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www.chinowing.com

T18
手持一体地面站
用户手册 V 1.0 数字图传版

2019.12



2 www.chinowing.com

目录

免责声明..................................................................................................3

产品注意事项..........................................................................................3

安装注意..........................................................................................4

使用注意..........................................................................................4

产品简介..................................................................................................4

物品清单..................................................................................................5

产品说明..................................................................................................6

天空端部件名称..............................................................................6

地面端部件名称..............................................................................9

地面站软件....................................................................................12

电池维护保养................................................................................19

产品参数................................................................................................20



3 www.chinowing.com

免责声明
感谢您购买 T18 手持一体地面站（以下简称"T18"）。请根据当地无线电管制规定使用
T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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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无人机电源前请务必先打开地面端的电源。
2. 切换左右手模式的时，需先断开遥控和飞机之间的连接。
3. 在执行任务时将天线侧面对着无人机以确保信号稳定。
4. 在使用过程中要做到轻拿轻放，避免损坏。
5. 请勿私自拆卸本产品，否则将不提供保修服务。
6. 作业后请使用柔和织物进行灰尘清洁。
7. 不使用时，请存放在 EVA 泡棉包装箱，并置于阴凉干燥的环境下。
8. 因机体内部集成有锂电池，存放时请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9. 为更好的服务客户，我们研发团队一直在对产品进行升级优化，产品对应的调参软

件、固件会不定时的更新升级，地面端和机载端不同固件版本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兼
容的情况，所以使用时请注意查看软件固件版本。也请及时关注我们的网站获得最
新的软固件及技术支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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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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

1. 务必使用华之翼提供的零配件。
2. 务必在上电前安装好天线，避免损坏电路。
3. 尽量使接收机天线无障碍物遮挡，天线末端部分垂直朝下、无弯折，避免因阻挡而

缩短通信距离，甚至无法通信。
4. 请勿私自拆卸或改装。若在安装过程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请联系深圳市华之翼科

技有限公司或您的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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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注意

1. 使用前请确保所有连接线紧固可靠，所有部件工作正常。
2. 开机后请先打开遥控器配置软件，检查通道是否都正常。
3. 请检查周围环境，确保无其它 2.400GHz 至 2.483GHz 设备干扰，否则 T18 数据传输

性能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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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使用前检查地面站电量。若调参软件显示地面站电量偏低，请及时给地面站充电。

若地面站关机，接收机将进入失控保护状态。在电池电量过低时请停止飞行。不要
依赖设备上的低电量报警器，该功能仅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并告诉你何时该充电。
每次使用设备前都要检查地面站的电量。

产品简介
T18 无人机图传(图数控一体)，集图传、数传、SBus 链路于一体，具备 15 个物理摇杆
通道，最大通讯距离可达 10km，最低延时 150ms，支持最高 1080P60 高清视频传
输。内置 QGC 开源地面站软件，适配 APM、PX4 开源飞控系统，可实时监测控制无人
机、无人船、以及巡检机器人等智能终端设备。
注：高配 4G 版本 -- 通过内置 4G 模块可接入符合 GB/T 28181 - 2016 国标协议的视频
指挥系统，兼容海康威视、大华等平台，适用公安、消防、交警等相关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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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清单
主要模块

配 件
供电线 x1 充电器×1 接收机升级配置线 ×1 网口转 4pin 线 ×1

为接收机设备供电
（DC:7.4-12V，锂电池

2s-3s)
用于为遥控器充电 用于接收机固件升级与设置参数 用于模块参数配置

地面端部件 x 1 天空端部件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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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天空端部件名称

图 1 天空端正面示意图

[1]

[2]

[3]

[4] [5] [6] [7] [8]

图 2 天空端右侧示意图

图 3 天空端左侧示意图



7 www.chinowing.com

1. HDMI 输入
使用 HDMI 线连接该端口至相机的 HDMI 输出端口，最高支持 1080P60 视频输入。

2. 串口
（1）5V：电源输出；
（2）RX：串口输入（TTL 电平，115200bps）；
（3）TX：串口输出（TTL 电平，115200bps）；
（4）G:地线。

3. S-Bus1
（1）5V：电源输出;
（2）S_TX：S-Bus 输出（接飞控 SBUS 接口或者云台 S-Bus 接口）；
（3）G:地线。

4. 电源输入
（1）12V：电源输入（4.5v-16v）；
（2）G:地线。

5. S-Bus2
（1）5V：电源输出;
（2）S_TX：S-Bus 输出（接飞控 SBUS 接口或者云台 S-Bus 接口）；
（3）G:地线。

6. VIEDO 指示灯
图传链路指示灯，用于指示视频源输入状态。

图 4 天空端背面示意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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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状态

绿灯常亮 检测到 HDMI 信号并工作正常。

绿灯闪烁
检测到 HDMI 信号，但是无法发送。需要重新连接天空端电源，

或检查天空端是否正确接线。

红灯常亮
没有检测到视频源输入或者视频源输入不支持。需检查相机与连

线是否正确或检查相机的输出格式设置。

7. LINK 指示灯
遥控链路指示灯，用于指示天空端与地面端连接状态。

指示灯 状态

红灯闪烁 对频键（PAIRING）已按下，天空端处于对频状态。

绿灯闪烁 检测到信号，但未连接。需要进行对频操作。

绿灯常亮 天空端和地面端成功对频。

红灯常亮
没有检测到信号。需要打开地面端电源开关，或检查天空端是否

正确连线。

8. PAIRING 按键
对频按键，通过该按键可进行天空端与地面端的对频。

9. SMA 接头
天线接头，用于连接天空端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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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端部件名称

[1] 数传天线：传输操控通讯数据；
[2] 7 寸液晶屏：操作和界面显示；
[3] 图传天线：传输视频通讯数据；
[4] [6] 飞行摇杆：控制无人机姿态及升降；
[5] 开/关机按键：开启/关闭设备：

短按一次开机键然后再长按至四个电量指示灯全亮即可开机；短按一次开机键然后
再长按至四个电量指示灯全灭即可关机；
[7] 一键返航按键：长按触发返航模式，并且按键红灯亮起，短按取消返航模式；
[8] 背带挂钩：配合背带使用；

图 5 正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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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状态指示灯：指示系统是否允正常运行：
当状态指示灯绿灯闪烁时，表示系统正常运行，且未充电；当状态指示灯蓝灯、白

灯交替闪烁时，表示系统正常运行，且为充电中；当状态指示灯为蓝灯常亮时，表示系
统关机状态下充电中；
[10] 电量指示灯：显示当前电量

四个电量指示灯分别代表 100%、75%、50%、25%的大概剩余电量，同时，地面
站软件界面中会有精确的电量百分比的显示，当电量百分比小于 10%时，地面站软件界
面会出现低电压报警提示，此时，请尽快关闭设备并充电；

[11] 风扇出风口: 散热出风口，请勿遮挡；
[12] DC 充电口：通过标配的适配器给设备充电；

[13]

[15]

[14] [17]

[18]

图 7 背部示意图

图 6 底部示意图

[16]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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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提手；
[14]拍照按钮：短按触发拍照；
[15]自定义按钮；
[16]散热风扇进风口：风扇进风口，请勿遮挡；
[17]录像按钮：短按一次，开始录像；再短按一次，结束录像；
[18]自定义按钮；

[19]云台航向拨轮：调节云台方向角度；
[20]云台变焦调节按钮：调节云台变焦倍数；
[21]飞行模式拨杆: ①H 档为定高模式； ②G 档预留；③A 档为 GPS 模式；
[22]micro SIM：预留功能（可选 4G 版本）；云台航向拨轮：调节云台航向角度；
[23]USB 接口：外接 U 盘等设备进行数据访问；
[24]HDMI：外接显示器，复制屏幕；
[25]micro SD：用于外部存储及固件升级；
[26]UART 串口：预留功能；
[27]自定义按钮；
[28]云台变焦调节按钮：调节云台变焦倍数；
[29]云台俯仰拨轮：调节云台俯仰角度。

[21] [22] [23] [24] [25] [26] [27]

图 8 顶部示意图

[20]

[19]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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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站软件

1. 地面站主界面

图 9 地面站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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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飞行信息，点击左侧飞行信息窗口的 图标，可选择在飞行信息中显示用户所
需查看的信息。

3. 航线规划
（1）先点击图标，进入航线规划；
（2）点击图标，单击地图添加所需航点；
（3）添加航点后，单击某个航点可修改航点信息或删除航点；
（4）点击图标，可进行上传航线、下载航线、保存航线等；
（5）点击图标，可切换返航位置 H 所在位置中心地图和航线进行所在位置地图。

图 10 飞行信息示意图

图 11 航线规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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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像窗口
在软件主界面下，双击左下角的图像小窗口，即可切换地图/图像窗口，如图 12 所

示。

5. 初始化设置
在此界面中用户可进行 General（通用设置）、Comm Links（通讯链接）、Offline

Maps（离线地图）、Taisync（高清图传通信）、MAVLink（无人机通讯协议）、
Console（控制台）、Radui Member（摇杆设置）、Help（帮助）等设置。

（1）General：常规设置中，主要注意以下几点设置即可，飞行数据日志的保存问
题；电池电量低时的语音播报及播报电量阈值；地图类型选择；自动连接飞控、电台、
光流及差分 GPS 的设置等。

（2）Comm Links：一般指飞行器与地面站的链接，常用串口链接（电台或 USB 直
连）；串口链接可以设置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去、奇偶校验位等基本参
数；也可以使用 WIFI 电台，地面站通过 TCP 方式连接。

（3）Offline Maps：主要是便于外场规划航线使用。下载离线地图时，一般只需关
注下载地图级数和地图类型。

（4）MAVLink：是飞行器与地面站无线传输的通讯协议，一般默认设置即可。
（5）Console：是显示文件加载、控制的过程，同时也能提示错误信息。

图 12 图像窗口放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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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摇杆管理
a. 控制设置：在控制设置界面可进行油门模式选择、遥控器校准等功能，如图 13
所示：

①在控制设置中可设置左右手油门，更改后重启 APP 查看修改结果提示；
②点击“校准遥控器”，然后来回拨动左右摇杆及云台俯仰、云台航向、云台

变焦滚轮，获取每个通道的最大、最小值，然后根据提示完成遥控器通道校准；
③“校准遥控器”完成后，进入状态显示界面确认所有遥控器通道值是否正

常；
建议每隔 1 个月至少校准一次遥控器，以防止因机械磨损、变形等导致通道值变化；

b. 对频：点击“pair”,同时时发射端进入对频状态，如下图 14 所示。
c. 状态显示：状态显示界面主要是显示遥控通道和飞控通道信息，如下图 14 所
示。

图 13 初始化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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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飞行设置
（1）概要：主要是对主要飞行设置参数进行一个概要预览，便于快速查看是否有设
置错误或遗漏的情况。

图 14 状态显示界面

图 15 飞行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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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杆校准：以右手油门为例：首先确保遥控器接收机和飞控遥控信号输入端连
接正确，点击“校准”按钮开始校准，按照提示进行校准，此界面可切换美国手、日
本手、中国手等。

（3）传感器：传感器的设置主要是对飞行棋内外置罗盘、陀螺仪、加速度计和水平
校准进行设置，校准时按照提示进行校准即可。

图 17 传感器设置界面

图 16 摇杆校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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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池管理:电池管理是指对动力锂电池进行设置管理，主要设置电池数量、满电
压和空电压的值；系统根据相关设置显示实时电量情况，此外可对电池的电压进行手动/
自动校准，便于及时更正电量。

（5）安全保护:安全保护，主要是指对于无人机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信号丢失、中
断、电量低或禁飞区等，对无人机进行保护的相关控制或措施。

图 18 安全保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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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机：通过飞行控制器输出端口控制相机执行录像或拍照操作，主要有 4 种触
发模式：时间控制、距离控制、定时、定距。

电池维护保养

由于锂电池的自放电特性，即当锂电池未使用时，自身存在的漏电流会消耗一部分能

量，导致锂电池过放而从损坏，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对锂电池进行保养，具体如下：

1)当此产品电量较低（<10%）时，应立即对锂电池进行充电；

2)当长时间存放此产品时，存放前需将锂电池充满，并且每隔 3 个月进行一次充电（充

满）保养，以避免内置锂电池过放而损坏。

图 19 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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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项目 参数

整体参数

最大通讯距离 10km（无干扰、无阻挡）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100mW@2.4GHz

工作频率 2.400GHz 至 2.483GHz

射频带宽 下行（10/20MHz）, 上行（1.25MHz）

调制方式 BPSK，QPSK，16QAM，64QAM

加密方式 AES 加密

支持视频格式 1080p60,1080p30,1080p25,720p60,720p30,720p25,720p50

MIMO 模式 1T2R 或 2T2R

天空端

尺寸 116×75×30mm

重量 109g

天线增益 3dBi@2450MHz

工作电压 4.5v-16v

工作电流 ≤1.4A@12V

工作环境 -20℃~60℃

串口码率 115200bps

视频输入接口 HDMI

天线接头 双路 SMA

其他接口 S-Bus 输出

地面端 尺寸 319x143x5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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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1.5kg

天线增益 3dBi@2450MHz

接收灵敏度 -109dBm@2.4G

内置电池 11.1V，8000mAh

续航时间 5 小时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充电环境温度 0℃~50℃

视频输出接口 HDMI

其他对外接口 USB、Micro SD、Micro-SIM、UART

适配器 15V/5A

操作终端

操作系统 Android7.1（深度定制）

CPU 双核 Cortex-A72+四核 Cortex-A53 架构，主频高达 2.0GHz

屏幕尺寸 7 英寸

屏幕分辨率 1920*1200

屏幕最大亮度 1200nit

触摸屏 最大支持 5 点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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