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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功能介紹 
1. 功能選擇開關 : 可選擇/洩油---可將碟剎剎車器內原有殘留之剎車油排除(舊油排除)。 

                        停止---機器作動中可當緊急開關，即不執行任何程式動作。 

                        灌油---使用過剎車油之碟剎剎車器執行洩油後，可進行灌新油動作。 

                              未使用過剎車油之碟剎剎車器不需執行洩油，即可進行灌油動

作(使用時，請配合程式選擇開關)。 

2. 程式選擇開關 : 依產品規格，選擇適用之程式 0至11 (請參照產品程式規格表-附表三)。 

3. 補油閥 : 打開補油閥，使用注射筒補油(灌油器依油品分為DOT 4與礦物油兩種機型，油品不

可混合交替使用)，補油至油量範圍，關閉補油閥。程式執行前，請務必關閉補油閥，避免加

壓後油品溢出。 

4. 氣缸 : 加壓與排壓。 

5. 運轉燈 : 程式執行中。 

6. 作動燈 : 程式執行時，提示使用者需搭配其他手動動作。 

7. 啟動按鈕開關 : 啟動程式執行。 

8. 灌油壓力錶 : 視產品規格，選擇適用程式及所需搭配之條件(請參照產品灌油條件表-附表一)。 

9. 壓力源壓力錶 : 指示氣壓來源之壓力。 

10. 廢油導管 : 引導廢棄油之管線，需插入廢油桶中。務必確認導管已置入筒中，避免廢棄油品

溢出。 

11. 廢油桶 : 廢棄剎車油集中桶，廢油不可重複使用(請依當地廢油處理辦法處理)。 

12. 電源插頭 : 電源(電壓使用範圍 100V - 240V AC50Hz/60Hz)，請依當地使用電壓及插座規格選

擇轉接插頭。 

13. 排氣消音器 : 排氣口做消音用。 

14. 剎車油油量表 : 可目視油量範圍，油量不足時需由補油閥加入適量適合之剎車油。 

15. 卡鉗接頭 : 參照產品灌油接頭規格表-附表二，選擇合適接頭接於卡鉗端後，將卡前端接於產

品卡鉗上。 

16. 總泵接頭 : 參照產品灌油接頭規格表-附表二，選擇合適接頭接於總泵端後，將卡前端接於產

品總泵上。 

 

叁、使用工具、配件與轉接頭 
1. 使用工具 : 空壓機(壓力源 5-8kg/ cm²)，六角扳手工具組，梅花扳手工具組，開口扳手，DOT4(或

MINERIAL) 剎車油，乾淨抹布。 

2. 配件 : 油管裁切器，油管接頭工具，測試管。 

3. 轉接頭 ：ψ3 轉接頭，M5 轉接頭，M5L 轉接頭，M6 轉接頭，M6L 轉接頭，M7 轉接頭，3X1.2 

橡膠環，3.5X1.5 橡膠環，4.8X1.9 橡膠環。 

 

肆、洩油操作程序 
1. 於功能選擇開關，選擇停止。 

2. 於程式選擇開關，選擇 0(無程式-安全模式)。 



3. 接上電源線(電壓使用範圍 100V - 240V; AC50Hz / 60Hz。請依當地使用電壓及插座規格選擇轉

接插頭)，運轉(黃)燈亮，代表電源已接通。 

4. 接上壓力源，調整適當壓力為 5-6kg/ cm²，順時針為增壓，逆時針為減壓。 

5. 依油品不同，機器有分 DOT4 與礦物油兩種，產品規格之剎車油不可與該機器不符。 

6. 參照產品灌油接頭規格表(附表二)，將卡鉗端接頭銜接於轉接頭並接於碟剎卡鉗上，並確認接

頭密合完全。 

7. 挑選功能選擇開關“洩油＂，挑選程式選擇開關“0＂。 

8. 按啟動按鈕開關，運轉(黃)燈閃爍，代表注油器程式正執行中。當運轉(黃)燈亮起非閃爍，作

動(綠)燈閃爍時，則需配合手動拆下總泵止漏螺絲或拆下油杯蓋，拆下後請再按一次啟動開關。 

9. 當運轉(黃)燈閃爍及作動(綠)燈閃爍時，需按壓把手加強洩油品質(5-10 次即可)，當運轉(黃)燈

亮(非閃爍)，作動(綠)燈不亮，代表注油器洩油程式結束。若接下來需執行灌油時，則不需將

卡鉗端接頭移除。 

 

伍、灌油操作程序 
1. 於功能選擇開關，選擇“停止＂。 

2. 於程式選擇開關，選擇“0＂(安全模式)。 

3. 接上電源線(電壓使用範圍 100V - 240V AC50Hz / 60Hz，請依當地使用電壓及插座規格選擇轉

接插頭)，運轉(黃)燈亮，代表電源已接通。 

4. 接上壓力源，調整適當壓力為 5-6kg/ cm²，順時針為增壓，逆時針為減壓。 

5. 目視檢查剎車油油量表油量是否位於油量標準範圍，油量不足時需以注射筒由補油閥加入適量

合適之剎車油(注油器依油品分為 DOT4 與礦物油兩種機型，油品不可混合交替使用)。補油至

油量標準範圍，然後關閉補油閥。程式執行前，務必關閉補油閥，避免加壓後剎車油溢出。 

6. 參照產品灌油接頭規格表(附表二)。將卡鉗接頭&總泵接頭搭配各轉接頭接於產品總泵或卡

鉗，確認各接頭密合完全。 

7. 參照產品灌油條件表(附表一)，調整灌油壓力錶，挑選功能選擇開關“灌油＂，挑選程式選擇

開關( 0–11 )。 

8. 啟動按鈕開關，此時運轉(黃)燈閃爍，代表注油器程式進行中。依程式不同，綠燈會以亮或閃

爍的方式表示不同意義。另外，需搭配其他手動動作，協助灌油過程（請參照產品程式規格表

-附表三）。當運轉(黃)燈亮(未閃爍)，代表灌油過程結束。 

9. 先將卡鉗端接頭移除，並組立卡鉗止漏螺絲(或配件)，並將殘留卡鉗上之剎車油擦拭乾淨(建議:

可用高壓氣槍協助)，按壓總泵把手，確認手感是否紮實(紮實代表油量 OK)。 

10. 將總泵端接頭移除，並組立總泵止漏螺絲(或配件)，並將殘留總泵上的剎車油擦拭乾淨(建議:

可用高壓氣槍協助)，再次確認手感紮實(代表油量 OK)。若產品總泵端無灌油孔設計，僅能選

擇卡鉗單邊灌油，則不需此動作。 

11. 若第 9 項按壓總泵把手，確認手感未紮實，代表油量不足，可重新執行灌油一次即可。若依然

手感未紮實，可能有其他因素，如產品零件異常、程式錯誤、接頭未密合、產品本身設計…等

等。請參考“玖、疑難排解處理＂。 

 



陸、產品灌油條件表：附表一 
 

柒、產品灌油接頭規格表：附表二 
 

捌、產品程式規格表：附表三 
 

玖、疑難排解 
1. 油杯處溢油：檢查油杯內橡膠是否未確實定位組裝? 油杯蓋螺絲是否未鎖緊? 

若不是上述現象，則建議調整灌油壓力，請將灌油壓力調降 20%為基礎(如原設定為 3kg/c ㎡，

則調降為 2.4kg/ cm²)，若灌油壓力調整過小，可能造成油量的不足。 

2. 灌油後手感未紮實：如果該品牌規格設計就是手感較軟者，則就屬於合格。一般手感未紮實，

代表油量不足，可重新灌一次即可，若依然手感未紮實，可能有其他因素，如產品零件異常，

程式錯誤，接頭未密合…等等。 

3. 灌油壓力異常：當壓力計有遲滯現象時，調整灌油壓力後，先將壓力源拔除(儀表指針需徹底

歸零)，再接上壓力源，此時灌油壓力錶指數才是正確。 

4. 接頭未密合：可能氣密橡膠環老化或受損，則需更換新品橡膠環。可能接頭不符合該品牌規格

使用，進一步資訊請洽 BENGAL 諮詢。 

5. 品牌規格不在此機器設定中：可能是年度新規格，或是較特殊規格，進一步資訊請洽 BENGAL。

BENGAL 可依客人需求撰寫操作程式，該機器設計範圍內可由專屬記憶體自行操作更新程式，

進一步資訊請洽 BENGAL 諮詢。 

6. 機械是否正常：可接上測試管，以灌油程式 3 執行灌油，若測試管沒有氣體殘留(氣泡小於 1MM 

且數量在 3PCS 以內是合理的)，則機械是合格。若測試管有大量氣體殘留，則可能機器有所異

常，進一步資訊請洽 BENGAL。 

 

拾、維護保養 
1、 每日需日常外觀清潔，可用酒精擦拭。 

2、 若機器 30 天以上未使用時，每月需讓機器溫機。請接上測試管，以灌油程式 3 執行灌油(1-3)

次即可。避免長期待機，使電子零件受潮或橡膠件加速老化，造成異常損壞。若計畫長期不使

用本機器，請將電源線移除。 

 

拾壹、注意事項 
1. 依油品機器有分兩種“DOT 4＂與“礦物油＂，“油品＂與“產品＂絕對不可混合使用。 

2. 補油閥除了補油時可打開外(需於無執行任何程式時)，於任何運作過程中補油閥務必關閉，避

免加壓後造成剎車油溢出噴濺。補油時請使用注射筒，放慢注油速度，以避免剎車油溢出，造

成機器受到污染。 



3. 碟剎剎車油至少一年更換一次，以確保剎車性能。 

4. 使用機器時，請配帶護目鏡及手套。 

5. 更換剎車油時請避免剎車油碰觸到皮膚、眼睛，或來令片及其他零組件與剎車油接觸，若不慎

碰觸身體時應立即用水清洗，依狀況評估是否送醫；其他零組件碰觸到剎車油時，務必將剎車

油擦拭乾淨。 

6. 電壓使用範圍 100V - 240V，AC50Hz / 60Hz，請依當地使用電壓及插座規格選擇轉接插頭。 

7. 廢油桶之剎車油請勿重複使用，更換下來之廢油請依當地環境法規辦理。 

8. 機器不使用時，請關閉電源及移除壓力源，程式歸零。 

9. 電線及電源插頭損壞或鬆弛請勿使用，以免造成觸電。 

10. 保養時，務必關閉電源，以免發生觸電之危險。 

11. 避免手潮濕觸碰電源線或電源插頭，以免發生觸電之危險。 

12. 勿將電源線扭曲、拉扯、放重物等動作，以免導致火災、觸電。 

 

拾貳、產品規格 
1. 電壓：100V - 240V～AC50Hz / 60Hz   

OUTPUT：24V 

2. 包裝尺寸：377mm(長) x 332mm(寬) x 821mm(高) 

3. 重量：17 KGS 

4. 專利號碼：M436117 

             201220164186.0 

             13/534,680 

             Nr.202012102412.8 

5. 產品保固：非人為因素損壞保固 1 年 

6. 產地：台灣 

7. 最新資訊請參考 BENGAL 網站：http://www.bengalperformance.com.tw。網站不定期更新資訊。 

 

拾參、問與答 
Q：電源燈亮了，但為什麼不會啟動？ 

A：查看程式與灌油是否未選擇，啟動開關即可。 

Q：為什麼注油完成，程式都正確，剎車依然沒剎車力？ 

A：注油的同時查看接頭部分，接頭或橡膠環是否與注油孔有相互密合。 



品牌 型號 程式編號
灌油壓力錶

( kg/c㎡)
備註

JUICY 3/3.5/5/7 3 3

JUICY ULTIMATE 3 3

ELIXIR 1/3/5/7/9/R/CR 3 3

CODE/CODE5 3 3

XO/XX 3 3

HELIX1.0/1.1 3 1

HELIX2.1/2.3 3 3

HELIX3/3SL//4X/5/5L/6/7L 3 3

NINE 4 2

STROKER CARBON/ACE/GRAM 3 3

STROKER TRAIL/RYDE 3 3

PRIME PRO/EXPERT 3 3

DYNO 3 3

3 5

9 5灌油機保養清潔

附表一-產品灌油條件表

AVID

BENGAL

HAYES

灌油機故障偵測





適合類型 手動配合步驟一 手動配合步驟二 總泵端事項 卡鉗端事項 注意事項

洩油 皆適合

當   黃燈亮/綠燈閃爍

需拆下總泵止漏螺絲

或拆下油杯蓋

然後再按一次起動開關

當   黃燈閃爍/綠燈閃爍

可作動把手加強洩油品質

(5-10次即可)

“總泵＂不接

任何接頭

卡鉗接頭接

卡鉗端

灌油

程式1

總泵&分泵

皆有灌油孔設計

當   黃燈閃爍/綠燈閃爍

可作動把手加強灌油品質

(10-20次即可)

需綠燈不亮之前停止作動把手

x
“總泵接頭＂

接

“總泵端＂

卡鉗接頭接

卡鉗端

灌油

程式2

只有分泵有

灌油孔設計

總泵沒有

灌油孔設計

x x
“總泵＂不接

任何接頭

卡鉗接頭接

卡鉗端

灌油

程式3

總泵&分泵皆有

灌油孔設計

當   黃燈閃爍/綠燈閃爍

可作動把手加強灌油品質

(10-20次即可)

需綠燈不亮之前停止作動把手

x
“總泵接頭＂

接

“總泵端＂

卡鉗接頭接

卡鉗端

灌油

程式4

總泵&分泵皆有

灌油孔設計

當   黃燈亮/綠燈閃爍

可作動把手加強灌油品質

15-25次後再按一次起動開關
x

“總泵接頭＂

接

“總泵端＂

卡鉗接頭接

卡鉗端

灌油

程式5 x x x
灌油

程式6 x x x
灌油

程式7 x x x
灌油

程式8 x x x
灌油

程式9

清理機台內

殘留之剎車油 x x

附表三-產品程式規格表

總泵接頭 & 卡鉗接頭

接於測試管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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