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DARC 450X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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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翼和升降 重心

所需工具:螺丝刀,泡沫胶水,美工刀等工具

操作流程: 开控 > > > >飞机上电 电调和飞控自检 遥控器解锁 飞行

备注:一定要先开遥控器,然后再给飞机上电,且遥控器已经事先设置好失控保护,

说明书和视频教程请访问：WWW.LDARC.COM
分类   》 FPV飞翼   》 LDARC 450X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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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

翼  展 : 431mm
长  度 : 277mm
材  质 : EPP
螺旋桨 : 3.8*3E
电  池 : 7.4V 450mAh
电  压 : 只支持2S
飞  控 : FC01
电  调 : 6A BLheli
舵  机 : WK-P0025(2.5g)*2
电  机 : XT1105*5000KV
图  传 : 200mW 48CH(FPV版)
摄像头 : RunCam micro swift 3(FPV版)
遥控器：LDARC X6(RTF版)

飞机重量(无接收机和电池) :
  PNP : 70g
  FPV : 91g
  RTF : 70g
包装重量 :
  PNP: 600g
  FPV : 610g
  RTF : 1150g
包装尺寸 :
  PNP : 470*290*60mm
  FPV : 470*290*60mm
  RTF : 470*290*150mm

配置 :   □ PNP    □ FPV    □ RTF



飞控

飞行前检查:请在飞机上电自检完成后,
切换到手动模式,此时左,右副翼与翼根
必须在同一水平面;如果不一致,可通过
微调杆长度来调节.

解锁方式: CH5(锁定状态,红灯常亮;在自稳模式下解锁,LED为绿色常亮,在混合模式下解锁,LED为

               绿色闪烁,在手动模式下解锁,LED为蓝色常亮)

飞行模式: 1.自稳

                A:LED为绿色常亮.

                B:自动抛飞,根据风速大小,推动油门70%~100%(图1).

                C:马达旋转,手握飞机水平抛出(图2).

                D:飞机爬升到20米高度时定高飞行,此时自动抛飞完成.

                E:爬升过程中,操作副翼或升降,自动抛飞过程提前解除.

                F:自稳状态下,操控飞机最大倾斜角度40度(图3).

                备注:自稳模式下,不适合激烈飞行,速度变化过快会导致感度修正过高,飞机出现抖动.

                2.混合(LED为绿色闪烁;可以360度翻转;气压定高,当前高度保持.)

                3.手动(LED为蓝色常亮;纯手动操作,飞控不做任何干预.)

飞控自检:

    打开已经对好频的遥控器,确定5通道为锁定状态,飞机上电,保持飞机禁止不动,大约15秒,待飞控和飞机红色LED由快速闪烁变成红色常亮,

表示自检完成.备注:一定要完成自检后才可以飞行,否则容易炸机.

电调自检:打开已经对好频的遥控器,确定5通道为锁定状态,飞机上电,保持飞机禁止不动,大约5秒钟后,听到一长一短警报声后,表示电调自检完成.

接收机:使用S.BUS接收机,正确设置好失控保护,确保有足够的遥控距离.

失控保护:请根据遥控器和接收机说明书进行失控保护设置,确保失控时马达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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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气流影响,在气
压计上方贴上海绵

图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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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锁定
CH5
LED

解锁
1700-2200
取决于[飞行模式]

锁定
800-1699
红灯常亮

CH6
LED

飞行模式 自稳模式,定高起动
1700-2200
绿灯常亮

混合模式,定高起动
1300-1699
绿灯闪烁

手动模式,定高关闭
800-1299
蓝灯常亮



飞控功能:1.可校准传感器,飞机姿态较准(可通过飞行模式通道连续切换,速度不要太快,因为我们的遥控器开关是按钮).

              2.可校准中立点和摇杆行程(通过飞控上的按钮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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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前准备

遥控器设置

1.新建标准固定翼模型(AIRPLANE),机翼类型(1AIL),垂尾类型(NORMAL).

2.通道排序定义:①副翼(AIL);②升降(ELE);③油门(THR);④方向(RUD);⑤解锁/锁定(AUX);⑥飞行模式(MOD).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禁止安装桨叶)

1.油门信号处与高位上电,保持油门高位3秒(8次声响)(图1).

2.拉低油门,保持油门低位3秒(2次声响),油门行程校准

   完毕(图2).

飞机姿态矫正:

    上电20秒内,以大概1秒的频率切换遥控器飞行模式开关6次,飞控的

    绿色LED闪烁,6秒后记录当前飞机姿态为自稳状态的姿态(矫正前

    最好将飞机放置为一个机头约向上水平的一个姿态).

校准遥控器行程:

    上电20秒内按住飞控上按钮3秒,绿色LED闪烁,注意绿色LED

    闪烁为记录摇杆的中立位置.(在矫正前请先做好飞机微调等

    工作)注意:绿灯闪烁的时候摇杆不能动作,6秒后蓝色LED闪烁, 

    表示进入遥控器行程矫正、此时将摇杆上下左右到最大位置

    运动一次,后指示灯恢复正常指示,矫正结束.

注意:

    1.校准按钮只能在刚上电的20秒内按下有效,上电超过20秒后再按下无效. 

    2.中立点矫正前与矫正中、摇杆不能动.

    3.进入矫正必须是锁定开关为加锁状态才可以进入矫正.

PNP飞行准备工作:
1.将EPP配件粘贴好.

2.较准飞机姿态,遥控器中立点和行程较准(较准方法参照飞行前准备).

3.安装螺旋桨.

LED
按钮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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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锁定按钮 模式切换按钮

模式指示灯

遥控器电量指示灯

RTF版450X遥控器操作说明：

飞机锁定，机翼上指示灯为■常亮
遥控器上的模式指示灯

■常亮

遥控器上的模式指示灯

■常亮

遥控器上的模式指示灯

■慢闪

遥控器上的模式指示灯

■快闪

点击遥控器上的【解锁/锁定按钮】可以解锁飞机

飞机解锁，机翼上指示灯为■常亮，当前为【自稳模式】，定高启动

点击遥控器上的【解锁/锁定按钮】可以锁定飞机

点击遥控器上的【模式切换按钮】可以在【自稳模式】和【混合模式】之间切换

按住遥控器上的【模式切换按钮】3秒不放，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

飞机解锁，机翼上指示灯为■闪烁，当前为【混合模式】，定高启动

点击遥控器上的【解锁/锁定按钮】可以锁定飞机

点击遥控器上的【模式切换按钮】可以在【自稳模式】和【混合模式】之间切换

按住遥控器上的【模式切换按钮】3秒不放，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

飞机解锁，机翼上指示灯为■常亮，当前为【手动模式】，定高关闭

点击遥控器上的【解锁/锁定按钮】可以锁定飞机

点击遥控器上的【模式切换按钮】可以切换到【自稳模式】



-5-

正转桨*10PCS
(橙,白,透明)

配件1

*2PCS

KIT

*2PCS *4PCS

配件3配件2

*4PCS *4PCS *2PCS

配件4

*2PCS *2PCS

*2PCS *8PCS

橙色和黑色

包含2套KIT

*2PCS *2PCS *4PCS

配件5

*4PCS *2pairs

ST2.0*6*4PCS ST1.5*5*16PCS 隔热片*2对

*4PCS *16PCS *4PCS

KIT配置清单

贴纸*2PCS

M2*5*8PCS

配件6

*1PC *1PC

隔热片*2对

*2PCS *2PCS *1PC

M2*5*4PCS ST1.2*4*8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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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C *1PC 隔热片*2对*2PCS *2PCS *1PC

M2*5*4PCS ST1.2*4*8PCS

PNP

机身*1PC *2PCS 反转桨*10PCS
(橙,黑,透明)

M2*8*8PCS 电池*1PC 贴纸*1PCS

*1PC

FPV

机身*1PC *2PCS 反转桨*10PCS
(橙,黑,透明)

M2*8*8PCS 电池*1PC 贴纸*1PCS

*1PC *1PC

隔热片*2对

*2PCS *2PCS *1PC

M2*5*4PCS ST1.2*4*8PCS

RTF

机身*1PC *2PCS 反转桨*10PCS
(橙,黑,透明)

M2*8*8PCS 电池*1PC

贴纸*1PC

遥控器*1PC



1.将电机,电调,飞控和电源线焊接在一起,建议电源线和信号线剪至30mm.

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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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V安装步骤:

1.焊接好飞控和图传的连接线

2.用M2*3.5螺丝安装摄像头,将磁铁用胶水粘贴在头罩上

3.连接图传天线,粘贴EVA,然后固定好天线

4.安装图传,然后与摄像头飞控连接起来



3.用ST1.5*5螺丝安装LED,舵机,舵角,钢丝拉杆和灯罩.

2.用泡沫胶水将EPP,塑料配件,磁铁,加强筋粘贴好.

4.用ST1.5*5螺丝安装飞控,ST2.0*6安装电机座,电机,然后粘贴好EPP.

注意:安装电机时,需要在电机安装座内外两侧安装隔热片 ;
FPV版需要用A配件安装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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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