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VELOPMENT LIST 

December  2020 

区域 软件 车系 概述 Pro系列 908系列 906系列 MX系列 AP200 Ultra 

所有区域 诊断 Hyunai 

诊断发行版本：V3.00（12 月底发布） 

1.全面覆盖升级 2008-2021 年

Hyundai、Kia 十个区域所有车

型。包含 2021 SONATA(DN8C)、

ix35(Nu)、K5(DL3C)、第四代胜达

(TMC)、菲斯塔纯电动(SQ EV)、全

新途胜(TLC)、新一代 ix25(SU2)、

索拉塔 插电式混合动力(LFC PHEV)

等新车 93 款，基本功能新增 1090

个 ECU(包含版本信息、读码清码、

冻结帧、数据流、动作测试)；  

2.全面覆盖升级 2008-2021 年特殊

功能，如 SJB 测试、变量油泵测

试、参数设置、自动变量编码、变

速器学习、变速器初始化、DCT 手

动输入功能（更换变速器）等；其

中包含油压特性输入（更换 A/T）

功能新增二维码扫描。 

     √ 

所有区域 诊断 Chrysler 

诊断发行版本：V2.50（12 月底发布） 

亮点功能： 

1. 欧洲区域支持安全网关解锁 

发行内容： 

2、 完善 2019 年所有车型的特殊

功能，包括机油归零，ABS 排

气，节气门匹配，读里程等。 

3、新增支持 2020 年 D2-Ram 

3500 Pickup(公羊皮卡),DJ-Ram 

2500(公羊皮卡),DS-Ram 1500(公

羊皮卡),DT-Ram 1500(公羊皮

卡),JL-Wrangler(牧马人),JT-

Gladiator(角斗士),K8-Grand 

Commander(大指挥官),KL-

Cherokee(自由光),LX-

300,Charger(战马),Magnum,LD-

Charger(战马),MP-指南者(美

洲),RT-Caravan(凯领),Voyater(大

捷龙),Town & Country(城乡),RU-

CHRYSLER PACIFICA,VF-

ProMaster,WD-Durango(杜兰

戈),WK-Grand Cherokee(大切诺

基)车型诊断。 

     √ 

中国 诊断 

Fawcar（一

汽奔腾、红

旗） 

发行版本：Maxisys Ultra V2.00(11 月

18 日已提交 ECN，908/906 一月份提

交)； 

亮点功能： 

1、 支持一汽奔腾 T99,B30EV 400

两个车型； 

2、 支持红旗 H9、

EHS3,HS5,HS7,H5-2020 5 个

车型，支持基本功能、保养灯

归零、更换刹车片和转向角学

习功能 

3、 支持一汽奔腾、红旗全系 VIN

识别功能 

√ √ √   √ 



中国 诊断 

SGMW（通

用五菱、宝

骏、新宝骏） 

诊断发行版本：Maxisys Ultra V2.00(11

月 30 日已提交 ECN，908/906 一月份提

交)； 

亮点功能： 

1、 可诊断 2008 款~2020 款通用

五菱车型、宝骏车型、新宝骏

车型所有系统的基本功能和特

殊功能 

2、 优化设码功能、增加设码在线

备份、在线还原。 

3、 优化 VIN 码解析功能，防盗功

能免密。 

√ √ √   √ 

国内版、国外版 诊断 Toyota 

Ultra V2.10(2020 年 9 月提交 ECN) 

1. 完善对多语言的支持，更新了西

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 

2. 更新意大利语选车菜单模式号帮

助信息。 

 √    √ 

国内版、国外版 诊断 Toyota 

Ultra V2.50(2020 年 12 月底提交 ECN) 

1. 优化了日本地区 vin 码定位； 

2. 新增发动机 PIXIS Truck/Van 18

年后的重置记忆等特殊功能 ，新增

YARIS HV 等车的自动排气功能，总

计增加特殊功能共 87 个，都是 18 年

以后的车型新增的特殊功能； 

3. 新增支持 proace 车型。 

4.翻译了大量日文，对日语更友好 

 √    √ 

国内版、国外版 诊断 Suzuki 

Ultra V2.00（2020-12-30） 

1、新增 Crossby 车型和 11 款车型

年款升级，新增 14 个 ECU 基本功

能开发（版本信息、读码清码、冻

结帧、数据流），车型年款覆盖至

2020 年； 

2、新增特殊功能 88 项，100%覆

盖常用特殊功能，包括更换 ECM、

空燃比初始学习、自动排气、标定

摄像图像、发动机制动调节、更换

高电压电池控制器等功能；  

3、新增动作测试 78 项，并全面优

化动作测试和数据流功能； 

4、优化车型菜单，定位更准确 

     √ 

国内版/ 

海外版 
诊断 Nissan 

Nissan Ultra V2.50（2020-12-30） 

亮点功能： 

1、支持全系统、单系统设码在线备

份和还原； 

发行功能： 

2、 车型支持到 2020 年 8 月份； 

3、 特殊功能、动作测试支持更全

面，支持率达到 98%； 

4、 设码全面升级，新增 RC、

SPC、ONC 模式； 

√ √ √   √ 

国内版/ 

海外版 
诊断 大发 

Ultra V1.60（2020-12-30） 

1、新增 Rocky、Grand Max、taft 

3 款车型和 6 款年款升级的车型共

计 11 个 ECU 基本功能开发（版本

信息、读码清码、冻结帧、数据

流），车型年款覆盖至 2021 年； 

2、新增 103 项特殊功能，常用特

殊功能 100%覆盖，比竞品多 38 项

功能，如 Push type card key 

registration、Push type card key 

additional registration；Push 

type card key delete registration 

     √ 



国内版/ 

海外版（日本、

欧洲、北美、中

东、非洲、亚洲

/大洋洲、中美

洲/南美洲） 

诊断 Subaru 

诊断发行版本：V2.50  （12 月底） 

亮点功能： 

1、 新增 1 车型、新增 2 年份、新

增 5 系统、新增 72 动作测试、

新增 50 定制; 

2、 新增取消码功能 

3、 新增 4 个新能源系统（自动扫

描、读码、清码、冻结帧、数

据流、动作测试）； 

4、 新增特殊功能 69 个；  

     √ 

全区域 DIAGNOSIS 

LandRover

【路虎】 

Jaguar【捷

豹】 

版本号：V2.50（2020-12-30） 

亮点功能： 

1、新增 2020 年款卫士和 14 款车

型升级，支持版本信息、读码清

码、冻结帧、数据流功能； 

2、新增 2018 年款以后车型动作测

试功能； 

3、新增 2018 年款以后车型保养消

息重置、柴油颗粒过滤器更换、

喷油器更换、里程表校准、高度

校准、车辆复位、分动箱更换、

启用/禁用运输模式、节气门执

行器位置记忆并保留首次记忆值

更新、里程表校准、摄像头校准

等特殊功能； 

4、新增 2006-2017 年车型钥匙编

程、高度校准、柴油颗粒过滤器更

换、重置自适应值等特殊功能。 

√ 

版本

号：

V8.50

（2021-

1-20） 

√ 

版本号：

V8.50

（2021-

1-20） 

√ 

版本号：

V8.50

（2021-

1-20） 

√ 

版本号：

V2.00

（2021-

1-30） 

 

√ 

版本号：

V2.50

（2020-

12-30） 

 

全区域 DIAGNOSIS 

Mazda【马

自达】 

MazdaChina

【中国马自

达】 

版本号：V3.50 （2021-1-10） 

亮点功能： 

1、 新增 2019-2020 年款

Mazda3、2020 年款 CX-30

车型的基本功能诊断； 

2、新增 2019-2020 年款

Mazda3、2020 年款 CX-30 车

型的常用特殊功能（DPF 再

生、ABS 排气、重置 PCM 学习

值、传感器初始化、ADAS 校准

等）。 

√ 

版本

号：

V7.60

（2021-

1-30） 

√ 

版本号：

V7.60

（2021-

1-30） 

√ 

版本号：

V7.60

（2021-

1-30） 

 

 

√ 

版本号：

V3.50

（2021-1-

10） 

国内版/国外版 诊断 Gm 

诊断发行版本：V3.00；（已发行） 

亮点功能： 

1、新增 2010-2019 年 chevrolet-

cruze 车型故障引导 

发行内容: 

1、新增 2010-2019 年 chevrolet-

cruze 车型故障引导 

2、部分问题修复，软件优化 

     √ 

国内版 诊断 GmChina 

诊断发行版本：V2.00；（1 月发行） 

亮点功能： 

1、升级车型诊断至 2021 年 

2、新增 UDS、CANFD 协议车型编

程与配置 

发行内容: 

1、升级车型诊断至 2021 年 

2、新增 UDS、CANFD 协议车型编

程与配置 

3、部分问题修复，软件优化 

     √ 

全部 DIAGNOSIS BMW3 系 

支持 3 系智能诊断显示电路图、帮

助文档、DTC 分析等，精确定位高

效解决车辆问题 

     √ 



全部 DIAGNOSIS BMW 

支持 2020 年 7 月前全车型的诊断

和编程； 

支持新款 EVO 主机 http 编程，速

度提升 3-5 倍 

     √ 

国内版/ 

海外版 
DIAGNOSIS  

Porsche 保

时捷 

诊断发行版本：V2.00  (1 月发布) 

亮点功能： 

1、支持 Porsche 新增车型覆盖,增

加功能,优化功能，提升诊断效率，

减少操作； 

发行内容: 

1、新增车型(992,918,Taycan)覆

盖，兼容原有车型

(9PA,92A,9YA,970,971,Macan,98

1_991),提升产品优势; 

2、优化原有诊断功能执行流程，提

高诊断效率; 

3、新增机油归零，悬架功能，EPB

功能; 

4、优化菜单或功能名显示，提升用

户体验; 

5、修复部分车型编程失败功能。  

 √    √ 

Email：sales.eu@autel.com (EU) 

   

       ussupport@autel.com (US) 

       support@autel.com (China) 

Phone: 0086-755-8614 7779 (China)  

1-855-288-3587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