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X-3X1000

www.copterx.com
Copyright © 2011 KY MODEL Company Limited.



01

CX-3X1000

1.
2.
3.
4.
5.
6.
7.
8.
9.

1
2
2
2
3
4
5
6
11
12



连接接收机

方向舵通道

SET

感度通道

副翼通道

升降舵通道

总距通道

02

CX-3X1000

感谢您购买 CopterX CX-3X1000 无副翼三维陀螺仪系统。 CX-3X1000是一款体积小、重量轻的高

性能三轴陀螺仪，适用于各种级别的电动和油动直升机。它采用高性能处理器，可以对信号做高

频运算，主要用于控制无伺服小翼的模型直升机，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高性能的尾桨控制陀螺仪

使用。

体积： 37.2*25.2*13mm

重量： 20g(包括全金属外壳、连接线和插头)

工作电压： DC 3.5V-9V

工作电流： 60mA

工作环境温度： -10℃-50℃

最大角速率： 800度/秒

支持尾舵机： 1.52ms模拟舵机、1.52ms数字舵机、760us数字舵机、960us数字舵机

支持倾斜盘舵机： 1.52ms模拟舵机、1.52ms数字舵机

支持遥控设备： PPM, PCM, 2.4G

支持固件升级



红灯常亮 陀螺仪工作在锁尾模式

蓝灯常亮 陀螺仪工作在非锁尾模式

红、黄、蓝三灯常亮 陀螺仪没有收到接收机的信号

红、黄、蓝三灯同时闪烁 陀螺仪初始化中，请保持陀螺仪处于静止状态，摇杆处于回中位置

红灯保持闪烁 陀螺仪初始化错误，需要重新开机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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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舵机

尾舵机连接 CH4，倾斜盘舵机根据倾斜盘类型分别连接 CH1、CH2、CH3

 

机械混控倾斜盘

140度CCPM 90度CCPM

机头方向

120度CCPM 135度C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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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仪应该安装到一个和主轴垂直的稳定平台上，尽量远离发动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安装时应使用软质泡棉双面胶粘到陀螺仪底部和安装座之间，电线不要拉的太紧以防把机身的

震动传到陀螺仪上，外壳不要碰到直升机的其他部件。

安装到小型电动直升机时直接使用2mm或者3mm泡棉双面胶。

安装到大型直升机或者直升机震动大时，建议在两层双面胶中间加上减震金属板。

陀螺仪有 1,2,3 三种安装方向可以选择

方向1:

方向2:

方向3:

2-3mm泡棉双面胶

陀螺仪安装平台

2-3mm泡棉双面胶

陀螺仪安装平台
2-3mm泡棉双面胶
减震金属板



注意：在完成陀螺仪的舵机类型设置前，不要把舵机连接到陀螺仪上。

05

CX-3X1000

6.1. 倾斜盘舵机

确认旋翼头和倾斜盘机械部分安装正确，变距顺滑，倾斜盘舵机安装稳固。

在倾斜盘舵机摇臂上安装球头，建议球头到摇臂中心孔的距离：250级、450级直升机为12.5mm-

13mm，500级直升机为14mm-14.5mm，600级以上直升机为14.5mm-15mm。

6.2 尾舵机

首先确认尾旋翼机械部分安装正确，用手拉动尾连杆，尾旋翼变距顺滑，尾舵机安装稳固。

在尾舵机摇臂上安装球头，建议球头到摇臂中心孔的距离250级直升机为4.5mm，450级、500级直

升机为7.5mm-10mm，600级以上直升机为13.5mm-15mm。

把摇臂临时安装到尾舵机上，调整摇臂位置使摇臂和连杆垂直，调整连杆长度或舵机位置，使2片

尾桨向抵抗飞机自旋的方向有大约有8°夹角。简易安装也可使尾滑块处于居中位置(逆时针急停时

会较顺时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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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位置

陀螺感度模式 GYRO SENS

值

RUDD D/R

DX7

尾桨感度开关 INPUT SELECT->GEAR GYRO SYS

所有通道行程 TRAVEL ADJUST 100%

所有通道微调 SUB TRIM 0

所有通道 Dual Rate D/R&EXP->D/R 100%

所有通道行程 Linkage->End Point 100

所有通道微调 Linkage->Sub Trim 0

所有通道 Dual Rate Model->Dual Rate 100

副翼、升降舵通道指数 Model->Dual Rate-EXP -40

副翼、升降舵通道指数 D/R&EXP->EXP +40%

尾桨感度值 GYRO SENS->RATE 0: 28%

1: 71%

参数项 位置

每种模式下的尾桨感度 Model-> Gyro Rate

In each condition and 

mode

值

35%

8FG

7.1 发射机设置

打开发射机，新建一个直升机模型，选择没有任何混控功能的倾斜盘模式（非CCPM模式，Futaba：

H1；JR：1 servo NORM）。设置所有通道的微调值（Trim）和内部菜单的微调值（Sub-trim）为零，确

保所有和倾斜盘、尾桨有关的混控功能处于关闭状态，螺距曲线先不要调整,保持为一条直线。

下面以DX7和8FG为例列丼相关的设置项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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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系统菜单和调试菜单设置

陀螺仪的设置模式分为2个菜单：系统菜单和调试菜单。

注意事项：

•进入设置模式后，不能进行飞行。

•菜单是循环的，全部菜单设置完成后会自动回到第一项。

•当每一项设置完成后必须按一下SET按钮才能保存设置的参数，并进入到下一项。

•在选择好舵机类型前，不要把舵机连接到陀螺仪上

•确认设置完成并保存了相应的参数后，需要断电重新启动陀螺仪才能回到正常工作模式。

7.2.1 系统菜单设置

•进入系统菜单

打开发射机，把陀螺仪和接收机连接好，通电后立刻打满副翼摇杆到任意一个方向保持不动，等

待几秒钟，直到红、黄、蓝三灯流动闪烁，把副翼摇杆回中，陀螺仪进入系统菜单，按一下陀螺仪上

的SET按钮进入第一项。

•切换菜单项和更改与保存参数

按一下陀螺仪上的SET按钮就能保存在上一项中设置的参数并进入到下一项，在每一项中左右移

动副翼摇杆可以更改参数值。

•设置模式中指示灯说明

红、黄、蓝三灯同时闪烁：切换到下一项，闪烁次数就是菜单项的序号。

若无法进入设置请检查发射机的副翼舵行程及Dual Rate设置是否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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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名称 参数值和状态描述

（左右移动副翼摇杆设置参数，*为出厂默认设置）

红、黄、蓝三灯同时闪烁次

数

陀 螺 仪安 装

方位设置

黄灯闪1次： 方位1*

黄灯闪2次： 方位2

黄灯闪3次： 方位3

1次

参数组选择 黄灯闪1次：参数组1被选择（F3C模式，初学者请选

择这个模式；如果直升机状态不是很好，或者尾舵机

速度不快，出现金鱼尾现象，也请选择这个模式）*

黄灯闪2次：参数组2被选择（3D模式）

2次

舵 机 类 型设

置

黄灯闪1次：所有舵机都是模拟舵机*

黄灯闪2次：尾舵机是1520us数字舵机

      倾斜盘舵机为1520us模拟舵机

黄灯闪3次：尾舵机是1520us数字舵机

      倾斜盘舵机为1520us数字舵机

黄灯闪4次：尾舵机是760us数字舵机

      倾斜盘舵机为1520us模拟舵机

黄灯闪5次：尾舵机是760us数字舵机

      倾斜盘舵机为1520us 数字舵机

黄灯闪6次：尾舵机是960us数字舵机

      倾斜盘舵机为1520us 数字舵机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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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盘 类 型 设

置

黄灯闪1次：机械混控倾斜盘

黄灯闪2次：120度CCPM*

黄灯闪3次：135度CCPM

黄灯闪4次：140度CCPM

黄灯闪5次：90度CCPM

4次

旋 转 优 化 方

向设置

黄灯闪1次：正向

蓝灯闪1次：反向*

移动副翼摇杆设置正确的方向。

进入菜单后，倾斜盘会倾斜一个角度，这时可以认为

倾斜盘就是一个指南针，它倾斜的方向就是它的指

向，拿起直升机绕主轴快速左右各旋转90度，分别

观察倾斜盘是否还是指向原来的方向，如果方向反了

，就把优化方向反向。

（这一项作为直升机设置的最后一项，要求菜单1和

菜单2全部设置完成才能设置此项）

5次

参 数 重 设 回

到默认值

当需要重设全部参数时，快速左右移动副翼舵摇杆

几次，直到蓝灯快闪，参数重设成功，此项功能会重

设菜单1和菜单2的所有参数

6次

7.3 调试菜单设置

•进入调试菜单

打开发射机，把陀螺仪和舵机、接收机连接好（先不要把舵机摇臂安装到舵机上），通电后立刻打

满方向舵摇杆到任意一个方向保持不动，等待几秒钟，直到红、黄、蓝三灯流动闪烁，把方向舵摇

杆回中，陀螺仪进入调试菜单，按一下陀螺仪上的SET按钮进入第一项。

若无法进入设置请检查发射机的方向舵行程及Dual Rate设置是否过小。

•切换菜单项和改变与保存参数

按一下陀螺仪上的SET按钮就能保存在上一项中设置的参数并进入到下一项，在每一项中左右移

动副翼摇杆可以更改参数序号，左右移动方向舵摇杆可以更改参数值。

•设置模式中指示灯说明

红、黄、蓝三灯同时闪烁：切换到下一项，闪烁次数就是菜单项的序号。在每个菜单项中红灯闪烁

的次数是当前项中参数的序号。在菜单1、3、4、6、7中参数值增加时黄灯快闪，参数值减小时蓝灯

快闪，每闪一下变化的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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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名称 参数值和状态描述红、黄、蓝三灯同时闪烁次数

陀螺仪3个轴

的感度值

移动副翼摇杆切换3个感度值，移动方向舵摇杆设

置相应的感度值的大小，调整范围为10～125。

红灯闪1次：尾桨感度（默认值F3C为70，3D为100） 

红灯闪2次：左右滚转感度（默认值F3C为40，3D为40）

红灯闪3次：前后俯仰感度（默认值F3C为40，3D为40）

1次

舵 机 方向 设

置

移动副翼摇杆切换4个通道，移动方向舵摇杆设置

相应通道的正反

黄灯闪1次：当前通道舵机正向

蓝灯闪1次：当前通道舵机反向

对CH1、CH2、CH3这3个倾斜盘舵机，只需要调整到

移动油门摇杆时倾斜盘能上下平移即可。

红灯闪1次：CH1通道舵机（默认值为 反）

红灯闪2次：CH2通道舵机（默认值为 正）

红灯闪3次：CH3通道舵机（默认值为 正）

红灯闪4次：CH4通道舵机（默认值为 反）

2次

舵 机微 调 设

置

移动副翼摇杆切换4个通道，左右打满方向舵摇杆调

整舵机臂的位置。调整CH1、CH2、CH3这3个倾斜盘

舵机时油门杆居中，调整舵机臂到水平(4个通道默

认值为0，调整范围为-125～125)

红灯闪1次：CH1通道舵机

红灯闪2次：CH2通道舵机

红灯闪3次：CH3通道舵机

红灯闪4次：CH4通道舵机

3次

舵 机行 程 设

置

移动副翼摇杆切换4个行程，舵机会自动移动到相

应的极限位置，移动方向舵摇杆设置这个行程

红灯闪1次：尾舵机a方向行程（默认值为 70）

红灯闪2次：尾舵机b方向行程（默认值为 70）

红灯闪3次：倾斜盘左右滚转行程（默认值为 80）

红灯闪4次：倾斜盘前后俯仰行程（默认值为 80）

4次

陀 螺 仪 反馈

方向设置

移动副翼摇杆切换3个方向，移动方向舵摇杆设置

相应方向的正反

黄灯闪1次：当前轴反馈正向

蓝灯闪1次：当前轴反馈反向

红灯闪1次：尾桨反馈方向（默认值为 正）

红灯闪2次：左右滚转反馈方向（默认值为 正）

红灯闪3次：前后俯仰反馈方向（默认值为 正）

注意在设置模式中不能检查方向是否正确，请在退

出设置模式后再次确认，一定要确保方向正确，以免

造成严重伤害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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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距行程设

置

移动方向舵摇杆设置螺距行程的大小，

(默认值为70，调整范围为-125～125,使用发射机中的

螺距行程设置功能也可以调整螺距的行程，效果和

此选项相同）

6次

螺距对尾桨

的补偿量设

置

当这个值不为0时，上下移动油门摇杆时尾变距滑块

会随着移动，移动方向舵摇杆调整补偿量的大小和

方向

(默认值为0，调整范围为-40～40)

7次

辊轴

推动方向

俯仰轴

•断开电调和电机的电线，分别移动副翼、升降舵、油门、方向舵摇杆，观察倾斜盘和尾变距滑块

的运动方向是否正确，如果反向可以调整发射机中的相应通道的正反。

•拿起直升机分别绕3个轴转动，检查陀螺仪反馈方向是否正确。

•进入陀螺仪的系统菜单，切换到第5项检查旋转优化方向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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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不受控的快速交替摆动 (追尾、金鱼尾)

尽可能减少机械虚位和松动：确保尾桨夹丌松动；确保球头和尾滑块丌过紧；确保尾连杆丌弯曲。

尝试逐步降低发射机上的感度设置，直至15%(JR:57%)。

在陀螺仪系统菜单中选择参数组1（F3C模式）。

直升机无规律的摆动。

尽可能减少直升机的震动：确保主轴、尾轴、横轴丌弯曲；确保旋翼已经过平衡；确保尾旋翼丌缺

损。

降低主桨转速

使用附带的滤震钢片和海绵胶安装。

直升机完全不受控的旋转，起飞直接侧翻或前后翻倒，

检查陀螺仪的系统菜单中的陀螺仪安装方向设置是否和实际安装情况一致 检查陀螺仪的3个轴

的反馈方向是否正确。 分别移动副翼、升降舵、油门、方向舵摇杆，观察倾斜盘和尾变距滑块的运

动方向是否正确，

直升机缓慢而持续的向一个方向转动，悬停时总是向一个方向运动。

重新初始化陀螺仪

直升机做快速连续自旋动作时非常不稳定。

进入陀螺仪的系统菜单，切换到第5项检查旋转优化方向是否正确。

关于陀螺仪初始化

陀螺仪通电启动后需要几秒种时间做初始化，初始化时，确保陀螺仪静止丌动，发射机摇杆没有

被触动，红、黄、蓝三灯同时闪烁，初始化结束后，尾舵机会左右各移动一次指示初始化结束，进入

飞行状态。 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重新初始化陀螺仪，快速拨动感度切换开关在锁尾和非锁尾

模式切换几次，就可以进入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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