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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览 
Deviation 是一个运行在 T8SG,T8SGV2 或者 T8SGV2PLUS 上的固件。其主要目

的是为了支持更多协议的接收机，从而开发遥控器所有的潜能。Deviation 固件

的核心是基于 Turnigy/Flysky9x™遥控器的 Er9x 固件系统修改而来的。 

Deviation 还拥有 USB 文件管理功能，使其可以更方便的通过 PC 电脑管理

遥控器，并且不需要特别的升级/下载工具。 

Deviation 是可以完全配置的。所有的模型和遥控器设置都可以通过固件（或

用户）可读写的文本文件进行修改。你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是什么，并且通过遥

控器或文本编辑器修改这些设置。主界面的显示是可以根据需求自己修改的，你

可以将任何输入、开关、通道数据、计时器随意组合显示在主界面上，而且可以

分别对每个模型进行设置。 

Deviation 可以通过 DSC 线（PPM）或 USB 线（USBHID）连接飞行模拟器。 

Deviation 也支持教练和 FPV 设置。 

Deviation 可以存储多达 255 个不同的模型设置，并且通过特别的语法，使

其可以在各种支持 Deviation 固件的遥控器共享模型。 

Deviation 已经国际化，并且已经翻译成了英语、南非语、繁体中文、荷兰

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和简体中

文。新语言可以通过添加翻译文件进行安装。 

1.1. 免责声明 

Deviation 是一款实验固件。对该固件的质量和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或暗示。

如果操作不当，RC 模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如果决定使用 

Deviation 固件，你将对你的模型全权负责。任何使用 Deviation 固件导致的伤害

或损伤， 

Deviation 的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小心谨慎的使用。 

1.2. 法律地位和版权 

这个项目是一个免费软件:你可以在遵守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的 GNU 通用公

共许可协议、V3 版本的协议，或(任选)更新版本协议的前提下重新发布和/或修

改。你应该收到 Deviation 项目的 GNU 通用公共许可协议的副本。如果没有，

见 www.gnu.org/licenses。 

http://www.gnu.org/licenses
http://www.gnu.org/licenses


2 

Deviation 固件已经发布，希望它会造福大众，但它没有任何担保；甚至不

包括隐含的商业授权或者为一个特殊目的的适用性。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NU 通用公共许可协议。 

Deviation 项目托管在 www.deviationtx.com 上，源文件等可以在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 上找到。 

2. 安装 
Windows™用户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安装 Deviation 固件。 

1.使用 Deviation 上传工具（Deviation Uploader tool） 

2.使用 Walkera DfuSe USB Upgrade tool (仅限 Windows™用户) 

如果您没有 Windows™操作系统，选择第一种方法 "Deviation Uploader tool"。

这是一个由 Deviation 开发人员团队设计的 Java 应用程序，高效并简单，可适用

于任何遥控器和任何版本的 Deviation .工具升级需要两步，首先安装固件，然后

是文件库。Deviation 上传工具只需要一步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 使用 ZIP 压缩 

Deviation 固件文件作为源。 

准备部分介绍在开始安装固件之前你需要做的事情。然后, 根据你使用的工

具, 两个安装步骤将覆盖原始程序。这些步骤适用于版本升级或者不同版本和开

发者版本的安装。 

2.1. 准备 

首先, 确保你的遥控器在开始安装固件之前电池是充满电的。在 

http://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deviation-releases 中下载 

deviation-t8sgXX-x.y.z.zip 固件, 其中 XX 是遥控器的型号。 x.y.z 指的是 

Deviation 固件的版本号。注意: 不要使用从 STMicroelectronics 下载的 DfuSe 工

具！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固件升级工具：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0B6SupsT8-3_BYXNQM1dOUlRYcGM 

Deviation Uploader tool 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61-dfu-usb-tool 

http://www.deviationtx.com/
http://www.deviationtx.com/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
http://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deviation-releases
http://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deviation-release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0B6SupsT8-3_BYXNQM1dOUlRYcGM
http://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61-dfu-usb-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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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则需要安装相应的 USB 驱动程序。请参阅 

Windows 驱动程序安装部分。 

将下载好的工具解压缩并且安装。如果你使用的是 Deviation Uploader 

tool， 

则不需要解压下载好的固件。 

如果你要升级旧版本的 Deviation 固件，强烈建议你备份遥控器“Models” 

目录下的“tx.ini”和“hardware.ini”文件，以确保你不会丢失任何的模型或遥控

器配置。 

2.1.1. Windows 驱动程序安装 

Walkera DfuSe tool 和 Deviation Uploader tool 使用不同的驱动程序。两个都

可以通过 Deviation USBDrv Installer 安装，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61-dfu-usb-tool 

提取 Deviation USBDrv Installer，并运行“DFU USBDrv Installer-x.y.exe”。然 

后, 你可以卸载这两个驱动程序，或者安装 Deviation USB Driver，以便使用 

Deviation Uploader tool；或者安装 Walkera driver 以便 Walkera DfuSe tool。选择

要使用的 Dfu 工具，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 

2.2. 用 Walkera DfuSe 安装 DFU 

用 Walkera DfuSe tool 安装 Deviation 固件和升级 Walkera Devention 固件的

方式完全相同。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61-dfu-usb-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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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前下载的固件文件解压缩，遥控器通过线连接到 PC 电脑的 USB 接口，

按住“EXT”键，同时打开遥控器，进入编程模式。 

一些用户报告 Windows™ 和/或 USB 接口在运行这个工具时的兼容性问题。

如果 DfuSe 不识别你的遥控器，尝试移除所有的 USB 设备并重启你的电脑，确

保只有遥控器的 USB 连接电脑。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任何连接问题。 

如果你的遥控器已正确连接，Available DFU Devices 将会显示为 
““STM Device in DFU Mode””。否则这个区域显示空白。 

1.点击“…”(如上图标注 1位置)按钮并选择“deviation-t8sgXX-vx.y.z.dfu 文

件进行安装。 

2.点击“Upgrade”按钮安装固件。待进度条完成后关闭遥控器，按住“ENT”

键，同时打开遥控器。屏幕上应该显示一个 USB 标志。如果这是你首次安装 

Deviation，电脑会提示你格式化磁盘。格式化磁盘使用默认选项。接下来,通过 

USB 接口升级文件系统。 

2.3. 通过 USB接口升级文件系统 

打开从 zip 文件中提取的文件夹，将此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复制到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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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驱动器的根目录。文件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USB 和文件系统。类型为

“zip”，和“dfu”的文件不需要复制。 

 

如果你是从旧版本升级的，不需要升级“tx.ini”和“hardware.ini”文件或者

“models”文件夹。或者，将“models”文件夹中除了已经配置好的模型文件 

之外的模型复制到遥控器。最后一步将确保最后选择了新创建的模型。如果 

“tx.ini”文件覆盖，必须重复校准和设置重置。 

2.4. 通过 Deviation Uploader 安装 DFU 

Deviation Uploader 是一个 Java(jar)文件。运行程序之前，你需要从 

http://www.java.com/安装 Java。 

首先打开“Deviation Uploader”，将遥控器连接到电脑 USB 接口，按住

“EXT” 键的同时打开遥控器。 

如果一切正常，你应该看到“遥控器”的连接的类型改变。如果不改变，检查

系统信息，查看是否列出你的设备。如果显示有一个未知的设备在 Windows 

上,检查你的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并且试着拔掉其他所有 USB 设备。 

1.点击“…”按钮，选择你要安装的固件的 zip 文件。Deviation Uploader 不

需要解压 zip 文件。 

2.如果这是一个第一次安装，所有的“Replace”框，连同“Format”将预选。 

如果“Format”框尚未选中，请手动选择。 

3.点击“安装/升级”选项。安装将花费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要有耐心。在安

装完成后将弹出对话框通知你。安装完成。 

4.关掉你的遥控器。按住“ENT”键，同时打开遥控器。屏幕上应该显示一 

个 USB 标志。如果这是你首次安装 Deviation，电脑会提示你格式化磁盘。格式

化磁盘使用默认选项。 

http://www.java.com/
http://www.ja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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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过 Deviation Uploader 上传文件系统 

如果你遵循上述指导使用 Deviation Uploader tool 为你的 Devo 遥控器安装 

Deviation 固件 ZIP 文件，那么安装已完成,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安装了。另一方

面，如果你解压文件并单独安装了固件 dfu 文件，那么你必须继续从同一位置安

装 dfu 文件。用这种方式安装没有优势,但这是可以做到的。 

2.6. Deviation 5.0 

2016 年 4 月 30 日，期待已久的固件从 4.0.1 版本更新到了 5.0 版本，并在 

DeviationTx 网站发布。Deviation5.0 版本是当前最新的版本，它包括所有的补

丁、bug 修复、改进之前版本的协议。 

2.7. Nightly-builds Deviation 固件 

Nightly-builds Deviation 固件版本是在 Deviation5.0 版本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功

能的版本。你可以在社区里获得 Nightly-builds Deviation 固件，充分熟悉使用新功

能，然后可以通过论坛提交反馈和建议改进。作为用户，你要知道 Deviation 软

件系统通过一个社区支持，这个论坛的成员可以通过检查、验证或评论使用的功

能。Nightly-builds Deviation 固件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3-nightly-builds 

当有新功能添加到 Deviation 核心功能中时，这些固件将会发表，当重要的

错误被修正，当添加了对新硬件的支持。Nightly-builds 固件会进行简单的测试,但

不是严格的测试每一个版本。请阅读这篇文章！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5-news-announcements/1416-nightly-builds 

Deviation 的在线用户手册定期检查和更新使其包括最新的功能信息。此外，

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在 Deviation 社区更新这些用户指南，但这个文档可能不能完

全描述 Nightly-builds 固件的功能。任何 Deviation 用户可以更新或修改用户手

册，你可以通过 Deviation-manual Github 库问题修改器提交增加和变更，地址

为：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manual/issues,或直接编辑手册的源文

件。 

所以你应该选择安装 Deviation 5.0 版本还是安装 Nightly-builds 固件版本呢？

你自己的需求将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使用华科尔（Walkera）、地平线

（Spectrum）和富斯（Flysky）模型或者其他类似于伟力（WLToys）V2x2 四轴的

模型，Deviation5.0 版本就足够了。如果你有一些新型号的小四轴，或者如果你

想要添加额外的硬件或者额外的高频头模块，你应该考虑使用 Nightly-builds 固

件。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3-nightly-builds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5-news-announcements/1416-nightly-builds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manual/issues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manual/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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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想添加修改硬件，比如开关或传感器模块，你应该首先安装 

Deviation Nightly-builds 固件然后熟悉可用的功能。运行 Deviation 固件后，安装硬

件和修改一些设置来支持你的修改。这可以帮助你找出问题的来源，然后排除故

障。 

2.8. 测试版本 

测试版本仅供有经验的用户。Deviation 测试固件是由软件开发人员来测试新

功能或硬件选项，并要求更高层次的经验。这些构建有些也可能需要特定的遥控

器配置或硬件属性。 

一些测试固件要求你在安装之前安装最新的 Nightly-builds 固件。在你了解固

件详细信息和如何使用，并且知道你为什么要使用它之前，不要尝试安装测试固

件。 

一旦你安装了一个测试固件，写一篇帖子添加到适当的版块让开发人员知道

你在使用！这就是测试固件出现的原因，开发人员可以得到反馈，即便仅仅是固

件正常工作的消息。 

2.9. USB 和文件系统 

Deviation 在 USB 文件系统中包含所有的配置、位图和模型文件。按住

“ENT” 键，同时打开遥控器。可以很容易的进入 USB 文件系统。文件可以被

轻松地复制到遥控器或者在遥控器中复制出来。 

目录如下: 

\tx.ini 遥控器配置。包括调整设置，校准数据和使用的模型编号 

\hardware.ini 遥控器硬件设置，描述支持硬件的修改。数量 

\errors.txt 如果固件崩溃或重新启动，调试信息将存储在这个文件中 

\datalog.bin 遥测数据文件 

\media\config.ini 遥控器的颜色和字体设置文件 

\media\sound.ini 各种语音设置文件 

\media\*.bmp 当前遥控器的主题图像 

\media\*.fon 字体文件 

\models\default.ini 未完成的模型，加载模型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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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model*.ini 

每个模型的配置文件。由于固件限制，Deviation 不能创建

新文件。因此有必要为每个模型创建 modelxx.ini，无论它

目前是否正在使用。 

\modelico\*.bmp 

所有可用的模型图标(建议像素为 96 x96，但其他的大小

也可以)。模型图标必须保存为 16 位的 BMP 文件，

RGB565(不透明的)或 ARGB1555(透明)格式。 

\templates\*.ini 
配置文件加载时使用的预定义模板。这些都是几乎相同的

模型配置文件，但是他们不一定定义所有参数 

\language\lang*.* 
语言翻译文件。这些是 UTF - 8 文本文件包含英文字符和

各自翻译的字符。 

注意:Deviation 仅支持 8.3 格式的文件名。意思是文件名应该不大于

“xxxxxxxx.yyy” 

* * 

3. 报告 Bugs 

没有人是完美的。 

固件经过精心开发，并已由世界各地的许多用户成功测试。然而在某些情况

下，遥控器不能像你期望的那样工作。有时，这些问题可以被解决，但有时是一

个真正的 Bug。不要犹豫，去社区里提问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请

记住，固件可以在你的帮助下改进。 

如果你发现了 Deviation 的一个 Bug，请在这里提交：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issues 

你需要在“Deviation”论坛上注册帐户才能提交 Bug。你还可以使用该帐户

与 Deviation 社区进行通信，并在更新/修复 Bug 时你将会获得电子邮件提醒。 

请在你的报告上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 

⚫ 固件版本（你可以在遥控器的“关于本系统”页上找到此项） 

⚫ 你是自己编译，还是下载的 dfu 文件？ 

⚫ 遥控器型号（t8sg、t8sgv2、t8sgv2plus，...） 

⚫ 你试过在仿真器上重现这个问题吗？ 

⚫ 这很容易重现吗？如果可以，请提供分步说明 

⚫ 你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 如果你的遥控器可以重新启动，请提供遥控器文件系统中的 errors.txt 源文

件和 dfu 附带的“debug-t8sg？？？.zip.”文件 

你可以提供的详细信息越多，解决问题的速度就越快。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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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本手册的说明 

本手册中的图像通常会显示如下界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支持给定的

功能，或者屏幕显示可能稍有不同。 

5. 主页标准的主页布局如下图所示： 

 

模型名称：当前模型的名称。模型可以通过模型设置（Std &Adv GUI）配

置。 

电池电量：遥控器电池状态的数值表示。 

发射功率：这表示当前选定的发射功率。它可以通过模型设置（Std &Adv 

GUI）配置。 

模型图标：显示当前模型的图像。它可以通过模型设置（Std &Adv GUI）配 

置。 

微调：显示微调配置，可以显示多达 10 种不同的水平和垂直微调数据。 

其他显示：这些项目可以是包含摇杆、通道、回传或定时器数据的文本框； 

显示通道数据的条形图；或图标/切换显示特定状态（例如起落架，襟翼，...）。 

快速菜单：长按 UP/DN 按钮可以进入快速菜单。可以在主页面设置 (Std & 

Adv GUI) 中定义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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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通道输出显示为[-100、100]%。可以通过修改 model.ini 文件

中相应通道部分来调整这一数值： 

[channel1] 

display-scale=100 

display-format=%3d%% 

在显示之前，输出原始值的范围[-10000、10000]。显示的文本通过 sprintf(s, 

display_format, raw/display_scale)生成。 

如果省略显示比例，将使用默认值 100。 

如果省略显示格式，将使用默认值%3d%%。 

5.1. 安全系统 

 

Deviation 有安全系统，为了防止启动时处于危险状态(例如意外打开直升机

的主旋翼)。安全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开始传输模型之前，验证特定条件完成。默

认情况下，输出通道和油门摇杆必须最低。Deviation 固件不包括另外一种机制来

定义新的安全条件，然而，他们可以通过 model.ini 文件直接添加修改。安全信

息触发时，遥控器不会打开模型。这个消息可能会出现在最初打开遥控器时，或

者当切换到另一个模型时。一旦所有安全条件已经被满足或者当你按下“OK” 

按钮时，安全消息将自动消失。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对话框消失 Deviation 会开

始工作。 

安全值在“[safety]”的部分，默认时为： 

[safety] 

Auto=min 

“Auto”的值也可以是任何通道或者输入名字，例如“Ch1”，“Auto”会

识别你的油门通道。如果没有识别到，你会得到一个另一个警告，手动修改为 

“CH1”（DSMx 协议）或“CH3”（大部分其他协议）将解决这个问题。

“min” 值也可以修改为“max”或“0”，用于检测通道数值是否是最大值或

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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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 

遥控器菜单可以通过物理按钮操作，UP【上】，D(ow)N【下】，L(eft)【左】， 

R(ight)【右】，ENT(er)【进入】，EX(i)T【退出】。所有按钮和遥控器的标记都与本

手册中使用的描述相同。 

有几个 GUI 元素用于配置遥控器的设置按钮：可以选择按钮来切换设置或 

进入新菜单。 

按钮：可以选择按钮来切换设置或输入新菜单。 

选择框：用于选择多个值中的一个。 

有两种类型的选择框可用： 

1.由箭头和 3D 按钮组成的选择框可以作为选择框（用于选择值）和按钮（可以

具有按钮的各种功能）。 

2.仅包含箭头和空白的选择框，不充当按钮，仅用于选择值。 

请注意，在选择框可选或不可选的情况下，选择框可能会发生变化。 

主菜单通过在主界面按“ENT”按键来访问。 

 

6.1. 操作 

⚫ 在所有菜单页上，“UP”and“DN”用于移动到上一个/下一个项目。 

⚫ “R +”和“L-”按钮用于选择框，用来增加或减少所选值。在某些情况下，

长按按钮可以增大步长值用于更快地移动到所需的值。 

⚫ 对于按钮和可选选择框，按下“ENT”将选择按钮。 

⚫ 按“EXT”将退出当前选择的项目。长按“EXT”将退回主界面。 

7.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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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按下在遥控器右下角的“ENT”按钮，可访问 Deviation 固件的主菜单。 

主菜单包括以下四个选项：模型设置，遥控设置，USB 和关于本系统。 

所有与使用 Devention 遥控器有关的设置都可以从主菜单中访问。它们包括

模型选项、语言选择、显示选项、蜂鸣器、振动、摇杆模式、校准、USB 连接

以及版本信息。 

7.1. 模型设置 

模型设置是在 Deviation 固件内，你可以配置你正在飞行的飞机类型的地方。 

所有模型数据都在此菜单选择中进行管理和保存。菜单的详细信息请见模型设

置。 

7.2. 遥控设置 

遥控设置允许你选择遥控器特定的选项，以及监视通道输出&输入，监视回

传（如果可用）。菜单的详细信息请见遥控设置。 

7.3. USB 

 

可以通过从主菜单中选择“USB”来访问 USB 页面。USB 模式下可以切换 

USB 开关，以便在有 USB 接口的计算机上访问遥控器的文件系统。在这种模式

下， Deviation 的文件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大容量存储设备。这将允许您在 

Deviation 文件系统和 PC 电脑之间来回移动文件。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可以在此模

式下访问。 

注意: 使用 USB 功能时，不要在模型连接时进行，USB 开启时会中断信号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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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关于本系统 

 

可以通过从主菜单中选择“关于本系统”来查找 Deviation 版本号。 

8. 遥控设置 

8.1.遥控设置 

 

配置页定义了各种遥控器功能。它是从主菜单中进入，进入“遥控设置”下，

然后是“遥控设置”。请注意，本节中的所有屏幕截图都显示的是 Deviation 默

认设置。 

8.1.1. 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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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所有文本选择适当的语言。 

摇杆模式：选择模式 1-4。 

⚫ 模式 1 在欧洲是常见的。升降和方向舵在左边，油门和副翼在右边。 

⚫ 模式 2 在北美洲是普遍的。油门和方向舵在左边，升降和副翼在右边。 

⚫ 模式 3 升降和副翼在左边，油门和方向舵在右边  

⚫ 模式 4 油门和副翼在左边，升降和方向舵在右边 

 

摇杆/旋钮：校准所有摇杆和旋钮。 

要执行摇杆校准，请把光标移到校准选项并按 ENT 按钮。按照屏幕提示移

动摇杆，并按 ENT 按钮确认。 

8.1.2. 报警设置 

PwrOn alarm：选择遥控器未操作时通知的间隔。范围为 0-60 分钟，以 1 分钟

为增量。 

电量报警：设置电池报警电压。电压范围为 3.30V-12.00V, 以 0.01V 为增量。 

报警间隔：当电池电量不足时设置报警频率。警报间隔范围可以设置从 5 秒到 

1 分钟，以 5 秒为增量。它也可以被设置为 Off。 

音量：设置蜂鸣器音量。可用范围为 1-10；蜂鸣器也可以设置为“无”。 

振动：在报警时启用振动 。 

无电提示: 在断电时播放声音。 

8.1.3. LCD 设置 

背光：设置屏幕亮度。可以从 1 到 10 设置。也可以关闭。 

对比度：设置屏幕对比度。可以从 1 到 10 设置。也可以关闭。 

背光减弱时间：在屏幕变暗之前设置延迟。时间可以设置从 5 秒到 2 分钟，增

量为 5 秒。设置关闭时，遥控器将强制背光开启。 

背光减弱至：设置变暗时的屏幕亮度。可以从 1 到 10 设置。也以可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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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定时器设置 

预警时间：计时器到达零时开始报警。时间可以设置从 5 秒到 1 分钟，增量为 

5 秒，也可以关闭。 

预警间隔：计时器在定时器达到零之前发出报警的间隔。间隔可以设置从 1 到 

60 秒，也可以关闭。 

超时报警间隔：计时器超时后发出报警的频率。间隔可以设置从 1 到 60 秒，也

可以关闭。 

8.1.5. 双向回传设置 

温度：设置显示遥测温度的单位。可用的选项是摄氏和华氏。距离：回传距离的

的单位。可用的选项是米和英尺。 

8.2.通道监控 

 

通道监控界面允许用户查看遥控器输出的每个通道的值。没有设置的通道将

不会显示。显示的通道输出值是基于最小值/最大值以及缩放的值。 

例如：一个通道只从-60 到+60，那么摇杆位置显示的范围也只从-60 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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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摇杆输入 

 

摇杆输入界面显示了摇杆当前位置对应的值。显示的值是总范围的百分比，

比例从-100％到+ 100％。 

8.4.双向回传监控 

 

某些协议可以在使用期间将数据发送回遥控器。回传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温度读数，各种电压读数，电机或螺旋桨转速，以及 GPS 相关的信息。 

除了 DEVO 和 FrSky 之外，所有支持的协议都默认关闭遥测数据。请参见协

议部分，然后了解哪些协议支持回传，并确定哪些信息将可用。 

由于每个协议中可以返回的数据类型不同，请参阅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文档，

了解需要什么额外的硬件来收集这些数据。直到所有有效数据传输的值都将被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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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Range Test 拉距测试 

 

建议你在建立新模型的第一时间进行拉锯测试，以确保你能够在正常飞行

距离之内控制你的模型。在一些俱乐部，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你可以在拉锯

测试页面完成测试。 

一旦拉锯测试界面打开，按“ENT”按钮，开始拉锯测试。最大最小功率将

被显示。测试标准程序是，步行约 30 米的距离，并确保你仍然可以控制你的飞

机。然后，您可以按“ENT”按钮结束拉锯测试然后恢复发射功率。按下“EXT” 

按钮退出测试页面也将恢复发射功率。 

遥控范围通过发射功率变化的平方根减小。所以从 100MW 到 100uW 代表

大约 1000 功率的变化，或者一个因素使范围缩小超过 30。因此 30 米拉锯测试

正常将表明你应该能够控制模型距离大于 900 米。 

用于当前模型的已安装的 RF模块必须具有 PA。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或者为

模型选择的功率电平已经在最小值，那么将显示一个到该效果的消息。 

9. 模型设置 

模型设置界面可以选择，编辑模型配置，警报，日志记录和屏幕配置。你可

按 ENT 键进入“主菜单”，然后再进入“模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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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在 混控菜单 ，模型设置（Std & Adv GUI）的选择 ，模型设置菜单的

操作将完全不同。 

高级模式中“混控”页面（混控（Adv GUI））提供了所有的标准模式（及以

上）的功能。 

 

注：高级模式混控 GUI 是所有新模型的默认设置。 

9.1.模型设置（Std＆Adv GUI） 

 

该模型页面提供了多个可供修改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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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文件：文件选择框，可以加载一个新的模型，复制现有的模型到新的位置，

恢复当前模式为默认（所有配置丢失），和加载模板（见预定义模型模板）。注

意，更改模型可能会导致安全消息显示（见安全系统）。 

混控 GUI：确认图形用户界面（GUI），以用于该模型。Deviation 默认“高级模

式”GUI。“标准模式”GUI 仅可用直升机模型，更接近于原版 GUI。 

标准模式 GUI 是专为有副翼的直升机设计的。它包含那些其他飞机不需要

的特殊功能，并可能缺少适合控制其他飞机所需的功能。一个无副翼直升机可能

不适合使用标准模式 GUI，它并不需要这些特殊的功能，而且可能需要这些缺少

的功能。我们强烈建议除带副翼的直升机之外的所有的飞机使用高级模式。 

注意：如果你从高级模式切换到标准模式，所有数据都可能丢失。如果你从标准

模式切换到高级模式，你的数据将被保留。 

 

模型命名：设定模型的名称。使用左，右，上，下键然后使用 ENT 键选择每个

字符。 

 

图标：选择模型的图标。可以安装额外的模型图标（见 USB 和文件系统）。 

 

模型类型：设置机种，可供选择的有，直升机，固定翼和多轴。直升机模型可以

通过点击模型类型进入额外的配置页。对于十字盘模式的选项请见十字盘配置。 

如果模型类型从直升机切换到其他，这将自动更改为高级混控模式 GUI，因

为标准模式 GUI 只支持直升机。 

发射功率：设定遥控器输出功率（如果可以用）。可用选项为 100μW，

300μW，1mW，3mW，10mW，30mW，100mW，150mW。 

PPM In: 教练口信号输入，可以用来连接 头追之类硬件的 PPM 信号输入，也可以接入教

练主机（教练遥控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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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 和通道 用于教练模式设置，（具体设置方法可以在 11.1 设置教练模式中找到）

Extend 模式用于 FPV 或外部输入（比如头追） 

协议: 设置接收机的协议类型，具体可以参照说明书协议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协议有一些其他选项，拥有选项的协议会出现选择框。详

见协议查找更具体的解释。请注意，协议变化时将禁用当前活动的协议，并会影

响任何连接模型。要想使用选择的新协议，点击下面的的对频/初始化按钮。 

 

对频/初始化：通过对频和固定 ID 的设置，遥控器可以在开机时自动与模型对

频，或者可能需要手动对频一次。详见协议查找更具体的解释。如果协议不支持

对频，该按钮将显示“初始化”，这样不需要重启遥控器就可以切换协议。 

 

固定 ID：固定 ID 设置一个唯一的代码，以确保遥控器将对频到特定模型。这是

很有用的，以确保遥控器不会意外对频到错误的模型。 

通道数：设置传输的通道数量（最大通道数取决于所选择的协议）。 

9.1.1. 内置模板 

 

Deviation 固件支持用户自定义预定义模型模板。通过从模型设置页面选择文

件选择框内的“模板...”。 

其他模板可通过 USB 添加到“\template”目录下。模板不能完全取代你的现

有模型, 而只是一部分. 当前支持的模板会改变混控和微调定义，但不会影响显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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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混控（Adv GUI） 

 

“高级模式” GUI 包含 Deviation 固件的全部功能，但它不同于任何商业遥

控器的设置。Deviation 还为喜欢它的人提供了更传统的设置界面（请参阅标准

菜单项）。使用高级菜单，每个输出通道由一系列一个或多个混控器组成，每个

混控器由单个输入，一个激活开关以及一个修改混控器输出的功能/曲线组成。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但它需要学习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建立模型。为了帮助

快速设置，有几个预定义的配置可用（请参阅预定义模型模板），但要学习修改

和配置模型，请仔细阅读整个部分。 

混控页面控制如何把输入（摇杆/开关）分配给输出通道。混控页面从主菜

单进入。 

可用的通道数量取决于模型设置（标准和高级菜单）部分中选择的通道数

量。此外，还有 10 个虚拟通道可用作复杂设置的中间步骤。 

9.2.1. 通道重新排序 

 

通道重新排序页面允许在通道之间移动混控器定义以及复制频道配置。 请注意，

显示的值是初始通道分配。 无论何时加载页面，通道将按顺序排列，表示当前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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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通道设置 

 
通道设置提供了设置最终的通道输出的功能。例如可以在这里设置通道反向

和失控保护安全值。此外，还包括设置舵量，比例，微调，以及一个安全开关

（其可以用来确保模型开始工作时电机不会自己旋转）。 

该页面更改通道输出将立即生效。按“ 回滚修改 ”将把值恢复到上次保存

的状态。 

反向：反转电机旋转方向 

失控保护：设置遥控器失去信号时接收器应使用的值。它的范围是-125 和 125 

之间或者关闭。并非所有的接收器支持此功能。 

熄火开关：设置一个开关，当打开时将覆盖所有混控，使通道强制输出“熄火

值”。 

熄火值：如果设置了了熄火开关，熄火值才可以设定。熄火值的可调范围是-150 

到 150 之间的任意值。 

最小舵量/最大舵量：这些值定义遥控器发送到接收器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在所

有比例，微调和混控后应用）。如果最终的值在最小/最大范围之外，它将被设置

为最小或最大值。默认值最小舵量是-150，最大舵量是+150。最小舵量的设置范

围是-250 到 0，最大舵量的范围是 0 到 250。 

比例-/比例+：这些值定义了通道的行程。允许的范围是 1 和 250 之间。 

微调：调整舵机中位。可用范围从-50.0 到+50.0，以 0.1 为增量。 

舵机速率：调整最大的舵机速度，设置为 0 时被禁用（最快速度），范围在 1（最慢）- 

250（最快）之间，舵机速度定义为 100毫秒每度（假设舵机为 120 度）。例：60 的值

将给出每 100 毫秒 60 度的速度，这相当于从中位到最大需要 100 毫秒。大多

数舵机额定速度为 60 度/ 100 毫秒，这样的话，设置速度> 60 将对大多数舵

机没有任何影响。设置值为 30 应大约比普通舵机慢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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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虚拟通道设置 

 

如果在虚拟通道按 ENT 键会显示键盘屏幕，你可以编辑默认名称。你可以

使用 L/R/UP/DN 键移动光标，然后按“ENT”键进行选择。 

9.2.4. 一段式混控 

 

一段式混控类型是设置通道最简单的方式。它允许定义一个主输入端（摇

杆，开关，或其它通道），以及应用曲线或函数来输入。结果也可以缩放或具有

备用的零偏移量。 您不能使用切换键或开关来激活或取消激活此设置 

长按“ENT”将更新当前的混控设置，以便在遥控器上进行测试。 

输入：混控输入源。 

曲线: 该函数应用于输入以生成输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可用曲线部分。 

根据曲线类型，按下曲线可能会显示曲线编辑器（请参阅曲线编辑）。 

比例：在曲线之后应用的乘法标量，用于控制输出范围。 

偏移：在比例修改之后添加的附加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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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三段式混控 

 

为开关 1或者开关 2设置一个值，当开关在相应挡位时激活相应部分。每个

部分可以设置一个 “关联”曲线（曲线和“普通飞行”曲线是一样的），在这种

情况下，仅比例可以被修改，或者可以具有独立的曲线定义。通过开关的“中

位”或“低位”控制关联和独立曲线之间切换。 

长按“ENT”将更新当前的混控设置，以便在遥控器上进行测试。 

输入：混控输入源。 

曲线：该函数应用于输入以生成输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可用曲线部分。 

根据曲线类型，按下曲线可能会显示曲线编辑器（请参阅曲线编辑）。 

开关 1 or开关 2: 指定一个开关用来启用设置。 

比例：在曲线之后应用的乘法标量，用于控制输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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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多段式混控 

 

多段式混控类型拥有混控系统的全部功能。对于给定的通道，可以使用任意

数量的混控器来影响最终效果。根据指定的开关是否启用来控制每个混控器，并

且可以替换，添加或乘以该通道之前的混控器。使用该系统应该可以将输出通道

定义为任意数量输入的组合。 

长按“ENT”将更新当前的混控设置，以便在遥控器上进行测试。多段式混

控页面有如下选择： 

混控：指定当前通道的混控器数量。如果增加数量，则在最后一个现有页面之后

添加新的混控器。 

模式 1-N：指定需要编辑的混控器页面。按下 ENT键可以进入到排序页面。 

开关：指定一个开关来启用或者关闭混控。 

作用：定义当前的混控器如何应用于此通道先前定义的混控器。选项包括： 

⚫ 替换：如果启用这个混控器，所有之前的混控都会被忽略。 

⚫ 附加：将此混控器的值添加到之前的混控器。 

⚫ 叠加：将该混控器的值与之前的混控器的值相乘。请注意，这些值是百分

比，所以乘以 50 实际上是乘以 0.5。 

⚫ 最大：输出当前混控器和之前混控器比较最大的一个值。 

⚫ 最小：输出当前混控器和之前混控器比较最小的一个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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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ay：当与固定曲线一起使用时，延迟该混控器的输出。100的缩放表

示 5 秒延迟。 可以通过使用比例或偏移来改变。 

输入：指定当前混控器的输入源。 

曲线：该函数用于输入以生成输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可用曲线部分。 根据

曲线类型, 按 ENT 键可能会显示曲线编辑器（请参阅曲线编辑）。 

比例：在曲线之后应用的乘法标量，用于控制输出范围。 

注意，尽管比例值限制为 100％，如果设置补偿或者微调值是非零的偏移量，

则混控器可能会提供大于 100%的值。 

偏移：在比例修改之后添加的附加偏移。 

微调：微调选择的输入源应用到当前混控器。 

混控器可以具有如下形式： 

M(x) = if(Switch) { Src * Curve * Scale + Offset} else {0} + Trim 

M(x) = 如果(开关) { 输入* 曲线 * 比例 + 偏移} 否则 {0} + 微调 

给定输出通道的混控器组合由作用类型定义： 

对于“替换”作用： 

Cx = if(Switchn) {Mn} else if (Switchn-1) {Mn-1} … else if (Switch0) {M0} 

Cx = 如果(开关 n) {Mn} 否则如果 (开关 n-1) {Mn-1} ...否则如果 (开关 0) {M0} 

对于“叠加”作用： 

Cx = if(Switchn) {Mn} else {1} * if (Switchn-1) {Mn-1} else {1} * … * if (Switch0) {M0} 

else {1} 

Cx = 如果(开关 n) {Mn} 否则 {1} * if (开关 n-1) {Mn-1} 否则 {1} * ... * 如果 (开

关 0) {M0} 否则 {1} 

 

对于“附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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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 = if(Switchn) {Mn} else {0} + if (Switchn-1) {Mn-1} else {0} + … + if (Switch0) {M0} 

else {0} 

Cx = 如果(开关 n) {Mn} 否则 {0} +如果 (开关 n-1) {Mn-1} 否则 {0} + ... + 如果 (开关

0) {M0} 否则 {0} 

对于“最大”作用 

Cx = MAX(if(Switchn) {Mn} else {0}, if (Switchn-1) {Mn-1} else {0}, …, if (Switch0) {M0} 

else {0}) 

Cx = 最大(如果 (开关 n) {Mn} 否则 {0},如果 (开关 n-1) {Mn-1}否则 {0}, ...,如果 (开

关 0) {M0} 否则 {0}) 

对于“最小”作用： 

Cx = MIN(if(Switchn) {Mn} else {0}, if (Switchn-1) {Mn-1} else {0}, …, if 

(Switch0) {M0} else {0}) 

Cx = 最小(如果(开关 n) {Mn} 否则 {0}, 如果 (开关 n-1) {Mn-1}否则{0}, ...,如果 (开

关 0) {M0} 否则 {0}) 

9.2.7. CCPM 

 

CCPM1，CCPM2，CCPM3：直升机十字盘混控的 3 个输出。这些将代表 3 

个舵机连接到直升机十字盘上（见十字盘设置）。 

9.2.8. 混控重新排序 

 

选择相应的混控，并使用上/下按钮来移动所选择的混控的顺序。需要注意

的是混控名称代表的是打开重新排序对话框时它的位置。如果对话框关闭并重新

打开，所有混控将被示为按顺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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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排序页面可以添加新的混控或删除现有的，分别使用“+”和“-”按

钮操作。混控也可以通过使用“复制到”功能复制到现有的混控（在这个过程

中将会覆盖它）。 

9.2.9. 可用曲线 

支持以下曲线功能： 

⚫ 45 度曲线：输出等于输入（不可编辑）。 

⚫ 固定：无论输入如何，输出都是常量 (偏移量可编辑)。 

⚫ 最低/最高：如果输入小于指定值，则输出为-100，否则为 100。 

⚫ 零/最大：如果输入小于指定值，则输出为 0，否则为 100。 

⚫ >0：输出大于指定值时匹配输入，否则为 0。 

⚫ <0：输出在小于指定值时匹配输入，否则为 0。 

⚫ 绝对值：输出是输入的绝对值（编辑指定的值将改变绝对值的应用方式） 

⚫ 指数曲线 0：将输入的指数曲线应用于非线性响应（参见曲线编辑）。 

⚫ 死区：输出将不会响应接近零的输入值（参见曲线编辑）。 

⚫ 多点曲线：曲线是基于 3，5，7，9，11 或 13 个用户定义的点（参见曲线

编辑）。 

任何上述曲线中的偏移默认值为 0（零）。如果你改变了曲线的一个输入，

偏移可能被转移到新的曲线。 

上述曲线中任何偏移的默认值都为 0。 

9.2.10. 曲线编辑 

可以选中需要编辑的曲线并且按 ENT 键来打开曲线编辑页面。 45 度曲线和

固定曲线类型可能不会被编辑，如果其中一条曲线当前处于启用状态，曲线编辑

页面则不可选。 

曲线编辑器页面将根据选择的曲线而有所不同。 无法从曲线编辑器中更改

曲线类型（除非选择了多点曲线）。 

 

对于最低/最高，零/最大，> 0，< 0，和绝对值，控件允许沿 X轴设置转换

点。值“0”将围绕 y轴对称，正值或负值将相应地移动中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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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数曲线, 控件允许独立配置曲线的形状以获得大于或小于零的值。 

 

对于死区曲线, 控制器允许独立配置死区宽度的值大于或小于零。 

 

对于多点曲线, 每个点可以单独设置。点通过选择点号然后选择一个

值来设置。允许的最小点数是 3，最大点数是 13。启用“Smooth 将应

用平滑功能，而不是通过直线连接点。” 

9.3.定时器（Std＆Adv GUI） 

 

定时器页面可以定义多达 4 个可用的定时器。定时器可以计时或倒计时，

可以从主屏幕手动启用或通过输入触发器（摇杆或者开关）启用。 

可用的计时器有秒表，stopwatch-proportional，倒计时，countdown-

proportional，持续计时。 

定时器也可以选择配置为通过备用开关重置（仅在使用高级菜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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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比列定时器都需要一个介于 0和 100 之间的输入才能正常工作。如果

使用这些定时器作油门虚拟混控必须使用输入-100 至 100 的值转换成 0 到 

100。 

 

“permanent”定时器类似于里程表，并且它们的值保存在 model.ini 文件

里。在开启遥控器时，他们将保持以前的值。您可以使用“设置为”按钮来

设置计时器，并通过按“重置”按钮进行重置。 

9.4.双向回传设置（Std＆Adv GUI） 

 

双向回传设置页面允许在特定的回传事件发生时指定报警。 

⚫ 双向回传设置：指定用于报警控制的回传输入。 可用的值取决于通信协议。

⚫ Equality：可以是“>”或“<=”设置目标之上或之下的值是否导致报警。按

下 ENT键将播放一次报警声。 

⚫ 目标：报警的目标值。另外，按下 ENT 键 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延迟(0-9秒

之间)，在触发报警之前必须持续达到目标值。 

9.5.微调和虚拟输入（Std＆Adv GUI） 

 

微调页面允许指定微调输入和微调幅度，以及配置按钮以用作虚拟输入。

（见使用微调作一个虚拟开关）。它通过主菜单的“模型设置”里的“微调”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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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被设置为输入摇杆，然后微调可以用作混控的一部分，并且作

为一个典型的微调操作。如果“输入”被设置为通道或虚拟通道输出，则该值直

接应用于通道输出。在这种情况下，所选择的“微调+”和“微调 - ”按钮可以

作为虚拟摇杆以控制输出通道。 

 

微调幅度定义了微调输入的灵敏度。微调幅度最大数是+/- 100。步长为 0.1

时，伺服系统可以进行完整的+/-10%的调整。 

微调幅度可以在主屏幕上修改。如果你还必须更改来源，需要通过按下相应的输

入按钮来访问对话框。 在这里你也可以添加一个开关到微调。 如果开关被添加

到微调，那么它将在每个开关位置具有不同的微调值。 

 

9.6.数据记录 Datalog（Std＆Adv GUI） 

数据记录功能可存储历史的输入或输出位置，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回传信息。

这可以用于检查和重现飞行，以及在之后输出可视化回传信息。日志是持续记录

的，Deviation 默认情况下会继续写入到以前的日志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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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tes left：表示内存满之前有多少字节日志可以写入。 

⚫ Enable: 启用日志记录 

⚫ 重置：重置当前记录。 

⚫ Rate：多久写入一次信息到日志文件。 

⚫ Select：快速设置或重置记录数值。 

⚫ Controls：“Select”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控件的列表。它们包括定时器，输

入，输出，和虚拟通道，和双向回传。项目记录越多，日志填满的速度越

快。 

记录的更多信息默认状态下，日志仅可以占用 16kB 空间的数据。可以通过更改

来增加要存储的数据量，需要通过遥控器上的 datalog.bin 文件设置。Deviation 

不能增加该文件的大小，所以它的大小表示可以存储的最大数据。 

注：只有高级模式才有此功能。目前还没有提供给日志分析软件，并且它们不能

在遥控器内显示。请在 www.deviationtx.com 的下载界面查找转换工具。 

http://www.deviationtx.com/
http://www.deviationt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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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主页面设置 (Std＆Adv GUI) 

 

主页面设置页面是用来配置主页面显示的。此页面允许定义哪些元素显示在

主页上。 

下列为可显示的类型： 

⚫ Box：显示数值。值可以是定时器，通道数值，摇杆输入，等等。有两种类

型的 Box：大和小。唯一的区别是框的大小及其中的文本。 

⚫ Trimbar：显示微调值。这些通常是通过微调开关控制，并且显示当前微调位

置是什么。有两种类型的微调。V-微调显示垂直微调，H-微调显示水平微

调。 

将所有微调插入后显示数字。 

⚫ Model（Icon）：显示与所选择的模型的图标。 

⚫ Battery：显示电池电压。 

⚫ TxPower：显示实际发射功率。 

⚫ Bargraph：显示一个条。条是通道输出的值。 

⚫ Toggle：显示拨动开关状态的图标。开关位置的不同状态可以定义 1，2 或 3 

个图标，用来显示切换。两段开关最多可以有 2 个图标。三段开关最多可以

有 3 个图标。 

⚫ 快捷菜单：快速菜单定义可通过长按 UP / DN 到达快速访问页面。 



34 

9.7.1. 设置项目位置 

 

长按 ENT 键从模型设置页切换到项目设置界面。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使用 UP 

/ DN 按钮来选择。再次按下 ENT 将允许移动选定项目的位置。UP / 

DN / L / R 按钮将所选择的项目在屏幕上移动。按 EXT 退出移动模式，再次按将

回到主界面的配置菜单。 

9.7.2. 创建项目 

从左选择框选择项目类型，然后按“ Add ”来创建项目。这将把相关的对

象类型与类型“无”（如适用）添加到相关部分的菜单中。然后将光标移动到新

创建的项目，然后根据需要设置。 

9.7.3. 读取设置 

 

你可以“读取”备用模板，改变主页面布局。 

如果选择“Default”，主页将被设置为标准布局，见主页面。 

选择“Empty”将清除所有项目。你可以从头开始设置。 

如果你想使用其他模型中的布局，选择你希望使用的模型布局。项目位置

（参见设置项目位置）被设置为你选择的现有模板或模型。根据模板设置的模

型，文件列表内有标识（M）。 

此外，这些模板可以在仿真器中创建或从论坛下载或者甚至可以手工编辑 

modelxx.ini 文件进行设置。 

9.7.4. 设置项目 

⚫ Box：通过选择框选择计时器，双向回传，通道，或输入 

⚫ Trimbar：通过选择框选择微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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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Icon）：不能设置 

⚫ Battery：不能设置。 

⚫ TxPower：不能设置。 

⚫ Bargraph：通过选择框选择一个通道 

⚫ Toggle：通过选择框选择一个通道或输入，按下相关的“toggle”选择按钮 

⚫ 快捷菜单：选择四个快捷菜单的显示界面 

你可以删除除了快捷菜单外的任何项目，通过选择“删除”选项，然后按下 

“ENT”按钮。 

9.7.5. 选择 Toggle 图标 

 

在一个 Toggle 项目上按下“Toggle”按钮可以选择相关的图标。通道，摇

杆，和两段开关可以有 2 个图标。三段开关（如果有的话）可以有 3 个图标。2

（或 3）个图标的每一个都可以被设置为空，表示此状态没有图标。Deviation 固

件提供了几个预定义的图标选择。 

9.8.标准模式 GUI 菜单项 

 

标准模式 GUI 是高级模式 GUI 的替代。其在“混控 GUI”界面设定选择，

见模型设置（Std＆Adv GUI）。标准模式 GUI 仅适用于直升机类型模型。标准模

式 GUI 的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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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设置：模型配置页（见模型设置（Std＆Adv GUI）） 
2.反向：舵机反向 
3.舵量/曲线：双速率设置 
4.微调：舵机辅助微调 
5.舵机行程：舵机行程调整 
6.油门曲线：油门曲线设置 
7.螺距曲线：螺距曲线设置 
8.油门熄火：油门熄火设置 
9.锁尾感度：陀螺仪感度设置 
10.斜盘设置：十字盘设置 
11.失控保护：失控保护配置 
12.开关分配：开关分配控制 
13.定时器：定时器配置（见定时器（Std＆Adv GUI）） 
14.双向回传设置：配置双向回传报警（见双向回传设置（Std＆Adv GUI）） 
15.Datalog：配置双向回传日志记录（见数据记录（Std＆Adv GUI）） 
16.定制主页面：配置主页面显示（见主页面设置（Std＆Adv GUI）） 

9.8.1. 反向 

 

舵机反向页面允许快速设定每个通道在正常或反向模式下工作。这些设置相当

于使用高级模式 GUI 时混控菜单的通道配置子页面上的“反向”设置（见通道

配置. 

9.8.2. 舵量/曲线 

 

舵量/曲线页面是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通道曲线的配置。每个通道可以分

为三段，以及每个可以选择一个线性放大或指数曲线。设置的数值取决于开关分

配页面上的双速率功能开关（见开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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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微调 

 

微调页面允许设置舵机针对每个通道的零点。这相当于高级模式 GUI 混控菜

单的通道设置子页面上的“微调”设置（见通道设置）。可接受值的范围从-50 到

+50，增量为 0.1。 

9.8.4. 舵机行程 

 

舵机行程调整页面设置每个舵机的最大正/负行程。这相当于高级模式 GUI 

混控菜单的通道设置子页面上的“比例+”“比例-”设置（见通道设置）。可接受

的“比例-”值从-175 到-1，“比例+”值的范围从+1 到+175。默认值分别为-100 

至 

+100。 

9.8.5. 十字盘设置 

在十字盘设置页面设置十字盘类型。关于十字盘类型的更多信息可以在十字

盘混控中找到。此页面上的设置等同于模型设置页（请参阅模型设置（Std＆Adv 

GUI） ），下面提供两个设置页面。 

 

可用的十字盘模式为： 

⚫ 无/ 1 舵机：用于 FBL。混控在接收器工作 

⚫ 120 / 3 舵机 120：120 度十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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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X / 3 舵机 120X：120 度十字盘（交替配置） 

⚫ 140 / 3 舵机 140：140 度十字盘 

⚫ 90/3 舵机 90：90 度十字盘 

升降螺距，副翼螺距，和 PIT Mix 是混控完成之前，添加到输入摇杆的比例

因素。这些可以被用于调整不同的连结长度或不同的舵机摆动。允许的范围为 -

100 至 100，默认 60。注意，这些值设置过大可能会导致过多的舵机摆动，使摇

杆控制模型反应迟钝。 

9.8.6. 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页面允许油门通道设置一个分段线性曲线。每个飞行模式可以选择

不同的曲线。每个点的值可以用周围的点插入。 

9.8.7. 螺距曲线 

 

螺距曲线允许俯仰通道设置一个分段线性曲线。不同的曲线可以被选择不同

的飞行模式以及用于油门熄火。每个点的值可以用周围的点插入。 

9.8.8. 锁尾感度 

 

锁尾感度页面设置 3 个陀螺仪的灵敏度值以及哪个通道用于发送陀螺仪值。 

可接受值的数值范围从 0 到 100％。 

9.8.9. 开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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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分配页面设置开关切换标准模式 GUI 的每个功能。相同的开关可以分配

多种功能。 

9.8.10. 油门熄火 

 

油门熄火页用来启用/禁用油门熄火功能。当油门熄火开关设置时，指定

“油门熄火值”。油门熄火值可以从-200 到 200。 

9.8.11. 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页面用于设置每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值（如果该协议支持此功能） 

10. 协议 

每个协议的描述见下文。遥控器上的显示中，星号是指 Deviation 固件没有

检测到所需的模块（未安装，或者 hardware.ini 文件不正确，或模块通信有其他

的问题）更多信息可在模块安装指南中找到： 

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hardware_modifications 

10.1. 协议：DEVO 

DEVO 协议用于支持华科尔 DEVO 接收机/模型。该协议支持多达 12 个通道。 

DEVO 协议支持自动对频和手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设置为“无”时，遥控器每次

开机时将尝试与接收机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一个值，当需要配对接

收机时必须通过使用“对频”按钮，手动对频一次。需要注意的是固定 ID 是对

频过程必须的操作。两个遥控器使用相同的 ID 无法控制相同的模型。 

 

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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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 协议还支持启用/禁用双向回传。选择框为 DEVO 时按下 ENT键，访问

此选项。 

以下功能 Devo 遥控器是可用的。请注意，并非所有型号/接收机会传回所有

信息，而且有些信息需要添加额外的模块来实现。 

 

⚫ 温度 1/2/3/4：温度读数，这些可以是电池、电机、或环境值 

⚫ 电压 1/2/3：接收机电池和外部电池电压读数 

⚫ 转数 1/2：电机/螺旋桨转数值 

⚫ GPS 数据：GPS 模块当前位置，速度和高度 

10.2. 协议：WK2801 

WK2801 协议用于控制较老款华科尔。以前华科尔模型分成 3 种相似但不完

全相同的协议：WK2801，WK2601，WK2401。这大致对应于所支持的通道数，但

许多新的 6 通道接收机实际上支持 WK2801 协议。建议与老款华科尔接收机 

WK2601 或 WK2401 对频之前，先尝试 WK2801 协议，因为 WK2801 是一个更好

的协议。WK2801 协议支持最多 8 个通道，并且可以自动对频和手动对频。如果

固定 ID 设置为“无”时，遥控器每次开机时将尝试与接收机自动对频。如果固

定 ID 被设置为一个值，需要配对的接收机必须通过使用“对频”按钮，手动对

频一次。 

10.3. 协议：WK2601 

WK2601 协议用于控制较老款华科尔。以前华科尔模型分成 3 种相似但不完

全相同的协议：WK2801，WK2601，WK2401。这大致对应于所支持的通道数，但

许多新的 6 通道接收机实际上支持 WK2801 协议。建议与老款华科尔接收机 

WK2601 或 WK2401 对频之前，先尝试 WK2801 协议，因为 WK2801 是一个更好

的协议。WK2601 协议支持多达 7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固定 ID 可以

使用，但通电期间不能使用自动对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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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2601 协议还支持其他选项。选择框为 WK2601 时按下 ENT键，访问

此选项： 

通道模式：设置通道如何运行： 

⚫ 5 + 1：AIL，ELE，THR，RUD，GYRO（CH 7）是成比例的。Gear（CH 5）是二

进制的。CH6 被禁用 

⚫ 直升机：AIL，ELE，THR，RUD，GYRO 是成比例的。Gear（CH 5）是二进制

的。螺距（CH 6）与 THR 连接。如果 CH6> = 0，则接收机将提供一个适合的 

3D 曲线给 THR。如果 CH6 <0，则接收机将提供一个正常曲线给 THR。CH6 

的值定义 THR 通道的螺距比率。 

⚫ 6 + 1：AIL，ELE，THR，RUD，COL（CH 6），GYRO（CH 7）是成比例的。Gear 

（CH 5）是二进制的。这种模式是高度实验性的。 

⚫ 螺距方向：反转螺距舵机 

⚫ 螺距：设定螺距舵机的最大范围 

10.4. 协议：WK2401 

WK2401 协议用于控制较老款华科尔接收机。以前华科尔模型分成 3 种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的协议：WK2801，WK2601，WK2401。这大致对应于所支持的通道

数，但许多新的 6 通道接收机实际上支持 WK2801 协议。建议与老款华科尔接

收机 WK2601 或 WK2401 对频之前，先尝试 WK2801 协议，因为 WK2801 是一

个更好的协议。WK2401 协议支持多达 4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固定 ID 

可以使用，但通电期间不能使用自动对频。 

10.5. 协议：DSM2 

DSM2 协议被用于控制 Spektrum™和 JR™的接收机，以及使用这种协议的其

他模型。DSM2 协议可以支持多达 12 个通道。请注意，许多接收机少于 8 个通

道，需要遥控器发送 7 个或更少的通道。确保接收机的通道数设置适当。DSM2 

不支持自动绑定。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

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请注意，在移动 AIL或 ELE摇杆之前，对频不会退出。因此，您可以按下 DSM

接收器上的失控保护按钮来设置失控保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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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2 协议还支持启用/禁用双向回传功能。选择框为 DSM2 时按下 ENT键，

访问此选项。 

 

以下功能 DSM2 遥控器是可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获得这些数据需要专用的回

传模块和额外的传感器。 

⚫ FadesA/B/L/R：每个天线接收到的弱信号数量。理想的情况是，这些数字都

应该是相似的，这表明每个天线都接收到信号。 

⚫ 丢失：出现完整的信号丢失（丢失帧）的次数。 

⚫ 保持：由于信号丢失，接收器进入失控保护模式的次数。 

⚫ 电压 1/2：接收机电池电压和外部输入电压 

⚫ 转数：电机/螺旋桨速度 

⚫ 温度：从外部温度传感器的温度 

⚫ GPS 数据：GPS 模块当前位置，速度和高度 

10.6. 协议：DSMX 

DSMX 协议被用于控制 Spektrum™和 JR™的接收机，以及使用这种协议的其

他模型。DSMX 协议可以支持多达 12 个通道。请注意，许多接收机少于 8 个通

道，需要遥控器发送 7 个或更少的通道。确保接收机的通道数设置适当。DSMX 

不支持自动绑定。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

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请注意，在移动 AIL或 ELE摇杆之前，对频不会退出。因此，您可以按下 DSM

接收器上的失控保护按钮来设置失控保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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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像 Spektrum™或 JR™或遥控器，Deviation 不会自动在 DSM2 和 

DSMX 协议之间进行选择。用户必须要手动选择使用的协议。 

 

DSMX 协议支持启用/禁用双向回传功能。选择框为 DSMX 时按下 ENT键，访

问此选项。 

DSMX 回传功能列表与 DSM2 协议相同，详情请见协议：DSM2。 

10.7. 协议：J6Pro 

J6Pro 协议用于九鹰（Nine Eagles™）模型。只有能与 J6Pro 遥控器对频的模 

型可以使用。许多老的 4 通道九鹰模型中使用的是不同的协议，这是不支持的。 

J6Pro 协议支持多达 12 个通道，当前只测试过 6个通道。J6Pro 不支持自动对

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

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8. 协议：Flysky 

Flysky 协议被用于控制 Turnigy / Flysky 接收机以及其它几个使用 AFHDS 协议

的模型（WL V911，Xieda 9958 等）。 

Flysky 协议支持多达 12 个通道，并且支持自动对频和手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设置为“无”时，遥控器每次开机时将尝试与接收机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一个值，需要配对的接收机必须通过使用“对频”按钮，手动对频一

次。 

Flysky 协议还支持 WLToys 扩展的协议。选择框为 Flysky 时按下 ENT 键，访

问此选项。 

V9x9：WLToys V939，V949，V959，V969 等四轴飞行器的扩展通道。 

⚫ 灯由通道 5 控制 

⚫ 摄像由通道 6 控制 

⚫ 相机由通道 7 控制 

⚫ 翻转由通道 8 控制 

V6x6：WLToys V636 和 V686 四轴飞行器的扩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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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由通道 5 控制 

⚫ 翻转由通道 6 控制 

⚫ 相机由通道 7 控制 

⚫ 摄像由通道 8 控制 

⚫ 无头模式由通道 9 控制 

⚫ RTH 模式由通道 10 控制 

⚫ X 和 Y 校准通过通道 11 和 12 分别控制 

V912：V912，V913 和 V915 直升机的扩展通道 

请注意，如果这些通道被分配到一个开关，将开关拨到一边触发，将开关拨回不

会有任何影响。因此如果要打开灯，将分配给通道 5 的开关从 OFF 拨到 ON。

开关拨回到 OFF 时没有任何效果。现在再将开关拨到 ON，灯光关闭。 

10.9. 协议：AFHDS-2A 

AFHDS-2A 的协议用来控制 Turnigy / Flysky 的 AFHDS 2A 接收机。 

AFHDS-2A 协议支持多达 14 个通道，并且需要手动对频。需要配对的接收机

必须通过使用“对频”按钮，手动对频一次。 

AFHDS-2A 页面上的设置： 

⚫ 输出：设置接收机的输出类型，PWM + IBUS，PPM + IBUS，PWM + SBUS 或 

PPM + SUBS 

⚫ 舵机速率：设置接收器 PWM 刷新速率，范围在 50 赫兹和 400 赫兹之间部

分支持回传，但现在只支持接收机电压和 RSSI 的 dB。 

10.10. 协议：Hubsan4 

Hubsan4 协议支持 Hubsan-X4 四轴和 Estes Proto X（但不是 Proto X SLT）。

此协议没有其他的模型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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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san4 协议支持多达 7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固定 ID 可以使

用，但通电期间不能使用自动对频。4 个通道分别表示副翼，升降，油门，和方

向。 

附加通道可以控制四轴的特殊功能： 

⚫ 通道 5 控制 LED 

⚫ 通道 6 使用“翻滚”功能 ⚫ 通道 7 控制视频打开/关闭 

在 Hubsan 页面上可配置的选项： 

⚫ vTX MHz：定义 Hubsan H107D 视频图传使用的频率（需要能够接收的 

5.8GHz 接收机和视频显示器）。 

⚫ 双向回传：回传模型的电池电压。 

10.11. 协议：Joysway 

Joysway 协议支持 Joysway Caribbean 帆船模型，和使用的 J4C12R 接收机的 

Joysway Orion, Explorer, Dragon Force 65 帆船模型和 Force2 60 双体船模型。没有

其他模型或接收器测试过该协议，包括 J4C12R 的空中版本。 

Joysway 协议支持多达四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但每当接收机请求对频

时，它将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

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第一信道通常控制拉帆绳和第二通道控制船舵。 

10.12. 协议：Frsky-V8 

Frsky-V8 协议被用于控制旧的 Frsky™单向协议接收机。 

Frsky-V8 协议支持 8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但每当接收机请求对频时，

它将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

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13. 协议：Frsky 

Frsky 协议被用于控制使用较新的（启用双向回传）Frsky™双向协议（D8）

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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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ky 协议支持最多 8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但每当接收机请求对频

时，它将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

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Frsky 协议支持使用/禁用双向回传。选择框为 Frsky 时按下 ENT键，访问此

选项。 

当双向回传启用时接收机支持发送的值（RSSI，VOLT1，VOLT2）。 

10.14. 协议：FrskyX 

FrskyX 协议支持 Frsky D16 无线协议，包括 S.Port 和双向回传。 

协议支持多达 16 个通道。固定 ID 对频可以使遥控器连接到特殊的接收机。 

所有遥控器支持接收回传的（RSSI，VOLT1）。支持 S.Port 总线和传感器例如 

GPS 回传。 

以下协议选项可供选择。 

Freq-fine：频率偏移调节。范围从-127 到 127 调整，以适应不同的 CC2500 模

块。 

一般偏移需要 0 或-41，但如果有对频或范围的问题，则需要进行全范围测试。 

默认为 0。LQI 回传值可以被用作调节频率的参考。 

AD2GAIN：VOLT2 回传数值（X4R 的 AIN 输入）乘以该值然后除以 100。允许对

外部电阻进行调节。默认 100（增量为 1）。范围为 1 到 2000（增量从 0.01 到 

20.00）。 

失控保护：Frsky 失控保护选项完全支持。如果通道失控保护（在混控通道设

置）开启后设置的值每 9 秒发送到接收机。除非将协议选项设置为 RX，否则接

收器将在失控保护模式下使用这些值。 

模式：设置模式以匹配接收机固件。可以选择 FCC 和 EU。EU 版本与 Frsky LBT 

固件兼容，但实际上并不执行 LBT 测试。 

RSSI Chan：设置 LastChan 后，接收的 RSSI 将在最后一个通道上传输。最后一个

通道是基于模型中的通道设置的。信道值是接收到的 RSSI值乘以 21。 

S.Port Out：当启用时，收到 s.port 包将回应教练端口，并且扩展的语音被禁

用。 

通道的失控保护关闭，默认失控保护协议选项“HOLD”，即命令接收机当

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模式时保持最后接收到的通道值。“NoPulse”设置将导致

接收机不向 PPM 输出发送任何信号（X8R 测试表明 SBUS 值变为最小，而不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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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规定的 SBUS 行为）。“RX”设置防止 Deviation 发送失控保护设定，以便接收

机使用已经存储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值。 

当 S.Port Out 被启用，PPM In 不用，收到的 S.Port 数据包在教练端口发出。

比特率是 57600 与 S.Port 解码器兼容，但必须将信号反相，以连接到一个标准

解码器。它可以直接连接到 3.3V FTDI 适配器的输入端。 

10.15. Frsky 和 FrskyX 扩展双向回传 

扩展双向回传和 S.Port Frsky 回传传感器。 

FrskyX S.Port 双向回传支持连接多达 16 个相同类型的传感器（例如，电池

电压）。Deviation 支持相同类型的多个传感器，但只有一个回传数值被保存。相

同类型的所有传感器接收到的最新的数值将会显示。 

双向回传测试页 

 

高度值为报告高于地面的数值。第一个接收到的海拔回传值被设置为地面。 

LQI（连接质量）和 LRSSI（本地 RSSI）表示接收回传信号的质量和信号强度。 

LQI 回传值可以被用作调节频率的参考。LQI 越低越好，数值小于 50 是正常的。 

下表显示了双向回传页面显示的布局。 

Devo10 

Misc 电池 Bat 电芯 Cells 

信号 RSSI 电压 VOLT1 CELL1 

温度 TEMP1 VOLT2 CELL2 

温度 TEMP2 VOLT3 CELL3 

转数 RPM 最低电芯 MINCELL CELL4 

燃料 FUEL 总电芯 ALLCELL CELL5 

高度 ALTITUDE VOLTA CELL6 

VARIO 电流 CURRENT 放电 DISCHARGE 

信号质量 LQI 本地信号 LRSSI 

T8sg 

Misc Bat Signl 

RSSI VOLT1 LQI 

VOLT2 LR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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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SSI 单位是（大约）dBm。 

派生值：MINCELL 电芯最低电压的值。ALLCELL 是所有电芯电压的总值。 

DISCHARGE 是总电池放电量，单位为毫安/小时。 

10.16. 协议：Skyartec 

Skyartec 协议被用于控制 Skyartec™接收机和模型 

Skyartec 协议支持多达 7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

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17. 协议：Futaba S-FHSS 

Futaba S-FHSS 协议被用于控制 Futaba™接收机和模型。它还可以用于 XK 的

某些型号，还有有第三方兼容接收器可用。 

S-FHSS 协议支持多达 8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

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标准的 Futaba 通道布局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Gear，Pitch，

Aux1，和 Aux2。所以它适合控制同桨距（CP）直升机。 

协议的分辨率是 1024 （10bits），所以很小的范围就可以使用（通过第三方

设备逆向得到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6.8ms。没有双向回传支持。 

10.18. 协议：Corona 

Corona 协议支持 CoronaV1 和 V2 接收机，以及 Flydream V3 接收机。 

所有协议都支持多达 8 个通道。默认通道顺序是 AETR。协议没有双向回传。 

以下协议选项可供选择。 

协议：选择协议。Corona 接收机为 V1 和 V2，Flydream V3 为 FDV3。 

Freq-fine：频率偏移调节。范围从-127 到 127 调整，以适应不同的 CC2500 模

块。 

一般偏移需要 0 或-41，但如果有对频或范围的问题，则需要进行全范围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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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为 0。 

10.19. 协议：V202 

V202 协议支持 WLToys V202 四轴飞行器。 

V202 协议支持多达 12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

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4 个通道分别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添加通道控制四轴的特殊功能： 

⚫ 通道 5 控制闪烁速度 

⚫ 通道 6 使“翻滚”模式 

⚫ 通道 7 拍摄图片 

⚫ 通道 8 视频打开/关闭 

⚫ 通道 9 无头模式开/关 

⚫ 通道 10 校准 X 轴 

⚫ 通道 11 校准 Y 轴 

如果选择 JXD-506 格式，通道 10 到 12 被用于： 

⚫ 通道 10 启动/停止 

⚫ 通道 11 急停 

⚫ 通道 12 云台控制 

另外，在该兼容模式下，开机时需要将油门杆回到中心。 

10.20. 协议：SLT 

SLT 协议被用于控制 TacticSLT / Anylink 接收机。 

SLT 协议支持多达 6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固定 ID 可以使用，但

通电期间不能使用自动对频。 

10.21. 协议：HiSky 

HiSky 协议用于 HiSky 品牌模型和 WLToys v922 V955 型号模型。 

HiSky 协议支持多达 7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

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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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协议：YD717 

YD717 协议支持 YD717 和 Skybotz UFO 迷你四轴飞行器，以及 Sky Walker, 

XinXun, Ni Hui 的多种模型，和 Syma 协议选项。请参阅支持模型的完整列表。 

YD717 协议支持 9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该协议对频时会一直停留

在对频模式，直到成功为止。 

前四个通道依次代表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 

⚫ 通道 5 大于零时为一键翻滚功能。另外，要想左/右翻滚，副翼通道数值应

该为 87 或更大。同样地，升降通道控制前/后翻滚。如果启用一键翻滚，摇

杆移动任何方向就开始朝这个方向翻滚。YD717 要求每次一键翻滚之间至少

间隔四秒钟。 

⚫ 通道 6 大于零时接通灯。 

⚫ 通道 7 接收到由低到高的变化时拍照。 

⚫ 通道 8 每次拨动开关，开始/停止视频录制。 

⚫ 通道 9 被分配给协议可用的最后一个功能。这可能是控制特定模型的无头模

式。 

10.23. 协议：SymaX 

该协议用于司马（SymaX）机型：X5C-1，X11，X11C，X12，new X4，和 

new X6。原始的 X5C 和 X2 的协议被包括在协议选项里。（Syma X3，旧 X4，旧 

X6 在 YD717 协议的 SymaX4 选项里支持。）支持的模型见完整电子列表。 

Symax 协议支持 9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 

前四个通道依次为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 

⚫ 通道 5 未被使用。 

⚫ 通道 6 大于零时为一键翻滚功能。 

⚫ 通道 7 从负移动到正时拍照。 

⚫ 通道 8 每次拨动开关，开始/停止视频录制。 

⚫ 通道 9 为正时为无头模式。 

10.24. 协议：Hontai 

该协议用于在 Hontai F801 和 F803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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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个通道依次代表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附加通道控制特殊功能： 

⚫ 通道 5 未使用 

⚫ 通道 6 为一键翻滚功能 

⚫ 通道 7 由正到零时拍照 

⚫ 通道 8 变为正时开启/关闭视频 

⚫ 通道 9 控制无头模式开/关 

⚫ 通道 10 为一键返航功能  

⚫ 通道 11 启动校准 

10.25. 协议：Bayang 

该协议用于在  BayangToys X6，X7，X8，X9，X16，Boldclash B03，JJRC / 

Eachine E011，H8，H9D v2，H10，Floureon H101 ，JJRC JJ850，JFH H601，和 

H606（常规格式）。 

该协议可以用于 BayangToys X16 并且可以高度保持（X16-AH 格式）。该协议

可以用于 IRDRONE Ghost X5（IRDRONE 格式）。 

前四个通道依次为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附加通道控制特殊功能： 

⚫ 通道 5 激活 LED 或倒置飞行（Floureon H101） 

⚫ 通道 6 使用一键翻滚功能 

⚫ 通道 7 数值为正时拍摄单张照片 

⚫ 通道 8 数值变为正时启动/停止视频录制 

⚫ 通道 9 无头模式开/关 

⚫ 通道 10 一键返航功能 

⚫ 通道 11 起飞/着陆 

⚫ 通道 12 启动紧急停机 

10.26. 协议：FY326 

该协议用于 FY326 红色板。 

前四个通道依次为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附加通道控制特殊功能： 

⚫ 通道 5 未使用 

⚫ 通道 6 一键翻滚 

⚫ 通道 7 未使用 

⚫ 通道 8 未使用 

⚫ 通道 9 无头模式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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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 10 一键返航 

⚫ 通道 11 启动校准 

10.27. 协议：CFlie 

CFlie 协议被用在 CrazyFlie 迷你四轴。它尚未与其他任何模型测试。 

CFlie 协议支持多达 4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

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28. 协议：H377 

H377 协议支持 NiHui H377 6 通道直升机。它尚未与其他任何模型测试。 

H377 协议支持多达 7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

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29. 协议：HM830 

HM830 协议支持 HM830 A4 折叠纸飞机。它尚未与其他任何模型测试。 

HM830 协议支持 5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该协议对频时会一直停

留在对频模式，直到成功为止。 

10.30. 协议：KN 

KN 协议被用在 WLToys V930，V931，V966，V977 和 V988（WLToys 模式）

以及 Feilun FX067C，FX070C 和 FX071C（Feilun 模式）直升机。它尚未与其他任

何模型测试。 

KN 协议支持多达 11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

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 通道 1-4 依次是油门，副翼，升降和方向。 

⚫ 通道 5 控制模型的内置双速率。 

⚫ 通道 6 控制油门保持。 

⚫ 通道 7 控制熄火（只有 WLToys V931，V966 和 V977） 

⚫ 通道 8 间 6G（默认）和 3G 稳定模式之间切换。 

⚫ 通道 9-11 是微调通道，用于油门/螺距，升降舵和方向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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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协议：ESky150 

ESky150 协议支持 2014 年起发布的微型 ESKY 模型（150，300，150X）。它

尚未与其他任何模型测试。 

Esky150 协议支持多达 7 个通道，并且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

置为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 通道 1-4 是油门，副翼，升降和方向。 

⚫ 通道 5 是飞行模式（1 位开关仅具有两个状态）。 

⚫ 通道 6 测试的模型没有任何作用。 

⚫ 通道 7 是一个 2 位开关（4 种状态）。 

设置你的模型为 4 通道，如果你有一个 4 通道模型，这是很重要的，否则

油门值会错误。 

10.32. 协议：Esky 

需要完善。 

ESKY 协议支持多达 6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无，

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33. 协议：BlueFly 

BlueFly 协议用于 BlueFly HP100。它尚未与其他任何模型测试。 

BlueFly 协议支持多达 6 个通道，不支持自动对频。如果固定 ID 被设置为

无，遥控器会用特定的 ID 来代替。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模型之前手动对频。 

10.34. 协议：CX10 

CX10 格式支持澄星（Cheerson） CX10 四轴飞行器。 

CX10 协议支持 9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该协议对频时会一直停留

在对频模式，直到成功为止。 

⚫ 通道 1-4 是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 

⚫ 通道 5 是速度（CX-10A 为无头模式 

⚫ 通道 6 是一键翻滚。 

DM007 模式还使用了： 

⚫ 通道 7 照相。 

⚫ 通道 8 视频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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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 9 无头模式。 

该协议模式选项有 Blue-A，Green，DM007，Q282，JC3015-1，JC3015-2， 

MK33041 和 Q242 四轴飞行器。 

10.35. 协议：CG023 

CG023 协议支持 Eachine CG023 和 3D X4 四轴飞行器。其他模型没有进行

测试。 

CG023 协议支持 9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 

⚫ 通道 1-4 依次是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 

⚫ 通道 5 控制 LED。 

⚫ 通道 6 控制一键翻滚模式。  

⚫ 通道 7 控制相机  

⚫ 通道 8 控制摄像机。 

⚫ 通道 9 控制无头模式。 

该协议模式选项有 YD829 四轴飞行器。 

10.36. 协议：H8_3D 

H8_3D 协议支持 Eachine H8 3D，JJRC H20 和 H11D 四轴飞行器。其他模型没

有进行测试。 

H8_3D 协议支持 11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 

⚫ 通道 1-4 依次是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 

⚫ 通道 5 控制 LED。 

⚫ 通道 6 控制一键翻滚模式。 

⚫ 通道 7 控制相机 

⚫ 通道 8 控制摄像机。 

⚫ 通道 9 控制无头模式。 

⚫ 通道 10 控制一键返航模式。 

⚫ H11D 上通道 11 控制相机云台和有 3 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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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摇杆打到左下角，开始 H8 3D 的加速度计校准，或 H20 的无头校准。 

两个摇杆打到右下角，开始 H20 和 H11D 的加速度计校准。 

10.37. 协议：MJXq 

MJXq 协议支持美嘉欣（MJX）四轴飞行器。模式选项还有 Weilihua WLH08， 

EAchine E010 和 JJRC H26D / H26WH。 

MJXq 协议支持 12 个通道，并且只支持自动对频。 

⚫ 通道 1-4 依次是副翼，升降，油门和方向。 

⚫ 通道 5 控制 LED，如果 H26WH 模式时为 arm。 

⚫ 通道 6 控制一键翻滚模式。 

⚫ 通道 7 控制相机 

⚫ 通道 8 控制摄像机。 

⚫ 通道 9 控制无头模式。 

⚫ 通道 10 控制一键返航模式。 

⚫ 通道 11 控制一键翻滚（X600＆X800 模式）或相机转动 

⚫ 通道 12 控制相机倾斜 

10.38. 协议：PPM 

PPM 协议用于在教练口输出 PPM。这将禁用所有的无线传输。PPM 是用于

模拟器或者其他连接到教练端口的遥控机。固定 ID 没有任何作用，并且此协议

不需要对频。 

 

PPM 页面上配置的选项： 

⚫ 中点脉宽：定义学生遥控器发射代表舵机中心位置的脉冲时间（微秒）。如果

这个数字和学生遥控器不匹配，舵机不会回中。 

⚫ 脉宽变化：定义学生遥控器发射代表舵机最大位置的脉冲宽度（从中心测

量）。如果该值不正确，舵机不会满舵（或摆动太大）。 

⚫ 通道间隔：定义通道之间的延迟。 

⚫ 总脉宽：定义所有通道要传送的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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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练线插入遥控器时 Deviation 不自动检测。使用 Deviation 连接模拟器

（例如 Phoenix），创建新的模型，写上适当的名字，然后选择 PPM 作为协议。

使用初始化按钮或重新启用遥控器开启 PPM。 

10.39. 协议：USBHID 

USBHID 协议将遥控器转换成 USB 操纵杆。通过 USB 线连接遥控器到 PC，

使被检测到的遥控器变为计算机操纵杆。这使遥控器可以控制任何支持操纵杆输

入的模拟器。需要进行一些初始校准，可以通过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小程序来完

成。 

 

11.1. 教练模式设置 

Deviation 可以通过教练模式设置被用来作为教练（主）或学生（从）遥控

器。在这种模式下，教练和学生通过 DSC 端口用教练线把各自的遥控器连接到

一起。教练的遥控器将与模型实际通信，但教练可以通过一个开关，让学生来控

制模型。当开关打开，学生的遥控器的输入（摇杆）信息通过教练线发送到教练

的遥控器然后替换教练的摇杆信息。 

Deviation 实际上可以与任何遥控器设置为主或从模式。Deviation 匹配不同制

造商的遥控器需要知道配对遥控器的 PPM 参数，并正确配置“中点脉宽”和 

“脉宽变化”，以及知道发送几个通道，通道的顺序。 

11.1.1. 主模式 

主模式是在“PPM In”选择框中选择“通道”或“Stick”设置的，详情参照

模型设置（Std &Adv GUI）。在“Stick”或“通道”上按“ENT”键将显“Trainer 

Cfg”页面。该 2 种模式的功能稍有不同： 

 

Stick：在 Stick 模式下，每个输入通道映射到在主遥控器的摇杆。在这个模式

下，如果教练移动摇杆，学生的摇杆将被教练接管。通常使用此模式时，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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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将只确定摇杆的位置（没有混控）但教练的遥控器将设置一切必要的混

控。 

 

通道：在通道模式中，每个输入信道映射到主遥控器的输出信道。在这种模式

下，学生的遥控器应该设置一切必要的混控。必须注意，要确保教师和学生遥控

器配置相同，否则，教师和学生控制之间进行切换时，模型可能无法做出反应。 

两个 Trainer Cfg 页面配置选项： 

⚫ 中点脉宽：定义学生遥控器发射代表舵机中心位置的脉冲时间（微秒）。如果

这个数字和学生遥控器不匹配，舵机不会回中。 

⚫ 脉宽变化：定义学生遥控器发射代表舵机最大位置的脉冲宽度（从中心测

量）。如果该值不正确，舵机不会满舵（或摆动太大）。 

⚫ Trainer Sw：定义让学生遥控器控制的开关 

⚫ PPM1 ... PPM8：定义从学生遥控器到教练遥控器的映射（频道或输入） 

11.1.2. 从模式 

从模式时，选择“PPM”作为协议，配置见模型设置（Std &Adv GUI） 。在

协议选择框按“ENT”可设置输出选项。见协议：USBHID 进行配置。需要注意

的是 Deviation 将通过 PPM 发送通道输出数据。使用一个 Deviation 从模式的遥

控器和一个配置成“摇杆”模式（见上文）的 Deviation 遥控器连接，从模式遥

控器不需要进行混控设置。 

11.2. 设置 FPV 或其它外部输入 

 

Deviation 具有使用外部源输入的 PPM 信号的能力（例如，FPV 设置）。要 



58 

配置此模式，在 PPM In 模式然后选择“Extend”，详见 模型设置（Std &Adv 

GUI）。一旦启用，在 PPM In 选择框按“ENT”键设置额外的输入。 

配置选项： 

⚫ 中点脉宽: 定义一个输入中心的脉冲宽度（微秒）。 

⚫ 脉宽变化: 定义到达舵机最小/最大值之差的脉冲宽度（从中心值） 

⚫ Num Channels:定义输入通道的数目（通常可以支持不超过 8 个） 

11.3. 使用微调作一个虚拟开关 

Deviation 可以创建虚拟开关，以补充遥控器的机械开关。使用高级模式 GUI 

用户界面，此功能才可用。有 3 种开关可以使用： 

⚫ 瞬时：只有微调按钮按下时开关才会启用 

⚫ 切换：每按一次按下微调按钮时开关将由开变关或由关到开 

⚫ 开/关：“微调+”按钮将打开开关，而“微调- ”按钮将其关闭开关 

⚫ 三段：按下“微调+”时开关表示一个位置，按下“微调-”时开关将表示另 

一个位置，不按时开关返回中心。 

设置一个虚拟开关，通过选择“微调数”界面的微调，并且进入微调设置页。 

详见微调和虚拟输入（Std＆Adv GUI） 

 

接着将“微调幅度”设置为“瞬间”，“切换”，“开/关”或“三段”。

这应该按下在“微调幅度”选择框的左箭头，直至该值低于 0.1。然后选择“输

入”，选择一个虚拟通道作为开关（我们将使用“虚拟 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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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混控”页面，并进入设定的虚拟通道配置（我们的例子是虚拟 1） 

设定混控类型为“多段式”，设置“输入”为当前的虚拟通道（“虚拟 

1”），设定曲线为“45 度曲线”（不要使用“固定”），比例设置为“0”，然后

启用“微调”按钮。 

现在，你可以像任何其他开关输入一样使用虚拟通道（“虚拟 1”）。当虚

拟开关被激活时，虚拟通道的值将为 100，或者值为-100。在“三段”的情况

下，当往一个方向按微调开关，虚拟通道的值为-100，往另一个方向按压时值为-

100，否则值为 0。 

注意：如果您使用虚拟通道作为“输入”（而不是一个“开关”），确保“微

调” 在混控里是关闭的，否则微调会应用两次。 

11.4. 十字盘混控 

十字盘是用来控制遥控直升机飞行的。十字盘控制主旋翼的旋转平面以及叶

片桨距。十字盘通常被连接到 3个称为升降舵，副翼和桨距的伺服系统，但是由

于设计原因，摇杆运动和舵机运动之间不是 1 对 1 的对应关系。所以需要在油

门，升降舵和副翼以及旋转斜盘舵机之间需要进行一些混控。这种混控被称为无

副翼螺距混控系统（CCMP）。 

传统上，遥控直升机已经使用主旋翼上下的平衡翼通过一系列的联系，以保

持稳定。在这些设置中，遥控器通常要做所有的混控，并直接驱动 3 个十字盘舵

机。这种配置被称为有副翼螺距混控系统（mCCPM）。另外，电子混控器可以被

用于直升机，无论是作为接收器的一部分，还是接收器和舵机之间，可以实现适

当的混控。这种配置被称为电子式螺距混控系统（eCCPM），在这种情况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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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器直接控制副翼，升降舵和桨距的输入，并且电子混控器将信号转换成旋转十

字盘舵机的运动。 

最近，无副翼（FBL）的直升机已变得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微尺寸的飞机。

这些直升机使用 eCCPM 系统以及电子陀螺仪，不断调节保持十字盘的稳定性，

而不需要副翼。这种设置趋向于制造成本较低，并且还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和更

精确的控制。 

Deviation 提供了可控制的几种十字盘的布局，这些包括：120°，120°交叉， 

140°，90°和无。这些选项的每个如下： 

 

120（3 舵机）：舵机围绕十字盘以 120°的间隔平均分布。副翼输入时，副翼和

螺距舵机使十字盘左右倾斜；，三个舵机使十字盘前后倾斜；方向输入时，所有

三个舵机调节十字盘上下。舵机协调工作极大地增加可用的扭矩，以及精度和居

中。 

 

120X（3 舵机）：舵机布局与 150°相同。副翼输入时，三个舵机使十字盘左右

倾斜；升降输入时，升降和螺距舵机使十字盘前后倾斜；方向输入时，所有三个

舵机调节十字盘上下。 

 

140（3 舵机）：从根本上讲，140°十字盘的舵机操作几乎和 120°十字盘一样。

然而，除了升降操作时舵机排列不同。140°十字盘 CCPM 通过舵机组合和相同

的螺距实现更流畅的操作。120°十字盘设置，左/右螺距略快于前/后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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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舵机）：副翼输入时，副翼和螺距舵机使十字盘左右倾斜；升降输入时，舵

机使十字盘前后倾斜；方向输入时，所有三个舵机调节十字盘上下。电动直升机

最常用的布局。 

无：这是特殊情况，所有混控在直升机上已经完成并使用了陀螺仪飞控。请参阅

制造商的特定说明，以了解如何设置混控输出。 

注意：某些直升机是 120 或 140，但是会旋转 180 度。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

要使用符合的十字盘布局，但可能需要反转特定通道。 

11.5. 修改声音 

你可以编辑你的 Devo 发出的声音，但你必须将遥控器连接 USB 然后编辑

“media”文件夹中的“sound.ini”文件来做到这一点。 

目录如下： 

⚫ startup: 开机。 

⚫ shutdown: 关机。 

⚫ volume: 设置遥控器音量。  

⚫ timer_warning: 定时器报警 

⚫ alarm#: 定时器 # (1 到 4) 已经过期。 

⚫ batt_alarm: 电池电量低报警。 

⚫ done_binding: 对频完成。 

⚫ key_pressing: 按键。 

⚫ saving: 存储模型文件。 

⚫ max_len: 超过了键盘字符串的长度。 

⚫ telem_alarm#: 遥测报警#（1 到 6）已触发。 

在每一部分中，你可以调整“音量（volume）”从 0（关闭）到 100（最

大）。其余的条目请注意名字和播放音节的毫秒数。每个声音限制 100 音节。 

如果音调的名字是“XX”，这是空拍（不播放声音）。你可以选择一个音调 

（“a”-“g”），可以在中间加入“x”，如果它是“a”，“c”，“d”，“f” 

或“g”。最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数字添加一个八度，从“0”到“4”。那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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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c0”（middle C）提高到“b4”。此外，“a”，“ax”和“b”将比 

middle C 低三个音调。 

12. 仿真器 

 

仿真器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测试你的电脑上没有上传到遥控器的 Deviation 固

件。它提供了一个和遥控器相同的虚拟的显示屏，还有一个侧屏显示由键盘虚拟

的摇杆/开关的状态以及信道输出。 

从这里下载并解压缩 deviation-emu_devoXX-vx.y.z.zip 模拟器：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deviation-releases/ 

其中 XX 是你的 Devention 遥控器型号。XYZ 是 Deviation 版本号。通常情况下，

你应该使用最新的版本。要启动模拟器只需要运行文件夹中的 exe 文件。 

 

仿真器控制如下（以英文 QWERTY 键盘为准）： 

键盘 功能 遥控器  

  12E 10 7E 

q / a 左垂直摇杆（在模式 2 油

门） 

X X X 

Q / A 左垂直微调 X X X 

w / s 左水平摇杆（在模式 2 方

向） 

X X X 

W / S 左水平微调 X X X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deviation-releases/
http://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deviation-releases/


63 

e / d 右垂直摇杆（在模式 2 升

降） 

X X X 

E / D 右垂直微调 X X X 

r / f 右水平摇杆（在模式 2 副

翼） 

X X X 

R / F 右水平微调 X X X 

键盘 功能 遥控器 

  12E 10 7E 

t / g AUX4 X X  

T / G 左上微调 X X  

y/ h AUX5 X X  

Y / H 右上微调 X X  

u/ j AUX6 X   

i/k AUX7 X   

z Gear X X FMODE 

x Rudder Dual-Rate switch X X HLOD 

c Elevator Dual-Rate switch/SW A X X  

v Aileron Dual-Rate switch/SW B X X  

b Mix 0/1/2 switch X X  

n FMODE 0/1/2 switch X X  

\ 电源关闭 X X X 

Left-arrow 左 X X X 

Right-arrow 右 X X X 

Up-arrow 上 X X X 

Down-arrow 下 X X X 

Enter Ent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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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pe Exit X X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