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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为避免对人员造成伤害以及对设备和周围环境造成物理损坏，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错误使用产品时可能产生的危险和损坏按等级进行区分说明。

危险危险 未依此说明使用产品会导致重伤甚至死亡。

警告警告 未依此说明使用产品可能导致重伤甚至死亡。

小心小心
未依此说明使用产品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者对设备或环境造成物理伤

害。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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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安全须知

警告警告

注意注意

•连接后，在连接检查程序完成并且退出应用程序之前，切勿连接或断开连接电池或组件。未按此说

明进行操作可能导致组件故障。

•切勿更改固件文件的内容或文件名称等信息。未按此说明进行操作可能会妨碍当前执行的更新操作

或者导致组件在固件更新结束后出现故障。

•使用此应用程序会增加智能手机电池的耗电量。使用期间请注意电池电量。

安全须知安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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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手册关于此手册
此用户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开始使用前，请务必完整阅读此使用说明书，以确保您能够充分利用各项功能。

支持的操作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

支持的Bluetooth支持的Bluetooth®版本版本

- Android：版本6.0或更新版本

- iOS：iOS11或更新版本

- 版本4.1或更新版本

关于此手册关于此手册

支持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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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关于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是用于定制和保养各个组件的应用程序。下文展示了其主要功能。

功能功能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更新 此功能用于升级各个组件的固件。

定制 此功能用于定制整个系统的功能和操作使其符合使用者偏好。

保养 此功能用于检查错误日志以及调节变速组件。

设置 此功能用于配置与此应用程序相关的各种设置。

帮助 此功能用于查看与各种功能相关的帮助信息。

关于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关于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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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1.1. 在安装E-TUBE PROJECT for Mobile之后，点击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图标(在安装E-TUBE PROJECT for Mobile之后，点击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图标( )。)。

随后将显示国家/地区选择界面。

默认省份和国家/地区基于您的智能手机ID信息显示。

2.2. 选择所需省份和国家/地区，然后点击 [确定]。选择所需省份和国家/地区，然后点击 [确定]。

随后显示SHIMANO ID门户登录界面。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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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3.3. 点击 [登录]。点击 [登录]。

若您未注册SHIMANO ID，请点击 [初始注册]。

随后显示SHIMANO ID门户界面。

•若所选地区不支持SHIMANO ID，将显示使用条款界面。请确认使用条款，然后选择 [同意]，

再点击 [下一步]。继续执行步骤 5 。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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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4.4. 登录或注册新使用者。登录或注册新使用者。

按照SHIMANO ID门户界面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完成登录操作后将显示自行车注册界面。

•若您点击 [跳过] 不进行登录，将显示使用条款界面。请确认使用条款，然后选择 [同意]，再

点击 [下一步]。继续执行步骤 5 。

•即使在点击 [面向企业用户] 并且登录之后也无法使用附加功能等功能。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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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点击点击 。。

显示无线组件检测界面。

6.6. 对要连接的自行车和无线组件点击 [注册]。对要连接的自行车和无线组件点击 [注册]。

随后将显示密码输入界面。

若您未登录SHIMANO ID，请点击 [确定]。

7.7. 输入密码。输入密码。

若密码正确，则会显示检测到的组件列表界面。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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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点击 [注册为新自行车]。点击 [注册为新自行车]。

随后将注册自行车，并显示高级定制界面。

若点击 [跳过注册]，将不注册自行车而直接显示高级定制界面。

注意注意

•如果已检测到的组件为功率计，则点击 [新自行车] 时将创建未注册自行车列表，并且该组件

将分配至此列表中。若至少一辆自行车完成注册，您可以点击 [已注册的自行车]。选择要分

配的自行车。若点击 [跳过注册]，将不注册功率计而直接显示功率计监视器界面。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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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1.1. 点击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图标(点击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图标( )。)。

显示自行车注册界面。同时连接已注册的自行车。

2.2. 点击已连接自行车列表。点击已连接自行车列表。

显示高级定制界面。

注意注意

•若自行车注册界面中有未注册的自行车或功率计，请点击+图标继续执行注册程序。执行 [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 中的第7步及后续步骤。

•若在自行车注册界面中点击 ，则会显示SHIMANO ID门户中的个人资料。

•若在自行车注册界面中点击未连接的自行车列表，则会显示自行车设置界面。您可以更改昵

称、更改无线组件以及删除已注册的组件或自行车。

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首次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15



界面上显示的选项卡和图标界面上显示的选项卡和图标
对于界面顶部显示的选项卡和图标，可以为其分配各种功能和状态。

(1)(1) 点击返回上一个界面。

(2)(2) 显示与自行车的连接状态。

(3)(3) 点击选项卡可切换功能类别。

或者您也可以左右滑动进行切换。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界面上显示的选项卡和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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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率计关于功率计
您可以监视已连接功率计的状态、按照更新自行车组件的方式更新功率计组件，或定制功率计的功

能。

(4)(4) 点击可显示与界面信息相关的帮助界面。

当没有对应的帮助界面时，将显示高级帮助界面。

(5)(5) 点击可显示自行车注册界面。若图标上带有红色圆圈，说明自行车包含有需要进行固件更新的组

件。若在更新/定制/保养界面中点击显示的帮助或设置界面，则会显示上一个界面。

(6)(6) 点击可显示与应用程序相关设置界面。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关于功率计

17



1.1. 在自行车注册界面中，点击已注册的功率计。在自行车注册界面中，点击已注册的功率计。

显示功率计监视器界面。点击 [监视器] 选项卡可显示相关的其他类别信息。

(1)(1) 点击可显示与功率计相关的设置界面。您可以更改或断开连接已分配的自行车。

(2)(2) 点击选项卡可切换功能类别。或者您也可以左右滑动进行切换。

(3)(3) 显示电池电量。

(4)(4) 开始零点偏移设置。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关于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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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固件更新固件

需要更新的功率计其对应图像上显示有红色图标。

1.1. 在功率计监视器界面中点击 [更新] 选项卡。在功率计监视器界面中点击 [更新] 选项卡。

显示功率计更新界面。

2.2. 点击要更新的功率计面板。点击要更新的功率计面板。

选中所选功率计面板对应的复选框。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关于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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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功能定制功能

您可以配置多种设置，例如无线通信方法、密码。

3.3. 点击 [更新]。点击 [更新]。

开始更新。

1.1. 在功率计监视器界面中点击 [定制] 选项卡。在功率计监视器界面中点击 [定制] 选项卡。

显示功率计定制界面。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关于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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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更改名称更改名称

您可以更改功率计已注册的名称。

无线通信方法无线通信方法

选择 [ANT/Bluetooth® LE模式] 、 [ANT模式] 或 [Bluetooth® LE模式] 作为功率计通信方法。

更改密码更改密码

更改密码。点击 [更改]，然后输入非0开头的6位数字。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功率计。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关于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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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1.1. Tap the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icon (Tap the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icon ( ).).

The bicycle registration screen is displayed. The registered bicycle is connected.

2.2. Tap the connected bicycle list.Tap the connected bicycle list.

The customization top screen is displayed.

NOTICENOTICE

•If there is an unregistered bicycle or power meter on the bicycle registration screen, tap the + icon to

proceed to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Perform step 7 and onward in [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for the first time ] .

•If you tap on the bicycle registration screen, the profile registered in SHIMANO ID PORTAL is

displayed.

•If you tap a bicycle list that is not connected on the bicycle registration screen, the bike settings screen

is displayed. You can change the nickname, change the wireless unit, and delete registered units or

bicycles.

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启动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关于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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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s and icons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Functions and states are assigned to the tabs and icons displayed on the top of the screen.

(1) Tap to return to the previous screen.

(2) Displays the connection state with the bicycle.

(3) Tap the tabs to switch the function category.

You can also swipe left or right to switch.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Tabs and icons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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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power meters
You can monitor the state of a connected power meter, update its firmware in the same way as
a bicycle, or customize its functions.

(4) Tap to display the help screen related to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creen.

If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help screen, the help top screen is displayed.

(5) Tap to display the bicycle registration screen. If there is a red circle on the icon, the bicycle
includes a unit that requires a firmware update. If you tapped on a help or settings screen
displayed from the Update/Customize/Maintenance screen, the previous screen is displayed.

(6) Tap to display the settings screen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About power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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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 the bicycle registration screen, tap a registered power meter.

The power meter monitor screen is displayed. Tap the [MONITOR] tab to display it from
another category.

(1) Tap to display the settings screen related to the power meter. You can change or
disconnect the assigned bicycle.

(2) Tap the tabs to switch the function category. You can also swipe left or right to switch.

(3) Displays the battery level.

(4) Starts the zero offset setting.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About power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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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the firmware
A red icon is displayed on the image for a power meter that requires an update.

1. Tap the [UPDATE] tab on the monitor screen of the power meter.

The power meter update screen is displayed.

2. Tap the panel for the power meter to update.

The check box for the panel of the selected power meter is selected.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About power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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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izing functions
You can configure settings such as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passkey.

3. Tap [UPDATE] .

The update starts.

1. Tap the [CUSTOMIZE] tab on the monitor screen of the power meter.

The power meter Customize screen is displayed.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About power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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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figure the various settings.

Change name

You can change the registered name of the power mete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ethod

Select [ANT/Bluetooth® LE mode] , [ANT mode] , or [Bluetooth® LE mode] as the power
meter communication method.

Change passkey

Change the passkey. Tap [Change] and enter a 6-digit number that starts with a number
other than 0.

3. Tap [APPLY] .

The settings are applied to the power meter.

Starting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About power meters

28



更新更新
您可以更新各个组件的固件。单击 [更新] 选项卡可显示更新界面。

更新固件更新固件
选择要更新的组件，然后开始更新固件。

注意注意

•在更新固件期间，您无法执行除取消更新操作以外的其他操作。

•无线更新使用2.4 GHz频率数字通信技术。以下区域或环境中存在干扰时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完成更

新程序。请避免在以下环境中执行更新程序：

- 电视、电脑、收音机或电机附近区域，以及汽车或火车车厢内

- 铁路交叉口或铁路轨道、电视发射台或雷达基地等附近区域。

- 将本产品与其他无线设备或某些灯具组合使用时

•当由于无线通信问题导致无线更新失败时，需要使用SM-PCE02等器件执行固件恢复程序。

有关恢复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E-TUBE PROJECT for Windows V4用户手册 。若恢复成功，请继

续尝试更新至最新版本。

更新更新

更新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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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更新界面中点击要更新的组件面板。在更新界面中点击要更新的组件面板。

选中所选组件面板对应的复选框。

注意注意

•点击 [全部更新] 以显示确认界面。点击 [更新] 开始更新所有必要的组件。

•点击 [断开连接] 断开自行车连接。

更新更新

更新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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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固件恢复固件
若更新固件时出现错误，则需要恢复固件。

2.2. 点击 [更新]。点击 [更新]。

随后将显示确认界面。再次点击 [更新] 开始更新操作。

更新更新

恢复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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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系统信息显示器或无线组件适用于系统信息显示器或无线组件

若更新失败，将显示第 1 步中的界面。

1.1. 点击点击 。。

2.2. 当连接自行车时，请点击以下显示界面中的 [确定]。当连接自行车时，请点击以下显示界面中的 [确定]。

若恢复成功，在完成连接后将显示常规界面。

更新更新

恢复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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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功率计适用于功率计

若恢复程序失败若恢复程序失败

若显示第 1 步中的任一界面，请执行恢复程序。

注意注意

•若恢复失败，将显示固件更新失败界面。

此时，请再次尝试执行固件恢复程序。

•若执行恢复程序频繁失败，请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再次尝试执行固件更新恢复程序。

•若尝试恢复固件时反复出现错误，请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再次尝试操作。

有关恢复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E-TUBE PROJECT for Windows V4用户手册 。若恢复成功，

请将无线组件连接至自行车，随后再次尝试将E-TUBE PROJECT for Mobile更新至最新版。

1.1. 点击 [确定] 或 [确认]。点击 [确定] 或 [确认]。

依照界面中的指示恢复固件。

2.2. 若尝试恢复固件时返回的界面与以上界面相同，请先断开Bluetooth若尝试恢复固件时返回的界面与以上界面相同，请先断开Bluetooth®连接再重新连连接再重新连
接，然后依照界面中的指示恢复固件。接，然后依照界面中的指示恢复固件。

若尝试恢复固件时反复出现错误，请咨询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

更新更新

恢复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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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显示错误若显示错误

若显示第 1 步中的任一界面，请执行恢复程序。

若无法重新连接Bluetooth若无法重新连接Bluetooth®

若更新功率计固件后无法重新连接Bluetooth®，请按住控制组件上的按钮15秒以重置硬件。

重置硬件之后，将自动通过Bluetooth®连接功率计。若5秒内E-TUBE PROJECT for Mobile's Bluetooth®连接

列表界面中未显示型号名称，说明功率计可能未自动连接，此时请按下控制单元上的按钮通过

Bluetooth®进行连接。若硬件重置后仍无法连接，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注意注意

1.1. 点击 [确定] 或点击 [确定] 或 。。

2.2. 重新连接Bluetooth重新连接Bluetooth®之后依照界面中的指示恢复固件。之后依照界面中的指示恢复固件。

若尝试恢复固件时反复出现错误，请咨询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

•若与其他Bluetooth®设备相连，更新固件偶尔会失败。因此，请先取消与其他Bluetooth®设备的连

接，然后在只连接功率计的情况下再次尝试更新。

•更改密码后通过Bluetooth®与E-TUBE PROJECT for Mobile相连时若更新固件，首次连接偶尔会失败。

再次重新连接E-TUBE PROJECT之后，请确认固件更新已完成。

更新更新

恢复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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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定制
您可以为各个组件配置详细设置。点击 [定制] 选项卡可显示定制界面。

定制界面定制界面
高级定制界面中会显示当前连接组件的设置列表。选择已显示的功能可显示其设置界面。可定制的显

示内容和设置随连接组件和组件组合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

(1)(1) 点击使当前配置的组件设置恢复为默认值。变更内容在完成设置之后才会写入自行车。

定制定制

定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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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变速模式变速模式
您可以定制变速组件移动方式等设置。

•在定制界面中点击 以显示已注册自行车的设置界面。只有当使用SHIMANO ID登录时才会显示设

置信息。

(1)(1) 点击可编辑自行车已注册的名称。

(2)(2) 点击可显示无线组件更改界面。对要连接的无线组件点击 [注册]。

(3)(3) 点击可显示组件删除界面。点击选择要删除的组件，然后点击 [删除]。

(4)(4) 点击可删除已连接和注册的自行车。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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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要设置同步变速，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如果满足所有条件但无法设置同步变速，请将所有组件更新至最新版。

对于山地车对于山地车

11 使用11速电子变速后拨链器。

22 使用11速电子变速前拨链器。

对于公路车对于公路车

11 使用11速电子变速后拨链器。

22 使用11速电子变速前拨链器。

33 使用SC- M****、EW- RS910、SM- EW90A或SM- EW90B作为连接器。

44 使用BM-DN100或BT-DN110。

•要设置多重变速，必须满足以下(1)和(2)中的所有条件。

若满足所有条件但无法设置同步变速，请将所有组件更新至最新版。

11
对于E-BIKE

使用除DU-E60*0或DU-E6001以外的其他驱动组

件。

对于非E-BIKE自行车 不使用EW-EX020。

22 使用电子变速后拨链器（外部变速组件）。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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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变速同步变速

启动同步变速功能后前拨链器会自动在后拨链器变速时同步变速。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显示轮齿数选择界面。

当已连接的自行车存在 相同的设置文件，会显示变速模式选择界面。

2.2. 选择链轮片和卡式飞轮的齿数，然后点击 [确定（<FC齿数> | <CS齿数>）]。选择链轮片和卡式飞轮的齿数，然后点击 [确定（<FC齿数> | <CS齿数>）]。

显示变速模式选择界面。当前界面中心显示了已连接自行车的S1和S2设置文件。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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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点击点击 区域可创建新文件。区域可创建新文件。

滑动屏幕将显示带有 的界面。要编辑已存在的文件，请点击该文件，然后执行第6步操作。

注意注意

•在变速模式选择界面中，您可以为各个轮齿数组合保存最多6个设置文件。左右滑动可以显示

其他文件。

•若已存在6个文件，请先删除一个文件，再保存新文件。

•在变速模式选择界面中点击 可显示轮齿数更改界面。更改链轮片和卡式飞轮的齿数，然后

点击 继续设置。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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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同步变速间隔设置同步变速间隔设置

选择标准/缓慢/非常缓慢。

档位控制设置档位控制设置

选择是否控制档位。

注意注意

•当使用某些组件配置与齿数组合时，可能无法设置档位控制设置。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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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点击 [同步变速] 或 [semi-synchronized shift]。点击 [同步变速] 或 [semi-synchronized shift]。

显示同步变速设置界面。对于某些组件配置而言，可能无法使用 [semi-synchronized shift]。

6.6. 配置详细的同步变速设置。配置详细的同步变速设置。

详细的同步变速设置详细的同步变速设置

(1)(1) 点击 [提高] / [降低] 可切换升速/降速设置。

(2)(2) 点击并移动彩色框的顶部可更改同步变速图谱。

若使用的是3速链轮片，请点击齿数的箭头部分(※)，然后移动彩色框切换设置范围。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41



注意注意

•各个档位的齿数比会写入同步变速图谱，同时执行同步变速的档位会由彩色框包围。绿色表

示升速、蓝色表示降速。

•根据以下规则确定可移动范围，使同步变速效果达到最佳。同步变速图谱上前拨链器的变速

点（彩色框区域）称为同步点。

•若使用的是2速链轮片，请点击 [动画] 切换设置界面。利用 [提高] / [降低] 切换升速/降速设

置，然后利用 / 更改执行同步变速的档位。

(1)(1) 同步升速

同步点RD档位 ≥ 同步目标RD档位

同步目标齿数比最高可以选择小于同步源的第一个齿数比

(2)(2) 同步降速

同步点RD档位 ≤ 同步目标RD档位

同步目标齿数比最高可以选择大于同步源的第一个齿数比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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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semi-synchronized shift设置。详细的semi-synchronized shift设置。

启用semi-synchronized shift功能后当前拨链器变速时后拨链器会自动变速，从而使齿轮过渡效果达到

最佳。此时，后拨链器档位可以选择0至4之间的任意值（某些档位可能因齿轮组合所限无法选

择。）

•点击 可显示编辑界面。您可以点击 [名称] 更改文件名称。点击回收站图标可删除文件。

(1)(1) 选择前部降速时后部升速的档位；选择前部升速时后部降速的档位。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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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变速多重变速

您可以配置与多重变速相关的设置。

启用多重变速功能后按住变速按钮可以使后拨链器连续切换多个档位。（多重变速无法应用于前拨链

器。在设置同步变速后，对后拨链器使用多重变速时前拨链器可能会随之换档。）

*要设置多重变速，除了需要连接电机组件或变速组件之外，还必须连接电池组件或电池固定组件。

注意注意

7.7. 点击点击 。。

显示变速模式选择界面。

8.8.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点击 可显示编辑界面。

您可以点击 [名称] 更改文件名称。点击回收站图标可删除文件。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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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安装应用程序之后首次显示多重变速模式设置界面时，以及距离显示多重变速模式设置界面过去一

周或更久时，会显示多重变速教程界面。

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45



自动换档自动换档

您可以配置与自动换档相关的设置。

多重变速模式设置多重变速模式设置

您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多重变速。当使用2级档位开关时，您可以为1级和2级选用多重变速。

变速间隔变速间隔

从五级中选择任意一级作为多重变速的变速间隔。

档位数的限制档位数的限制

按住变速杆可以限制切换的档位数。

注意注意

变速间隔变速间隔 优势优势 劣势劣势

快速设置快速设置

慢速设置慢速设置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请全面了解变速间隔特性，然后根据骑行情况（如地形和骑行者的骑行姿态）设置变速间

隔。

•可以快速进行多级变速

•骑行者可以快速调节踏频或骑

行速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骑行

状况

•变速时需要保持高踏频

•容易发生意外过度变速

•能够可靠地进行变速 •变速过程会耗费一些时间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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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定制定制

变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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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件设置电机组件设置

在检查待安装的变速组件后，设定电机组件齿轮设置。

*请查看经销商手册确定兼容的内变速花鼓型号。

电机组件档位设置电机组件档位设置

断开应用程序连接后的变速模式断开应用程序连接后的变速模式

确定自动换档处于开启状态还是关闭状态。

变速定时变速定时

选择变速响应时间。

启动模式启动模式

在打开启动模式后，停车时自动换档功能会自动切换回至所需档位。

换档建议换档建议

可以开启/关闭变速建议。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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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KEE-BIKE
您可以定制与E-BIKE相关的组件设置。

2.2. 选择此前电机组件安装的内变速花鼓对应的齿数。选择此前电机组件安装的内变速花鼓对应的齿数。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定制定制

E-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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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置辅助设置

您可以配置与E-BIKE辅助功能相关的各种设置。

有关辅助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帮助。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骑行特性骑行特性

(1)(1) 选择骑行特性的类型。

(2)(2) 只有当(1)中选择 [CUSTOMIZE] 时才能更改BOOST、TRAIL和ECO设置。

定制定制

E-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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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模式辅助模式

选择/创建辅助配置文件（辅助特性/最大扭矩/开始辅助）选择/创建辅助配置文件（辅助特性/最大扭矩/开始辅助）

(1)(1) 旋转辅助模式的类型。

(1)(1) 选择 Profile 1 或 Profile 2。

在退出应用程序之后使用此处选择的配置文件进行辅助。

(2)(2) 选择模式。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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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组件设置驱动组件设置

您可以配置与驱动组件相关的设置。

注意注意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3)(3) 选择各种设定值。

每一种设定值对应可选择的范围有所不同。

•滑块上的白色圆圈表示初始值。

•刻度顶部显示有其他模式的设定值（ECO为浅蓝色，TRAIL为绿色，BOOST为黄色）。

定制定制

E-BIKE

52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组件。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组件。

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最高辅助时速最高辅助时速

选择最高辅助速度。

速度显示速度显示

若该显示值与其他速度显示器上的显示值不符，可调节速度显示值。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定制定制

E-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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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开关
配置与已连接开关相关的设置。

定制定制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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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配功能分配

为左侧和右侧开关上的按钮分配功能。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选择左侧和右侧开关。

2.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分配给各个按钮的功能。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分配给各个按钮的功能。

■ 下拉菜单中显示的功能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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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中只显示可以使用的功能。

功能功能 释义释义

[后部升速]

[前部升速]
档位从轻档位切换至重档位。

[后部降速]

[前部降速]
档位从重档位切换至轻档位。

[D-FLY频道1] 分配频道1

[D-FLY频道2] 分配频道2

[D-FLY频道3] 分配频道3

[D-FLY频道4] 分配频道4

[辅助升档] 在辅助模式下提高辅助等级。

[辅助降档] 在辅助模式下降低辅助等级。

[显示] 切换显示器的显示界面。

[显示/灯光] 切换显示器的显示界面。

*按住开关可开启或关闭灯光。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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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当使用冲刺按钮时，您可以在显示界面中点击 [选配按钮] 选择分配功能。

•当使用支持2级变速的开关时，您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使用2档位] 以确定是否使用第二档

位。

定制定制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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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以使用相反设置时，您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将相反的功能分配给XX] 以便为其他开关

分配相反功能。

•对于带有避震设置的开关 (SW-M8050-L/SW-M9050-L)，您可以点击 [设置档位]，然后从下拉菜

单中选择 [Firmer] 或 [Softer]。要恢复档位设置，请点击 [变速设置]。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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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索进行检查通过搜索进行检查

您可以查看设置哪一个开关。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当使用避震开关时，请设置显示器上显示的箭头标记(CTD)，然后为各个开关位置配置前/后设

置（ [CLIMB (FIRM)] 、 [TRAIL (MEDIUM)] 或 [DESCEND (OPEN)] ），然后点击 [确定]。将设置

应用于组件。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选择左侧和右侧开关。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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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击搜索按钮。点击搜索按钮。

显示搜索对话框。

3.3. 操作要选择的组件开关直至搜索对话框倒计时结束。操作要选择的组件开关直至搜索对话框倒计时结束。

按住开关组件直至组件被识别为止。

点击 [取消] 可取消搜索。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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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显示
配置显示设置。

4.4. 此前操作过开关的组件将突出显示。此前操作过开关的组件将突出显示。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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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码表设置自行车码表设置

配置与自行车码表显示信息等要素相关的设置。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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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其他设置
配置其他组件设置。

显示单位显示单位

您可以选择 [international units] （国际单位）(km/h) 或 [Yard & pound method] （码磅计量法）(mph)

显示格式。

显示开关显示开关

选择是否显示 [骑行时间] 、 [平均时速] 、 [最高时速] 、 [当前可行驶距离] 和 [踏频]。选择要显

示的项目。

自动时间设定自动时间设定

对自动时间设定选择开启/关闭。如果选择开启，当连接E-TUBE PROJECT for Mobile时，自行车码表

将自动设置为已连接PC对应的时间。

手动时间设定手动时间设定

只有将自动时间设定设置为关闭时才能启用该设置。输入小时、分钟和秒。

警鸣声设置警鸣声设置

对蜂鸣声选择开启/关闭。

背光设置背光设置

对背光灯选择 [打开] 、 [关闭] 或 [手动]。

背光灯亮度设置背光灯亮度设置

调节背光灯亮度。

文字颜色文字颜色

将文字颜色设置为白色或黑色。

显示语言显示语言

选择显示语言。

显示时间显示时间

设置无人使用时显示器关闭的时间。

更改名称更改名称

您可以更改自行车码表已注册的名称。

无线通信方法无线通信方法

选择 [ANT/Bluetooth® LE模式] 、 [ANT模式] 或 [Bluetooth® LE模式] 以便与其他制造商自行车码表的

通信方法匹配。无论选择哪一种通信方法，您都可以连接至E-TUBE PROJECT for Mobile。您也可以

选择 [关闭]。

更改密码更改密码

更改密码。点击 [更改]，然后输入非0开头的6位数字。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定制定制

其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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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组件设置无线组件设置

您可以配置与无线组件相关的设置。

1.1. 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在高级定制界面中点击要配置的功能。

2.2. 配置各种设置。配置各种设置。

定制定制

其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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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名称更改名称

您可以更改无线组件已注册的名称。

无线通信方法无线通信方法

选择 [ANT/Bluetooth® LE模式] 、 [ANT模式] 或 [Bluetooth® LE模式] 作为无线组件通信方法。无论选

择哪一种通信方法，您都可以连接至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更改密码更改密码

更改密码。点击 [更改]，然后输入非0开头的6位数字。

3.3. 点击 [应用]。点击 [应用]。

将设置应用于组件。

定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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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保养
您可以查看错误日志以及调节变速组件。点击 [保养] 选项卡可显示保养界面。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您可以调节变速组件。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66



调节后拨链器调节后拨链器

您可以调节后拨链器的变速设置。调节时需要转动曲柄。

1.1. 点击保养界面中当前后部设置区域。点击保养界面中当前后部设置区域。

显示注意对话框。

2.2. 确认显示信息，然后点击 [确定]。确认显示信息，然后点击 [确定]。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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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3.3. 点击 [开始]。点击 [开始]。

4.4. 持续旋转曲柄臂直至倒计时为零为止。持续旋转曲柄臂直至倒计时为零为止。

•当电池充电量过低时，会显示确认界面并且无法执行调节操作。

•选择 [下次请勿显示此信息] 后下次启动时将隐藏注意对话框。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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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点击点击 // 可调节导向轮位置。可调节导向轮位置。

单击 可将导向轮移动至内侧（负方向）。

单击 可将导向轮移动至外侧（正方向）。

请务必在旋转曲柄时执行调节操作。

注意注意

•点击 查看调节方法详情。

•点击以下 / 切换档位。点击 至 切换至高档位。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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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前拨链器调节前拨链器

您可以调节前拨链器的变速设置。调节时需要转动曲柄。

6.6. 点击 [完成]。点击 [完成]。

完成调节操作。

1.1. 点击保养界面中当前前部设置区域。点击保养界面中当前前部设置区域。

显示注意对话框。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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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确认显示信息，然后点击 [确定]。确认显示信息，然后点击 [确定]。

注意注意

3.3. 您可以调节前拨链器的高速位置。您可以调节前拨链器的高速位置。

点击 查看调节方法详情。

4.4. 点击 [开始]。点击 [开始]。

•当电池充电量过低时，会显示确认界面并且无法执行调节操作。

•选择 [下次请勿显示此信息] 后下次启动时将隐藏注意对话框。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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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点击 [开始]。点击 [开始]。

6.6. 持续旋转曲柄臂直至倒计时为零为止。持续旋转曲柄臂直至倒计时为零为止。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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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件调节电机组件调节

通过电机组件进行变速调节。调节时不需要转动曲柄。

7.7. 根据指南点击根据指南点击 // 进行调节。进行调节。

点击 可向内移动导向轮（负方向）。

点击 可向外移动导向轮（正方向）。

8.8. 点击 [下一步]。点击 [下一步]。

若仍有未调节的齿轮，可执行步骤 5 - 7 。

对所有齿轮完成调节后点击 [完成]。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73



1.1. 点击保养界面中当前电机组件设置区域。点击保养界面中当前电机组件设置区域。

注意注意

2.2. 检查调节值是否设置为0（默认值）。检查调节值是否设置为0（默认值）。

(1) 数值设为0 继续执行步骤 3 。

(2) 数值设为非0值

将数值调节为0，然后变速以检查异常噪音或异常操作

感否已消除。

若异常情况并未改善，请执行步骤 3 ；若情况有所改

善，请执行步骤 4 。

•当电池充电量过低时，会显示确认界面并且无法执行调节操作。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74



3.3. 沿+或-方向将调节值更改一个增量，然后检查变速的声音或操作感。沿+或-方向将调节值更改一个增量，然后检查变速的声音或操作感。

该设置可分别沿+方向和-方向调节4个等级。

(1) 情况改善

沿同一方向逐个更改调节值时，再次检查变速的声音或

操作感。

继续调整数值直至消除异常噪音或异常操作感为止。

(2) 无改善迹象

沿同一方向再次将调节值更改一个增量，然后检查变速

的声音或操作感。

若情况有所改善，请查看此表格中的(1)；若情况未改

善，请查看(3)。

(3) 情况恶化

沿相反方向将调节值更改两个增量，然后再次检查变速

的声音或操作感。

继续沿同一方向将数值调整一个增量直至消除异常噪音

或异常操作感为止。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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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日志错误日志

您可以查看与E-BIKE相关的错误日志。在使用某些驱动组件时，保养界面中可能不会显示错误日志选

项，并且您可能无法查看错误日志。

注意注意

4.4. 点击 [完毕]。点击 [完毕]。

完成调节操作。

•点击(A) / 对调节值进行调整。

点击 使变速组件向低档位偏移。

点击 使变速组件向高档位偏移。

•点击(B) / 切换档位。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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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保养界面中点击 [错误日志]。在保养界面中点击 [错误日志]。

显示错误日志屏幕。

有关错误代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si.shimano.com/iER/STP0A 。

保养保养

变速组件组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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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置
您可以配置与E-TUBE PROJECT for Mobile相关的各种设置。点击 显示高级设置界面。

注意注意

登录至SHIMANO ID门户登录至SHIMANO ID门户
您可以登录至SHIMANO ID门户。不支持SHIMANO ID的地区将无法使用此功能。

•点击底部链接可显示对应网站。

•当使用Android版本时，点击 [SHIMANO提供技术支持] 可查看许可视图界面。

设置设置

登录至SHIMANO ID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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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自动连接设置自行车自动连接设置
您可以设置是否在应用程序启动时自动连接至自行车。

1.1. 点击设置菜单界面中的 [注册/登录]。点击设置菜单界面中的 [注册/登录]。

随后显示SHIMANO ID门户界面。

2.2. 登录或注册新用户。登录或注册新用户。

按照SHIMANO ID门户界面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当完成登录时，应用程序将返回高级设置界面。

注意注意

•当登录至SHIMANO ID门户时，您可以点击设置菜单界面中的 [SHIMANO ID门户] 以显示

SHIMANO ID门户网站。

设置设置

自行车自动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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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设置语言设置
设置界面显示语言。

1.1. 在高级设置界面中点击 [自动连接自行车]。在高级设置界面中点击 [自动连接自行车]。

将切换为开启或关闭。

1.1. 在高级设置界面中单击 [语言]。在高级设置界面中单击 [语言]。

随后将显示语言设置界面。

设置设置

语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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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使用条款查看使用条款
您可以查看E-TUBE PROJECT for Mobile的使用条款。

2.2. 选择语言。选择语言。

3.3. 点击 [更改]。点击 [更改]。

更改显示语言设置。退出应用程序后下一次启动应用程序时将切换语言。

1.1. 在高级设置界面中单击 [使用条款]。在高级设置界面中单击 [使用条款]。

若使用SHIMANO ID进行登录，则不会显示 [使用条款]。

设置设置

查看使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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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击 [使用条款]。点击 [使用条款]。

显示使用条款。

设置设置

查看使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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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参见SHIMANO STEPS用户手册，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开启。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停止使用并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中的感应器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E010E010

E01000 - E01004E01000 - E01004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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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中的感应器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中的感应器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中的感应器出现故障。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E01010, E01011E01010, E01011

E01020 - E01022E01020 - E01022

E01030E01030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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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电机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中的感应器出现故障。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系统错误。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参见SHIMANO STEPS用户手册，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开启。

E01040 - E01042E01040 - E01042

E01050, E01051E01050, E01051

E011E011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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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无法正常完成感应器初始化。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将电源关闭，然后在保证脚未放在脚踏上的情况下再次将电源开启。

或者委托购买地执行以下操作。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固件内部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E012E012

•调节链条张力。

E013E013

•连接至E-TUBE PROJECT，然后恢复固件。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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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速度感应器中的自行车速度信号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按照上述说明骑乘自行车一段时间将错误清除。

若错误仍然存在，或者以上信息不适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电池与驱动组件之间存在通信错误。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E014E014

•将速度感应器和磁铁安装在适当位置。

•若自行车此前经过改动，请将其恢复至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E020E020

•检查确认驱动组件与电池之间的线缆连接是否正确，然后检查电源线有无异常。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87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电池与驱动组件之间存在通信错误。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连接到驱动组件的电池符合系统标准，但不兼容。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参见SHIMANO STEPS用户手册，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电池电源按钮将电源关闭，然后将重新开启电源。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驱动组件连接的电池不符合系统标准。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参见SHIMANO STEPS用户手册，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电池电源按钮将电源关闭，然后将重新开启电源。

E02000E02000

•检查确认驱动组件与电池之间的线缆连接是否正确，然后检查电源线有无异常。

E021E021

E022E022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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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电池内部出现电气故障。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参见SHIMANO STEPS用户手册，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电池电源按钮将电源关闭，然后将重新开启电源。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电池启动了过电流保护。（和自行车系统之间存在通讯错误）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E023E023

E024E024

•连接SHIMANO原厂电池。另外，还应检查电源线有无异常。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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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电池不识别驱动组件。（未连接原厂驱动组件，或电源线已断开。）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电池不识别驱动组件。（未连接原厂驱动组件，或电源线已断开。）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安装与系统配置不同的变速组件。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E025E025

•连接原厂电池或驱动组件。另外，还应检查电源线有无异常。

E030E030

•连接E-TUBE PROJECT以更新为正确配置。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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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链条张力可能还未进行调节，或者曲柄可能未安装在正确位置。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此系统不支持当前固件。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E031E031

•调节链条张力。

•按指定方向重新安装曲柄，然后重新开启电源。

E033E033

•连接至E-TUBE PROJECT，将所有SHIMANO STEPS系统组件上的固件更新为最新版。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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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固件内部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固件内部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E034 (E013)E034 (E013)

•连接至E-TUBE PROJECT，然后恢复固件。

E03400E03400

•连接至E-TUBE PROJECT，然后恢复固件。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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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自行车设置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自行车设置出现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E035E035

•连接至E-TUBE PROJECT检查配置。

若设置和自行车状态不同，请修改自行车状态。

E03500E03500

•连接至E-TUBE PROJECT检查配置。

若设置和自行车状态不同，请修改自行车状态。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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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本产品固件内部异常。固件局部损坏。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

需要进行固件恢复。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因系统配置引发的错误。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联系自行车制造商。

E043E043

E044E044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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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速度感应器中的自行车速度信号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按照上述说明骑乘自行车一段时间将错误清除。

若错误仍然存在，或者以上信息不适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速度感应器中的自行车速度信号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按照上述说明骑乘自行车一段时间将错误清除。

若错误仍然存在，或者以上信息不适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E050 (E014)E050 (E014)

•将速度感应器和磁铁安装在适当位置。

•若自行车此前经过改动，请将其恢复至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E05000E05000

•将速度感应器和磁铁安装在适当位置。

•若自行车此前经过改动，请将其恢复至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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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代码警告代码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出现高温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辅助动力低于正常值。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在驱动组件温度下降之前，请勿在启用辅助模式的情况下骑乘自行车。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未检测到速度感应器中的自行车速度信号。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提供辅助时的最大速度低于正常速度。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或者以上信息不适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W010W010

W011W011

•将速度感应器安装在适当位置。

•将磁铁安装在适当位置。

（参见 [基本操作] 中的 [碟刹] 章节或STEPS系列经销商手册，了解如何安装已拆卸的磁

铁。）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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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曲柄安装方向可能有误。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无法正常完成感应器初始化。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辅助动力低于正常值。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将电源关闭，然后在保证脚未放在脚踏的情况下再次将电源开启。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W012W012

•按指定方向重新安装曲柄，然后重新开启电源。

W013W013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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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若温度超出保证的操作范围，电池输出 将关闭。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若实际温度高于可能的放电温度，请将电池置于远离阳光直射的阴凉区域，直至电池内部温度

充分降低为止。

若温度低于可放电的温度，请将电池置于室内等位置，直至其内部温度达到合适的温度为止。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所安装的变速装置和系统内配置的变速装置有差异。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无法进行变速。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W020W020

W032W032

•检查当前E-TUBE PROJECT中的系统状态，然后更换当前设置的变速组件。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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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有两个或多个辅助按钮连接至系统。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无法进行变速。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链条张力可能还未进行调节，或者曲柄可能未安装在正确位置。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骑行时未提供辅助。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W030W030

•连接E-TUBE PROJECT，然后将其中一个按钮的功能分配给变速按钮。

•只连接一个辅助按钮，然后再次开启电源。

W031W031

•调节链条张力。

•按指定方向重新安装曲柄，然后重新开启电源。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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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驱动组件出现高温异常。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辅助动力低于正常值。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在驱动组件温度下降之前，请勿在启用辅助模式的情况下骑乘自行车。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未检测到速度感应器中的自行车速度信号。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提供辅助时的最大速度低于正常速度。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或者以上信息不适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W10000 (W010)W10000 (W010)

W10100 (W011)W10100 (W011)

•将速度感应器安装在适当位置。

•将磁铁安装在适当位置。

（参见 [基本操作] 中的 [碟刹] 章节或STEPS系列经销商手册，了解如何安装已拆卸的磁

铁。）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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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无法正常完成感应器初始化。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辅助动力低于正常值。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反向旋转曲柄二至三次。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无法正常完成感应器初始化。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辅助动力低于正常值。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若执行上述操作后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W103W103

W10300W10300

•若自行车码表显示W103：反向旋转曲柄二至三次。

•若自行车码表显示W013：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将电源关闭，然后在保证脚未放在脚踏的情况

下再次将电源开启。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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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检测到电源意外断开连接。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显示的同时，没有任何辅助功能受到限制。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由于温度超出保证的操作范围，导致电源关闭。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未启动任何系统功能。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若实际温度高于可能的放电温度，请将电池置于远离阳光直射的阴凉区域，直至电池内部温度

充分降低为止。

若实际温度已降至可能的放电温度以下，请将电池置于室内或其他适当区域，直至内部温度充

分升高为止。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购买地或经销商寻求帮助。

W10500W10500

1. 参见SHIMANO STEPS用户手册，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开启。

2. 若频繁显示W105，请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消除电池支架发出的咔嗒声，然后以适当方式将其固定到位。

•检查电源线是否损坏。如有损坏，请使用必要的部件进行更换。

W20000 (W020)W20000 (W020)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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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状况指示状况

所安装的变速装置和系统内配置的变速装置有差异。

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当前显示的操作限制

无法进行变速。

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委托购买地采取以下措施。

若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经销商寻求帮助。

W30200 (W032)W30200 (W032)

•检查当前E-TUBE PROJECT中的系统状态，然后更换当前设置的变速组件。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警告代码

103



显示带括号的错误代码，具体代码由已连接的驱动组件决定。

E-TUBE PROJECT for Windows V4 会根据原因将错误与警告分成更详细的类别。

因此，E-TUBE PROJECT for Windows V4 中显示的错误和警告代码可能不同于个人自行车码表，E-

TUBE RIDE 或 E-TUBE PROJECT for mobile 显示的编号。

错误/警告代码错误/警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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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文档关于此文档
本文档内容可能随时修订，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未经SHIMANO INC.书面许可，严禁以任何形式或出于任何目的复制或转发本文档中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根据相关版权法上述规定并不是对用户权利的限制。

SHIMANO INC.可能拥有此文档中包含的所有专利、专利申请书、商标、版权以及其他无形财产权。客

户不享有本文档中包含的任何专利、商标、版权以及其他无形财产权，另有规定除外。

关于此文档关于此文档

105



注册商标和商标注册商标和商标
SHIMANO是SHIMANO INC.在日本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是SHIMANO INC.在日本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注册商标和商标注册商标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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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产品改良时，部分规格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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