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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安装
●  安装电池仓盖并向左旋出。
●  按照极性安装电池。
●  确认电池仓盖和电池仓完美匹配，向右旋拧，直至锁住。

注意：确认电池极性得到正确安装，否则产品将不能正确启动。
 

关于调节摇杆
请在睿思凯官网查看如何切换摇杆模式和调整 阻力 /手感。

警告：切换油门模式时请区分长短螺丝。确保正确的螺丝用于对应的调节孔，否则会引起设
备损坏。

:  

短螺丝调节孔：调节阻力/手感 : 长螺丝调节孔：启用/失效
摇杆的回中功能 

 
 
   

长螺丝调节孔：启用/失效
摇杆的回中功能 

 
 

短螺丝调节孔：调节阻力/手感 

简介
伴随着便携式遥控设备Taranis X-Lite 的优良口碑，FrSky进一步推出了其升级版本Pro和S。Pro和S版本不仅结合了之
前优秀的遥控设计理念，它们还搭载了FrSky最新研发的ACCESS通信协议，让遥控操作更加可靠，更加便捷，更高效。
 
Taranis X-Lite Pro配备了全CNC金属霍尔传感器摇杆。 配合硬件的升级，现在我们可以通过OpenTX系统实现功率计
和频谱仪扫描功能，来检测无线电波所造成的射频干扰。Pro和S版本还配备了性能提升的无线教练功能，通过无线系
统，遥控器可与FrSky Free link App配合工作，实现更多移动端拓展功能。另外，升级版还集成的6轴传感器单元，玩
家可以将遥控器作为运动传感控制器，通过平衡遥控器在飞行中控制模型的状态输入，或通过该功能来调整摄像头的指
向。升级版本支持震动反馈和语音报警，以及telemetry等功能，不仅将通道数升级至24个通道，升级版还增置了两个
回弹按键以方便更多类型的模型玩家。

线框图

S1拨动开关 S2拨轮开关

天线口

     外置模块槽

SFSE

开关：
SA: 3 段; 长杆   
SB: 3 段; 长杆
SC: 2 段; 短杆
SD: 2 段; 短杆
SE: 触动开关,瞬时;
SF: 触动开关,瞬时;

在HARDWARE界面定义开关

1.  Micro SD 卡不包含在包装内。
2.  USB口用于升级/读取/写入Micro SD卡
和内部存储器及充电。  

3.  Smart Port可用于FrSky S.Port设备升级。 
 

SA拨动开关 SB拨动开关
SC拨动开关 SD拨动开关

电源开关

摇杆 摇杆

显示器屏幕

微调

多功能操作杆
切换键

              电池盖电池盖

退出

         电源指示器

USB 口耳机口 S.Port口

Micro SD卡槽

(教练口)

规格参数

●  产品型号: Taranis X-Lite S/Pro               
●  重量：Taranis X-Lite S: 308g (无电池) 

Taranis X-Lite Pro:328g (无电池)    
●  操作电流：＜220mA@7.4V     
●  屏幕：Backlight LCD 128*64
●  模型内存数量：60个模型（可以通过Micro SD(TF)卡扩展）

●  通道数：24通道
●  操作电压：6.0~8.4V
●  操作温度：-20℃~60℃（-4℉~140℉）
●  
●  

S.Port 口，Micro SD 卡槽，Micro USB 口
    OpenTX 系统

功能特点

通过 USB 接口电池充电系统—2 节锂电池

支持运动传感控制   

紧凑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

功能/型号

高速数字模块接口

触觉振动警报和语音输出

更加便利的电池仓，适配两节可替换的18500锂电池
（电池不含在产品里） 

霍尔摇杆 (M12 Lite)

 

升级版RF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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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计

  

全金属数字加工高精度霍尔摇杆 (MC12 Lite)
   
  

有线教练接口 (3.5mm 音频口复用)

•

精准的SWR指示

提升的射频性能

附加2个回弹按键

 •

 •
 •

 •

 •

 • 频谱仪

PARA无线教练功能

         低延迟高速的无线教练系统

         和 FrSky Free Link app完美兼容

   内置六轴传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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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System]界面，移动操纵杆向左方向，
停留1s 

进入[Model]界面，移动操纵杆向右方向，
停留1s; 

进入[Telemetry]界面，移动操纵杆向下，
停留1s; 

查看信息，移动操纵杆向上，停留1s.

菜单导航
为了方便操作，X-lite S/Pro 有以下三个部件：  
●  多功能操纵杆
●  退出按键
●  切换按键

多功能操纵杆
要浏览菜单或其他部分，可以将操纵杆移向四个方向来达成。

切换按键
切换按键和微调按键一起按下，对Ail&Ele的微调将会被切换成对Rud&Thr的微调。

退出按键
退出当前页面或操作步骤.

快速设置项
长按操纵杆中心：将生成一个弹出窗口，用户可以在其中重置计时器、重置遥测值，全部重置，跳转到远程设置页面。

新功能介绍：
1.USB 2S Li-battery平衡充：
   绿色Power LED 灯指示状态：
   灯亮：充电中
   灯灭：充电结束
   灯闪烁：充电故障
   注意：使用2A@5V适配器充电。
             压差小于50mV,原始充电电压越低充电效果越好。

   

2.功率计和频谱仪功能
步骤：进入TOOL 3/7
频谱仪：测量范围：2400MHz~2485MHz
功率计：输入信号的测量范围：（频段：900MHZ&2.4GHz,精度，1db内）
没有衰减器：-50dbm~-10dbm
增加40db衰减器：-10dbm~30dbm(选配件)
注意：连接设备测试前先进入功率计界面

3.全新PARA无线教练系统

    步骤：进入HARDWARE 6/7

    步骤：进入VERSION 7/7

5. Smart ShareTM 功能

你可以将绑定完成的接收机分享给其他ACCESS遥控器。
步骤：在遥控器A 上，进入[RX6R],选择[share]，遥控器B选择[Bind],完成绑定过程。
遥控器A的接收机就会分享给遥控器B。如果你想结束分享，用遥控器A重新绑定即可。

 

 

6. 支持体感控制

步骤；进入RADIOSETUP 1/7 ,你可以调节参数。
步骤：进入MIXER 5/11,你可以设置这个功能。

4.FW 版本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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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注册
在ISRM 模式下，选择[Module]中的[Reg]进入注册页面。按下接收机的F/S键并给它上电，出现“RX 名称XX”后[确认]完成注册过程，
然后给接收机断电。 

     

     步骤5：自动对码（Smart Match TM）
移动光标到[对码]，并确认选择，直接给接收机通电，然后“选择 RX”，确认选择完成对码过程，系统会提醒你已成功。
然后重启接收机即可。（在ISRM mode 下你不需要按住F/S键对码.细节请参考接收机说明书）

, 

给X-Lite S/Pro内置RF模块设置模型  

进入模型设置界面.

     注意：

     注意：

     选择模型后，需要在 Options[set]选择内置或外置天线，默认为内置天线。

步骤1：为X-Lite S/Pro内置RF 模块设置模型
进入模型设置2/12页，选择内置模块,选择ISRM模式。

步骤2：设置通道范围
X-Lite S/Pro内置RF模块支持24通道。通道范围是可以配置的，使用前请再次确认.

 

步骤3：设置接收机的序号
在你创建一个新模型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接收机序号，但是这可以很轻松的被更改。接收机序号范围是00-63，默认的序号从
01（不推荐00）开始。当接收机被设置为预 期的序号，已和X-Lite S/Pro 绑定时， 不用重新再次绑定，除非接收机序号被更改. 在这
种情况下，要么将接收方号码设置为前一个，要么重复绑定过程。

 

  

ACCST接收机需要从官网www.frsky-rc.com下载和更新成ACCESSS协议.

步骤7：Range检测
进入产品range check 模式。在飞行前，飞行自检是应该要完成的过程。移动光标到[Rng],选中它。在range check模式中，有效的飞行
距离会变为原来的1/30。
 

  
  

 

步骤6:设置Failsafe模式
有四种failsafe模式：无信号脉冲模式、保持模式、自定义模式和接收机模式
无信号脉冲模式：接收机信号丢失，在任何通道都没有脉冲信号。要使用这种方式，在menu中选上它，并等待9秒生效。

保持模式：在信号丢失前接收机输出最后的姿态。要使用这种方式，在menu中选上它，并等待9秒生效。

自定义模式：信号丢失前自定义的姿态。移动光标到[set],按下多功能键，你可以看到FAILSAFE SETTING 界面出现。移动光标到你想
                   设置的通道，选中它。
                   当移动对应的操纵杆或开关，你可以看到通道条在移动。移动这个通道条到你想要的位置设置FAILSAFE。等待9秒，设置
                   生效。

接收机模式：在ISRM模式的接收机上设置failsafe（可以看接收机介绍），在菜单上选择，等待9秒生效。

 

更新升级:

睿思凯会持续添加功能和改进我们的遥控系统。用户可以通过USB 口或MicroSD 卡免费便捷地更新升级。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我们产品的

信息，请前往FrSky官网www.frsky-rc.com查询（也可下载最新的固件和说明书。）。

 

关于OpenTX的更多信息可以在如下官网查询：http://www.open-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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