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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安装 

1.1 背景  

为了更好的迎合市场需求，更好的服务经销商，八方在现有 BESST 软件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强势推出 BESST Pro。BESST Pro 精简了部分功能后，又增加了大量的其它功能，提供了准确的故障

诊断和专业的技术支持，为顾客获得舒适的骑行体验贡献力量。我们致力于这个目标，努力开发新

的、突破性的产品，为行业树立新标准。 

1.2 系统环境要求 

Windows 8 及以上版本 

MacOS High Sierra 10.13 及以上版本 

本软件只支持经八方认证的产品，支持列表随时保持更新，如使用不在支持列表中的零部件，

可能会遇到兼容性的问题。另外对于 EN 15194:2017 法规执行之前的八方产品不做支持。 

1.3 安装 

安装包下载地址：https://bafang-e.com/en/oem-area/service/besst-pro/ 

解压软件安装包，双击进入软件安装程序，根据提示，完成安装。 

1.4 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如图 1-1 所示（BESST 工具盒：使用现有产品，硬件版本号需 3.0 以上）。 

 

图 1-1 硬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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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功能 

2.1 离线登录 

离线登录无需输入账号和密码，选择“离线登录”可直接进入部件检测界面（如图 2-1）。在

“本地升级”按钮左边有一个图标，点击可以查看升级步骤（如图 2-2）。系统部件的当前固件版本

会显示在信息栏，并由本地获取部件的最新固件文件。其本地升级需要使用的固件文件请联系技术

支持部获取。 

 

图 2-1 离线登录 

 

图 2-2 升级步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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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联网登录 

联网登录需要输入账号和密码（使用 BESST 的账号和密码 ），必须勾选同意用户协议才能登

录。可以选择是否勾选记住账号。系统部件的当前固件版本会显示在信息栏，系统部件如有更新，

最新固件版本会显示在信息栏提示，并可在线直接获取最新固件（如图 2-5）。 

步骤如下： 

(1) 选择“联网登录”； 

(2) 输入用户名； 

(3) 输入密码； 

(4) 勾选同意《用户协议》； 

(5) 点击“登录”。 

 

图 2-3 联网登录 

 

图 2-4 联网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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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固件版本 

2.3 用户注册 

(1) 若无登录账号，需在登录弹窗界面点击“用户注册”； 

 

图 2-6 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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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所需信息（公司名称、电子邮件、国家、地址和邮编为必填项），点击“申请”按

钮； 

 

图 2-7 注册所需信息 

(3) 提交申请成功后提示“申请已提交，审核结果将以邮件形式通知”； 

 

图 2-8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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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密码找回 

如忘记登录密码，BESST Pro支持找回密码功能，步骤如下： 

(1) 在登录弹窗界面点击“忘记密码”； 

 

图 2-9 密码找回 

(2) 若之前登录过，将自动获取到邮箱地址；如果从未登录过，则需要手动输入邮箱地址； 

(3) 点击“验证”； 

(4) 输入邮箱收到的验证码； 

(5) 输入新密码； 

(6) 再次输入新密码； 

(7) 点击“重置”。 

 

图 2-10 密码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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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置密码 

如账号已登录，需重置密码，可按以下步骤重置： 

(1) 点击界面左下角“登录”按钮； 

 

图 2-11 重置密码 

(2) 在弹窗界面点击“重置密码”； 

 

图 2-12 重置密码 

(3) 系统自动获取到邮箱地址，点击“验证”； 

(4) 输入邮箱收到的验证码； 

(5) 输入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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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次输入新密码； 

(7) 点击“重置”。 

 

图 2-13 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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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件检测 

BESST Pro 支持自动检测当前系统零部件连接情况，此操作需要一定时间，请耐心等待，步骤如

下： 

(1) 点击登录，系统将检测整车部件的连接情况。并提示用户确认系统是否正确连接（如图 3-

1）； 

 

图 3-1 部件检测 

(2) 同时读取各个部件信息，然后显示已连接部件信息（如图 3-2）； 

 

图 3-2 部件检测 

(3) BESST工具盒与电脑连接状态显示图标：绿色：连接成功状态，橙色：连接断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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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状态：离线登录状态图标颜色：橙色；联网登录账户图标颜色：绿色； 

(5) 零部件右上角橙色点：橙色点表示未通过产品认证，BESST Pro 软件不保证完全兼容。若没

有出现橙色点则表明该产品通过了产品认证，可在 BESST Pro 上正常使用（如图 3-3）。 

 

图 3-3 部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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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模块支持本地升级和在线升级，可对仪表、电池、控制器、IOT和 BESST工具盒进行升

级。 

4.1 本地升级 

升级固件前，请将 BESST 工具盒一端连接上电脑，另一端连接系统部件（控制器需要连接电池

供电），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需要升级的部件； 

(2) 点击“本地升级”，从本地选中需要升级的固件； 

 

图 4-1 本地升级 

(3) 点击“确认”，固件开始向 BESST 工具盒中下载，蜂鸣器会在下载成功后发出一声短暂的

提示音，如果蜂鸣器长鸣，表示升级故障，请点击“重置”然后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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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固件下载至 BESST 工具盒 

(4) 当固件成功升级到BESST工具盒后，固件将自动下载到部件中并完成升级（如若10S内工具盒

升级到部件的进度条未开始，请尝试重新连接BESST工具盒与待升级部件）； 

 

图 4-3 插拔提示 

(5) BESST 工具盒升级到部件过程中，升级成功会发出一声短暂的提示音，如果蜂鸣器长鸣且

Error 灯常亮，表示升级故障，请短按 BESST 工具盒中央“橙色按钮”取消升级状态、待升

级部件重新连接电源和 BESST工具盒后，重新以上升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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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BESST 工具盒下载至部件 

(6) 如固件升级成功后，出现无法读取信息的情况，请将升级后的部件重新连接电源和 BESST工

具盒后，尝试重新读取。 

4.2 在线升级 

升级固件前，请将 BESST 工具盒一端连接上电脑，另一端连接上系统部件（控制器需要连接电

池），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需要升级的部件； 

(2) 点击“在线升级”； 

 

图 4-5 在线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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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确认”，固件开始向 BESST 工具盒中下载，蜂鸣器会在下载成功后发出一声短暂的提

示音，如果蜂鸣器长鸣，表示升级故障，请点击“重置”然后再次升级； 

 

图 4-6 固件下载至 BESST 工具盒 

(4) 当固件成功升级到BESST工具盒后，固件将自动下载到部件中并完成升级（如若10S内工具盒

升级到部件的进度条未开始，请尝试重新连接BESST工具盒与待升级部件）； 

 

 

 

图 4-7 插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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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SST 工具盒升级到部件过程中，升级成功会发出一声短暂的提示音，如果蜂鸣器长鸣且

Error 灯常亮，表示升级故障，请短按 BESST 工具盒中央“橙色按钮”取消升级状态、待升

级部件重新连接电源和 BESST工具盒后，重新以上升级步骤； 

 

图 4-8 BESST 工具盒下载至部件 

(6) 如固件升级成功后，出现无法读取信息的情况，请将升级后的部件重新连接电源和 BESST工

具盒后，尝试重新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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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模块主要包括基本参数和骑行参数的读取、设置、参数复位以及参数配置文件的导入及

导出。 

BESST Pro根据实际连接的产品显示不同界面。仅限于八方某些特定产品，才支持参数复位及骑

行参数界面的功能(如图 5-1)，否则界面将被隐藏（如图 5-2）。 

 

图 5-1 参数设置 

 

图 5-2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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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参数 

左侧参数（限速、轮径及周长），右侧参数（限速百分比、限流百分比、启动角度及加速度）可

以通过滑动条进行拉动调节。 

BESST Pro 程序显示的档位数（滑动条）与仪表总档位一致，低档位的限速百分比需 ≤（小于等

于）高档位的限速百分比；低档位的限流百分比需 ≤（小于等于）高档位的限流百分比。 

限速百分比用于调整不同档位的助力速度用于丰富骑行感觉。速度百分比越小，该档位的速度越

慢。 

限流百分比用于调整不同档位的助力比。限流百分比越小，当前档位的动力越弱，更加省电。 

启动角度表示曲柄转动多大角度后电机才会开启助力，可调整从零速度到助力开启前的踏板转动

角度；不同产品的最小启动角度会有所不同，请根据实际产品调整。 

加速度表示助力系统输出至最大助力的时间。加速度越大，所需时间越短。左侧为加速度慢，右

侧为加速度快。 

 

图 5-3 基本参数 

5.1.1 读取参数 

(1) 确认 BESST工具盒和控制器正常连接并确保控制器供电正常，点击“读取”； 

(2) 读取成功后各个参数将会以数字、滑动条等形式展现（如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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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读取 

5.1.2 设置参数 

可调节控制器中的相关参数，但需要对应控制器支持。 

(1) 读取成功后，拉动滑动条来调整右侧参数； 

(2) 参数调整完毕后，点击“设置”，将当前参数保存到控制器中； 

(3) 如未登录会弹出登录界面，提示用户登录（如图 5-5）。注意：未登录取得授权情况下，无

法进行参数设置； 

 

图 5-5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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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账号通过授权后可设置参数（如图 5-6）。 

 

图 5-6 参数设置 

5.1.3 参数复位 

仅限于八方某些特定产品，才可使用此功能。 

(1) 确认 BESST工具盒和控制器连接，点击“参数复位”； 

(2) 参数恢复为默认值。 

 

图 5-7 参数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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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导入配置文件 

(1) 如果想将之前生成的配置文件（xml 格式）设置到控制器中，点击“导入”； 

(2) 验证规则：导入的控制器硬件版本和参数文件中的控制器硬件版本信息一致，如果不一致

要给出提示同时拒绝导入； 

(3) 从本地选择设置的参数配置文件； 

(4) 点击“打开”。 

 

图 5-8 导入 

5.1.5 导出配置文件 

(1) 设置参数； 

(2) 点击“导出”； 

(3) 将参数界面的配置信息和控制器硬件版本（用于导入验证)导出成文件并保存到本地，路径

可自主选择，文件名可编辑，例如：ParamConfig_20220922094143245.xml（如图 5-9 ）。 

 

图 5-9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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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骑行参数 

仅限于八方某些特定产品，才会显示此界面。 

骑行参数有加速度、档位助力比、最大功率三个参数，可以通过滑动条进行拉动调节。 

BESST Pro 程序显示的档位数（滑动条）与仪表总档位一致，低档位的加速度/档位助力比/最大

功率不能高于高档位的加速度/档位助力比/最大功率(可以相等)； 

加速度表示正常助力加载的快慢，加速度越大，启动越快。滑动条从上到下表示加速度从快到慢； 

档位助力比表示电机输出功率/人力功率，通过拉动各档位的档位助力比的来设置，助力比越大，

助力能力越强； 

最大功率表示的是电机输出的最大功率，滑动条从上到下表示最大功率从大到小。 

 

图 5-10 骑行参数 

5.2.1 读取参数 

(1) 确认 BESST工具盒和控制器正常连接，点击“读取”； 

(2) 界面中各个参数将会以数字和滑动条形式展现（如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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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读取 

5.2.2 设置参数 

可调节控制器中的相关参数，但需要对应控制器支持。 

(1) 读取成功后，拉动滑动条来调整右侧参数； 

(2) 参数调整完毕后，点击“设置”，将当前参数保存到控制器中； 

(3) 如未登录会弹出登录界面，提示用户登录（如图 5-12）。注意：未登录取得授权情况下，

无法进行参数设置； 

(4) 账号通过授权后可设置参数（如图 5-13）。 

 

图 5-12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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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参数设置 

5.2.3 参数复位 

(1) 确认 BESST工具盒和控制器正常连接，点击“参数复位”； 

(2) 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 

 

图 5-14 参数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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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导入参数配置文件 

(1) 如果将已生成的参数配置文件（xml 格式）设置到控制器中，点击“导入”； 

(2) 验证规则：导入的控制器硬件版本和参数配置文件中的控制器硬件版本信息是否一致，如

果不一致会给出提示同时拒绝导入；如果一致，方可导入。 

(3) 从本地选择设置的参数配置文件； 

(4) 点击“打开”。 

 

图 5-15 导入 

5.2.5 导出参数配置文件 

(1) 点击“导出”； 

(2) 将参数界面的配置信息和控制器硬件版本号（用于导入验证)导出成参数配置文件并保存到

本地，路径可自主选择，文件名可编辑，例如：CustomerParamConfig_20220922095254112.xml

（如图 5-16）。 

 

图 5-16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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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诊断 

系统诊断模块主要包括电子诊断和机械诊断模块，其中电子诊断模块含有部件的系统信息、系统

测试以及常见问题，可在线生成诊断报告。 

6.1 电子诊断 

6.1.1  系统信息 

(1) 选中“系统信息”进入部件相关信息读取界面； 

(2) 点击“选择”，在弹窗框选择需要读取的部件（仪表和控制器必须选择），然后点击“确认”

按钮。 

(3) 点击“读取”按钮，可一次性读取所选的部件信息； 

(4) a.成功：读取 SN、型号、软件版本号、硬件版本号等所有信息非空时，显示“成功”； 

 

图 6-1 读取成功 

 

b.未识别到：若 SN、型号、软件版本号、硬件版本号读取都为空时，显示“未识别到”，描

述为“系统连接可能有故障”；此时可能为当前部件损坏或连接异常，请更换零部件后重新

连接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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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未识别到 

 

c.数据缺失:若 SN、型号、软件版本号、硬件版本号只是其中一个或多个为空时（非全部），

显示“数据缺失”，描述为“没有读取到信息”。此时请尝试零部件重新连接系统，并重新读

取； 

 

图 6-3 数据缺失 

 

(5) 选择单个部件，点击右下角 “读取”按钮，可读取到部件的 SN、型号和软硬件版本号等信

息； 

(6) 可以点击“创建报告”生成报告并保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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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系统诊断 

6.1.2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用于检测当前系统零部件是否有功能性异常，可作为维护人员的参考，操作步骤如

下： 

(1) 选中“系统测试”，进入测试界面； 

(2) 点击“选择”，在弹窗选中需要进行测试的部件，然后点击“确认”按钮； 

(3) 点击“进入”，界面提示开机动画：“仪表会关机，需手动按开关键 3秒以上重新开机后才

能进行测试”；  

(4) 在部件列表选择部件，按照右侧页面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5) 可以点击“创建报告”生成报告并保存到本地。 

 

图 6-5 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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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测试模式后，如果仪表关机，需按住仪表开关键 3 秒以上至仪表重新开机方可进行测试，界

面开关机动画提示如图： 

 

图 6-6 仪表开机动画 

 

  测试中断，请等待 3秒后重新点击“进入”按钮进入测试状态，提示如图： 

 

图 6-7 中断提示 

6.1.3  常见问题 

此页面用于错误代码的解释和对应的解决方案，操作步骤如下： 

(1) 选中“常见问题”； 

(2) 在下拉框中选择要解释的错误代码； 

(3) 页面显示此错误代码的解释和对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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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错误代码 

6.2 机械诊断 

当系统中出现机械故障，可进行文字、图片描述，并生成诊断报告，以提供给需求方进行处理

或寻求技术支持，操作步骤如下： 

(1) 选中“机械诊断”，进入机械诊断界面； 

(2) 可对故障功能进行问题描述，最多不超过 600个字符; 

(3) 可添加图片，最多添加 5张; 

(4) 可以选择各个部件的问题，在电子诊断读取成功的部件，机械诊断界面将自动读取到 SN； 

(5) 点击“创建报告”生成报告并保存到本地。 

 

图 6-9 机械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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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创建报告 

电子诊断和机械诊断都有提供创建报告的功能按键，创建电子诊断或机械诊断报告会提示是否要

跳转到另一项诊断。可导出生成的报告，选择保存路径后保存。生成的报告可显示填写的问题描述、

插入的图片、读取到或写入的部件 SN及选择各部件的故障信息。 

6.3.1 电子诊断界面创建报告 

(1) 点击“创建报告”，提示“要跳转到机械诊断吗？”（如图 6-10）； 

(2) 如需进行机械诊断，可选择“机械诊断”，跳转到机械诊断界面； 

(3) 点击“创建报告”； 

(4) 选择本地保存路径； 

(5) 点击“保存”，生成 word 报告文档。 

 

 

图 6-10 电子诊断界面创建报告 

6.3.2  机械诊断界面创建报告 

(1) 点击“创建报告”，提示“要跳转到电子诊断吗？”（如图 6-11）； 

(2) 如需进行电子诊断，可选择“电子诊断”，跳转到电子诊断界面； 

(3) 点击“创建报告”； 

(4) 选择本地保存路径； 

(5) 点击“保存”，生成 word 报告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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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电子诊断界面创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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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模块主要包括设置保养里程和总里程、开机密码重置、钥匙卡配卡、位置传感器标定、

力矩传感器标定。 

7.1 设置保养里程 

  骑行公里数到达设置的保养里程值后，仪表会提示进行保养。保养里程可以写 0，不为零的数值

为 1000~5000km，数值需为 100 的整数倍。 

(1) 将 BESST 工具盒连接仪表，选中“设置保养里程”； 

(2) 确认仪表是否支持此功能，如果支持，在输入框中输入要设置的保养里程； 

(3) 点击“设置”按钮（如图 7-1）。 

 

图 7-1 设置保养里程 

7.2 设置总里程 

对应部分用户在更换新仪表后想要将旧仪表总里程数据迁移到新仪表中，可使用此功能，操作

如下： 

(1) 将 BESST 工具盒连接仪表，选中“设置总里程”选项； 

(2) 在输入框中输入要设置仪表的总里程(ODO),设置总里程数值区间为 0-9999的整数； 

(3) 点击“设置”按钮（如图 7-2）。 



 BESST Pro使用说明书 Page 36 of 42 

 

All rights reserved by Bafang Electric (Suzhou) Co., Ltd, also in case of property rights. 

Any disposal such as copying and passing on to third parties is forbidden. 

 

图 7-2 设置总里程 

7.3 钥匙卡配卡 

对于部分支持钥匙卡功能的仪表，在钥匙卡丢失后，可使用此功能更换新的钥匙卡，操作步骤

如下： 

(1) 将 BESST 工具盒连接仪表（确认仪表支持钥匙卡配卡功能），如支持，选中“钥匙卡配

卡”；  

(2) 点击“开始”按钮（如图 7-3）； 

 

图 7-3 钥匙卡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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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钥匙卡靠近仪表按键扫卡标志处完成配卡（如图 7-4）。 

 

图 7-4 钥匙卡配卡 

7.4 开机密码重置 

对于用户遗忘仪表开机密码时，可使用此功能将开机密码恢复到出厂值，操作步骤如下： 

(1) 将 BESST 工具盒连接仪表（提前确认仪表支持此功能），如支持，选择“开机密码重

置”； 

(2) 点击“重置”按钮，恢复到出厂密码，具体参见对应仪表规格书（如图 7-5）。 

 

图 7-5 开机密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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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标定 

7.5.1 位置传感器标定 

(1) 将 BESST 工具盒连接控制器，选中“标定”； 

(2) 点击“位置传感器标定”标签旁的“开始”按钮，进行控制器位置标定（如图 7-6）； 

(3) “位置传感器标定”右边有一个图标，点击可以查看提示信息（如图 7-7）。 

提示：位置传感器标定功能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使用，否则可能导致整车失效。 

1、请确保整车有足够的电量，大于 20%； 

2、请确保整车驱动轮悬空，脚踏悬空； 

3、标定开始后，整车驱动轮会自动旋转，请注意安全，防止造成人身伤害。 

 

图 7-6 位置传感器标定 

 

图 7-7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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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力矩传感器标定 

(1) 将 BESST 工具盒连接仪表，选中“标定”； 

(2) 点击“力矩传感器标定”标签旁的“开始”按钮，进行力矩零点标定（如图 7-8）。 

提示：力矩传感器标定功能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使用，否则可能导致整车失效。 

 

图 7-8 力矩传感器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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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环境 

8.1 语言 

多语言配置共有 6种语言，分别为中文、英语(English)、捷克语(Czech)、荷兰语(Dutch)、德

语(German)、意大利语(Italian)，设置完成重启 BESST Pro 软件后生效。 

(1) 可在初始登录弹窗右上角设置“语言”（如图 8-1），也可在登录后的界面左侧选择“设

置”图标（如图 8-2）; 

(2) 在语言下拉列表选择需要的语言； 

(3) 点击“确认”; 

(4) 重启软件，重启后所选语言生效。 

 

图 8-1 语言 

 

图 8-2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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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语言 

8.2 主题 

主题分为暗色和浅色，设置完需重启 BESST Pro软件后生效。 

(1) 选择“设置”图标； 

(2) 在主题下拉列表选择所需主题（如图 8-4）； 

(3) 点击“确认”； 

(4) 重启软件，重启后所选主题生效。 

 

图 8-4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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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版本 

显示 BESST Pro 软件的版本号。 

8.4 版本日期 

显示 BESST Pro 软件版本的发布日期。 

8.5 最新版本 

当前版本与服务器最新版本作比较，如果不是最新版本，会提示下载最新版本的 BESST Pro（如

图 8-5）; 

 

图 8-5 最新版本下载更新 

 

如果是最新版本则不会出现提示（如图 8-6）。 

 

图 8-6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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