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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OX D-BOX 中文使用手冊 V2.1 

1. 簡介 P-Box(performance box) D-box(Drift box) 

歡迎使用功能強大的行動載具性能測試儀，汽車性能測試儀器, 由於其軍規等

級的解析度，可適用於快至飛機高鐵，慢至老人代步車，均可測試其性能，本硬體

說明書介紹 P-Box(performance box)及 D-box(Driftbox), P-Box 與

D-Box 相比除了沒有甩尾角度之外, 車輛動態性能,  0~100km, 0~400m, 直向

加速度, 橫向加速度, 煞車能力,行走軌跡. 並內附與 Vbox 及 D-box 系出同源

的分析軟體, 歷經近十年的獨家代理引進台灣, 期望能夠對台灣的汽機車運動愛

好者提供一個更為為客觀的量測儀器, 讓大家的操駕技術持續精進. 本產品也可

用於 Go-kart 的場合使用喔. P-Box 還有一個與 D-Box新版相同的功能就是

Power Mode, 這個模式可以量測出您愛車的輪上馬力數值.以及引擎馬力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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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速度（Big Speed@Split display） .................... 8 

兩個分析點間的時間（Split to Split time） ................ 8 

設定起始與終點線（Start/finish line） .................... 8 

儲存起始線與終點線及分析線(Saving start/finish and Split lines)

 ......................................................... 9 

載入起始線與終點線及分析線(Loading start/finish and Split 

lines) ................................................... 9 

刪除起始線與終點線及分析線(Clearing start/finish and Split 

lines) ................................................... 9 

單次啟動模式(One Shot Mode) ............................ 9 

儲存與回顧單圈紀錄(Recording and Reviewing Lap and Split 

Times) ................................................... 9 

使用 P-Box觀看單圈時間(Using P-Box to review lap times) . 9 

使用電腦觀看單圈紀錄(Using a computer to review lap times)

 ......................................................... 9 

9.SPEED DISPLAY(顯示速度, 及電子羅盤) .................... 10 

範例 ................................................. 10 

10.資料結取與分析 ....................................... 10 

使用 SD卡 ............................................. 10 

注意事項 .............................................. 10 

檔案格式說明(file types)............................... 11 

11.結語 ............................................... 11 

12.有可能造成故障需避免的建議 ............................. 11 

3. 注意事項: 

1. P-Box D-box 裝置於汽車內非靜止時請勿拔取 SD卡以免寫入資料損壞, 

資料損壞時需重新格式化 SD卡, SD 卡 泓明科技均獨家內附, 請勿使用大於 2G

的 SD卡。 

2. SD卡要插入機器才可以紀錄資訊 

3.任何時候顯示衛星閃爍圖樣都表示沒有收到衛星訊號

如右圖, 裝配天線可解決部分隔熱紙造成的收訊問題(選配), 

每次剛啟動需要約 3~5 分鐘做搜尋是正常的現象  

4. 若您沒有讀卡機可以讀取 SD卡的資訊, 請購買一台

SD卡的讀卡機(所有的 3C賣場皆有), 或是您也可以找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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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的USB 連接線, 即可以連接到本機器上, 只是您還需要將12V 的電連接到

機器上, 本公司有販售從電瓶連接至本機器的轉接頭請購買”點煙器座轉鱷魚夾” 

元件, , 即可以用在所有沒有點煙器的場合, 以及任何移動性的產品上, 您只要

再買一個 12V 電瓶即可. 本機器(p-box) 可使用的範圍是 6~28V 都可以工作, 

超過 28V電壓會有損壞的危險!  

4.快速啟動您的 P-Box D-box 

1. 免註冊啟動,  2010年後出廠的機器, 本公司在出貨之前都會幫您把機器

註冊並啟動完成!因為英國原廠過來的是無法直接使用的(只有台灣總代理的泓明

科技有此服務喔, 其他國家的總代理都沒有) 

 

2.使用內附的點菸器電源線插

入車內的點菸器座, 將另一頭插上

P-Box 的 Power input, 如右圖

所示最右邊的地方.  

3.將吸盤吸上駕駛座前方上端, 

或後照鏡下緣, 以看得到且不影響

開車視野為準. 

4.請將隨機附上的專用 GPS天

線插入機器後方最左邊的接口如右

圖(External GPS Antenna 

input 處) , 然後將天線吸附到

車頂上, 以看得到全天空為原則, 使用本公司的專用天線可以增加 P-box 的定位

精度與穩定度 (專用 GPS天線為泓明獨家列為標準配備, 隨機附贈) 

(請注意: 若使用於摩托車上 也請務必吸附於金屬鈑金件上, 或自行搭載

10cm*10cm 左右的金屬板) 

有天線增強收訊能力, 使用時您會發現, 即使您的愛車只有移動數十公分機

器仍然可以發現您已經在地球上有移動

了, 這是一般 GPS導航系統遠遠比不上

的! 

 

5. 第一次啟動可能會消耗 10~15

分鐘作系統重整, 以及抓取衛星訊號的

動作, 之後再啟動的速度會快很多,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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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分鐘, 有裝配天線時也會略為加速處理時間. 

5.收不到訊號排除流程 

1.確認 GPS天線有確實放置於車頂 

2.確認周邊無大樓 

3.確認 GPS天線無故障 

4.使用 Cold Start 

 路徑: MenuSetupCold Start 

 此功能一旦執行,就會重新捉取背景雜訊,以利 GPS訊號搜尋(注意:平常在室

內請勿執行, 以免錯誤植入背景電波, 會造成之後在室外也收不到 GPS訊號的問

題) 

5.若此方法無法排除障礙,您的機器則需升級新的韌體 

6.升級完後再執行一次 Cold Start 

7.若還是收不到訊號,則需送回本公司檢修 

6. Power MODE (顯示車子馬力值) 

可以使用 POWER MODE測試馬力輸出。過程有兩個

部分：加速模式為輪上馬力減去輪胎阻力與空氣阻力。第二部分測量損失並估計變

速箱損失。馬力模式是汽車轉彎的額外工具，這是馬力機,引擎動力計無法做到的。 

請注意這是馬力的估計量，當測試完成正確率在 5%以內。平坦的路面與正確的

操作程序是重要的。 

馬力測試 

請注意由於自然條件與空間條件的限制，強烈建議在私人道路或專業場地測試。 

設定汽車重量(Setting the vehicle weight) 

為了測試的準確性，必須先在 POWER MENU設定汽車

重量 

 

輸入的重量必須正確，想得到正確的馬力值必須先設定汽

車重量，重量 10%錯誤將會造成馬力 10%錯誤，按▲▼鈕增加

或減少汽車重量(請考量實際重量) ，從 MENU改變重量單位

LBS到 KG與馬力單位 BHP到 KW。(在台灣可去地磅直接秤

重，通常資源回收廠都有，請連車帶人的重量設定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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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UN與 LOSSES RUN必須在同一場地與同一方向，建議 POWER RUN

使用二檔。 

動力模式啟動速度（Power Runs） 

一旦設定汽車重量後，簡單的 POWER RUN模式可得到

引擎輸出的輪上馬力，在低轉速或 2000轉時打到二檔。 

 

按 OK鈕，畫面指出 PERFORMANCEBOX已經準備好開始

紀錄。 

一旦汽車開始加速，開始紀錄馬力。 

 

加速到引擎轉速的最大範圍，鬆開離合器並且滑行幾秒鐘。PERFORMANCEBOX

將紀錄馬力的總合，也開始分辨減速。 

 

 

計算損失（Calculating Losses） 

要計算飛輪輸出馬力，需要計算輪胎阻力與空氣阻力的產生並進行低速滑行的

測試，建議使用三檔測試。 

輸入汽車重量後，按▲▼鍵轉換 POWER RUN與 LOSSES 

RUN畫面，螢幕顯示類似 POWER RUN的開始指令。 

 

開始加速時按 OK鈕，持續加速到引擎轉速的最大範圍。 

 

到達引擎轉速的最大範圍鬆開離合器並打到空檔，一旦開

始減速螢幕會顯示紀錄訊息。 

 

到達最大馬力讓車子滑行很長一段路，然後加速一小段，

就結束測試。 

 

按 OK鈕儲存損失，按 RESET將清除損失的紀錄，你才

能進行新的測試。損失會永久儲存，通常你應該進行測試在同

一條路與同一方向，注意任何小小的坡度將對您的測試有很大

的影響。 

若您還沒有進行任何馬力測試，POWER RUN模式下將顯

示事先給的指示。若您已經完成任何馬力測試，將顯示

FLYWHEEL值(引擎飛輪淨出功值)而不是 WHEEL值(輪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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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POWER RUN模式下將顯示 FLYWHEEL值，直到在 LOSSES RUN 模式下按

按 RESET鈕。 

 

在 POWER RUN模式下按 RESET鈕，清除測試結果，才可開始新的測試。 

單位換算 

一開始設定的單位 選擇 unit , 進去後會有兩個選項可選擇公制, 則最後測

試結束後顯示出來的數值為kw (千瓦) , 要換算成馬力則是 1馬力hp = 0.746kw 

 

若是已經選擇英制 ft, (mph)則顯示就會如上顯示 英制的馬力值 

注意事項 

運作當中請千萬不要取出 SD 卡! 取出 SD卡的話可能會造成資料毀損, 須重

新格式化 SD卡.  

 

7. PERFORMANCE MODE(加速度測試模式) 

此模式主要可以量測各種與加速度有

關的數值, 在此模式下, 選擇▲▼ 鍵 可以

顯示共十來種模式如下所示 

 

顯示 0~60, 0~100, 及 0~100~0km/h 的時間 

 

顯示 30~50,50~70及最大加速度(peakG), 及平均速度

(Vavg) 

 

顯示 0~60,0~100,30~50,50~70 以及 0~100~0 的最佳時間 

 

主要顯示減速度值 100~0, 60~0 以及所花費的距離, 主要可以

量測煞車力道. 

主要顯示通過100m 位置的時間與速度, 以及通過兩百米位置的

速度時間. 

主要顯示分別通過 400m 與 1km位置的時間與速度 

 

其他的請自行看畫面上的資訊即可清楚，操作時只要有達到該數值可顯示的條

件，就會自動顯示出來，使用的過程不必做任何切換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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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性能測試區間(Editing a performance mode 

test range) 

性能測試區間如果您想要更改其他數值, 而非

使用以上的預設值, 您可以於此更改, 請選擇

Menu鍵, 在 Performance menu模式下, 按

ok , 選擇 accel range 1 , 按 ok  即可以顯

示修改速度區間.如右圖所示 

8. LAP TIMING MODE(測量路徑與單圈計時模式) 

在此模式下可以測量路徑以及單圈的時間, 需設

定起始點與終點線.  

測量單圈時間（Ｍeasuring lap time） 

* 設定起始與終點（start/finish line）（車

子停下來就會自動設定起始點） 

* 可以用在環型賽道或者起終點位置不同的競賽 

* 要存檔或下載先前紀錄一定要裝上 SD 卡 

* 跑一圈回到起始點時會自動紀錄單圈的時間, 跑

完會如右圖 

最高速度（Big Speed@Split display） 

選擇 Laptiming menu 下的 Big speed@split, 

就可以在設定的分析點（split點）紀錄最高速度, 如

右圖所示 

兩個分析點間的時間（Split to Split time） 

選擇此模式可以量測兩個分析點間的時間, 如右上圖

所示倒數第二項的選擇. 

設定起始與終點線（Start/finish line） 

在 Laptiming menu 下 選擇 set start & 

splits 按 ok 鍵, 進去後如右圖選擇 

Start/Finish line 按 ok, 接下來開到你想設

定起始點的位置時按 ok鍵, 接下來可以設定

Split1 的點, 同樣也是按 ok鍵即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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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起始線與終點線及分析線(Saving start/finish and Split lines) 

在 Lap Timing Menu 下, 只要有插入 SD卡, 在 Lap timing menu 下

選擇 Save split 選項, 按 ok 健即可儲存副檔名為”.dsf” 的檔案. 

載入起始線與終點線及分析線(Loading start/finish and Split lines) 

在 Lap Timing Menu 下, 選擇 LOAD SPLITS 按 ok鍵即可載入 

刪除起始線與終點線及分析線(Clearing start/finish and Split lines) 

在 Lap Timing Menu 下, 選擇 CLEAR ALL 按 ok鍵即可刪除, 但此部分

主要是刪除在 P-Box 內的記憶, 不會刪除 SD 卡

上的. 

單次啟動模式(One Shot Mode) 

*在 Lap Timing Menu 下, 選擇 One Shot Mode 

按 ok鍵 

*把車開到想要當起始線的位置, 靜止兩秒, 系統會開始倒數, 顯示 Start 

when ready 時(如右圖), 就可以用力採下油門開始紀錄這個單圈, 當您

跑回起始/終點線時就會自動顯示紀錄, 系統會自動將所有的資料儲存於 SD 

卡內. 

儲存與回顧單圈紀錄(Recording and Reviewing Lap 

and Split Times) 

當在 Lap Timing 模式下時, 系統都會自動的紀錄

檔案於 “.dbn” 檔內, 而單圈紀錄的數值會紀錄於 

“Laps-01.txt” 之類的檔案內 

使用 P-Box 觀看單圈時間(Using P-Box to review lap 

times) 

*進入 Lap Timing Mode 並按 ok鍵 

*P-Box 會顯示目前存在於 SD 卡上的資訊, 用上下

鍵選擇一個檔案, 即可看到單圈時間, 每個區段

的時間等等的資訊, 如右圖 

使用電腦觀看單圈紀錄(Using a computer to review 

lap times) 

將系統內附的 USB 線接上 P-Box, 或是您有 SD 

卡的讀卡機, 將卡片插上讀卡機, 可找到 

“Laps-xx.txt” 的檔案, 用任何一種文書編輯

軟體, ex: world , notepad) 都可以打開來看, 內容的資料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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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PEED DISPLAY(顯示速度, 及電

子羅盤) 

在此模式下可以提醒特殊狀況點

(Points of interest)的警示, 以及顯示速度及電子羅盤方位, 電子羅盤在移

動時會較為準確, 靜止時會飄移,這是本系統的正常現象, 如果在 SD 卡裡面有

POI.DAT 這個檔案, 則會由此檔案內部抓出特殊狀況點的警告, 例如有測速照相

機的地方, 關於這些資料您可以由英國主網站下載, 

（http://www.performancebox.co.uk）, 台灣方面目前沒有測速照相機資

料, 其他資料或軟體可由 www.homytech.com下載,詳細資料以本公司網頁公告

為主, 歡迎您提供最新的測速照相點. 

範例  

當你車子距離 POI 檔案內所設定的點 500M 時(例如測速照相的點), 

P-Box 會顯示如下圖的圖案, 並且發出 Beep 的聲音, 直到你遠離 POI 的

點. 

10.資料結取與分析 

機器上沒有附 SD卡請至各 3C賣場購買, 當 P-Box 工作時, 就會自動的不

斷的將目前最新的所有資料記錄進去, 以 256M SD卡的空間而言約可以紀錄超過

三十個小時的紀錄. 

使用 SD卡 

檔案儲存時會以 dbox001.dbn 為起始檔案, 接下來的檔案會依序增加數

字, 當每次重新開啟電源時, 會重新紀錄一個新的檔案, 或是每次 SD 卡取

出後重新插入也會重新紀錄, 資料的紀錄主要會紀錄汽車位置, 速度, 加速

度, 等等資訊, 以提供 P-Box的專用分析軟體分析使用,當汽車移動速度大

於 0.5km/hr 就會自動持續的紀錄動態資料. 

注意事項 

* 當汽車於行進中, 或是資料正在紀錄中時, 請勿拔取 SD卡, 以免資料損

毀, 如若有損毀的現象, 您必須使用 re-format 功能將 SD 卡重新規劃. 

*讀取 SD 卡上的資料,請用您的 SD讀卡機. 

http://www.performancebox.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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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說明(file types) 

以下分別說明會紀錄於 SD 卡內的各種檔案的類型 

 

類型

(Type) 

解釋說明 

*.dbn 二進位碼資料, 紀錄位置, 速度, 加速度資料 

*.txt 甩尾得分, 單圈時間, 以文件模式儲存, 可用world 之

類文書編輯開 

*.dsf 可設定起始/終點線, 以及分析線位置 

*.sct 甩尾分析區段位置設定值 

*.cir 路徑及追蹤地圖呈現 

*.dat 二進位碼資料, 紀錄特殊標記點(POI)點 

 11.結語 

光碟片中有完整的英文版說明書, 請以該英文版說明書為準, 本中文版說明

書為精簡板, 想查詢更多的資訊! 請開啟光碟片中.pdf 的英文版說明書, 您的

電腦需裝置 Acrobat 的閱讀軟體. 另外光碟片內也有 P-box 專用的分析軟體, 

您可以將之灌入您的電腦當中, 使用說明在裡面也都有, 因為台灣的市場很小, 

所以原廠並沒有中文化, 身為總代理的我們，目前已經幫您翻譯好了軟體的操作說

明書，目前網站上也都會放完整的說明書讓您下載,請隨時上本公司網頁，有任何

更新都會放上 www.homytech.com/autotest  的下載區. 

 

12.有可能造成故障需避免的建議 

 明暗度非必要不要亂調，調的太淡會完全看不到，然後又跳開的話就無法

用了，須送回來處理。 

 機車推薦裝人身上用背包因為目前我們裝在機車上的防震架尚未開發成功 

 非汽車類載具 例如 機車,電動老人代步車,GoKart，請使用外接電池，

請不要連接機車及老人代步車上的電瓶，我們觀察過不少機車都有雜訊過

大的問題,會直接把 GPS訊號蓋台 

http://www.homy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