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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 手

11. 云台俯仰控制拨轮

12. 相机设置转盘

13. 录影按键

14. 飞行模式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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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回放按键

17. 自定义按键

18. USB接口（用于连接移动设备）

19. Micro USB接口

认识您的PHANTOM 3 Advanced 认识您的遥控器

● 飞行环境要求

1. 恶劣天气下请勿飞行，如大风（10米/秒）、下雪、下雨、有雾天气等。
2. 选择开阔、周围无高大建筑物的场所作为飞行场地。大量使用钢筋的建筑物会影响指南针工作，而且会遮挡GPS

信号，导致飞行器定位效果变差甚至无法定位。
3. 请勿在有高压线、通信基站、发射塔或Wi- Fi热点等区域飞行，以免遥控器受到干扰。
4. 在海拔6000米以上飞行，由于环境因素导致飞行器电池及动力系统性能下降，飞行性能将会受到影响，请谨慎飞行。
5. 在南北极圈内飞行器无法使用 P 模式飞行，可以使用ATTI模式与视觉定位系统飞行。

技术规格

● 自动返航过程中，飞行器不能自主躲避障碍，但用户可在遥控器信号正常时控制其飞行。在高大建筑物周围飞行时，要确保飞行

高度比建筑物高，或者在飞行前已经根据建筑物高度设置合适的返航高度（详见用户手册）；否则切记不要飞到建筑物后面（建

筑物遮挡会导致遥控器信号中断而引发失控返航），以防失控返航过程中撞到建筑物。

自动返航

● 定位模式(P模式)

飞行器利用GPS信号和视觉定位系统，精准定位、稳定悬
停，并且具备返航功能。

Phantom 3 Advanced 具备自动返航以及通过视觉定位系统实现室内稳定悬停、飞行的功能，可以拍摄1080p/60fps
全高清视频和1200万像素的静态照片。

以下为 Phantom 3 Advanced 的机身构造：

折叠状态

Phantom 3 Advanced 遥控器可在最大5千米通信距离内* 控制飞行器的飞行动作。遥控器配置完备的功能按键，
使用户可以“手不离杆”完成飞行器和相机的各种操作和配置。

遥控器内置全新一代 Lightbridge 高清图传地面端，与飞行器机身内置的 Lightbridge 机载端配合，可通过 DJI GO
App 在移动设备上实时显示高清画面。

遥控器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最长可连续工作4小时* 。

连接移动设备

室外无遮挡的开阔地带才会有GPS信号。定位模式分为三种
状态：P-GPS: GPS信号良好，飞行器优先利用GPS信号
定位；P-OPTI: 无GPS信号、飞行器自动利用视觉定位系
统定位；P-ATTI: 无GPS信号且不满足视觉定位条件，飞
行器处于姿态模式。

视觉定位系统使用环境：高度在0.3~3米、光线充足，地面
有清晰纹理的室内或室外环境。视觉定位系统不能在水面、
无清晰纹理的地面以及光线不足的环境精准定位。

视觉定位高度

30 cm-300 cm

GPS定位

● 返航功能

GPS信号良好时，飞行器可以记录返航点以及自
动返航。DJI GO App 上GPS信号显示两格及以上
时，飞行器将记录此刻GPS坐标为返航点；飞行
器自动飞回返航点的过程称为返航。
智能返航：用户可通过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或
DJI GO App 的返航键，使飞行器自动返航。
智能低电量返航：当智能电量系统分析出当前电量
仅足够返航时，飞行器将自动返航。
失控返航：遥控器信号丢失的情况下，飞行器将自
动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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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器
起飞重量 1280 g

最大上升速度 5 m/s

最大下降速度 3 m/s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16 m/s (姿态模式下)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 6000 m

飞行时间 约23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GPS模块 GPS/GLONASS双模

● 云台
可控转动范围 俯仰：−90°至 +30°

● 视觉定位系统
速度测量范围 < 8 米/秒 (高度 2 米，光照充足)

高度测量范围 30 cm - 300 cm

精确悬停范围 30 cm - 300 cm

使用环境 地面有丰富纹理，光照条件充足 (>15 lux，室内日光灯正常照射环境)

● 相机
影像传感器 1/2.3 英寸 CMOS；有效像素1240万（总像素1276万）

镜头 FOV 94°20mm（35mm 格式等效） f/2.8

ISO范围 100 - 3200（视频）；100 - 1600（照片）

电子快门速度 8秒 - 1/8000秒

照片最大分辨率 4000×3000

照片拍摄模式 单张拍摄

多张连拍（BURST）：3/5/7张

自动包围曝光（AEB）：3/5张 @0.7EV步长

定时拍摄

录像分辨率 UHD: 2.7K (2704×1520) 24/25/30p

FHD: 1920×1080 24/25/30/48/50/60p

HD: 1280×720 24/25/30/48/50/60p

视频存储最大码流 40 Mbps

支持文件系统 FAT32（≤ 32 GB）；exFAT（> 32 GB）

图片格式 JPEG，DNG（RAW）

视频格式 MP4/MOV（MPEG-4 AVC/H.264）

支持存储卡类型 Micro SD卡，最大支持64GB容量、传输速度为Class 10及以上或达到UHS-1评级的Micro SD卡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 遥控器
工作频率 2.400 GHz - 2.483 GHz

信号有效距离 FCC: 5000 米；CE: 3500 米

（无阻挡，无干扰）

视频输出接口 USB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电池 6000 mAh 锂充电电池 2S

移动设备支架 支持平板与手机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FCC: 20 dbm； CE:16 dbm

工作电流/电压 1.2 A @7.4 V

● 充电器
电压 17.4 V

额定功率 57 W

● 智能飞行电池（PH3-4480 mAh-15.2 V )
容量 4480 mAh

电压 15.2 V

电池类型 LiPo 4S

能量 68 Wh

电池整体重量 365 g

工作环境温度 -10℃至40℃

最大充电功率 100 W FCC ID：SS3-WM3221503    FCC ID： SS3-GL3001501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飞行安全须知

DJI 强烈建议用户在安全、合理的环境中享受飞行乐趣。必要的飞行安全认识对于您、周围人群与环境的安全非常重要。
1. 在开阔的场地飞行：飞行时请远离建筑物、树木、高压线以及其它障碍物，同时远离水面、人群和动物。
2. 飞行过程全程操控：即使在使用自动起飞/降落和自动返航功能时，也请保持遥控器在手中，以随时控制飞行器。
3. 在视距范围内飞行：请保持飞行器始终在视距范围内，避免飞到高大建筑物以及其它可能阻挡视线的物体后面。
4. 控制飞行高度：为保证飞行器以及民航的飞行安全，请将飞行器的高度控制在120米以内。如您所在区域有禁飞

或低于120米的飞行高度限制规定，请遵照其规定。

将遥控器飞行模式切换开关切换至P档位
置，选用定位模式并等待GPS定位成功。

请访问 http://www.dji.com/cn/flysafe/no-fly观看飞行安
全 教学视频以及获取飞行限制等更全面的安全知识。

* 最大通信距离和最长可连续工作时间均为实验环境下测得，仅供参考。

● 指南针校准

请依据 DJI GO App 或飞行器状态指示灯的提示进行指南针校准。校准注意事项如下：
1. 请勿在强磁场区域或大块金属附近校准，如磁矿、停车场、带有地下钢筋的建筑区域等。
2. 校准时请勿随身携带铁磁物质，如手机等。
3. 指南针校准成功后，将飞行器放回地面时，如果受到磁场干扰，DJI GO App 会显示处理方法，请按显示的方法

进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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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Star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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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450 Helicopter
Smart HeLi

9. 飞行器状态指示灯

10. 天 线

11. 智能飞行电池

12. 电池开关

13. 电池电量指示灯

14. 对频按键

15. 相机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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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开关

2. 智能返航按键

3. 摇 杆

4. 遥控器状态指示灯

5. 电池电量指示灯

6. 充电接口

7. 移动设备支架

8. 手机卡扣

9. 天 线

10. 提 手

11. 云台俯仰控制拨轮

12. 相机设置转盘

13. 录影按键

14. 飞行模式切换开关

15. 拍照按键

16. 回放按键

17. 自定义按键

18. USB接口（用于连接移动设备）

19. Micro USB接口

认识您的PHANTOM 3 Advanced 认识您的遥控器

● SAFETY NOTES

Fly  only  in  safe  areas, away  from  other  people. Do  not  operate  RC  aircraft  within  the 

vicinity  of  homes  or  crowds  of  people. RC  aircraft  are  prone  to  accidents, failures, and 

crashes  due  to  a variety  of  reasons  including, lack  o f  maintenance, pilot  error, and  radio 

interference. Pilo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and  damage  or  injury o ccurr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or  as  of  a  result  of  RC  aircraft  models.

· Prior  to  every  flight, carefully  check  rotorhead  spindle  shaft  screws  and  tail  blade  grip ,

linkage  balls  and  screws, ensure  they  are  firmly  secured.

技术规格

Phantom 3 Advanced 具备自动返航以及通过视觉定位系统实现室内稳定悬停、飞行的功能，可以拍摄1080p/60fps
全高清视频和1200万像素的静态照片。

以下为 Phantom 3 Advanced 的机身构造：

折叠状态

Phantom 3 Advanced 遥控器可在最大5千米通信距离内* 控制飞行器的飞行动作。遥控器配置完备的功能按键，
使用户可以“手不离杆”完成飞行器和相机的各种操作和配置。

遥控器内置全新一代 Lightbridge 高清图传地面端，与飞行器机身内置的 Lightbridge 机载端配合，可通过 DJI GO
App 在移动设备上实时显示高清画面。

遥控器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最长可连续工作4小时* 。

连接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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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器 起飞重量

5 m/s

最大下降速度

3 m/s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16 m/s (姿态模式下)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 6000 m

飞行时间 约23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GPS模块 GPS/GLONASS双模

● 云台
可控转动范围 俯仰：−90°至 +30° 

● 视觉定位系统 速度测量范围

30 cm - 300 cm

精确悬停范围

30 cm - 300 cm

使用环境 地面有丰富纹理，光照条件充足 (>15 lux，室内日光灯正常照射环境)

● 相机
影像传感器 1/2.3 英寸 CMOS；有效像素1240万（总像素1276万）

镜头 FOV 94°20mm（35mm 格式等效） f/2.8

ISO范围 100 - 3200（视频）；100 - 1600（照片）

电子快门速度 8秒 - 1/8000秒

照片最大分辨率 4000×3000

照片拍摄模式 单张拍摄

多张连拍（BURST）：3/5/7张

自动包围曝光（AEB）：3/5张 @0.7EV步长

定时拍摄

录像分辨率 UHD: 2.7K (2704×1520) 24/25/30p

FHD: 1920×1080 24/25/30/48/50/60p

HD: 1280×720 24/25/30/48/50/60p

视频存储最大码流 40 Mbps

支持文件系统 FAT32（≤ 32 GB）；exFAT（> 32 GB）

图片格式 JPEG，DNG（RAW）

视频格式 MP4/MOV（MPEG-4 AVC/H.264）

支持存储卡类型 Micro SD卡，最大支持64GB容量、传输速度为Class 10及以上或达到UHS-1评级的Micro SD卡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 遥控器
工作频率 2.400 GHz - 2.483 GHz

信号有效距离 FCC: 5000 米；CE: 3500 米

（无阻挡，无干扰）

视频输出接口 USB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电池 6000 mAh 锂充电电池 2S

移动设备支架 支持平板与手机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FCC: 20 dbm； CE:16 dbm

工作电流/电压 1.2 A @7.4 V

● 充电器
电压 17.4 V

额定功率 57 W

● 智能飞行电池（PH3-4480 mAh-15.2 V )
容量 4480 mAh

电压 15.2 V

电池类型 LiPo 4S

能量 68 Wh

电池整体重量 365 g

工作环境温度 -10℃至40℃

最大充电功率 100 W FCC ID：SS3-WM3221503    FCC ID： SS3-GL3001501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INTRODUCTION

* 最大通信距离和最长可连续工作时间均为实验环境下测得，仅供参考。

●IMPORTANT NOTES

RC helicopters, Including the FW450 are not toys. RC helicopter utilize various high-tech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superior performance. Improper use of this product can 

result in serious injury or even death. Please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before using and make 

sure to be conscious of your own µrsonal safety and the safety of others and your 

environment when operating all flywing products. Manufacturer and seller assume no liability 

for the operation or the use of this product. Intended for use only by adults with experience 

Aylng remote control helicopters at a legal flying field. After the sale of this product we cannot

maintain any control over its operation or usage.

As the user of this product, you am solely responsible for operating it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endanger yourself and others or result in damage to the product or the property of o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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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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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NTOM 3
ADVANCED

1. 一体式相机云台

2. 视觉定位系统

3. 相机Micro SD卡槽

4. Micro USB接口

5. 相机状态指示灯

6. 机头LED指示灯

7. 电 机

8. 螺旋桨

9. 飞行器状态指示灯

10. 天 线

11. 智能飞行电池

12. 电池开关

13. 电池电量指示灯

14. 对频按键

15. 相机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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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buying Flywing Products. The FW 450 Helicopter is designed as an easy to 

use, full featured Helicopter RIC model capable of all forms of rotary flight. Please read the 

manual carefully before assembling the model, and follow all preca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located within the manual. Be sure to retain the manual for future reference, 

routine maintenance, and tuning. The FW 450 is a new product developed by Flywing. It 

features the best design avallabk on the RC helicopters market to date, providing flying 

stability for beginners, full aerobatic capability for advanced fliers, and unsurpassed reliability 

for customer support.

Please visit http://www.flywingrc.com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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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您的PHANTOM 3 Advanced 认识您的遥控器

● 飞行环境要求

1. 恶劣天气下请勿飞行，如大风（10米/秒）、下雪、下雨、有雾天气等。
2. 选择开阔、周围无高大建筑物的场所作为飞行场地。大量使用钢筋的建筑物会影响指南针工作，而且会遮挡GPS

信号，导致飞行器定位效果变差甚至无法定位。
3. 请勿在有高压线、通信基站、发射塔或Wi- Fi热点等区域飞行，以免遥控器受到干扰。
4. 在海拔6000米以上飞行，由于环境因素导致飞行器电池及动力系统性能下降，飞行性能将会受到影响，请谨慎飞行。
5. 在南北极圈内飞行器无法使用 P 模式飞行，可以使用ATTI模式与视觉定位系统飞行。

LOCATE AN APPROPRIATE LOCATION *

● 自动返航过程中，飞行器不能自主躲避障碍，但用户可在遥控器信号正常时控制其飞行。在高大建筑物周围飞行时，要确保飞行

高度比建筑物高，或者在飞行前已经根据建筑物高度设置合适的返航高度（详见用户手册）；否则切记不要飞到建筑物后面（建

筑物遮挡会导致遥控器信号中断而引发失控返航），以防失控返航过程中撞到建筑物。

自动返航

● 定位模式(P模式)

飞行器利用GPS信号和视觉定位系统，精准定位、稳定悬
停，并且具备返航功能。

Phantom 3 Advanced 具备自动返航以及通过视觉定位系统实现室内稳定悬停、飞行的功能，可以拍摄1080p/60fps
全高清视频和1200万像素的静态照片。

以下为 Phantom 3 Advanced 的机身构造：

折叠状态

Phantom 3 Advanced 遥控器可在最大5千米通信距离内* 控制飞行器的飞行动作。遥控器配置完备的功能按键，
使用户可以“手不离杆”完成飞行器和相机的各种操作和配置。

遥控器内置全新一代 Lightbridge 高清图传地面端，与飞行器机身内置的 Lightbridge 机载端配合，可通过 DJI GO
App 在移动设备上实时显示高清画面。

遥控器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最长可连续工作4小时* 。

连接移动设备

室外无遮挡的开阔地带才会有GPS信号。定位模式分为三种
状态：P-GPS: GPS信号良好，飞行器优先利用GPS信号
定位；P-OPTI: 无GPS信号、飞行器自动利用视觉定位系
统定位；P-ATTI: 无GPS信号且不满足视觉定位条件，飞
行器处于姿态模式。

视觉定位系统使用环境：高度在0.3~3米、光线充足，地面
有清晰纹理的室内或室外环境。视觉定位系统不能在水面、
无清晰纹理的地面以及光线不足的环境精准定位。

视觉定位高度

30 cm-300 cm

GPS定位

● 返航功能

GPS信号良好时，飞行器可以记录返航点以及自
动返航。DJI GO App 上GPS信号显示两格及以上
时，飞行器将记录此刻GPS坐标为返航点；飞行
器自动飞回返航点的过程称为返航。
智能返航：用户可通过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或
DJI GO App 的返航键，使飞行器自动返航。
智能低电量返航：当智能电量系统分析出当前电量
仅足够返航时，飞行器将自动返航。
失控返航：遥控器信号丢失的情况下，飞行器将自
动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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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安全须知

DJI 强烈建议用户在安全、合理的环境中享受飞行乐趣。必要的飞行安全认识对于您、周围人群与环境的安全非常重要。
1. 在开阔的场地飞行：飞行时请远离建筑物、树木、高压线以及其它障碍物，同时远离水面、人群和动物。
2. 飞行过程全程操控：即使在使用自动起飞/降落和自动返航功能时，也请保持遥控器在手中，以随时控制飞行器。
3. 在视距范围内飞行：请保持飞行器始终在视距范围内，避免飞到高大建筑物以及其它可能阻挡视线的物体后面。
4. 控制飞行高度：为保证飞行器以及民航的飞行安全，请将飞行器的高度控制在120米以内。如您所在区域有禁飞

或低于120米的飞行高度限制规定，请遵照其规定。

将遥控器飞行模式切换开关切换至P档位
置，选用定位模式并等待GPS定位成功。

请访问 http://www.dji.com/cn/flysafe/no-fly 观看飞行安
全 教学视频以及获取飞行限制等更全面的安全知识。

* 最大通信距离和最长可连续工作时间均为实验环境下测得，仅供参考。

● 指南针校准

请依据 DJI GO App 或飞行器状态指示灯的提示进行指南针校准。校准注意事项如下：
1. 请勿在强磁场区域或大块金属附近校准，如磁矿、停车场、带有地下钢筋的建筑区域等。
2. 校准时请勿随身携带铁磁物质，如手机等。
3. 指南针校准成功后，将飞行器放回地面时，如果受到磁场干扰，DJI GO App 会显示处理方法，请按显示的方法

进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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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ON LITHIUM POLYMER BATTERIES

Lithium Polymer batterie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volatile than alkaline or Ni-Cd/Ni-MH batteries 

used.in RC applications. All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nd warnings must be followed 

closely. Mishandling of LI-Pd batteries can result in fire. Always follow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when disposing of Lithium Polymer batteries.

REVENT MOISTURE

RC models are composed of many precision electrical components. It is critical to

keep the model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away from moisture and other 

contaminants. The introduction or exposure to water or moisture in any form can 

cause the model to malfunction resulting in loss of use, or a crash. Do not operate

or expose to rain or moisture.

PROPER OPERATIO

Please use the replacement of parts on the manual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instructors. This product Is for RIC model, so do not use for other purpose.

SAFEEE OPEEERAAATIONNN

Do not attempt to grab or make contact with tho helicopter while the main blades are in motion 

and keep your eyes away from the helicopter. During take-off, landing, and flight, be sure to 

keep tho helicopter away from all obstacles. Operators must stand at least 10 meters away 

from the helicopter to avoid injury caused by loose parts due to improper assembly or any 

unforeseen dangers. Operate this unit within your ability. Do not fly under tired condition and 

improper operation may cause in danger. Never take your eyes off the model or leave it 

unattended while it is turned on. Immediately turn off the model and transmitter when you 

have landed the model

OBTAIN THE ASSISTANCE OF AN EXPERIENCED PILOT 

ALWAYS BE AWARE OF THE ROTATING BLADES

KEEP AWAY FROM HEAT

RC helicopters fly at high speed, thus posing a certain degree of potential danger. 

Choose a legal flying ieldconsisting of Rat, smooth ground without obstacles. Do not fly 

near buildings, high voltage cables, or tre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yourself, others and 

your model. For the first practice, please choose a legal flying field. Do not fly your model 

in inclement weather, such as rain, wind, snow or darkness.

Get more updat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FlyWing.com



认识您的PHANTOM 3 Advanced About  Transmitter

● 飞行环境要求

1. 恶劣天气下请勿飞行，如大风（10米/秒）、下雪、下雨、有雾天气等。
2. 选择开阔、周围无高大建筑物的场所作为飞行场地。大量使用钢筋的建筑物会影响指南针工作，而且会遮挡GPS

信号，导致飞行器定位效果变差甚至无法定位。
3. 请勿在有高压线、通信基站、发射塔或Wi- Fi热点等区域飞行，以免遥控器受到干扰。
4. 在海拔6000米以上飞行，由于环境因素导致飞行器电池及动力系统性能下降，飞行性能将会受到影响，请谨慎飞行。
5. 在南北极圈内飞行器无法使用 P 模式飞行，可以使用ATTI模式与视觉定位系统飞行。

技术规格

● 自动返航过程中，飞行器不能自主躲避障碍，但用户可在遥控器信号正常时控制其飞行。在高大建筑物周围飞行时，要确保飞行

高度比建筑物高，或者在飞行前已经根据建筑物高度设置合适的返航高度（详见用户手册）；否则切记不要飞到建筑物后面（建

筑物遮挡会导致遥控器信号中断而引发失控返航），以防失控返航过程中撞到建筑物。

自动返航

● 定位模式(P模式)

飞行器利用GPS信号和视觉定位系统，精准定位、稳定悬
停，并且具备返航功能。

Phantom 3 Advanced 具备自动返航以及通过视觉定位系统实现室内稳定悬停、飞行的功能，可以拍摄1080p/60fps
全高清视频和1200万像素的静态照片。

以下为 Phantom 3 Advanced 的机身构造：

FW450 using FS-i6S transimitter which is 2.4GHz, 1km* control distance

The FS-I6S has a built-in dual omnidirectional antenna

室外无遮挡的开阔地带才会有GPS信号。定位模式分为三种
状态：P-GPS: GPS信号良好，飞行器优先利用GPS信号
定位；P-OPTI: 无GPS信号、飞行器自动利用视觉定位系
统定位；P-ATTI: 无GPS信号且不满足视觉定位条件，飞
行器处于姿态模式。

视觉定位系统使用环境：高度在0.3~3米、光线充足，地面
有清晰纹理的室内或室外环境。视觉定位系统不能在水面、
无清晰纹理的地面以及光线不足的环境精准定位。

视觉定位高度

30 cm-300 cm

GPS定位

● 返航功能

GPS信号良好时，飞行器可以记录返航点以及自
动返航。DJI GO App 上GPS信号显示两格及以上
时，飞行器将记录此刻GPS坐标为返航点；飞行
器自动飞回返航点的过程称为返航。
智能返航：用户可通过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或
DJI GO App 的返航键，使飞行器自动返航。
智能低电量返航：当智能电量系统分析出当前电量
仅足够返航时，飞行器将自动返航。
失控返航：遥控器信号丢失的情况下，飞行器将自
动返航。

● 飞行器
起飞重量 1280 g

最大上升速度 5 m/s

最大下降速度 3 m/s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16 m/s (姿态模式下)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 6000 m

飞行时间 约23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GPS模块 GPS/GLONASS双模

● 云台
可控转动范围 俯仰：−90°至 +30° 

● 视觉定位系统
速度测量范围 < 8 米/秒 (高度 2 米，光照充足)

高度测量范围 30 cm - 300 cm

精确悬停范围 30 cm - 300 cm

使用环境 地面有丰富纹理，光照条件充足 (>15 lux，室内日光灯正常照射环境)

● 相机
影像传感器 1/2.3 英寸 CMOS；有效像素1240万（总像素1276万）

镜头 FOV 94°20mm（35mm 格式等效） f/2.8

ISO范围 100 - 3200（视频）；100 - 1600（照片）

电子快门速度 8秒 - 1/8000秒

照片最大分辨率 4000×3000

照片拍摄模式 单张拍摄

多张连拍（BURST）：3/5/7张

自动包围曝光（AEB）：3/5张 @0.7EV步长

定时拍摄

录像分辨率 UHD: 2.7K (2704×1520) 24/25/30p

FHD: 1920×1080 24/25/30/48/50/60p

HD: 1280×720 24/25/30/48/50/60p

视频存储最大码流 40 Mbps

支持文件系统 FAT32（≤ 32 GB）；exFAT（> 32 GB）

图片格式 JPEG，DNG（RAW）

视频格式 MP4/MOV（MPEG-4 AVC/H.264）

支持存储卡类型 Micro SD卡，最大支持64GB容量、传输速度为Class 10及以上或达到UHS-1评级的Micro SD卡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 遥控器
工作频率 2.400 GHz - 2.483 GHz

信号有效距离 FCC: 5000 米；CE: 3500 米

（无阻挡，无干扰）

视频输出接口 USB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电池 6000 mAh 锂充电电池 2S

移动设备支架 支持平板与手机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FCC: 20 dbm； CE:16 dbm

工作电流/电压 1.2 A @7.4 V

● 充电器
电压 17.4 V

额定功率 57 W

● 智能飞行电池（PH3-4480 mAh-15.2 V )
容量 4480 mAh

电压 15.2 V

电池类型 LiPo 4S

能量 68 Wh

电池整体重量 365 g

工作环境温度 -10℃至40℃

最大充电功率 100 W FCC ID：SS3-WM3221503    FCC ID： SS3-GL3001501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飞行安全须知

DJI 强烈建议用户在安全、合理的环境中享受飞行乐趣。必要的飞行安全认识对于您、周围人群与环境的安全非常重要。
1. 在开阔的场地飞行：飞行时请远离建筑物、树木、高压线以及其它障碍物，同时远离水面、人群和动物。
2. 飞行过程全程操控：即使在使用自动起飞/降落和自动返航功能时，也请保持遥控器在手中，以随时控制飞行器。
3. 在视距范围内飞行：请保持飞行器始终在视距范围内，避免飞到高大建筑物以及其它可能阻挡视线的物体后面。
4. 控制飞行高度：为保证飞行器以及民航的飞行安全，请将飞行器的高度控制在120米以内。如您所在区域有禁飞

或低于120米的飞行高度限制规定，请遵照其规定。

将遥控器飞行模式切换开关切换至P档位
置，选用定位模式并等待GPS定位成功。

请访问 http://www.dji.com/cn/flysafe/no-fly 观看飞行安
全 教学视频以及获取飞行限制等更全面的安全知识。

* * The maximum communication distance is measured under the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and is for reference only.

● 指南针校准

请依据 DJI GO App 或飞行器状态指示灯的提示进行指南针校准。校准注意事项如下：
1. 请勿在强磁场区域或大块金属附近校准，如磁矿、停车场、带有地下钢筋的建筑区域等。
2. 校准时请勿随身携带铁磁物质，如手机等。
3. 指南针校准成功后，将飞行器放回地面时，如果受到磁场干扰，DJI GO App 会显示处理方法，请按显示的方法

进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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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your FW450 Helicopter

● 更多飞行操作详见《Phantom 3 Advanced 用户手册》；可以在 DJI GO App 更改遥控器的操控方式。

6. 遥控器操作说明

2. Turn on helicopter power

Please insert the battery into the abdomen of the helicopter to ensure that the battery strap is 
securely fastened. Connect the yellow plug of the battery to the Helicopter to keep the 
helicopter stationary. After the regular movement of the rotor head is completed, installed the  
canopy correctly.

遥控器出厂默认操控方式为“美国手”。左摇杆控制飞行高度与方向，右摇杆控制飞行器的前进、后退以及左右飞
行方向。云台俯仰控制拨轮可控制相机的俯仰拍摄角度。

固件升级以及了解产品全部信息，请访问官网产品专页下载

《Phantom 3 Advanced 用户手册》

http://www.dji.com/cn/product/phantom-3-adv

8. 飞行

●  一键起飞／降落（在 DJI GO App 相机界面中）

● 遥控器信号正常时，智能返航过程中可使用遥控器

控制飞行航向。

智能返航：
长按遥控器的智能返航按键可使飞行器自动返航。
再短按一次该按键即可终止返航。

●  返航功能

智能低电量返航：
当智能电量系统分析出当前电量仅足够返航和降落时，
飞行器将自动返航。

失控返航：
当遥控器信号丢失时，飞行器将自动返航。

App一键返航按键智能返航按键

※本指南内容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附 录

拍 摄飞行器状态指示灯

. . . 绿灯慢闪，GPS定位开启（P-GPS）

. . . 黄灯慢闪，姿态模式（P-ATTI/ATTI）

..... 黄灯快闪，无遥控器连接

. . . 红灯慢闪，低电量报警

.... 红灯快闪，严重低电量报警

—— 红灯常亮，严重错误 红黄灯交替快闪，

需校准指南针

. . . 绿灯双闪，视觉定位开启（P-OPTI）

未连接到飞行器

工作正常

B-B-B... 低电量或异常报警

B—B—... 闲置5分钟及以上

遥控器状态指示灯

●  通过遥控器的相机设置转盘可远程设置相机

拍摄参数；通过拍照、录影和回放按键控制

相机进行拍照、录影和回放；云台俯仰控制

拨轮可调整相机拍摄的俯仰角度。

●  使用 DJI GO App 可设置相机参数、控制

相机拍照、录影及回放。

●  通过 DJI GO App 相册将相机Micro SD

卡的拍摄素材同步到移动设备中，也可以

通过使用SD读卡器将拍摄素材导入电脑。

X2

●  请勿同时使用其它 2.4G 通信设备，以免对遥控器信号造成干扰。

5. 准备遥控器
展开遥控器上的移动设备支架并调整天线位置，不同的天线位
置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不同。

操控飞行器时，保持遥控器天线与移动设
备屏幕平行，并适时调整天线朝向使飞行
器始终处于最佳通信范围内。

1 按下移动设备支架侧边的按键以伸展
支架，放置移动设备。 调整支架确保
夹紧移动设备。 使用移动设备数据线
将设备与遥控器 USB 接口连接。1

3

2

● 务必手动拧紧螺旋桨，确保螺旋桨安装正确、紧固。  

● 确认飞行器已经正确安装电池，确认相机已安装 Micro SD 卡。
● 使用A、F模式需先在DJI GO App中设置，详见用户手册。
● 在非P模式下飞行，飞行器只能保持姿态增稳并且不具备定位功能；姿态模式下，GPS 信号良好时飞行器具备返航功能。

左摇杆 右摇杆 云台俯仰控制拨轮
3. Charging

● Please use the official charger to charge.Take out flight battery before charging

● Connect the charger to an AC power source (100~240 V, 50/60 Hz; use a power adapter if necessary).
● Before charging, make sure the battery temperature is normal and connect the battery white balance 
head to the charger. (yellow plug is not inserted)

● When the charger is connected, the charger screen will display the voltage and when full, the FLL will be 
displayed.

弱强

www.d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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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NTOM 3

点击一键起飞按键，飞行器将自动
起飞并且在高度约为1.2米处悬停。

点击一键降落按键，飞行器将自动
下降并在降落至地面后停止电机。

● 在飞行过程中，切勿停止电机，否则飞行器将会坠毁。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如飞行器可能撞向人群），需要紧急停止电机以最

大程度减少伤害。
● 严重低电量报警时飞行器将无法起飞。
● 电池低温报警：如果电池温度过低，DJI GO App 将提示未达到起飞条件，需先将电池预热后才能起飞。
● 启动飞行器电机后螺旋桨将高速旋转，具有危险性。操作者应与飞行器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应使飞行器远离人群与建筑物、树

木或其它遮挡物，以免发生撞击。
● 降落后请先关闭飞行器，再关闭遥控器。

7. 准备飞行

请按照箭头方向移除飞行器上的云台锁扣。
将飞行器放置于户外平整开阔地带，用户面朝机尾。

可安全飞行（有GPS）

●  手动起飞／降落

油门杆 / 向下 (缓慢)

降落：
缓慢向下拉动油门杆，飞行器降低飞行高度直至降落
至地面。将油门杆拉至最低位置以停止电机。

起飞：
同时向内（或向外）拨动左右摇杆，电机启动后松
开摇杆。缓慢向上推动油门杆（默认左摇杆），飞行
器起飞。

油门杆 / 向上 (缓慢)启动 / 停止电机

在室外起飞前请务必等待 DJI GO App 相机界面正上方的飞行状态指示
栏为此状态，在室内起飞前请等待显示“可安全飞行（无GPS）”，
以保障飞行安全。

或

1

5

6

1 将飞行模式切换开关调到 P 档位（P为定位模式；A 为姿
态模式；F为功能模式）。

开启遥控器。

开启智能飞行电池，等待云台自检，此过程中切勿移动飞
行器。

连接移动设备。运行 DJI GO App 并选择相机界面，首次
连接 DJI GO App 与 Phantom 3 Advanced 时，需要在
已连接互联网的环境中根据 App 的提示激活。

根据相机界面提示的飞行检查列表进行起飞前检查，确保
所有模块运行正常。第一次连接 DJI GO App 将自动进入
新手模式，此模式下飞行器的飞行高度与距离将受到限制
（新手模式可在App中MODE菜单设置跳过）。

安装四只螺旋桨，将黑色桨帽的螺旋桨逆时针安装到带
黑点的电机上；将银色桨帽的螺旋桨顺时针安装到不带
黑点的电机上。安装时一只手握住电机，另一只手拧紧
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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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wer on transmitter

1.Hold the two power switch two seconds at the same time to turn on transmitter.If trasmitter 
warning,please dial the stick switch to top position(”off fly action””return””cut throttle”)
then dial mode stick to GPS position 

TX-Transmitter power

systerm

The yellow plug of the battery is connected 
to the side plug of the helicopter



使用您的PHANTOM 3 Advanced

● 更多飞行操作详见《Phantom 3 Advanced 用户手册》；可以在 DJI GO App 更改遥控器的操控方式。

6. 遥控器操作说明

3. 检查电量

请分别短按一次遥控器和智能飞行电池的电源开关以检查电量。首次使用智能飞行电池，请务必充满电。
短按一次、再长按2秒遥控器电源开关可开启遥控器（重复本操作可关闭遥控器）。
短按一次、再长按2秒智能飞行电池开关可开启智能飞行电池（重复本操作可关闭智能飞行电池）。

遥控器出厂默认操控方式为“美国手”。左摇杆控制飞行高度与方向，右摇杆控制飞行器的前进、后退以及左右飞
行方向。云台俯仰控制拨轮可控制相机的俯仰拍摄角度。

● 推荐在平板设备上使用DJI GO App以获得最佳的体验。DJI GO App要求使用iOS 8.0及以上系统和Android 4.1.2及以上系统。

8. 飞行

●  一键起飞／降落（在 DJI GO App 相机界面中）

1. 下载 DJI GO App

安装 DJI GO App，请在软件商店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
或用移动设备访问以下网址：http://m.dji.net/djigo

2. 观看入门教学视频  

扫描二维码观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

● When the transmitter signal is normal, the transmitter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 flight direction during the 

return flight.

Smart return:
Turning transmitter’s stick to return .Then helicopter 
can automatically return Then dial to GPS mode to 
terminate the return flight.

●Return Function

Low battery return: When the power system 
determines that the current power is only enough 
to return and land, the helicopter will automatically 
return.低 高电量

使用Phantom 3 Advanced 之前，请 在 DJI GO App 或者 DJI 官方网站产品页面完整观看教学视频与下载阅读
《Phantom 3 Advanced 用户手册》，并仔细阅读以下包装内文档：《Phantom 3 Advanced 快速入门指南》、
《Phantom 3 免责声明和安全操作指引》、《Phantom 3 智能飞行电池安全使用指引》和《物品清单》。

※The contents of this guid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ppendix

● 请勿同时使用其它 2.4G 通信设备，以免对遥控器信号造成干扰。

5. 准备遥控器
展开遥控器上的移动设备支架并调整天线位置，不同的天线位
置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不同。

操控飞行器时，保持遥控器天线与移动设
备屏幕平行，并适时调整天线朝向使飞行
器始终处于最佳通信范围内。

1 按下移动设备支架侧边的按键以伸展
支架，放置移动设备。 调整支架确保
夹紧移动设备。 使用移动设备数据线
将设备与遥控器 USB 接口连接。1

3

2

● 务必手动拧紧螺旋桨，确保螺旋桨安装正确、紧固。  

● 确认飞行器已经正确安装电池，确认相机已安装 Micro SD 卡。
● 使用A、F模式需先在DJI GO App中设置，详见用户手册。
● 在非P模式下飞行，飞行器只能保持姿态增稳并且不具备定位功能；姿态模式下，GPS 信号良好时飞行器具备返航功能。

左摇杆 右摇杆 云台俯仰控制拨轮

4. 充 电
● 请使用 DJI 官方提供的充电器充电。充电前需将智能飞行电池取出。
● 连接充电器到交流电源（100~240 V，50/60 Hz；如需要请使用电源转换插头）。
● 智能飞行电池、遥控器开启或关闭的状态下均可充电。建议在关闭状态下充电。
● 在关闭状态下充电时，智能飞行电池与遥控器指示灯全部熄灭表示电已充满。

BA

B
A

取出智能飞行电池

低 高电量

弱强

请在 DJI GO App 或访问DJI官方网站观看。
http://www.dji.com/cn/product/phantom-3/video

www.dji.com

ADVANCED

PHANTOM 3

点击一键起飞按键，飞行器将自动
起飞并且在高度约为1.2米处悬停。

点击一键降落按键，飞行器将自动
下降并在降落至地面后停止电机。

● Do not stop the motor during the flight, or the aircraft will crash. Unless special circumstances occur (such as an aircraft that 

may crash into a crowd), an emergency stop of the motor is required to minimize damage.

● Helicopter will not be able to take off during a severe low battery alarm.

● The propeller will rotate at high speed after starting the helicopter motor, which is dangerous. The operator should keep a 

distance from the helicopter and keep the helicopter away from people and buildings, trees or other obstructions to avoid 

impact.

● Please turn off the helicopter before landing, then turn off the remote control.

7. 准备飞行

请按照箭头方向移除飞行器上的云台锁扣。
将飞行器放置于户外平整开阔地带，用户面朝机尾。

可安全飞行（有GPS）

Throttle stick / down (slowly)

landing:

Slowly pull the throttle stick down and the helicopter lowers the 

flight altitude until it drops to the ground. Pull the throttle stick to 

the lowest position and hold it, turn the start safety switch to the 

flameout to stop the motor.

● Manual takeoff/landing
Take off:

Move the left stick outward with your left hand and release 

the rocker after 5 seconds， green flash at this time. Turn 

the start safety switch from the flameout to start, slowly push 

the throttle stick up (default left stick) and the helicopter takes 

off. 
Throttle stick / up (slowly)Unlock flight control

在室外起飞前请务必等待 DJI GO App 相机界面正上方的飞行状态指示
栏为此状态，在室内起飞前请等待显示“可安全飞行（无GPS）”，
以保障飞行安全。

1

5

6

1 将飞行模式切换开关调到 P 档位（P为定位模式；A 为姿
态模式；F为功能模式）。

开启遥控器。

开启智能飞行电池，等待云台自检，此过程中切勿移动飞
行器。

连接移动设备。运行 DJI GO App 并选择相机界面，首次
连接 DJI GO App 与 Phantom 3 Advanced 时，需要在
已连接互联网的环境中根据 App 的提示激活。

根据相机界面提示的飞行检查列表进行起飞前检查，确保
所有模块运行正常。第一次连接 DJI GO App 将自动进入
新手模式，此模式下飞行器的飞行高度与距离将受到限制
（新手模式可在App中MODE菜单设置跳过）。

安装四只螺旋桨，将黑色桨帽的螺旋桨逆时针安装到带
黑点的电机上；将银色桨帽的螺旋桨顺时针安装到不带
黑点的电机上。安装时一只手握住电机，另一只手拧紧
螺旋桨。

5 6

2

DJI GO 
App

43

4. Ready to fly

Please helicopters placed on a flat open area outdoors, the user facing the tail of helicopter.

Helicopter Status Indicator Descri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