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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感谢您购买 T30 手持一体遥控器（以下简称"T30"）。请根据当地无线电管制规定

使用 T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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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0 作为地面端（以下简称" 地面端"）配合天空端（以下简称"天空端"或"机载端"）

一起使用。

2. T30 数字高清图传说明书包含 V20、V21、V30 三种版本都在本篇文档中，文档天空

端不一样，T30 全部为一致操作，如不同天空端版本，可跳过章节请根据相对应的说明

操作。

3. T30 根据数传模块频段的不同，为数传版和图数一体版本。数传模块为 P900 时天空

端为 R20，数传模块为图数一体分为 V20、V21、V30 三种：2.3GHZ-2.57GHZ 模块时

天空端为 V20；800MHZ/1.4GHZ/2.4GHZ 模块时天空端为 V30。

4. 地面端内置 12V 电池（锂电池 3s），天空端需要外部供电输入 DC7.4-12V（锂电池

2s-3s），请严格按照规格为电台供电。

5. 使用时如果操作不当，飞行器可能会对人身财产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和破坏，请在使

用时务必注意安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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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基本的软件固件版本示例：调参软件：HZY_ToolBench V1.2.3.4。地面端固件：

TTx30-1.2.3-1.0。天空端 V20 固件：V20RX-1.2.3-1.00。天空端 V30 固件：V30RX-

1.2.3-1.0。

8. 本手册中涉及到的软件、固件、驱动、端口转换工具等，在我们的网站会不定时更

新，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自行下载，或联系客服人员索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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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无其它设备干扰，否则 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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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检查遥控器电量。若调参软件显示遥控器电量偏低，请及时给遥控器充电。若

遥控器关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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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前都要检查遥控器的电量。遥控器电量充满大约需要 5~6 个小时。

产品简介
T30 是一款集遥控器，数传和地面站于一体的单兵手持数据传输监控系统。T30 继

承了 T21 集成度高，体积小，操作便捷，多通道可调节，双 S-BUS 输出等特点。和 T21

相比，电脑性能配置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对遥控器电路设计进行了优化，通道个数由 16

个增加到 23 个，数传抗干扰供电等方面也有所提升。T30 双 S-BUS 每个通道可在 8 个

模拟通道、4 个三档开关、11 个按键其中 1 个为返航图标所有按键可随意映射。T30 工

作在 840MHz、915MHZ、1.4GHZ,2.3-2.5GHZ 频段，可根据不同版本和环境在 3～

30KM 的距离上提供稳定数据传输。广泛用于工业无人机的控制与数据传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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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清单(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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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12.6V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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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0 遥控器×1 V20 接收机 x 1

TNC 2.3G 胶棒天线×2 SMA 2.3G 胶棒天线×2
T30 发射机天线 V20 接收机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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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清单(V30)

主要模块

配 件
充电器×1 线材包

DC12.6V 2A 用于为遥控器充电
1、供电接头 XT30 电源线 * 1

2、SBUS,TTL 信号线 GH 3pin * 3

T30 遥控器×1 V30 接收机 x 1

TNC 1430-1444Mhz 胶棒天线×2 SMA 1430-1444Mhz 胶棒天线×1
T30 发射机天线 V30 接收机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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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版 LAN 网口版本

物品清单(V21)

主要模块

HDMI A 转 micro LAN 网口转 GH4pin *1

T30 遥控器×1 V21 接收机 x 1

TNC 1430-1444Mhz 胶棒天线×2 SMA 1430-1444Mhz 胶棒天线×1
T30 发射机天线 V21 接收机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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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件

产品说明

T30 主控部件名称

充电器×1 网口转4pin线 x1 线材包

DC12.6V 2A用于

为遥控器充电
用于天空断连接碗口设备

1、供电接头 XT30 电源线 * 1
2、SBUS GH 3pin *3
3、TTL 信号线 GH 4p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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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右摇杆 ②四个三段开关 ③左右旋钮
对应 T1,T2,T3,T4，用于控制飞行 对应 SA, SB,SD,SE 对应 LD 和 RD

④两个按键(或三段开关) ⑤左右拨杆(可回中) ⑥9 个按键通道
对应 S1,S2(或 SC,SF) 对应 T5,T6 对应 F1~F9

⑦电源按键及指示灯 ⑧电量,信号强度,收发指示灯 ⑨高频天线接口
用于开关机 用于指示电量,模块工作状态 2 个外接高频天线

⑩网口 ⑪多媒体接口 ⑫USB 端口
LAN 网络接口 两个 HDMI 高清视频和声音发送接口 4 个 USB3.0 端口

⑬DB9 接口 ⑭充电口 ⑮外挂电池接口
标准 RS232 电平接口 可接 12.6V 直流适配器 可用于外接 12V 扩展电池

⑯SIM 卡接口
支持电信 4G\联通 4G\ 联通 3G

V20 标识说明

正面示意图

①图传 cpu 指示灯；图传状态指示。正常工作时常亮。

②图传数据接收指示灯；当图传有数据收到时，该指示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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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图传数据传送指示灯；当图传传送数据时，该指示灯闪烁。

④图传信号强度指示灯；s3 亮，信号一般；s3、s2 亮，信号较强；s3,s2,s1 亮，信号

强。

⑤按键；用于固件升级、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恢复图传默认设置。

侧面示意图

①图传 LAN 口；用于传输视频或者读取图传参数。

②LAN 口连接指示灯；接上 LAN 口后，该 LED 指示灯闪烁。

③图传 TTL 口；全双工串口。

④S-BUS 口；两路 S-BUS 输出；

⑤S-BUS1 数据指示灯；sbus1 口有数据接收和发送时，该 led 灯闪烁。

⑥图传供电接口；7.4-12V。

⑦S-BUS2 数据指示灯；sbus2 口有数据接收和发送时，该 led 灯闪烁

⑧WAN 口连接指示灯；接上 WAN 口后，该 LED 指示灯闪烁。

⑨图传 WAN 口；用于连接外部网络或互联网。

 S-BUS1 和 S-BUS2 接口默认都将遥控器的 CH1 到 CH１６输出为１－１６通道。

如需单独调节输出映射，请参看“输出映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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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 接收机安装连线

1. 将天线拧紧安装到发射机 SMA 接头上。
2. 使用双面胶将接收机固定到飞机的合适位置上。

3. 如上图所示，使用舵机线将接收机的 TTL 口和 S-BUS 与您的设备连接

TTL 接口 SBUS 接口
RX TX S S

接收机 GND GND 飞控或其他设备 接收机 + + 飞控或其他设备
TX RX - -

4. 接入稳定的 7.4-12V 直流电源， S1-S3 指示灯，说明发射机与遥控器连接正常
5. 视频接口为 LAN 网口，正常连接时 LAN 的 LED 会闪烁。
6. 如您使用的是双 S-BUS 接收机。S-BUS1 和 S-BUS2 都可将遥控器的 CH１到 CH１

６输出。并且 S－BUS１和 S-BUS 2 的输出可单独映射。详见输出映射说明。

接收机功率默认为 1W，请将接收机天线远离其他电子设备（GPS、指南针等）避免
对其干扰影响飞行
务必于上电前安装好天线，否则可能会烧坏电台模块
使用时尽量让天线朝下并且无障碍物遮挡，避免通信距离因阻挡而缩短，甚至无
法通信
务必使用指定型号的天线并正确安装使用。禁止使用其它型号的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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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0 标识说明

正面示意图

①图传 cpu 指示灯；图传状态指示。正常工作时常亮。

②图传数据建链指标灯；当图传天空与地面成功建立链接，该指示灯常亮。

③图传信号强度指示灯；s3 亮，信号一般；s3、s2 亮，信号较强；s3,s2,s1 亮，信号

强。

侧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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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传接口： 与电脑上的 COM6 透传，TTL 电平。

②SBUS 1 口；SBUS1 数据输出可以接飞控或者挂载 JKN,

③SBUS2 口；SBUS2 数据输出可以接飞控或者挂载

④图传供电接口；7.4-12V。

⑤HDMI 视频输入口；接外部挂载相机的视频输出口相接；

⑥USB；固件升级参数配置。

⑦CVBS 视频输入口；接摸拟视频输入

 S-BUS1 和 S-BUS2 接口默认都将遥控器的 CH1 到 CH１６输出为１－１６通道。

如需单独调节输出映射，请参看“输出映射”一节。

V30 接收机安装连线

1. 将天线拧紧安装到发射机 SMA 接头上。

2. 使用双面胶将接收机固定到飞机的合适位置上。



www.chinowing.com16

3. 如上图所示，使用舵机线将接收机的 TTL 口和 S-BUS 与您的设备连接

TTL 接口 SBUS 接口
RX TX S S

接收机 GND GND 飞控或其他设备 接收机 + + 飞控或其他设备
TX RX - -

4. V30 有 HDMI 和网口两种视频输入版本:

①HDMI 版本，视频接口为 HDMI 相连接至吊舱，视频输入正常 CPU 的灯会常亮

②LAN 网口版本，视频接口为 LAN 网口接至吊舱即可，视频输入正常 CPU 的灯会

常亮，详见 V30 数字图相关操作。

5. 接入稳定的 7.4-12V 直流电源， LINK 指示灯常亮时，说明发射机与遥控器连接正

常

如您使用的是双 S-BUS 接收机。S-BUS1 和 S-BUS2 都可将遥控器的 CH１到 CH１６输

出。并且 S－BUS１和 S-BUS 2 的输出可单独映射。详见输出映射说明。

 S-BUS1 和 S-BUS2 接口默认都将遥控器的 CH1 到 CH１６输出为１－１６通道。

如需单独调节输出映射，请参看“输出映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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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1 标识说明

正面示意图

1 数据接收指示灯：当图传有数据收到时，该指示灯闪烁。

2 数据传送指示灯：当图传有数据传送时，该指示灯闪烁。

3 信号强度指示灯：s3 亮，信号一般；s3、s2 亮，信号较强；s3,s2,s1 亮，信号强。

4 SET 按键：用于固件升级、串口波特率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侧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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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TL 口：全双工串口

2 S-BUS1 口：地面端:S-BUS 输入；天空端：S-BUS 输出

3 S-BUS2 口：地面端:S-BUS 输入；天空端：S-BUS 输出

4 供电接口：7.4-12V

5 TTL 指示灯：TTL 口有数据输入时，指示灯闪烁

6 SBUS1 指示灯：

地面端 SBUS1 口有数据输入时，指示灯闪烁

天空端 SBUS1 口有数据输出时，指示灯闪烁

7 SBUS2 指示灯：

地面端 SBUS2 口有数据输入时，指示灯闪烁

天空端 SBUS2 口有数据输出时，指示灯闪烁

LAN 口：视频输入、输出或者链接其它网口设备

USB 口：开发人员调试接口，视频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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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操作

遥控器及电脑的开机和关机

T30 开关机过程中请关注电源按键、电源指示灯、4 个电量指示

(25%,50%,75%,100%)、5 个数传指示灯(RS1,RS2,RS3,TX,RX)的状态及指示。

1. 长按电源按键，电源指示灯亮，接下来根据按键松开动作的快慢决定电脑是否开机。

2. 听到蜂鸣器第一声短响后松开电源按键，此时遥控器开机，电脑不开机

3. 听到蜂鸣器第二声短响后松开电源按键，此时遥控器开机后，紧接着电脑显示开机界

面并开机。

4. 使用完电脑后，可通过电脑开始菜单关机界面将电脑关机或通过电源按键关机。

5. 遥控器开机的情况下，长按电源按键关机。关机过程中，若系统检测到电脑在开机状

态，则系统会先把电脑关机后再对遥控器关机。

长时间不用电脑时，请及时将电脑关机，避免长时间待机消耗电量。

使如发现长按电源键无法开机或电脑不能开机时，很可能是电池电量不

足，请使用标配的适配器对 T30 充电后，再长按电源键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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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及接收机指示灯说明

遥控器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状态 含义

高频收发指示灯 TX

常亮

V20:模块有数据发送

V21:模块有数据发送

V30: 暂灭

灭

V20:模块无数据发送

V21:模块无数据发送

V30: 暂灭

高频收发指示灯 RX

常亮

V20:模块有数据接收

V21:模块有数据接收

V30: 暂灭

灭
V20:模块无数据发送

V30: 暂灭

信号强度指示灯

RS1,RS2,RS3

RS1,RS2,RS3 全亮 高频模块信号强

RS 1 和 RS2 亮，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一般

RS1 亮，RS2 和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较弱

RS1,RS2,RS3 全灭或跑马灯显示 高频无连接

PWR 电源指示灯

闪烁 处于配置模式的固件升级状态

闪烁，并伴随蜂鸣器连续短响 电量低压报警

常亮 电台上电正常，处于工作状态

灭 电台未上电，处于关机状态

4 个电量指示灯

25%闪，其它 3 个灭 电量不足 25%

25%亮，其它 3 个灭 电量在 25%～50%之间

25%和 50%亮，其它 2 个灭 电量在 50%～75%之间

25%、50%和 75%亮，100%灭 电量在 75%～100%之间

25%、50%、75%和 100%全亮 满电 100%

4 个都闪，并伴随蜂鸣器连续短响 高温保护状态

指示灯显示正常，蜂鸣器连续短响 遥控器空闲报警

V20 接收机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状态 含义

CPU
闪烁 无视频信号输入

常亮 有视频信号输入

Sbus1
灭 SBUS1 无信号传输

闪烁 SBUS1 有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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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us2
灭 SBUS2 无信号传输

闪烁 SBUS2 有信号传输

L1、L2 同时常亮 接收机处在固件升级模式

LAN 闪烁 表示 LAN 口已连接

WAN 闪烁 表示 WAN 口已连接

高频收发指示灯 TX
闪烁 模块有数据发送

灭 模块无数据发送

高频收发指示灯 RX
闪烁 模块有数据接收

灭 模块无数据发送

信号强度指示灯

RS1,RS2,RS3

RS1,RS2,RS3 全亮 高频模块信号强

RS 1 和 RS2 亮，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一般

RS1 亮，RS2 和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较弱

RS1,RS2,RS3 全灭或跑马灯显示 高频无连接

V30 接收机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状态 含义

CPU
闪烁 无视频信号输入

常亮 有视频信号输入

LINK
灭 无链路连接

常亮 天空与地面成功建立链接

信号强度指示灯

RS1,RS2,RS3

RS1,RS2,RS3 全亮 高频模块信号强

RS 1 和 RS2 亮，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一般

RS1 亮，RS2 和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较弱

RS1,RS2,RS3 全灭或跑马灯显示 高频无连接

V21 接收机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状态 含义

TXD
闪烁 模块有数据发送

灭 模块无数据发送

RXD
闪烁 模块有数据接收

灭 模块无数据接收

TTL/RS232
闪烁 串口数据正在通信中

灭 无串口数据

SBUS 1 闪烁 SBUS1 有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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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 SBUS1 无信号传输

SBUS 2
闪烁 SBUS2 有信号传输

灭 SBUS2 无信号传输

LAN 闪烁 表示 LAN 口已连接

信号强度指示灯

RS1,RS2,RS3

RS1,RS2,RS3 全亮 高频模块信号强

RS 1 和 RS2 亮，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一般

RS1 亮，RS2 和 RS3 灭 高频模块信号较弱

RS1,RS2,RS3 全灭或跑马灯显示 高频无连接

S1、S2、S3 爆闪 正在输出失控保护数据

遥控器天线
T30 有 P900 版、V20、V21、V30 图传版、无模块版等多个版本。根据版

本的不同，遥控器安装的两个天线 A1 (右)、A2 (左)的类型和频率也不

同。

遥控器充电

T30 充电电压要求 DC12.6V 最大支持 1-6A 充电器，充电时注意先将充电

器 AC 插头接入电源后再将 DC 接口插入 T30 充电口；

版本类型 天线 A1(右)类型及频率 天线 A2(左)类型及频率

P900 版 WIFI(2.4GHZ) P900(902～928MHZ)

V20 版 pMDDL(2.3GHZ) pMDDL(2.3GHZ)

V30 1.4GHZ(副) 1.4GHZ(主)

V21 1.4GHZ(副) 1.4GHZ(主)

无模块版 WIFI(2.4GHZ) 蓝牙(2.4GHZ)

P900+4G 版 4G P900(902～928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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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调参软件的使用

调参软件说明

T30 调参软件 “CHINOWING”版本号为“V1.0”。开启地面站，打开软件

CHINOWING。即可进入如上图所示的主界面中。

通道监控与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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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为通道监视界面，显示遥控器各个通道的状态。当您的遥控器中位不准或有

抖舵现象存在时。三连击左上角红框区域可调出遥控器校准功能选项，对各个模拟通

道进行校准。

点击“摇杆校准”开始遥控器校准；拨动遥控器的所有摇杆和旋钮，包括 T1，T2，

T3，T4，T5，LD，RD， T6，确保所有模拟通道都触及到行程量的最大和最小值最

后置于中位，然后点击完成校准。校准完成后，拨动各个摇杆查看调参软件显示是否

和动作一致以检验校准是否成功。RD,LD 旋钮开关打到中位时会”滴”响一下。

 遥控器的通道显示分为三部分，左边部分的表示 SBUS-1 的输出值，中间部分表

示遥控器各通道相应状态，右边部分表示 SBUS-2 的输出值。SBUS1 与 SBUS2

可单独配置

通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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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通道配置按钮，上图为配置界面，分别可配置 SBUS1 与 SBUS2。每个 S-BUS

的 CH01-CH16 通道，可自由对应 T1 , T2 , T3 , T4 , T5，LD，RD，T6，SA，SB，

SC，SD，SE，SF，F1，F2，F3，F4，F5，F6，F7，F8，F9。其中 T1 , T2 , T3 ,

T4 为主摇杆；T5，T6 为可回中拨杆；LD，RD 为左右旋钮；SA，SB，SD，SE 为

三档拨杆；SC，SF 为按钮或三档拨杆；F1~F9 为按钮。

2. 舵机相位可对遥控器的各个通道进行反向。中点微调可调节各通道摇杆处于中间位

置时的 pwm 输出值。调节范围在-125 到 125，线性对应舵机行程量-31 到 31。舵

机行程量的调节范围在-150 到 150。默认为-100 到 100。如无特殊需求，请勿调

节。

3. 失控保护设置，点击白色小方框，当白色小方框中有√时，当前通道失控保护功能起

作用，设置对应对话框的数值，当前值即为失控保护时输出的 pwm 值（设置完后

请通过飞控地面站或者舵机进行验证）。

4. 设置美国手、日本手、中国手的三种方式：

美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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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手：

中国手：

5. 上图红色框标记为 CH1-CH16 对应的物理摇杆的配置输出，可单独对应物理通道也

可以多个 CHxx 对应一个物理通道

读取数据：点击一次，重新读取一次配置数据

写入数据：点击一次，进行一次新的配置数据写入

加载配置：可调用不同的存储配置文件

保存配置：可将当前配置存储为配置文件，方便调用

恢复默认：可将当前页面的所有的参数恢复默认值

每次改动完配置后，需点击写入数据按键，改动的配置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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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摇杆操控方式配置为美国手、日本手和中国手时，操控方式如下图所示。

日本手
左摇杆 前 右摇杆

上升

下降

后

左 右

左转 右转

美国手

左摇杆 右摇杆 前

上升

下降

后

左 右
左转 右转

中国手
左摇杆 前 右摇杆

上升

下降

后

左 右
左转 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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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设置

遥控器出厂时默认操控模式为美国手，本手册以美国手为例说明遥控器的操控方式。

1. 组合键设置，点击通道配置->按钮设置->组合键设置

CKey 为组合按键，最多可同时设置 4 组。自定义两个按键为一组，递增键和递减键，

设置单步增量为递增递减键值。设置后需在 SBUS 通道设置为组合键（ckey1-ckey5）

才能输出

2.超级组合键设置，点击通道配置->按钮设置->超级组合键设置

SCkey 为超级组合按键，最多可同时设置 2 组。六个按键为一组，自定义按键，设置固

定输出值。在 SBUS 通道设置为 SCkey1-SCkey2 才能输出，当按下按键时则可输出对

应的输出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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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按键属性，点击通道配置->按钮设置->按键属性设置，8 个按键，每个按键属

性可以设置为单态、双态、三态。SBUS 通道设置为对应按键，按下会输出按键状态对

应的值

单态：按下输出 100，绿色灯，松手输出-100，绿色灯灭。

双态：按下输出 100，绿色灯亮，松手不变，再次按下输出-100，绿色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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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态：没按下时通道输出 0，按下通道输出 100，再次按下输出 0，再按下，通道输出-

100，绿灯慢闪。

4. F9 按键不可加入组合按键，只有一种模式：

长按 3s 取消锁定，短按一下为锁定。应用如：长按 3s 返航，再按一下取消返航。

失控保护设置

1. 失控保护设置，点击需要开启失控保护的通道白色小方框，当白色小方框中有√时，

表示当前通道失控保护功为开启。

2. 开启失控保护后，即可在失控保护对应的对话框内设置需失控保护输出的数值。设

置数值时点击需要设置的数值框会弹出虚拟键盘，输入想要的数值即可。

3. 设定完数值后，需要点击“写入数据”，写入之后在点击“读取数据”检查是否是

刚才写入时的数据，如不是则为设置失败，需要重新设置。设定成功后即失控保护时输

出的数值为 pwm 值。（设置完后请通过飞控地面站或者舵机进行验证）。

失控保护数据是在信号无连接时 R20 接收机才会输出失控保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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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成功设置完配置后，可在飞控、地面站或者舵机进行验证

在验证时如中途把 R20 断电或把 SBUS 信号线拔掉，第三方设备则无法收到失控保护数
据。

通道保持

1. 选择通道保持的控制开关

2. 选择控制开关触发保持所在的挡位。“0”代表低档位，“1”代表中挡位，“2”代

表高挡位。三个挡位可分别作用。

3. 选择需要保持的通道。

4. 写入数据，验证结果。如上图所示，如果对于 SBUS-1,将 SA 拨到低档位，则可触发

CH3 的输出保持，则 CH03 无法在控制 03 输出值。即 03 通道将一直保持当前值。

 SBUS-1 和 SBUS-2 的通道保持各自独立运作。

 通道保持的优先级要高于油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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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门保持

1. 选择油门控制的控制开关

2. 选择控制开关触发保持所在的挡位。“0”代表低档位，“1”代表中挡位，“2”代

表高挡位。三个挡位可分别作用。

3. 输入油门保持值。

4. 输入油门保持和油门恢复速度。最大 30，越大意味着速度越慢。

5. 写入数据。验证。如上图所示，如果将 SB 拨到低档位。油门将以“30”的油门保

持速度达到 150 的设定输出值。在将 SB 拨到其他挡位，油门将以“30”的油门恢

复速度恢复油门控制通道所在的控制值。

6. “报警时间”为遥杆长时间无操作报警时间。默认 10 分钟，0 到 120 分钟可调。

7. “报警电压”为遥控器低电量报警电压。默认 11.3V，可调。

8. “硬件电压”为遥控器电池实时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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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恢复出厂设置。由于 T30 功能比较强大，相应的设置参数也比较多。当我们设置的

参数比较凌乱，不想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去设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对 T30 进行一键恢

复出厂设置。步骤如下：

1 找到恢复出厂设置条目并点击，系统会弹出警告提示界面，以再次确认选项。

警告：恢复出厂设置会清除之前您所设置的所有参数，并更改为出厂默认值，

是否要继续操作。

2 如果是误操作，则点击取消按钮。如果确实要恢复所有参数为出厂设置值，则

点击确定。

3 恢复出厂设置后，T30 遥控器可设置的所有参数(包含模拟通道校准，SBUS 设

置，通道保持，油门保持，空闲报警时间，低压报警电压等)都会恢复为出厂默

认值。

 油门保持功能只对 SBUS-1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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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报警说明

摇杆长时间未工作报警：所有摇杆或拨杆在超过所设“报警时间”未动作时（默认 10 分

钟，可在调参软件中调节），遥控器会发出“滴、滴”的连续报警声，此时拨动一下任

何摇杆或拨杆，报警声会自动关闭。“报警时间”设为 0 分钟时，取消长时间未工作报

警功能。

低电量报警：遥控器检测电池电量低于所设“报警电压”(默认 11.3V)时，遥控器会发出

“滴-滴”的报警声，遥控器电源指示灯会红色闪烁。在报警过程中电池电压升至“报警

恢复电压”时，低电量报警停止。在报警过程中电池电压降至“低压关机电压”时，遥

控器会自动关机保护，停止工作。“报警电压”设为 0V 时，取消低电量报警功能。

 T30“报警恢复电压”比所设“报警电压”高 0.3V

 T30 “低压关机电压”比所设“报警电压”低 0.3V

波特率修改

“透传波特率”为地面端图传与电脑透传口的波特率，出厂默认 115200，可根据需求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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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修改后需要把 COM6 的波特率改为一致；

 V21 天空端连接的设备也需要改为一致；

V20 数字图传模块相关操作和使用

V20 版本连接使用说明

遥控器开机，V20 接收机正常上电，待两模块成功连接后(CPU 灯常亮，信号指示灯恒

定，此过程约 1 分钟)，即可正常使用该设备。

出厂时遥控器和接收机数字图传模块所有参数均已配置好，能正常通信，可直接使用。

若您想修改数字图传的串口波特率及网口 IP 地址，请参考相应章节。

数字图传模块默认参数：

User name : admin

Password : ADMIN

LAN 口 IP：192.168.168.11(接收机)；192.168.168.12(遥控器)

串口波特率：115200，8N1

V20 串口链路的使用

串口默认波特率为 115200，以如下方法连接飞控、地面站软件。

1. 将飞控与天空端连接，注意线序及飞控端口的波特率必须与该串口的波特率一致。

2. 将地面站软件与地面端连接，注意连接线序及地面站软件选定连接端口的波特率必

须与该串口波特率一致。

3. 更改串口波特率。(修改时请同时修改天空端与地面端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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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模块通电，待 CPU 灯保持常亮。

2 用网口转 4pin 线将电脑与 V20 接收机模块的 LAN 口连接。(遥控器内部模块的

LAN 口已经连接到网口)

3 电脑必须将其网络设置(TCP/IPV4 属性)设置为自动获得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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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浏览器窗口，将 IP 地址(天空端：192.168.168.11；地面端：192.168.12)

输入到地址栏中。

5 然后会要求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User name:admin; Password:ADMIN;

6 请按照你的需求更改波特率。更改完成后点击 submit 即可。请严格按照下图所

示 标 注 更 改 ， 切 勿 修 改 其 它 值 ， 否 则 可 能 照 成 模 块 不 正 常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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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 LAN 口的使用

V20 版本 T30 遥控器电脑内部模块的 LAN 口已经连接可以直接使用，接收机 V20

可以用网口转 4pin 线与带网口的摄像机连接设置好 IP 地址即可进行视频传输。

1、T30 与 V20 出厂前全部设置为同一网段默认 IP 地址。天空端：192.168.168.11 地

面端：192.168.168.12

2、天空端的 LAN 口连接相机或其他网络设备之前，请确认该设备的 IP 地址和天空端

处于同一网段。

4、首次使用时需确认摄像机的 IP 地址是否在 192.168.168.XXX 网段。打开相机对应的

设置软件，设置与 V20 设备在同一网段后即使用拉流软件获取视频。也可以把 V20 的 IP

地址设置摄像 IP 地址的机同一网段。

若您想修改该图传 LAN 口的 IP 地址，请参考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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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先参考修改串口波特率部分，登录进网页。

2 登录进页面后，选择 Network->LAN->Edit。

3 根据您的需求，修改 IP 地址即可。修改完成后点击 submit 即可。请勿轻易修改其

它栏的数据。注！对于图传地面端，其 Default Gateway 填入天空端 LAN 口 IP。图

传天空端 Default Gateway 不填。所以修改完天空端 IP 后，需在地面端的 Default

Gateway 与两个串口的 remote server IP address 填入更改的参数。

数字图传模块的快速重置与配置
如果你的图传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变得无响应，你需要将模块恢复出厂

设置与配置参数。对于天空端需要配置为主模式，地面端配置为从模式。

数字图传模块的快速重置

请按照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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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模块上电，待 CPU 指示灯常亮。

2 天空端重置：长按 set 键(≥5S)，直到 S-BUS1 指示灯亮（1S 左右），

松开按键，等待约 30S，待 CPU 指示灯常亮后，模块即被重置。

3 地面端重置：地面端目前版本暂不支持重置，后续版本会增加。

注!模块重置后， LAN 口参数：

天空端 IP：192.168.168.1；地面端 IP：192.168.168.2

User name：admin; Password:admin

接收机数字图传模块的快速重置后的配置

1 给模块正常供电，待模块 cpu 指示灯常亮后，将 PC 与天空端 LAN

口通过网线连接。

2 电脑必须将其网络设置(TCP/IPV4 属性)设置为自动获得 IP 地址(参

考串口修改波特率部分)。

3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IP：192.168.168.1

4 图传会要求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User name : admin; Password :

admin;重置后第一次登录，会要求你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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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录进页面后，选择 Network->LAN->Edit。

6 将 IP ADDRESS: 192.168.168.11; IP Subnet Mask: 255.255.255.0;

填入后，点击 submit 即可将参数写入进去。然后您需要重新登录

新写入的 IP 地址来继续下面的配置。或者你也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填

入相应的 IP 地址。

7 继续登录后，选择 wireless->RF,请按照以下参数配置。写入完成后

点击 submit。(可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频率及传输功率)

注！天空端与地面端的 Channel Bandwidth,Channel Frequency,

Network ID 需设置为一样，才能建立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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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 择 Serial->Settings, 选 择 Data ， 然 后 再 配 置 完 参 数 后 ， 点 击

submit。此端口的波特率务必为 115200，切不可修改，否则将影

响通信。

9 选择 Serial->USB0,此端口用来配置串口参数，波特率可根据自身需

求调整。写入完成后点击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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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 Admin->Logout,点击 Logout Now 即可退出。

T30 内部数字图传模块的快速重置后的配置

1 进入模块参数配置界面(参考天空端进入方法，唯一区别是输入 IP 地

址为 192.168.168.2)。

2 登录进页面后，选择 Network->LAN->Edit。

3 将参数按照如下图所示配置,配置完成后点击 submit。然后您需要重

新登录新写入的 IP 地址来继续下面的配置。你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

填入相应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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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继续登录后，选择 wireless->RF,请按照以下参数配置。写入完成后

点击 submit。(可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频率及传输功率)

注！天空端与地面端的 Channel Bandwidth,Channel Frequency,

Network ID 需设置为一样，才能建立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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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 择 Serial->Settings, 选 择 Data ， 然 后 再 配 置 完 参 数 后 ， 点 击

submit。端口的波特率务必为 115200，切不可修改，否则将影响

通信。

6 选择 Serial->USB0,此端口用来配置串口参数，波特率可根据自身需

求调整。写入完成后点击 submit。注意 Remote Server port 端口

需与天空端串口(USB0)Local Listening port 端口保持一致。

7 选择 Admin->Logout,点击 Logout Now 即可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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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遥控器和接收机出厂时已属于配对状态，如非特殊需要，不建议重新修

改配对参数

2. 遥控器端电脑和数字图传模块 LAN 口需要通过局域网通信，所以为保证

电脑和数字图传网络的联通性，遥控器端电脑 IP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更

改。

V30 数字图传模块相关操作和使用
V30 接收机分为 HDMI 接口和网口 LAN 接口两种版本，在使用时 HDMI 版可在浏

览器中输入 IP 地址 192.168.168.13 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LAN 网口版本无法进入设置

IP 地址，与摄像机连接后，在 T30 电脑中网络设置(TCP/IP 属性)设置为与摄像机同一 IP

网段即可在拉流软件进行视频获取。

HDMI 版本视频连接说明

1. 将天空端上电后，HDMI 接口与相机连接正常，视频正常输入时 CPU 指示灯为常

亮。

2. T30 遥控器内部模块的 LAN 口已经连接到网口,在信号连接正常后，检查电脑必须将

其网络设置(TCP/IPV4 属性)设置为“192.168.168.xxx”（xxx 为 0～255 中间的地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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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中 192.168.168.11 和 12,13 地址为保留地址），默认网关地址设置为

“192.168.168.1”。与天空端处于同一网段即可地址(如下图所示)

我们以 VLC 播放软件为例，第一步打开 VLC 软件，第二步在“媒体”中打开“网络串

流”如下图操作

3. 第三步输入拉流目标地址，注意：V30 接收机在在出厂设置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68.13”

输入以下地址即可：

rtsp://192.168.168.13:554/stream0

输入正确的视频流地址 URL 后，即可获取到视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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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使用透传于飞控连接时注意线序连接 v30 Tx 连接飞控或其他设备的 Rx，
Rx 对应 Tx，GND 对应 GND。

在链接时注意飞控波特率与 V30 或地面站三端需要保持保持一致，否则无法建立
链接。

LAN 网口版本视频连接说明

1. 将 T30 标配的 4pin 转网口线，分别将 V30 与网络相机连接，即可后接上 7-12V

电源，T30 遥控器内部模块 LAN 口已经连接到网口。

2. 网口版本无需设置天空端的 IP 地址，需要您的网络相机 IP 地址。打开电脑网络

设置(TCP/IPV4 属性)设置为网络相机在同一网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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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以网络相机 IP 地址为 192.168.168.20 为例

3. 如上图所示电脑网络设置(TCP/IPV4 属性)地址设置为 192.168.168.15（必须与

网络相机处于同一网段），设置完成后需要点击确认。

4. 打开网络拉流播放器，这里以 VLC 为例，第一步打开 VLC 软件，第二步在“媒

体”中打开“网络串流”如下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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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你的网络相机的地址

rtsp://192.168.168.20:554/user=admin&password=&channel=1&stream=0.sdp?

6. 其它字符以是根据相机的设置参数填入，相应的相机一般都配有软件查看或设

置，如以下例子

例子：

rtsp://192.168.168.20:554/user=admin&password=&channel=1&stream=0.sdp?

说明：

192.168.168.20 这个是被连接的设备的 IP 地址

:554 这个是 RTSP 服务的端口号，可以在设备的网络服务里面更改

user=admin 这个是设备的登录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空

channel=1 第一通道

stream=0.sdp？为主码流

7. 输入后等待几秒即可正常获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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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ssion Planner 显示图像

首先确认在 VLC 等视频软件里已经可以获取视频流打开 Mission Planner;

1：先在 HUD 窗口内按鼠标右键（或者长按）

2：点 VIDEO

3:点击 GetGstreamer source

4: 输入以下地址（注意大小定与半符号）

rtspsrc location=rtsp://192.168.168.13/stream0 latency=0 ! decodebin !

videoconvert ! video/x-raw,format=BGRA ! appsink name=outsink

5：第一次使用下载相关软件包，等待下载完成。并重启动软件

6：执行 1-4 步。取可获到摄像机视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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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右键可以切换到地面位置放大

在 QGC 里面显示图像

首先确认在 VLC 等视频软件里已经可以获取视频流打开 MISSIONPL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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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现阶段 GQC 不支持 H.265 编码。我需要找开浏览器输入

IP:192.168.168.13 登入 V30 发射机；

2. 把并视频编码改为 H.264

3. 打开 QGC 软件，打开常规找到视频。视频来源选择 RTSP VIDEO STREAM,

在 RTSP URL:输入 rtsp://192.168.168.13/strea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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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0 参数配置

1:连接设备

V30 或者地面端设备就可以通过串口进行参数配置。V30 连接好设备的电源和串口,T30

直接开机打开串口助手

2：设备上电等待设备初始化

设备上电后约 3 秒钟左右，CPU 灯闪烁，表示设备初始化成功

3：进入串口配置模式

注意 T30 配套选用 COM6 端口, V30 接收机选用配工具的端口号。计算机上使用串口工

具，设置波特率为 115200bps,数据位为 8，停止位为 1，无校验位，无流控。

打开串口后，在串口工具里输入“+++”三个加号的字符， 此时终端会显示“Enter

Config Mode!”，表明此时进入串口配置模式，如下图所示。

 注意:在配置中不能发送换行符和回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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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配置命令

输入对应的配置命令，等待设备返回“OK”，表示命令发送成功。

如下图所示，将串口波特率配置为 115200，则输入命令“AT^SBR=115200”。

设备返回“OK”，表示修改成功。如果返回“ERROR”，表示命令输入错误或者参数非

法。

配套指令表

类型 命令 参数取值 参数说明

设置

发射功率
AT^SPWR=

1 低功率 15DBM

2 中功率 20DBM

3 高功率 25DBM

设置

串口波特率
AT^SBR=

9600 波特率 9600

14400 波特率 14400

19200 波特率 19200

38400 波特率 38400

56000 波特率 56000

57600 波特率 57600

115200 波特率 115200

128000 波特率 128000

无线频段 AT^SCHN= 1 8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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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GHZ

3 2.4GHZ

设置通信码 AT^SKEY= 6001 天空地面相同即可绑定

无线带宽 AT^SBW=

1 3M

2 5M

3 10M

5 20M

设置主从模式 AT^SMOD=
1 中心节点（主模式）

2 从节点（从模式）

设置定频模式
AT^SFIX=type,Fre

q

0 type 为 0 取消定频

1 type 为 1 设置为定频

Freq 8060-8259,14279-

14478,24015-24814,17850-

18050

查询设备当前配置设置值的话，输入下方的命令进行查询。

类型 命令 返回参数 参数说明

查询

发射功率
AT^GPWR

1 低功率值

2 中功率值

3 高功率值

查询

无线频段
AT^GBW

800MHz 800MHz 频段

1.4GHz 1.4GHz 频段

2.4GHz 2.4GHz 频段

查询串口波特率 AT^GBR xxxxxx 当前波特率值

查询 KEY AT^GKEY XXXXX 当成 KEY

查询定频状态 AT^GFIX xxxxx 返回定频状态

查询无线带宽 AT^GBW xxxxx 返回当前的带宽值

查询主从模式 AT^GMOD
^DDTC:1,1 主模式

^DDTC:2,2 从模式

查询软件版本号 AT^GVER
返回当前设备的 MCU 固件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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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退出串口配置模式在串口工具中输入“ATE”三个字符。等待设备返回“Exit Config

Mode!”，表示成功退出串口配置模式。

V21 数字图传模块相关操作和使用

V21 版本连接使用说明

遥控器开机，V20 接收机正常上电，待两模块成功连接后(S1、S2、S3 灯常亮，信号指

示灯恒定，此过程约 20-30 秒)，即可正常使用该设备。

出厂时遥控器和接收机数字图传模块所有参数均已配置好，能正常通信，可直接使用。

若您想修改数字图传的串口波特率及网口 IP 地址，请参考相应章节。

串口使用

串口默认波特率为 115200，以如下方法连接飞控、地面站软件。

1. 将飞控与天空端连接，注意线序及飞控端口的波特率必须与该串口的波特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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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地面站软件与地面端连接，注意连接线序及地面站软件选定连接端口的波特率必须

与该串口波特率一致。

3. 如需使用 115200 以外的波特率，只需更改天空端或与天空端连接的设备两个设备波

特率必须一致。地面端无需更改波特率，打开地面站选择 115200 连接即可；

串口波特率更改
在天空端通电后长按 SET 键(约 2 秒)。待 RX、TX 亮起即可松开，表示已进入

更改串口波特率模式。进入模式后，短按 SET 键(<1 秒)切换相应的波特率。相应

LED 常亮代表对应的波特率，如下：

指示灯状态 波特率

Rx 长亮 9600bps

Tx 长亮 19200bps

S1 长亮 38400bps

S2 长亮 57600bps

S3 长亮 115200bps

设置完成后再长按 SET 键(约 2 秒)，待 TX、RX 同时亮起时，即可松开按键。松开后指

示灯会回到正常工作状态，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上电后波特率才能生效。

● 注意修改波特率时需要天空端与飞控或其它设备修改成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 地面端无需更改波特率，与地面站连接时选择 115200 即可。

● 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上电后波特率才能生效。

V21 LAN 口的使用

1. 默认 IP 地址；天空端：192.168.168.1 地面端：192.168.168.2

2. 将 T30 标配的 4pin 转网口线，分别将 V21 与网络相机连接，即可后接上 7-

12V 电源，T30 遥控器内部模块 LAN 口已经连接到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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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网络摄像机，需要您的网络相机 IP 地址。打开电脑网络设置(TCP/IPV4

属性)设置为网络相机在同一网段(如下图所示)。

4. 选择 Internet IPV4 协议，设置固定 IP，IP 与相机同一网段，比如：相机 IP

是 192.168.167.10，设置本地 IP 为 192.168.167.xxx（0~255）1、2、10 这

些本机地址除外，更改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5. 使用拉流软件如 VLC 媒体播放器，将视频数据捕捉并播放。

6. 打开网络拉流播放器，这里以 VLC 为例，第一步打开 VLC 软件，第二步在

“媒体”中打开“网络串流”如下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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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入你的网络相机的地址

rtsp://192.168.168.20:554/user=admin&password=&channel=1&stream

=0.sdp?

8. 其它字符以是根据相机的设置参数填入，相应的相机一般都配有软件查看或

设置，如以下例子

拉流地址举例说明：

rtsp://192.168.168.20:554/user=admin&password=&channel=1&stream=0.sdp?

含义：

192.168.168.20 这个是被连接的设备的 IP 地址

:554 这个是 RTSP 服务的端口号，可以在设备的网络服务里面更改

user=admin 这个是设备的登录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空，如网络摄像机有密码需要填入密码

channel=1 第一通道

stream=0.sdp？为主码流

输入后等待几秒即可正常获取视频。

● 在拉流获取视频时设置 IP 时，可忽略 V21 的 IP 地址。把电脑的本地 IP 改为

与网络摄像机为同一网段即可
● 拉流视频获取或更多使用教程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chinowing.com”
在技术学院专栏参考相关视频教程

http://www.chinow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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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1 模块配置

以天空端 LAN 口 IP：192.168.168.1；地面端 LAN 口 IP：192.168.168.2 为例说明

① 给模块正常供电，待模块启动(约 1 分钟)，将 PC 与地面端 LAN 口通过网线连

接可直接通过地面端访问天空端，可也单独把天空端连接电脑访问。

② 电脑网络共享中心设置本地 IP 设置为静态 IP，IP 与天空端 IP 同一个网段，例

如：192.168.168.15。

③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IP：192.168.168.1

④ 图传设备弹出登录界面，点击管理员登录，用户名为：admin123，密码为：

admin123，若登录没反应或提示“该浏览器不支持 ActiveObject”，请下载其他

浏览器(如：搜狗浏览器或 Microsoft Edge)或更新浏览器版本，再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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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登录成功后，出现模块配置界面。

 “秘钥设置”可以设置秘钥，天空端和地面端秘钥必须一致才能通讯。

 “无线参数设置“主从设置”建议不要修改，避免可能因设置不当导致通讯质量变差的情

况出现。

 “无线参数设置”可以修改频段、带宽、功率和跳频功能，修改频段和带宽时要注意天空

端和地面端频段、带宽一致，使用的天线型号与频段相符，出厂默认配置 1.4G 天线，其

他型号天线请自行购买。修改功率可在“建链组设置”处修改，如将“-10dbm”修改为

“10dbm”功率范围在“-40db ~ 25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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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参数设置”可以修改 IP 地址，建议不要轻易修改，如需修改，请确保地面端和天

空端处于同一网段。

 “上下行设置”可以修改上行速率与下行速率占比，如无使用问题，不建议修改，如需修

改，天空端设置有效，”3D2U”表示下行与上行占比为 3：2。

 “调试接口”请在开发人员指导下进行修改，如果用户需要进行固定频点输出，使用 AT

指令：AT^DRPS。

第一个参数是频点范围，请根据不同频段的频点范围进行设置；

第二个参数是带宽，1 为 3M ; 2 为 5M ; 3 为 10M ; 5 为 20M ;

第三个参数是功率，范围在“-40db ~ 25dbm”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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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设备信息”显示当前模块版本号，请确保天空端和地面端版本号一致。

V20 数字图传模块参数

V30 数字图传模块参数

类型 细节 描述

工作频率

2.304 - 2.390GHZ

2.402 - 2.482GHZ

2.500 - 2.570GHZ

可通过命令修改

传输距离 3-7km 视周围环境

sbus 输出 2 路 sbus

串口数量 1 不能同时输入

信号带宽 4-8M

视频码率 2-12Mbps 可调

视频输入 LAN 网口

供电接口 XT30

供电电压 7.4~12V 推荐 3S 供电

工作电流 240MA（12V 供电） 以下兼容

功率 0.1-1W 可调

天线 2-4dB 棒状天线 外镙内孔

重量 87g（不含天线）

尺寸大小 66mm*48mm*24mm

工作温度 -10~+50℃

类型 细节 描述

工作频段 800MHz/1.4GHz/2.4GHz 可通过命令修改

无线信号带宽 10MHz/20MHz 可调

视频输入接口 LAN 网口、HDMI(可选)、CVBS 不能同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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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1 数字图传模块参数

编码方式 H.265/H.264 可调

视频码率 2～12Mbps 可配置 可调

无线调制方式 OFDM

输出功率 最大 25 dBm

数据输出接口 UART *1/SBUS *2

视频分辨率 1080p60 以下兼容

HDMI 接口类型 Type A

天线接口 SMA 外镙内孔

供电电压 9～12V 推荐 3S 供电

重量 120g 不含天线

尺寸大小 364mm(l)*190mm(w)95mm(h)

工作温度 -10~+50℃

类型 细节 描述

工作频段 800MHz(806-826Mhz)

1.4GHZ(1427.91447.9Mhz)

2.4GHZ(2401.5-2481.5MHZ)

可通过命令修改

无线信号带宽 3-20MHz 可调

视频输入接口 LAN 网口

编码方式 H.265/H.264 可调

视频码率 2～12Mbps 可配置 可调

无线调制方式 OFDM

输出功率 最大 25 dBm

数据输出接口 UART *1/SBUS *2

视频分辨率 1080p60 以下兼容

天线接口 SMA 外镙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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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 遥控器端口说明
T30 电脑自带 6 个 COM 口，其中 COM5、COM6 仅供内部使用，COM5 为调参软件

专用端口，COM6 为遥控器串口数据传输端口。其它各个 COM 口通过硬件转换为不同

的信号通过遥控器背面 4 线接口引出与外界进行数据通信。

背面 4 线接口如下图:

接口和端口对应关系如下：

背面 4 线接口 对应端口 4 线线序(自上而下排序)

DB9 COM1

TTL COM2 pin1-3.3V，pin 2-GND，pin 3-TXD，pin 4-RXD

RS232 COM3 pin1-3.3V，pin 2-GND，pin 3-TXD，pin 4-RXD

NA COM4 pin1-3.3V，pin 2-GND，

DC5V DC5V pin1-TX1+，pin 2-TX1+，pin 3-TX2-，pin 4-TX2-

Debug 调试口 pin1-3.3V，pin 2-GND，pin 3-SWDIO，pin 4-SWCLK

供电电压 9～24V 推荐 3S 供电

重量 100g 不含天线

尺寸大小 85mm(L)*55mm(W)*20mm(H)

工作温度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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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需要使用 Debug 调试口请在客服人员指导下使用。

DB9 为 RS232 版本时线序如下：

pin 定义 pin 定义

1 COM1_DCD 6 COM1_DSR#

2 COM1_RXD 7 COM1_RTS#

3 COM1_TXD 8 COM1_CTS#

4 COM1_DTR# 9 COM1_PIN9

5 GND

DB9 为 RS485 版本时线序如下：

pin 定义 pin 定义

1 COM1_RS485- 6 COM1_DSR#

2 COM1_RS485+ 7 COM1_RTS#

3 COM1_TXD 8 COM1_CTS#

4 COM1_DTR# 9 COM1_PIN9

5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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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手柄 HID 控制器

为满足更多客户需求，我们在 T21 新版本和 T30 中把所有通道集成在了 HID 设备

游戏手柄中。若您的遥控器没有找到 HID 设备游戏手柄，请不要疑惑，可能您使用

的是 T20 或 T21 旧硬件版本，不支持 HID 功能。游戏手柄的查看和使用方法如

下：

1.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设备栏，并点击进入

2. 进入设备和打印机

3. 鼠标右键“DESKTOP-31F5UV2”设备，找到“游戏控制器设置”



www.chinowing.com69

4. 鼠标右键，选择“游戏控制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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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中“chinowing HZY-JOY”，点击属性，在测试栏即可看到各个通道。

操作摇杆，相应通道状态会跟着变化。其中 X 轴/Y 轴、Z 轴、X 旋转、Y

旋转、Z 旋转、拨号、滑块映射的是模拟通道，视觉头盔映射的是其中一

个摇杆，按钮映射的是三档开关、按键等数字通道。具体映射关系可通过

测试断定。

注意：游戏手柄目前只支持在调参软件关闭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有其他使用

需求或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索取。

移动 4G 信号使用方法

使用移动网络时之前，在 T30 背面 SIM 卡槽装入 SIM 卡。T30 2021 款支持电

信 4G、联通 4G、联通 3G。

1. 按 Win 键切换到传统的桌面界面，在任务栏上找到网络图标,右

键任务栏网络图标，选择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2. 点击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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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连接到 Internet;

4. 选择拨号；

5. 输入电话号码 (*99#)、用户名、密码，点击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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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等待连接完成即可。

固件升级操作步骤
请使用固件升级工具对遥控器端和接收机端的固件分别进行升级。

T30 遥控器端固件升级

1. 点击官网固件下载，选择合适版本的固件并把固件保存到本地。

2. 把遥控器的所有三档（SA，SB，SD，SE）开关都拨到中档位置，

确保遥控器所有按钮都处在松开状态，在遥杆拨为内上八的同时长

按遥控器电源按键开机，此时电源指示灯开始闪烁。遥控器内上八

如下图所示：

3.待 PC 开机完成后，打开工具平台中的固件升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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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可以看到固件升级工具串口已经连接，并且显示出遥控器当

前的硬件、固件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5.点击搜索符号，搜索出已经链接上的链路，比如下面的 T30 遥控

器，图传模块地面端、图传模块机载端（天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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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文件夹符号，选择你要升级的链路 bin 文件，如下面升级

T30 遥控器

7. 点击开始符号，开始固件升级，最下面的绿色进度条是升级的进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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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链路层升级正常过程中不能突然断电，否则可能会损坏机器里面的固件造成
无法正常开机。

 机载端链路升级时会重启，之后和地面端重新链接，需要两三分钟进度条才有进
度，如果超过这个时间还没进展说明链接失败了，需要断电重启，重新开始上述
过程的固件升级。

V20 接收机端固件升级
1. 点击官网固件下载，选择合适版本的固件并把固件保存到本地。

2. 接收机断电，把接收机的 COM 口通过 接收机对频线连接到电脑。

3. 确保调参软件关闭，打开固件升级工具。

4.长按接收机对频按键，同时给接收机上电。

5.松开按键，可以看到指示灯 SBUS2 灯长亮起。

6.再次长按按键，直到指示灯 SBUS1 也亮起后松开按键，此时可以看到固件

升级工具串口已经连接，并且显示出接收机当前的版本、固件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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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开刚才保存的固件文件路径，确认无误后点击开始按钮。

8.等待固件升级，直到弹出固件升级完成提示对话框，关闭固件升级工具固

件已升级成功

 请严格按照操作步骤操作，确保其他使用端口的软件如串口调试助手等全部关闭
以解除对端口的占用，否则可能会升级失败

 请选择相对应的固件，若固件不匹配，则会升级失败

V21 接收机端固件升级
1. 点击官网固件下载，选择合适版本的固件并把固件保存到本地。

2. 接收机断电，把接收机的 TTL 接口通过 接收机对频线连接到电脑。

3.长按接收机 SET 按键，同时给接收机上电。

4.可以看到指示灯 RX、TX 灯长亮起，即可松开按键。

4.在 1 分钟内打开升级软件工具。

5.连接成功后，可以看到固件升级工具串口已经连接，并且显示出接收机当

前的版本、固件等信息。

6.打开刚才保存的固件文件路径，确认无误后点击开始按钮。

7.等待固件升级，直到弹出固件升级完成提示对话框，关闭固件升级工具固

件已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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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长按遥控器电源开关，没有听到“滴”的开机声，并电源红灯只亮一下

请确认 T30 电源是否正常

2：接收机通电正常，但没有任何信号输出

请先确认接收机与遥控器的 ID，信道，通道带宽是否设置成一致

3：接收机 SBUS 有信号输出，但串口连不上，或传输信号乱码

请检查遥控器与接收机的串口波特率是否一致；并设置成

地面站软件对应的波特率。

4：两台以上设置同时开机有干扰

请检查每套的 ID 必须不一样，信道也需设成不同的以避开同频干扰

5：调参软件显示“未找到遥控器端口”

确认遥控器端口编号是否正确。

6：触摸会飘或者更触摸接触不在正中心，解决办法

打开电脑控制面板 → 平板电脑设置 → 重置触摸数据 → 重新校准

7：接上充电器电脑会出现重启的现象

需把充电器接上电源后在插入充电头到 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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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遥控器端：

通道 23 通道

遥控距离 V20：3~-7KM

V30：10KM 以上

射频功率 V20: 0.1W-1W 可调

V30: 0.1-0.5W

遥控延时 40ms

电池容量 12V/10200mAH，可外挂电池

续航时间 满负荷工作 3小时

整机重量 约 2100g

显示屏 10.1 寸+工业触摸屏+800cd/阳光可视屏

分辨率 1280×800

处理器 Intel 5 代 4200U i5/i7(可选)

内存 4GB/8GB DDR3L(可选)

存储容量 64GB/128GB(可选)

平板操作系统 Windows 10

整体尺寸 364mm(L)*190mm(W)*40mm(H)

三防特性 IP53

网络接口 4G/WIFI(可选)

外部接口 USB3.0、4G 卡槽、LAN 网口、音频、功

放、HDMI

工作温度 -10~+60℃

接收机端：

尺寸大小 V20: 66*48*24mm

V30: 91*57*20MM

工作频率 800MHZ/900MHZ/1.4GHZ/2.4GHZ

供电电压 7.4~12V

工作电流 300MA（12V 供电）

功率 100mV~1W

天线 2-4dB 棒状天线

重量 V20:43g
V30:120g

工作温度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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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历史

日期 版本号 描述 作者

2019-01-18 V1.0.0 初始版，策划版 王 贺

2019-04-01 V1.1.0 正式发布版初版 王 贺

2019-04-03 V1.1.1 增加 HID 章节 王 贺

2019-05-01 V1.1.2 数传模块内容更改，增加图数一体版本说明 王 贺

2019-05-25 V1.1.3 增加端口及天线描述章节 王 贺

2019-05-29 V1.1.4 增加背面端口线序说明 王 贺

2019-7-02 V1.1.5 修正 USB 端口 IP 描述，修正 COM3 描述 HZY

2019-10-18 V1.1.6 增加 V30 数字图传使用说明 HZY

2019-11-22 V1.1.7 增加 V30 天线说明 HZY

2019-12-25 V1.1.8 调整背面接口 HZY

2019-01-09 V1.1.9 新增设置 COM3 为 RS422 接口描述 HZY

2019-04-25 V1.2.0 失控保护说明修改 HZY

2019-04-25 V1.2.0 V30 版本 HDMI 和 LAN 的使用 HZY

2020-07-01 V1.2.1 V30 参数配置命令更新 HZY

2020-07-29 V1.2.2 更新清单列表 HZY

2020-09-22 V1.2.3 增加 V21 数字图传使用说明 HZY

2021-07-05 V1.3.1 2021 款修改串口的使用说明 HZY

2021-07-05 V1.3.1 2021 款增加移动 4G 信号使用说明 HZY

2021-07-05 V1.3.2 新版调参软件和固件升级更新说明 HZY

2021-11-05 V1.3.3 增加充电说明 H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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