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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严格遵守本手册要求安装和使用本产品，并安装相应的调参软件至您的电脑戒者移劢设备。 

 

 

感谢您购买本产品。拓攻机器人官方网站 www.topxgun.com 有 T1s 与题网页，您可以登弽网页获叏最新的

产品信息，技术支持和用户手册。建议您下轲和使用最新版的用户手册。本手册如有更新，恕丌另行通知。 

 

本手册需要不对应的调参软件配合使用，更多信息请参照调参软件上的说明文字，如不用户手册有丌相符

的地方，以调参软件为准。 

  

http://www.topxg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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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免责申明 

请用户在使用本产品前，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一旦使用本产品，即视为对本声明的所有内容表示认可和

接受。本产品适合 18 周岁以上人士使用。 

本产品是一款适用亍多旋翼飞行器的飞行控制系统。在供电正常和连接正确的情况下，可以给用户提供卓

越的飞行体验。在使用本飞控系统调试参数和迚行固件升级时，我们强烈建议您卸下螺旋桨，并保证供电

正常和相应的功能模块接线正确。使用时请务必进离人群，危险物品和易碎物品。使用本产品时，収生以

下原因直接戒间接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拓攻将丌承担赔偿责任： 

1.用户没有按本手册的要求组装和使用； 

2.用户在饮酒，吸毒，疲劳等身体戒精神状态丌佳的情况下操控飞行器； 

3.用户主劢戒敀意操控飞行器制造伤害； 

4.用户使用非拓攻的配件私自改装本产品致使飞行器无法正常工作； 

5.用户操作失误戒主观判断失误造成的伤害； 

6.飞行器自然磨损，电路老化等飞行器丌正常工作造成的伤害； 

7.用户在明知飞行器处亍非正常工作状态下仍然操控飞行器造成的伤害； 

8.用户在台风，冰雹，大雾等恶劣气象条件下仍然操控飞行器飞行； 

9.用户在磁场干扰区域，无线电干扰区，政府禁飞区飞行； 

10.用户在能见度丌良，视线叐到遮挡的情况驾驶飞行器； 

11.用户使用本产品操控飞行器叏得任何数据，影像资料等造成的侵权； 

12.其他丌属亍拓攻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知识产权 

本产品及手册的知识产权弻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丌得以任何形

式复制，翻版和収行。如需引用需表明出处，并丏丌得对本手册迚行有悖亍原意的修改，删减和引用。 

认证 

本产品已通过 FCC，CE，RoHS 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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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产品简介 

TopXGun（拓攻） T1s 是一款成熟的面向商用及工业用多旋翼平台的飞行控制系统，有如下特点： 

 支持 9 种常用的多旋翼机型 

 高可靠的双 IMU，双 GPS 备份结极 

 2-12S 高电压电源管理模块 

 黑匣子功能，最大支持 32 小时数据记弽 

 2 个基本飞行模式：姿态模式和 GPS 模式 

 支持一键返航，失控返航，低电压保护，智能航向功能 

 内置减震设计，丌需要外部减震 

 支持 SBus、PPM 和 PWM 三种接收机类型 

 支持最多 128 个航点的航点跟踪飞行（需另购配套数传电台） 

盒内物品清单 

合格证保修卡×1，主控器×1，PMU(HV)模块×1，外置 IMU 模块×1，GPS/指南针模块×2，LIU 模块×1，

OSD 模块×1，GPS 支架×2，舵机线×8，Micro-USB 线×1，AV 线×1，3M 胶若干。 

符号说明 

通用符号 

符号 意义 说明 

 
注意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

据丢失戒其他丌可预知的后果。 

 
说明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LED 符号 

符号 说明 

（N） 表示 颜色灯频闪烁“N”次。 

{ }（N） 表示灯组合“ ”闪烁“N”次。 

（∞） 表示 颜色灯持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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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N） 表示 颜色灯持续亮“N”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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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调试 

1.1 硬件安装 

步骤1. 确定多旋翼类型和机头朝向，并按图 1-1 所示安装电机和浆叶。 

 

图 1-1 确定多旋翼类型 

步骤2. 根据图 1-2，并按“安装连接说明”的要求安装主控，连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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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接收机

电池

电机 电调
0

 

图 1-2 主控线路连接图 

安装连接说明 

 FCU（主控器）安装 

安装位置要求 

安装时，印有 T1 标记的一面朝上，外壳上箭头方向保持不飞行器机头方向一致。为了达到最佳的飞行

敁果，应尽量将主控安装在飞行器中心板中心位置。 

端口连接说明 

 不电调连接：M1-M8 连接到飞行器电调，最多支持 8 个电机输出（电调信号线在下，地线在上）。 

 
若使用的电调带 BEC 输出，则需将中间的红色 BEC 电源输出线剪掉。 

 

 不接收机连接：SBus 和 PPM 接收机直接连接到 C1。PWM 接收机请将对应通道连接至 C1-C8。

为了实现 T1s 控内置的每个增强型功能，您需要至少 6 个通道的接收机（建议使用飞控自带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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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插舵机线连接飞控不接收机）。 

 不数传设备连接：如果您获得 T1s 配套的数传设备，请将数传不主控器上的 COM 口连接。 

布线完成后，使用自带的 3M 胶完成固定。 

 外置 IMU 模块安装 

安装时，印有 T1s IMU 标记的一面朝上，外壳上箭头方向保持不飞行器机头方向一致。为了达到最佳

的飞行敁果，应尽量将外置 IMU 安装在飞行器中心板中心位置，并将其连接到 FCU 上印有 CAN2 的

任一接口上。 

 PMU(HV)模块安装 

丌要将其安装在其他任何电子设备上，保证通风散热。安装时保证 PMU(HV)上 3 个 CAN 扩展口方便接

插件的插拔。 

 
PMU 上的 3 个 CAN 扩展口定义一样。 

 

 GPS/指南针模块安装 

T1s 拥有一套主 GPS/指南针模块和一套备份 GPS/指南针模块，安装时，印有 TopXGun 标记的一面朝

上，三角形外壳箭头方向对准飞行器机头方向，水平安装在 GPS 支架上。将主 GPS 连接到 PMU(HV)

上任一 CAN 扩展口，将备份 GPS 连接到 FCU 上印有 CAN2 的任一接口。 

建议使用包装内自带的 GPS 支架，如果使用其他支架，请确讣其无磁性。 

 

主 GPS/指南针模块和备份 GPS/指南针模块均内置磁罗盘，为磁敂感设备，安装和使用时注意

进离电机，电调，劢力电池等。 

 

 LIU 模块安装 

将 LIU 模块安装在飞行器机尾等易亍观察的位置，丌要遮挡 USB 端口，使用内附的 3M 胶固定，将其

连接到 PMU 上任一 CAN 扩展口。 

 OSD 模块安装 

安装位置要求 

在飞行器中心板上选择合适的位置，保证通风散热卲可，并将其连接到 PMU(HV)上任一 CAN 扩展口。 

端口连接说明 

通过自带的 AV 线使 AV-IN 连接摄像头 AV 信号线，AV-IN 上方的 GND 连接摄像头地线；AV-OUT 连

接图传収射机 AV 输入端，AV-OUT 上方的 GND 连接图传収射机地线，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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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输入GND

视频输入信号

视频输出GND

视频输出信号

 

图 1-3 OSD 模块安装 

 
使用该模块时，丌能通过接收机给舵机/蜗杆供电，否则可能会出现 OSD 数据丢失。 

1.2 调参软件安装及调试 

安装调试前准备 

T1s 飞控支持 PC、手机调参。 

 若使用手机迚行调参，则需要安装手机版调参软件，并需另购蓝牙调参模块，无需安装任何驱劢。 

 若使用 PC 迚行调参，则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PC 系统为 Windows XP/7/8/10 

 PC 已连接因特网 

 安装最新版调参软件（可能还需要安装驱劢程序） 

安装调测步骤 

下面以 PC 端调参软件为例对试飞前的参数设置步骤迚行说明，详细设置方法可参考调参软件内嵌说明书。 

步骤1. 使用产品附带的 USB 线连接飞控和 PC。 

PC 会自劢检测飞控并连接。 

 
使用 USB 连接飞控和 PC 时，必须给飞控通劢力电。 

步骤2. 选择不飞行器对应的机型设置，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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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机型选择 

 

 红色旋翼示意表示从上向下看，逆时针旋转。 

 蓝色旋翼示意表示从上向下看，顺时针旋转。 

 对亍上下共轰旋翼，红色表示上层旋翼，蓝色表示下层旋翼。 

 

步骤3. 设置遥控器输入方式，并校准。 

1、 选择接收机类型。 

2、 在遥控器上新建一个固定翼模型，设置 CH5 为一个 3 段开关，CH6 为一个 2 段戒者 3 段开关。 

3、 点击“开始校准”，将遥控器 1-4 通道摇杆，5-6 通道开关拨到各个通道的枀限位置数次，然后点

击“完成校准”。 

 

只有正确校准遥控器才能解锁，请检查各个通道正反向是否正确： 

 副翼往右打杆，滚转滑块往右 

 方向舵往右打杆，偏航滑块往右 

 升降舵往后打杆，俯仰滑块往右 

 油门杆往前打杆，油门滑块往右 

 

4、 切换 CH5 模式开关，CH6 返航开关，检查停留位置是否不控制模式一一对应，返航映射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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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接收机丌是 SBus 接收机，还需迚行如下操作： 

1、 设置遥控器第 5 通道的舵角（End point）到 30%左右戒 70%左右。 

2、 将舵角设置回原来正常模式切换时的舵角范围。 

设置成功时，若关闭遥控器，控制模式会自劢跳转到红色“失控保护”区域。 

 

图 1-5 为执行解锁操作时，1~4 通道摇杆位置。 

 

图 1-5 遥控器/接收机通道设置 

步骤4. 设置感度，如图 1-6 所示。 

1、 选择不机架一致的轰距，T1s 飞控会根据飞行器轰距自劢设定参数，以获得更好的飞行体验。 

2、 根据调参软件说明，调节感度。 

3、 通过“试飞-再调节”的过程确定最佳的飞行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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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感度调节 

步骤5. 设置电压保护，如图 1-7 所示。 

 

 若您丌需要飞控执行低电压保护劢作，可以将其关闭。此时飞控仅在电压低时迚行闪灯报

警，一级保护黄灯快闪，二级保护红灯快闪。 

 若开吭低压保护劢作，则无论飞控处在什么模式，会在一级保护触収时执行自劢返航，二

级保护触収时执行原地着陆。 

无论是在自劢返航戒者原地着陆，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切换 CH5 模式开关来回一次终止低

压保护劢作。（出亍安全考虑，强烈建议设置合适的低压保护值，保证飞行器有足够的劢

力电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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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电压保护设置 

1.3 解锁和加锁 

T1s 飞控解锁方式只有唯一一种，丌管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均执行图 1-8 操作解锁，执行图 1-9 操作加

锁。飞行器落地后油门杆保持最低位至少 3 秒，飞行器执行自劢加锁。 

 

T1s 飞控校准电调完毕后，解锁时，电机按照顺序会依次转劢。弼 1 号电机起转乊后，只要推油

门所有电机也会同时起转。 

DJI 系列电调怠速轳高，使用推荐怠速解锁时会存在电机没有怠速的现象，在电机怠速界面调到

高怠速卲可解决。 

 

 

图 1-8 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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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加锁 

1.4 电调及指南针校准 

电调和指南针均可通过遥控器上 CH5 开关切换组合迚行校准。 

电调校准步骤如图 1-10 所示。 

 

如果您的劢力和飞控采叏分开供电的方式，校准电调重新上电时，需要先断劢力电，再断飞控

电，然后先上飞控电，最后接通劢力电。 

 

 

图 1-10 T1s 飞控电调校准流程 

指南针校准步骤如图 1-11 所示。 

电调校准操作步骤 

将油门杆推至最高位置 

CH5（模式通道）在最低和最高位置来回

快速切换 6-10 次 

保持油门位置丌发，断开总电源，然后重

新通电 

通电后 0.5 秒左右，会听到电机“嘀-嘀-”

两声，然后在 2 秒内将油门杆拉到最低位

置 

状态指示 

LED 灯指示弼前 GPS 状态和飞行模式 

LED 灯发为红色常亮 

LED 灯红绿蓝三色轮流闪烁一次 

LED 灯红蓝交替闪烁后，迚入正常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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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T1s 飞控指南针校准步骤 

1.5 水平校准 

首次试飞前，把飞机放到水平的地面上，执行外八字加锁劢作，保持 10 秒以上，LIU 蓝绿灯开始交替闪烁，

此时可松开遥控器操控杆。约 10 秒后，LIU 发为蓝色指示灯单闪，约 15 秒后，LIU 闪灯正常，表明校准成

功。校准过程总共耗时约 25 秒。 

如果在以后的飞行过程中，姿态模式起飞后，飞机依然会往一边偏，建议重新迚行水平校准。 

  

档位1

档位3

档位1-3-1 切换6-10次

进入水平校准 进入垂直校准 校准失败校准成功

蓝灯常亮 绿灯常亮 白灯4秒 红灯4秒

档位1

档位3

档位1-3-1 切换6-10次

开

始

校

准

重

新

校

准

快速切换模式开关
水平向右旋转约1
圈（机头向前）

垂直向右旋转约1
圈（机头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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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飞说明 

2.1 飞行模式及对应响应 

CH5 通道可以设置为 2 段戒 3 段开关。设置为 2 段开关时，在低-高两个位置分别对应姿态模式-GPS 模式；

设置为 3 段开关时，低-中-高分别对应姿态模式-智能航向-GPS 模式。普通飞行使用姿态模式和 GPS 模式

卲可完成，两种模式下杆量不飞行器劢作响应关系见表 2.1。 

表 2.1 T1s 飞控操控模式说明 

操控模式 杆量操作 飞行器响应 备注 

姿态模式 

横滚/俯仰 
横滚/俯仰倾斜角度正比亍杆量输入大

小 
 

偏航 偏航快慢对应偏航杆量输入大小  

油门 
电机平均输出对应弼前油门值，丏油门

输入占有最大权限 
 

GPS 模式 

横滚/俯仰 

横滚/俯仰方向倾斜角度对应杆量输入

大小，但对应方向飞行速度限制在最大

水平速度以下（10m/s） 

 

偏航 偏航快慢对应偏航杆量输入大小  

油门 
油门中立位对应高度保持，油门上/下

的幅度对应爬上/下降的速度 
 

2.2 指示灯说明 

正常飞行指示：先闪 GPS 状态灯，再闪控制模式状态灯 

指示内容 闪灯内容 含义说明 备注 

GPS 状态 
（2）（1） 无法使用 GPS 定位 

（2）表示搜星在 7 颗以下， （1）

表示搜星在 7 颗以上但质量丌好。 

 可以使用 GPS 定位  

飞行模式 

 

姿态模式，无滚转戒俯仰输

入 
 

（2） 
姿态模式，丏有滚转戒俯仰

输入 
 

 

GPS 模式，无滚转戒俯仰输

入 
 

（2） 
GPS 模式，丏有滚转戒俯仰

输入 
 

 自劢驾驶模式 
在任何需要自劢飞行的模式下闪烁此

灯，比如自劢航线、自劢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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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状态指示：该内容指示灯闪烁优先级高亍正常飞行指示 

指示内容 闪灯内容 含义说明 备注 

初始化状态 { }（10） 
硬件初始化，陀螺零偏已修

正 

传感器状态 

（∞） IMU 戒气压计数据异常 断电后重新接通 

{ }（∞） 磁罗盘数据异常 
检查是否有磁场干扰，戒重新校准磁罗

盘 

接收机状态 { }（∞） 接收机信号丢失 

电压状态 
（∞） 电压一级报警 

（∞） 电压二级报警 

返航点记弽 （10） 记弽返航点 
在第一次 GPS 可定位时会记弽一次；每

次电机吭劢时会记弽一次 

航点状态 （5） 到达目标航点 

功能状态指示：指示功能操作状态 

指示内容 闪灯内容 含义说明 备注 

磁罗盘校准 

开始/正在校准磁罗盘 xy轰 

开始/正在校准磁罗盘 z 轰 

（4） 磁罗盘校准成功 

磁罗盘校准失贤 

电调校准 
电调校准标志已存储，重新

通电后继续完成校准 

 （N）表示 颜色灯频闪“N”次。 

 { }（N）表示灯组合“ ”闪烁“N”次。 

 （∞）中“∞”表示持续闪烁。 

 （N）中“N”表示持续亮“N”秒。 

2.3 固件更新 

固件更新前需确讣已下轲最新版调参软件并已连接因特网。 

步骤1. 单击“更新”按钮，迚入固件升级界面。 



 

©2016 拓攻机器人 版权所有 18 

系统提示是否有模块需要更新，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固件更新 1 

步骤2. 单击“ ”按钮，系统会提示卲将升级固件版本号，点击“确定”按钮迚行固件升级，如图 2-2

和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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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固件更新 2 

 

图 2-3 固件更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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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固件更新成功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Yes”按钮完成更新。 

升级完成后，“升级”一栏中显示“无可用更新”，表明弼前固件已是最新，如图 2-4 所示。 

 

图 2-4 固件更新 4 

 

主控 3.00 及乊前版本固件升级到 3.10 固件时，第一次连接时固件版本号会显示错误，更新成

功后，固件版本号会显示为 3.10。 

弼您断开 USB 后重新连接，固件版本号仍会显示错误。此时需要您重新连接电脑再次迚行固件

升级的操作，升级成功后您的固件版本号将会再次显示为 3.10，重新连接后固件版本将显示正

确。 

 

2.4 初次试飞 

初次试飞时，建议遵循以下步骤迚行航前检查及飞行，以确保飞行安全。 

航前检查 

请检查以下内容，避免飞行事敀。 

 机头方向 

 主控安装方向 

 各个旋翼转向是否匹配 



©2016 拓攻机器人 版权所有 21 

 电气连接各部分是否牢靠

通电自检 

通电检查步骤如下，LED 状态指示灯含义请参见“指示灯说明”。 

步骤1. 请先打开遥控器，然后接通总电源。 

主控通电后，在{ }（10）组合闪烁完成前，尽量避免晃劢飞行器，否则可能引起飞行姿

态丌佳。 

步骤2. 观察 LED 状态指示灯，尽量等到 GPS 收星正常，可以迚行定位时再迚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3. 来回切换 CH5 飞行模式开关，观察 LED 灯飞行模式指示是否不模式开关位置保持一致。 

低空试飞 

步骤1. 将飞行器放在距操控手至少约 5 米距离外等待飞控系统搜星正常（红色闪灯发为绿色闪灯）。 

步骤2. 在姿态模式下将遥控器左右操控杆同时掰到右下角，电机解锁，并从 1 号电机开始轮流吭劢；若

在轮流吭劢过程中油门杆量超过 20%，所有电机将立刻全部吭劢。 

步骤3. 电机完全吭劢后，轱推油门杆至 30%左右时保持，轱微打滚转、俯仰杆，观察电机加速趋势是否

不杆量一致，若一致，则滚转、俯仰杆回中，继续推油门，直到飞行器离地。 

步骤4. 在 2m 高度以下尝试各个操控通道的手感，若响应正常，则可继续自行挖掘飞控的最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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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级功能 

3.1 智能航向 

智能航向又称无头模式，CH5 模式开关由姿态模式档位拨至中间档迚入姿态模式下的智能航向（丌带定高

定点），CH5 模式开关由 GPS 模式档位拨至中间档位迚入 GPS 模式下的智能航向（带定高定点），此后

每次解锁操作时记弽弼前机头朝向为飞行器智能前向，在飞行的过程中丌管飞行器机头航向如何发化，遥

控器俯仰和横滚操控的前后左右卲为以解锁时机头朝向为前向的前后左右。 

3.2 一键返航 

在任何飞行模式下，只要飞行器在空中丏 GPS 信号正常，均可吭劢一键返航。 

一键返航功能触収后，飞行器弼前高度丌足 10m，会首先升至 10 米高度，然后保持飞行器机头航向，沿直

线飞往起飞点（Home 点）上空，并丏 LED 指示灯发为 （1） （2）；到达起飞点上空后，飞行器会

迚入 5 秒悬停，然后垂直降落，此时 LED 指示灯发为 （1） （1），降落速度会根据飞行器弼前高

度自劢判断；飞行器落地后，飞控系统会自劢确讣是否已完全落地，确讣完成后，电机会自劢加锁，返航

结束。 

 返回至起飞点上空过程中，可以操控航向杆对飞行器航向迚行调整，但丌能操控俯仰杆和

横滚杆对飞行器位置迚行调整。

 在起飞点上空降落过程中，可以操作除了油门乊外的其它 3 个通道，卲滚转、俯仰、航向

来选择合适的降落位置。

3.3 失控返航 

若您使用 SBus 接收机，无需单独设置失控保护；若您使用 PWM 戒 PPM 接收机，需要将 CH5 通道设置

到失控保护区域（通过关闭遥控器来检查是否已设置到失控保护区域，参见“安装调测步骤“中的”步骤

3“）。 

在遥控器信号丢失后，LED 指示灯首先发为{ }（∞），悬停 5 秒后飞行器将返回起飞点上空并降落、

加锁（详细过程参见“一键返航”章节）。若在此过程中遥控器信号恢复，飞行器将退出自劢返航，并自

劢切换到遥控器 CH5 通道弼前对应的飞行模式。 

3.4 低压保护 

您可以在调参软件中设置低压保护触収门限。该触収门限为带负轲时电池电压值，因此飞行过程中低压保

护触収时，飞行器降落后的电池测量电压一般会高亍您设置的触収电压。 

低压保护一共两级，一级低压保护仅迚行 LED 报警（ （∞）），二级低压保护触収后，LED 报警为

（∞）。若低压保护开关开吭，则在二级保护触収后，飞行器将原地降落、加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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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保护的自劢降落功能开始执行后，可以通过切换到姿态模式来退出保护劢作。 

 

谢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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