
(1)3.8L V6 L67 傳輸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 資訊 中心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個人化 
無線電 
補充安全氣囊 

Y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G)5.7L V8 LS1 引擎 控制模組 
(G)5.7L V8 LS1 傳輸 控制模組 
(S)5.7L V8 LS6 引擎 控制模組 

-底盤 
RTD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儀器 面板集群 
左門控制模組 
無線電 
遠程 功能 作動 
右門控制模組 
椅座 控制模組 
補充安全氣囊 

- Chevrolet LD Trk/MPV/Incomplete 
C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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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ATC 控制模組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N)6.0L V8 LQ9 引擎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傳輸 控制模組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1)6.6L V8 LB7 柴油 加州排放 ECM 
(1)6.6L V8 LB7 柴油 聯邦排放 ECM 
(1)6.6L V8 LB7 傳輸 控制模組 
(1)6.6L V8 LB7 ATC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引擎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4 速度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5 速度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RTD (Autoride)/ EVO 
ABS 
ESC (如果有裝備) 
後輪轉向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VSES (如果有裝備) 

-車身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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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 控制模組 
CD Changer 
門鈴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檢測 系統 
無線電 Base 
無線電 Uplevel 
無線電 航行 
後輔助。 氣候模組 
後 HVAC 
後座音響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E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C) 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4WAL 3 感應器 
自動斷開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G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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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ABS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多功能 警報 模組 
OnStar 
無線電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防盜器  
Passlock 
H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ECM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傳輸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小於 8600 GVW ECM 
(V)4.8L V8 LR4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V)4.8L V8 LR4 小於 8600 GVW TCM 
(V)4.8L V8 LR4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小於 8600 GVW TCM 
(T)5.3L V8 LM7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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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BorgWarner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小於 8600 GVW TCM 
(U)6.0L V8 LQ4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BorgWarner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ABS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多功能 警報 模組 
OnStar 
無線電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J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C)2.0L L4 L34 有TZ2 引擎 控制模組 
(C)2.0L L4 L34 無TZ2 引擎 控制模組 
(4)2.5L V6 LE8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K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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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ATC 控制模組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N)6.0L V8 LQ9 引擎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傳輸 控制模組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1)6.6L V8 LB7 柴油 加州排放 ECM 
(1)6.6L V8 LB7 柴油 聯邦排放 ECM 
(1)6.6L V8 LB7 傳輸 控制模組 
(1)6.6L V8 LB7 ATC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引擎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4 速度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5 速度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RTD (Autoride)/ EVO 
ABS 
ESC (如果有裝備) 
後輪轉向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VSES (如果有裝備)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CD Changer 
門鈴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71 



 

G-scan & G-scan2 發行公告 

對於GIT的授權經銷商售後服務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檢測 系統 
無線電 Base 
無線電 Uplevel 
無線電 航行 
後輔助。 氣候模組 
後 HVAC 
後座音響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L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M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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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4)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引擎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傳輸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ATC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引擎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傳輸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引擎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有空氣泵 ECM 
(W)4.3L V6 L35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F6 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車身 
放大器 (Bose) 
車身 控制模組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掀背式 模組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座位 模組 
無線電 
後 HVAC/RSA 
後座音響 
遠程 功能 作動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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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頂 和 車門 模組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T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4)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引擎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傳輸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ATC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引擎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傳輸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引擎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有空氣泵 ECM 
(W)4.3L V6 L35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F6 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車身 
放大器 (Bose) 
車身 控制模組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掀背式 模組 
記憶座椅模組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座位 模組 
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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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HVAC/RSA 
後座音響 
遠程 功能 作動 
車頂 和 車門 模組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 GMC LD Trk/MPV/Incomplete 
C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ATC 控制模組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N)6.0L V8 LQ9 引擎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傳輸 控制模組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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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1)6.6L V8 LB7 柴油 加州排放 ECM 
(1)6.6L V8 LB7 柴油 聯邦排放 ECM 
(1)6.6L V8 LB7 傳輸 控制模組 
(1)6.6L V8 LB7 ATC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引擎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4 速度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5 速度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RTD (Autoride)/ EVO 
ABS 
ESC (如果有裝備) 
後輪轉向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VSES (如果有裝備)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CD Changer 
門鈴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檢測 系統 
無線電 Base 
無線電 Uplevel 
無線電 航行 
後輔助。 氣候模組 
後 HVAC 
後座音響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E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C) 2.0L L4 L34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4WAL 3 感應器 
自動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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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G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ABS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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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面板集群 
多功能 警報 模組 
OnStar 
無線電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防盜器  
Passlock 

H Product Line 2003 
- 傳動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ECM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傳輸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小於 8600 GVW ECM 
(V)4.8L V8 LR4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V)4.8L V8 LR4 小於 8600 GVW TCM 
(V)4.8L V8 LR4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小於 8600 GVW TCM 
(T)5.3L V8 LM7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BorgWarner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小於 8600 GVW TCM 
(U)6.0L V8 LQ4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BorgWarner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ABS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多功能 警報 模組 
OnStar 
無線電 
遠程 功能 作動 
補充安全氣囊 
J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C)2.0L L4 L34 有TZ2 引擎 控制模組 
(C)2.0L L4 L34 無TZ2 引擎 控制模組 
(4)2.5L V6 LE8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 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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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P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AFECM 
(R)5.7L V8 L31 替代 燃油 專用 LP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專用 CNG T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P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AFECM 
(U)6.0L V8 LQ4 替代 燃油 Bi-燃油 T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ECM 
(V)4.8L V8 LR4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V)4.8L V8 LR4 ATC 控制模組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ECM 
(Z)5.3L V8 L59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Z)5.3L V8 L59 ATC 控制模組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ECM 
(T)5.3L V8 LM7 無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節氣門執行器 控制 TCM 
(T)5.3L V8 LM7 ATC 控制模組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R)5.7L V8 L31 小於 8600 GVW TCM 
(R)5.7L V8 L31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N)6.0L V8 LQ9 引擎 控制模組 
(N)6.0L V8 LQ9 傳輸 控制模組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ECM 
(U)6.0L V8 LQ4 無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節氣門執行器 TCM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U)6.0L V8 LQ4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1)6.6L V8 LB7 柴油 加州排放 ECM 
(1)6.6L V8 LB7 柴油 聯邦排放 ECM 
(1)6.6L V8 LB7 傳輸 控制模組 
(1)6.6L V8 LB7 ATC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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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1L V8 L18 引擎 控制模組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4 速度 
(G)8.1L V8 L18 傳輸 控制模組 5 速度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G)8.1L V8 L18 ATC 控制模組 263 NVG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RTD (Autoride)/ EVO 
ABS 
ESC (如果有裝備) 
後輪轉向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VSES (如果有裝備)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CD Changer 
門鈴 
數位 無線電 接收器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檢測 系統 
無線電 Base 
無線電 Uplevel 
無線電 航行 
後輔助。 氣候模組 
後 HVAC 
後座音響 
後座娛樂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L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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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M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儀器 面板集群 
補充安全氣囊 
S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4)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引擎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傳輸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ATC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引擎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傳輸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引擎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有空氣泵 ECM 
(W)4.3L V6 L35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F6 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傳輸 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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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牽引輔助 (如果有裝備) 
-車身 
放大器 (Bose) 
車身控制模組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掀背式 模組 
記憶座椅 模組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座 模組 
無線電 
後 HVAC/RSA 
後座音頻 
遠程功能 作動 
車頂 和 車門 模組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T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4)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4)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引擎 控制模組 
(5)2.2L L4 L43 傳輸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引擎 控制模組 
(H)2.2L L4 LN2 傳輸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ATC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引擎 控制模組 
(P)5.3L V8 LM4 傳輸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S)4.2L L6 LL8 引擎 控制模組 
(S)4.2L L6 LL8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傳輸 控制模組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ECM 
(W)4.3L V6 L35 小於 8600 GVW TCM 
(W)4.3L V6 L35 有空氣泵 ECM 
(W)4.3L V6 L35 沒有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F6 空氣泵 ECM 
(X)4.3L V6 LF6 沒空氣泵 ECM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1 速度 主動 
(X)4.3L V6 LU3 ATC 控制模組 2 速度 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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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3L V6 LU3 引擎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等於或大於 8600 GVW TCM 
(X)4.3L V6 LU3 傳輸 控制模組 
(X)4.3L V6 LU3 小於 8600 GVW TCM 
-底盤 
4WAL 3 感應器 
牽引輔助 (I如果有裝備) 
-車身 
放大器 (Bose) 
車身 控制模組 
駕駛門 模組 
駕駛座 模組 
暖氣 和 空調 
暖氣 和 空調 Auto 
暖氣 和 空調 Manual 
儀器 面板集群 
掀背式 模組 
記憶座椅 模組 
OnStar 
乘客門 模組 
乘客座 模組 
無線電 
後 HVAC/RSA 
後座音頻 
遠程功能 作動 
車頂 和 車門 模組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 Chevrolet MPV 
U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E) 3.4L V6 LA1 沒空氣泵 ECM 
(E) 3.4L V6 LA1 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沒有全輪驅動 TCM 
(E)3.4L V6 LA1 有全輪驅動 TCM 
-車身 
驅動資訊 中心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無線電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V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E) 3.4L V6 LA1 沒空氣泵 ECM 
(E) 3.4L V6 LA1 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沒有全輪驅動TCM 
(E)3.4L V6 LA1 有全輪驅動TCM 

-車身 
驅動資訊 中心 
儀器 面板集群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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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tar 
無線電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X Product Line 2000~2003 
- 傳動 
(E) 3.4L V6 LA1 沒有空氣泵 ECM 
(E) 3.4L V6 LA1 有空氣泵 ECM 
(E)3.4L V6 LA1 無全輪驅動 TCM 
(E)3.4L V6 LA1 有全輪驅動 TCM 

-車身 
駕駛 資訊 中心 
儀器 面板集群 
OnStar 
無線電 
補充安全氣囊 
車輛防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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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變異 
轉向角 感應器 校正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HCU 修復放氣ESC 

ABS9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編碼 變異 
    HCU 修復放氣ESC 
 Exora/Exora Bold 
EASY-U IAFM+ 引擎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First 初始化 
    校正 
    Key ID 註冊 
    清除 Keys 
    模式l Name 讀取 和 寫入 
    重置 值 
SAGA FLX 
ESP9 
 - 特殊功能 
    編碼 變異 
    轉向角 感應器 校正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HCU 修復放氣ESC 
ABS9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編碼 變異 
    HCU 修復放氣ESCPROTON 

新模式l  & 系統 增加 
Persona NFE 
ABS 
 - 特殊功能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編碼 變異 
    TMC 壓力感應器 校正 

動力轉向 
 - 特殊功能 
    轉向角 感應器 校正 

SAGA NFE 
ABS 
 - 特殊功能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TMC 壓力感應器 校正 

IRIZ 
ABS 
 - 特殊功能 
     加速 感應器 校正 
     編碼 變異 
     TMC 壓力感應器 校正 

動力轉向 
 - 特殊功能 
    轉向角 感應器 校正 

Preve/Suprima 
ESP9 
 - 特殊功能 

CHERY 

PROTON 

TIGGO 3 (T11) 
DVD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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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分析 
- 動作測試 
- ECU資訊 

AC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 DTC分析 
 - 數據分析 
 - ECU資訊 

TIGGO 3X 模式l 增加 
 - 引擎 
 - AT 
 - ABS 
 - BCM 
 - SRS 
 - ICM 
 - DVD 
 - IMMO 
 - 停車輔助雷達 

TIGGO 5 (T21) 模式l 增加 
 - 引擎 
 - AT 
 - ABS 
 - TPMS 
 - BCM 
 - SRS 
 - ICM 
 - AC 
 - IMMO 
 - PEPS 

ARRIZO 5 (M1A) 模式l 增加 
 - 引擎 
 - AT 
 - ABS 
 - TPMS 
 - BCM 
 - SRS 
 - ICM 
 - AC 
 - IMMO 
 - PEPS 

QQ3 (S15) 模式l 增加 
 - 引擎 
 - ABS 
 - BCM 
 - SRS 
 - ICM 
 - I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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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LLIANCE 

H220 / H230 
AT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VIN 寫入 
防盜器  
 -特殊功能增加 
    讀取 防盜器 到 EMS 
    讀取 EMS 到 防盜器  
    Key 學習 
    Key 清除 
    防盜器  重置 
    EMS 重置 
    增加 key 
H320 / H330 
防盜器  
 -特殊功能增加 
    讀取 防盜器 到 EMS 
    讀取 EMS 到 防盜器 
    Key 學習 
    Key 清除 
    防盜器  重置 
    EMS 重置 
    增加 key 
V5 
防盜器  
 -特殊功能增加 
    讀取 防盜器 到 EMS 
    讀取 EMS 到 防盜器 
    Key 學習 
    Key 清除 
    防盜器  重置 
    EMS 重置 
    增加 key 

SAIPA 

H220 / H230 
AT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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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VIN 寫入 

防盜器  
 -特殊功能增加 
    讀取 防盜器 到 EMS 
    讀取 EMS 到 防盜器  
    Key 學習 
    Key 清除 
    防盜器  重置 
    EMS 重置 
    增加 key 
H320 / H330 
防盜器  
 -特殊功能增加 
    讀取 防盜器 到 EMS 
    讀取 EMS 到 防盜器  
    Key 學習 
    Key 清除 
    防盜器  重置 
    EMS 重置 
    增加 key 
CHANGAN EADO 模式l 增加 
 - 引擎 
 - AT 
 - ABS 
 - SRS 
 - BCM 
 - LCM 
 - 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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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CO 

Peugeot 206 Local 
引擎 – SSAT TU5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自適應值 重設 
引擎 – BOSCH ME17 (TU5)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巡航 控制 啟動 
ABS – Youfin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 
 - 特殊功能 
    放氣 
HAIMA Haima S7 模式l 增加 
 - 引擎 
 - TCU 
 - ABS 
 - SAS 
 - EPS 
 - SRS 
 - ICM 
 - IST 
 - IMMO 
 - PEPS 

Key 學習 - SSAT CIM 增加 
 - ECM ICU 和 Key 學習 
 - ECM 中和 
 - ICU 中和 
 - Status 讀取 

HOLDEN 

新功能 增加 
引擎 
 - 支援 功能 
    防盜器程序  功能 - SIDI 
    ECM 重置 - SIDI 

引擎 
 - 支援 功能 
    離合器踏板位置 學習 

Bug 修復 
全模式l: DTC 項目 增加 

OPEL / GM BRAZIL 

Corsa-D 新型號 增加 
 - 引擎 Z 14 XEP, Z 13 DTJ, A 13 DTE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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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ESP 
Corsa-B 新型號 增加 
 - 引擎 X 10 XE 
 - ABS 5.3 
Astra-H 新型號 增加 
 - 引擎 Z 14 XEP, Z 18 XER 
 - IPC ECU (儀器 控制 裝置) 
 - SDM (安全氣囊) 
Antara 新型號 增加 
-  傳動 
   引擎 控制模組 
   燃油泵 控制模組 
   傳輸 控制模組 
   後差動離合器 控制模組 
-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輔助 車身 控制模組 
   安全氣囊傳感器和診斷模組 
   儀表板 
   前照燈 控制模組 
   HVAC 控制模組 
   遠程 控制 門鎖 接收器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防盜 模組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Astra-J 新型號 增加 
-  傳動 
   引擎 控制模組 1.6L (LUJ) 
   燃油泵 控制模組 
   傳輸 控制模組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多軸加速度感應器 模組 
   動力轉向控制模組 
   傳動轉向輪轉角 感應器 模組 
   懸掛 控制模組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安全氣囊傳感器和診斷 模組 
   儀表板 
   鈴聲報警 控制模組 
   遠程 加熱器 和 空調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車輛方向相機控制模組 
   拖車接口 控制模組 
   無線電 
   車載資通訊 通信介面控制模組 
   HVAC 控制模組 
   引擎 控制模組 1.4L (L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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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方向相機 控制模組 
   適應性傳感巡航 控制模組 
   無線電 無線電 
   無線電 門鈴 (UL5) 
   HVAC 控制模組 
   前 座椅加熱 控制模組 
   前視角 相機 模組 
Insignia 新型號 增加 
-  傳動 
   引擎 控制模組 1.6L (LDE) 引擎 控制模組 1.6L (LLU) 
   引擎 控制模組 1.8L (2H0)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BS)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BX)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BY)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CD)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DK) 
   引擎 控制模組 2.8L (LAU) 引擎 控制模組 2.8L (LBW)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BQ)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BR)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HU) 引擎 控制模組 1.4L (LUJ) 
   引擎 控制模組 1.6L (LLU) 引擎 控制模組 2.0L (LHV) 
   燃油泵 控制模組 
   後 差動離合器 控制模組 
- 底盤 
   電子制動 控制模組 
   多軸加速度感應器 模組 
   傳動轉向輪轉角 感應器 模組 
   適應性傳感巡航 控制模組 
   駐車制動 控制模組 
- 車身 
   車身 控制模組 
   安全氣囊傳感器和診斷 模組 
   儀表板 
   遠程 加熱器 和 空調 
   鈴聲報警 控制模組 
   頭燈 控制模組 
   停車輔助 控制模組 
   車輛方向 相機 控制模組 
   T軌道er 介面 控制模組 
   拖車接口 控制模組 
   HVAC 控制模組 
   前 座椅加熱 / Venting / Cooling / 記憶 控制 
模組 
   前視角 相機 模組 
   底盤 控制模組 
   無線電 
   放大器 
   人機互動 控制模組 
   HVAC 控制 
   資訊娛樂化 控制 觸控板 
   免鑰匙 Entry 控制模組 
   左側對象檢測 控制模組 
   無線電 控制 
   方向盤柱鎖控制模組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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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信息通信接口控制模組 

回應 
Greece: Corsa-D, Astra-H 引擎 新型號 增加 
South Africa: Corsa-D 引擎 新型號 增加 
Russia: Astra-H 引擎 新型號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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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 系統 增加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回應: BEZZA, 1NR-VE, Malaysia 

PERODUA 

EFI 系統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回應: BEZZA, 1KR-VE/1NR-VE, Malaysia 

A/T 系統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回應: BEZZA, 1KR-VE/1NR-VE, Malaysia 

ABS 系統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回應: BEZZA, 1KR-VE/1NR-VE, Malaysia 

Eco IDLE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引擎 Start Counter 
      Eco Run ECU 初始 學習 
回應: BEZZA, 1NR-VE, Malaysia 

SAS(轉向角感應器)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回應: BEZZA, 1NR-VE, Malaysia 

車身 系統 增加 新型號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 特殊功能 
     Antena 連接 檢查 
     Key Free 設定 
     智能 通信 測試 
     轉發器 通信 測試 
     無線 通信 測試 
回應: BEZZA, 1NR-VE, Malaysia 
儀表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回應: BEZZA, 1KR-VE/1NR-VE, Malaysia 

COMBI 系統 增加 
  - 基本功能 
      DTC分析 
      數據分析 
      動作測試 
         ECU資訊顯示 
回應: BEZZA, 1KR-VE/1NR-VE, Malaysia 

3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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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4. 支援4K (3840 x 2160) 高清晰度顯示器 

83 

G-scan Tab 

1. 歷史 功能 增加 
-G-scan Tab 記住以前的車輛選擇，最多可以選擇30種型號 

2. 截圖直接列印功能的加入 

3. 系統 搜尋 報告列印 功能 增加 

1. 歷史 功能 增加 
-G-scan2  記住以前的車輛選擇，最多可以選擇30種型號 

G-scan2 

更多資訊, please email sales@e-zds.com, or call +82-70-7733-7811 or 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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