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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感谢您购买 D02 电台（以下简称" D02"）。请根据当地无线电管制规定使用 D02。在使
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声明。一旦使用，即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和接受。请严
格遵守本说明安装和使用该产品。因用户不当使用、安装、总装、改装造成的任何结果或
损失，深圳市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产品注意事项

1. D02 天空端输入电压均为 DC7.4 - 24V（锂电池 2s - 6s），请严格按照此数据为模
块供电。
2. 务必在上电前安装好天线，避免损坏电路。
3. 确保天线在使用的过程中无障碍物遮挡，无弯折，同时尽量远离大块金属结构件，避
免因上述原因导致通信受阻。
4. 请勿私自拆卸或改装 D02。若在安装或使用的过程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华
之翼或您的代理商。
5. 安装时注意使各电子设备之间保持合适的距离，从而将设备间电磁干扰降低到最小。
6. 使用前请确保所有连线紧固可靠，所有部件正常工作。
7. 使用前请先检查周围环境，确保无其它 900-930MHZ 设备干扰，否则 D02 数据传输
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8. 如在产品安装或者使用的过程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请联系您的供应商，或者访问
我们的网站：www.chinowing.com 以获得技术支持。

http://www.chinow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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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D02 双链路电台是一款可同时传输遥控器信号和数传信号的数据链路传输设备。可将地面
端原有的遥控器信号增强后连同数传信号一同发送给机载端。主要用于解决遥控器信号和
数传信号传输距离近，传输质量低的问题。具有体积小，集成度好，灵敏度高等特点。D02
工作在 900-928MHZ 频段，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最大通信距离可达 50KM。

物品清单

主要模块

地面端 ×1 天空端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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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件

产品使用说明

D02 电台标识说明

供电线 x1 标准USB线 机载端参数配置线

为模块供电（DC:7.4-12V)
Type-c用于地面端模块参数配

置或串口连接

用于天空端模块参数配置

GH 4pin TTL线 x1 天线 x 2

AIR端与其它设备连接
902-928mhz天线



6 www.chinowing.com

① 数据传输指示灯
RXD 灯亮时表示接收机有数据接收，TXD 灯亮时表示接收机有数据发送

② 信号强度
指示灯 S1 S2 S3 为信号强度指示灯，全亮为信号质量最强，只有 S2、S3 亮为信号质量中，只有 S3 亮为信号质量一般

③ SET按键
用于进入电台配置模式

④ USB 接口 ⑤ DC 5V 接口
地面端数据+供电接口 地面端备用 USB 供电接口

⑥ TTL 接口 ⑦ 天空端 DC7.4-24
天空端 GH 4pin 与飞控连接 天空端 XT30 接口 2-6S 供电

地面端连线示意图

地面端为双 USB 接口，USB 接口支持供电或数据连接接口。DC 5V 接口只

有供电功能，主要用于 USB2.0 电流为 500ma 的电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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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端连线示意图

1、 机载端供电电压 7.4-24V。
2、 TTL 与飞控的 TX RX 需要交叉连接连接方式如下：

模块使用步骤

两端连线完成后请参照以下步骤检查连线状态。（此步骤因为飞控不同会有部
分差异）
1. 使用 USB type-c 把地面端的 USB 接口与电脑连接，首次使用在有网络的情
况下会自动安装驱动；

RX TX
接收机 GND GND 飞控或其他设备

TX 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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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地面端被正确识别，驱动正确安装，无
黄色感叹号。

3. 打开飞控地面站软件，选择对应的 COM 口，连接飞控。飞控正常连接，说
明 D02 模块的数传链路已经联通。如连接失败，请检查以下几点。

① 飞控的波特率和 D02 天空端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② 确保 D02 地面端的串口连接正常。
③ 使用 D02 参数设置软件，确保 D02 天空端和地面端的网络地址一致。
④ 确保飞控的 RX 是对应 D02 的 TX,飞控的 TX 对应 D02 的 RX。

4. D02 模块默认出厂波特率为 115200，地址：555 如需更改请参考软件配置
章节；

模块正常连接示意图

当机载端与地面端后通电后，灯若是按照如下图亮起，则代表两模块已正常连接

机载端 地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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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00 参数配置软件使用说明

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我们研发团队对 P900 模块 AT 配置指令进行整合，支持所有

Microhard P900 产品系列可进行参数配置，使用时请注意查看软件固件版本，不定期会更

新软件增加新的功能。请及时关注我们的网站获得最新的软固件及技术支持。

D02 配置软件需要到官方网站“www.chinowing.com”下载“D02.exe”。

配置软件安装流程

1. 下载 D02.exe；
2. 点击 D02.exe根据提示进行安装；

3. 运行 D02.exe；

http://www.chinow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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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软件使用介绍

1. D02 软件提供两种进入配置模式的选项：

(1) Force Mode : 使用配置按键进入配置模式。

使用方法：通过长按配置按键并给 D02 上电，波特率默认是 9600，点

击连接。

(2) Jump Mode : 无需使用配置按键，从数据模式跳转至配置模式。

使用方法直接上电，选择透传数据模式下的波特率，点击连接，模块会

直接从数据模式跳转到配置模式，即可进行配置参数。

2. 按键用来产生一个随机的网络地址， 按键用来锁定生成的网

络地址。

3. 按键用来写入新的配置参数到模块。

4. 按键提供高级配置功能，非专业人员谨慎使用，密码

是”chinowing”。

5. 网络地址：配对连接唯一识别的 ID 码，天空端和地面端的网络地址必

须保持一致。

6. 工作模式：master（主）、slave（从）、Repeater（中继）3 种模式。

7. 波特率（左侧）：该波特率是透传数据传输速率，必须与连接设备的

波特率一致。

8. 空速：数据传输最大速率，默认 172800.

9. 输出功率：功率支持 0.1W - 1W 选择，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

10. 菜单栏 -> D02 -> 语言 -> 中英语言切换功能。

11. 菜单栏 -> 工具 -> AT 指令窗口界面，提供专业人员的 AT指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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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菜单栏 -> 帮助 ->关于 D02 配置软件的版本信息说明。

点对点模式配置方法

点对点通讯至少需要两个模块，分别为主从模式

主模式设置：
1 上电与电脑连接。

2 选择相应的 com口和连接方式，点击 connect，如果左侧显示相

应参数，表示模块成功进入配置模式。

3 工作模式选择 Master（主模式），波特率选择你需要的即可，

空速默认即可，输出功率 0.1W-1W 可选择，功率越大传输距离

越远。

4 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 设置写入，下方消息栏会提示写入配

置参数。

从模式设置：
① 上电与电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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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选择相应的 com 口和连接方式，点击 connect，如果左侧显示相

应参数，表示模块成功进入配置模式。

④ 工作模式选择 Slave（从模式），空速默认即可，输出功率 0.1W-1W
可选择，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

⑤ 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 设置写入，下方消息栏会提示刚写入

配置的参数。

以上是点对点的主从设置方法，无需进入 ALL 高级配置模式，按照以上方法配置即可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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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模式配置方法

中继模式通讯至少需要 3 个模块，分别为主、从模式和中继模式。

① 地面端模块选择主模式，设置相应的波特率和功率，点击 写入。

② 点击 输入密码“chinowing”在高级设置中将参数按如下配置，

其它默认参数不变，设置完成点击“Sav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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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天空端模块选择从模式，设置相应的波特率和功率，点击 写入。

④ 点击 输入密码“chinowing”在高级设置中将参数按如下配置，

其它默认参数不变，设置完成点击“Sav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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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继端选择中继模式，设置相应的波特率和功率，点击 写入。

⑥ 点击 输入密码“chinowing”在高级设置中将参数按如下配置，

其它默认参数不变，设置完成点击“Sav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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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修改中继模式完成后，中继模式信号指示灯与点对点的不一样，

主机显示与中继的信号强度，从机信号强度也是显示与中继的信号强

度。

注意事项

设置中继模式时，3 个模块的网络地址和波特率必须一致

在高级参数中，其它参数不建议更改，否则可能会造成电台无法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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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中继模式配置方法

双中继模式通讯至少需要 4 个模块，分别为主从模式和 2 个中继模式。

具体配置流程参照上方中继模式配置流程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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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地面站无法连接飞控？

检查 D02 数传和飞控的波特率是否一致，必须要设置一致才能通信。

2、 传输距离过近信号就断开，无法连接？

1 检查天线频段是否是 902-928Mhz。
2 检查天线是否是 SMA 内针。

3 安装位置尽量远离大电流的地方。

4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3、 主模式建立连接或信号灯是熄灭的？

在上电刚连接后需要有数据发收信号指示灯才能够正常亮起。

4、 D02 地面端一直出现重启现象？

检查您的电脑 USB 接口是否是 3.0，如是 2.0 需要把 DC 5V 也要连上电脑，

如是 USB3.0 接一根 USB 可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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