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与免责声明并妥善保管 
FIMI TX10 使用说明书与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与警告
感谢您购买本产品，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使用本产品前务必仔细阅读我们随附本产品提供的快速入门指

南、免责声明和安全操作指引。飞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米科技）保留对上述文档进行更新的权利。在组装、

设置和使用之前请务必访问飞米官网（http://www.fimi.com）下载说明书并仔细阅读。

1. 通过非官方渠道购买和维修本产品造成的一切后果，飞米科技不承担任何责任。

2. 一旦开始使用本产品，即视为您已阅读、理解、认可并接受本产品的说明书、快速入门指南、免责声明和安全操作

    指引的全部条款和内容。

3. 使用本产品的过程中，请您务必严格遵守并执行包括但不限于说明书和安全须知里的要求，未仔细阅读本产品的

     说明书、观看教学视频而造成的不良后果，飞米科技不负责。

4. 对于违反安全须知所提示的使用行为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一切人身伤害、事故、财产损失、法律纠纷，及其他

     一切造成利益冲突的不利事件，均由用户自己承担相关责任和损失，飞米科技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5. 用户使用本产品直接或间接发生的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飞米科技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6. 请勿对本产品进行擅自改装，因此而造成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飞米科技不承担任何赔偿及法律责任。

7.  螺旋桨高速旋转时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为确保用户安全，对螺旋桨进行操作时，请关闭飞行器电源。因

     忽略此条而造成的法律责任，用户自行承担。

8.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民用飞行器的飞行区域做出了限制，用户使用本产品飞行前，请自行了解当地的相关管制条

     例。因不遵循上述规定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用户需承担全部责任。



注意事项
1. 飞行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适合未满18周岁及其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士使用和操作。

2. 请确保在飞行器使用过程中与人、动物、树木、车辆和建筑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有人靠近时，请小心操控。

3. 操作飞行器时请远离机场、铁路、高速公路、高层建筑及电线杆等危险环境。

4. 操作飞行器时请远离通讯基站、大功率天线等电磁信号复杂地区。

5. 飞行器相对起飞点的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会根据相关法规政策进行限制。

6. 请勿在法规政策禁止使用本类产品的地点和时间使用本产品。

7. 为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请确保在使用过程中遵守产品安全须知。

8. 请勿在大风、下雨、下雪、雾气等恶劣天气飞行。

9. 请选择GPS信号良好和环境开阔的地点飞行。

10.建议用户在有经验的使用者指导下进行第一次飞行。

1. 产品介绍
飞米带屏遥控器内置飞米第三代RokLink高清数字图传系统，可以兼容飞米X8 SE 2022以及后续飞行器产品，

可实现最高1080p30帧分辨率10km的控制距离，系统延时低。遥控器内置5.5英寸1920x1080p高亮触摸屏，

最高亮度可达1000cd/m²，安卓9.0系统，支持4G、wifi、以及卫星定位功能。



遥控器按键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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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定义按键：系统默认为单击菜单返回键，双击返回主界面（Home键功能），长按2秒展示在使用的所有应用程

     序列表（标识：C1）

2. 天线：传输控制信号和视频图像

3. 比例旋钮：标识丝印AUX1

4. 比例旋钮：标识丝印AUX2

5. 飞行控制摇杆：系统默认美国手

6. 自定义按键：Fn复合功能（标识：C2）：

      1 . 变焦：C2+右滚轮

      2 .对码：同时长按5秒C1+C2，进入对码时，电量指示灯跑马灯形式直到对码成功，60秒内对码失败则退出对码

      3. 强制关机：电源键长按8秒

7. 显示屏：触摸屏，屏幕尺寸5.5英寸，分辨率1920*1080p，最高亮度1000cd/m²

8. 扬声器：用于播放系统语音，关键提示音

9. 1/4" 螺孔：用于遥控器固定三脚架使用

10. 散热孔：用于遥控器散热使用

11. 麦克风：录音孔

12. 飞行器灯源控制按键：长航灯、补光灯自定义按键（短按一次开/关辅助灯，长按1.5秒开/关长航灯；根据当前

      辅助灯和长航灯来取反执行，比如：若当前的辅助灯是关的状态，短按一次则开启辅助灯，再次短按则关闭辅助灯）

13. 飞行模式切换键：三种模式，从左至右分别为: 平稳档、普通档、运动档

14. 电源按键：短按+长按1.5秒可开启遥控器，遥控器开启状态下，短按一次可控制屏幕息屏和亮屏；开机条件

      下，长按1.5秒弹出关机/重启



15. 指示灯：显示当前遥控器电量和当前状态

16. 拍照和录像按键: 短按一次为拍照或者录像功能，长按1.5秒切换拍照或者录像模式

17. 外置麦插口：支持普通3.5mm耳机

18. SIM卡槽：可使用标准SIM卡，三网通

19. HDMI输出接口：输出遥控器屏幕画面

20. Micro SD卡槽：可插入Micro SD，支持拓展128G

21. Type-C接口：可为遥控器充电，支持边冲边用，可连接电脑对遥控器升级

22. 暂停和返航按键: 短按一次为暂停功能，长按1.5秒为返航 

23. 滚轮：默认状态控制云台俯仰角度，可自定义为第三方载荷云台俯仰或航向控制,标识C7

24. 自定义拨档开关：标识C3

25. 自定义按键：标识C5

26. 摇杆储藏槽：摇杆使用完后可拆卸下放置此处（第一次使用需在此处取出摇杆）

27. 备用电池：备用电池增加遥控器续航时间（不是标配，需单独购买）

28. 自定义按键：标识C6

29. 自定义拨档开关：标识C4

30. 滚轮：默认状态可以调节相机EV/ISO值，可自定义为第三方载荷云台俯仰或航向控制,标识C8



正常状态灯都是常亮，异常才会闪灯

图传

工作频率 2400-2483MHz

最大控制距离 10公里

关机状态下短按电源按键

1+提示音＜10%，1≤25%，2≤ 50%，3≤75%，
4＞75%，常亮

慢闪

4灯依次闪烁

常亮

查看电量

电量指示

未连接飞行器

遥控器配对或者软件升级

通讯正常

遥控器指示灯功能定义

遥控器基本参数信息



存储空间 ROM16GB+可拓展（最高128G）

全网通：
LTE-FDD   B1/3/5/8        LTE-TDD  B34/38/39/40/41
WCDMA  B1/8

HDMI

标准3.5mm音频口

锂离子电池（4800mAh-7.2V）

锂离子电池（4800mAh-7.2V）

SIM卡

视频输出接口

音频接口

内置电池

拓展电池（选配）

充电方式 QC快充，支持12V/9V/5V

额定功率 20W

2.5 小时（使用规格为9V 的USB 充电器）

4 小时

充电时间

续航时间

充电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温度 -10-60℃

GNSS GPS,GLONASS,BEIDOU



检查电量：关机状态下短按一次电源键
开机：短按+长按1.5秒可开启遥控器
关机：长按1.5秒弹出关机选项，点击关机选项后关机

强制关机：开机条件下，长按开机键8秒强制关机（注意：强制关机建议在TX10遥控器卡死机的条件下使用，正常情况下建议使用正常

关机！）若出现操作卡顿，延时等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关机的情况，用户可以进行强制关机操作，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请勿进行此操作

低 电量 高

2. 遥控器使用

开关机



电量

0~25% 第一个指示灯闪烁。其余指示灯不亮

指示灯定义（关机充电）

25%~50% 第一个指示灯常亮，第二个指示灯闪烁。其余指示灯不亮

50%~75% 第一和第二个指示灯常亮，第三个指示灯闪烁。其余指示灯不亮

75%~99% 前三个指示灯常亮，第四个指示灯闪烁

100% 四个指示灯常亮，涓流充电至结束后，四个指示灯熄灭

    第一使用前请先将遥控器充满电
    出厂时遥控器内置电池将进入休眠模式，使用前，请先充电激活
    使用推荐充电器，完全充满需要约2.5小时（9V 充电器）

USB-C 数据线 （自备）

充电

充电指示灯定义
开机状态下，充电较慢；为了能尽快充电，请关机后进行充电



使用前准备

取出摇杆       安装摇杆    展开天线

为获得最佳通讯效果，天线展开的角度要与飞行场景匹配



激活
首次开机使用遥控器时请根据屏幕提示进行激活操作

快捷对频
配套出厂的TX10遥控器已经和无人机对频成功；若单独购买的TX10遥控器则需要和已购买的FIMI X8SE2022

无人机进行对频。

对频操作：TX10遥控器和X8SE2022无人机开机完成后，同时按住TX10遥控器C1+C2键5秒，TX10遥控器进

入对频模式（电源指示灯依次闪烁，并发出“嘀嘀嘀”），长按无人机的对频键2秒进入对频模式（尾部黄色指示灯

熄灭），对码成功后，无人机尾部指示灯亮起，TX10遥控器电源指示灯停常亮，同时蜂鸣器的“嘀嘀嘀”声停止。

对频成功后，若要和其它的无人机对频使用，需要将当前已对频的无人机关机后再进行对频。



摇杆的使用及操作

日本手（Mode 1)

向前

向后

上升

下降

逆时针
旋转

顺时针
旋转

向左 向右

左摇杆 右摇杆

美国手（Mode 2)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右摇杆

上升

下降

逆时针
旋转

顺时针
旋转

左摇杆

中国手（Mode 3)

上升

下降

逆时针
旋转

顺时针
旋转

右摇杆

向前

向后
左摇杆

向左 向右



连接APP

下载安装完APP，注册飞米用户账号并登录，点击进入飞行界面,也可以免登陆使用

注意：免登陆使用将无法享用一些功能，如飞行记录等

3. FIMI Navi 2.0 使用



启动APP后，点击“进入设备”进入APP主界面，弹出选项框“要允许Fimi Navi2.0访问rc吗？ 点击“确定“则可以

连接成功

要允许Fimi Navi2.0访问rc吗?

取消       确定



图传界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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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飞行器状态
正在飞行中： 显示飞行器当前状态

GPS: 显示飞行器当前飞行模式，分别有GPS、VPU、ATTI

S： 显示飞行器当前是运动模式

     ：点击返回进入界面

2. 实时飞行参数
110m： 飞行器当前位置距离Home点的垂直高度

1111m: 飞行器当前位置距离Home点的水平距离

VS 3.6m/s：飞行器当前垂直方向的飞行速度

HS 6.6m/s: 飞行器当前水平方向的飞行速度

3. 信号状态以及通用设置
       ： 显示GPS信号强度，0-6为差标红色；7-12为中标黄色；13以上为优，标白色

       : 显示遥控器与飞行器连接的信号强度，点击进入遥控器设置

          ：显示实时电量，点击进入电池设置

       : 点击进入设置

GPS



4. 相机操作区域
3:26: 录像时长

        : 切换相机当前模式，拍照或录像

        : 拍照或者开始录像、停止录像

        : 媒体库，进入可下载和查看飞行器上相机Micro SD卡存储的视频和照片

        : 显示当前变焦倍数和调节变焦

5. 智能飞行
进入智能飞行页面，可进行一键自动起飞、降落、返航，指点飞行、绕点飞行、航线飞行、自拍、螺旋飞行，以及使用

三脚架模式、航拍模式拍摄

1X

 ：一键起飞

 ：一键降落

 ：一键返航

 ：航线飞行，包含飞行设点、地图设点和历史航线

 ：智能跟随，包含普通跟随、平行跟随和锁定跟随



6. 图像参数与设置
       : 相机更多参数设置，点击进去可设置录像或者拍照模式、分辨率、图像大小、白平衡、风格等

             : 显示SD卡剩余容量和SD卡总容量

4K/30: 录像模式下显示当前录像分辨率/帧率，拍照模式下显示图像大小

           : 显示当前感光值 

 

 ：绕点飞行

 ：指点飞行

 ：自拍飞行（垂直自拍、自定义自拍)

 ：螺旋飞行

 ：SAR模式

 ：航拍模式

 ：三脚架

 ：航向锁定

 ：固定翼



          : 显示当前快门参数 

7. 拓展模块—喊话投放模块
       : 打开喊话器功能，点击进去可进行实时喊话等功能

       : 打开挂投功能，点击进入控制模块上锁和解锁 

8. 地图小窗
       : 实时显示飞行器位置，点击切换到地图界面显示 

9. 飞行快捷操作
       : 可进行一键自动起飞

       : 可进行一键自动降落

       : 一键返航



遥控校准：在遥控设置界面点击“校准“进入遥控器校准界面，按照对应提示校准完成即可

遥控器自定义设置：可以自定义遥控器上对应按键、旋钮的快捷功能

重置遥控器参数：点击则恢复遥控器默认参数

4. 遥控器设置





应用升级
在联网的情况下，打开FIMI Navi2.0 App，如果APP有版本更新，会在App首界面弹出升级入口，点击“立即更新”

进入下载更新界面。

APP新版本上线啦！

  立即更新

有新固件更新



Network

LTE-FDD B1/3/5/8

LTE-TDD B34/38/39/40/41

WCDMA B1/8

GSM/EDGE 900/1800MHz

HDMI
TX10具备外接HDMI显示器的功能，可将屏幕画面实时同步到显示器上，接口型号为标准的HDMI A型接口，最

高支持1920*1080@60fps分辨率的画面输出，具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应具备最低1920*1080P的分辨率的显

示能力。

SIM卡
TX10支持2G、3G、4G通讯，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的SIM卡，SIM卡槽为标准的nano卡槽，具体支持的制式如下表

5. 外设接口



SD/TF卡
TX10遥控器前部的存储卡槽支持读写高速 SD/TF卡，使用时请特别留意以下事项：

1. 内存卡尽量做到轻拿轻放，不要用力摔、撞、捏等，容易造成其损坏;避免其接触高温、湿度大、强磁场、强电场

    的地方。

2. 在使用内存卡时，尽量避免热插拔卡。 

3. 在TX10遥控器快没电时，或电量报警时最好不要使用闪存卡往里写入或读取数据。 

4. 在使用内存卡的过程中，尽量做到预留一定的空间。

5. 尽量避免病毒的感染。

6. 尽量避免在不符合规范的设备上使用后插入TX10遥控器使用。

7. 刷新系统后，首次插入 SD/TF卡后，下拉菜单选择内存卡的设置时，请选择“用于便携式存储设备”，不可选择“

    用于额外的存储空间，格式化内存卡”。

8. 插入有坏块的内存卡或者NTFS格式的内存卡，下拉菜单选择内存卡的设置时，不可选择“用于额外的存储空

    间”，请选择“用于便携式存储设备”，弹出“要将此SD卡格式化吗？”选项框，请选择“将SD卡格式化”，格式化

    内存卡过程中请不要拔插内存卡，容易造成卡异常。



音频口
TX10具备音频输入输出功能，接口为标准3.5mm音频插座，并支持外部麦克风音频输入。

WIFI
TX10支持802.11 a/b/g/n/ac标准协议的2.4G和5G WiFi通讯功能。



首次开机语言选择

6. 系统

：点击进入语言选择 ：点击进入主界面





系统桌面

1 2 3 4



1. 时间
       查看当前时间。

2. USB通信
       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可切换传输文件，拷贝带屏遥控器上的文件到电脑。

3. 网络信号状态指示
       连接wifi或者插入SIM卡后显示网络信号强度。可使用下拉面板或系统设置开启或关闭。

4. 带屏遥控器电池电量
        显示当前遥控器剩余电量。



5. 搜索应用
       点击进入搜索输入界面.

6. 应用界面滑动条
       当界面应用较多时，下拉滑动条展示剩余的应用

5

6



快捷面板界面
从屏幕顶部边界往下拉进入快捷面板界面



导航栏
屏幕最右侧往左滑，弹出导航栏



: 展示后台打开的应用，对应长按C1键1.5秒功能；在此界面可以通过上划选中的应用关闭已经打开的APP应用

：返回主界面，对应双击C1键功能

：返回上一级菜单，对应按一次C1键功能

安装第三方应用
TX10支持通过SD卡和应用市场安装第三方安卓应用app，也可以通过应用市场安装第三方安卓应用app

注意：过多的安卓应用下载和安装会影响设备的操作流畅体验。

开启遥控器电源，并确保遥控器网络连接正常。

打开FIMI Navi2.0 App，如果遥控器有版本更新，会在App界面状态栏弹出升级入口，点击进入。

FIMI Navi2.0将自行下载并升级固件。

升级完成后，遥控器将会自动重启。

注意：

• 升级时，确保遥控器电量至少在20%以上。

• 整个升级过程最多将持续10分钟左右（取决与电脑网络连接情况以及需要升级的固件数量）。请确保整个升级过程中，遥控器设备能够访

  问互联网。

7. 固件升级



TX10 三包政策
飞米遥控器产品售后服务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实行售后

三包服务，服务内容如下：

1. 自您签收次日起7日内，本产品出现《产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情况，经由飞米售后服务中心检测确

    定，可免费享受退货或换货服务；

2. 自您签收次日起8日-15日内，本产品出现《产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情况，经由飞米售后服务中心检

    测确定，可免费享受换货或者维修服务；

3. 自您签收日起在《产品保修期》内，本产品出现《产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情况，经由飞米售后服务

    中心检测确定，可免费享受维修服务。

产品性能故障表

TX 10

名称 性能故障

无法开机

充电无反应

无显示或显示异常



无法对码

无声音，不录音

不能录像或拍照，或拍摄的录像或照片有严重品质缺陷

在产品未使用情况下，发现明显制造缺陷

非保修条例
1. 未经授权的维修、误用、碰撞、疏忽、滥用、进液、事故、改动、不正确的使用非本产品配件，或撕毁、涂改标贴、

    防伪标记

2. 已超过三包有效期

产品保修期

TX 10

名称 保修内容 保修时间

PCBA电路组件/LCD屏幕

电池

主壳、面壳、硅胶类等易损件

12个月

6个月

无保修 



3.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4. 不符合《产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情况

5. 因人为原因导致本产品及其配件产生《产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

官方网址：www.fimi.com

在线客服：support@fimi.com

服务热线：400-661-0908 

制造商: 深圳市飞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133号田寮大厦西座12楼1213-1217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