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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感谢您购买 V20 数字图传（以下简称" V20"）。请根据当地无线电管制规定使用 V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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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 天空端和地面端输入电压均为 DC7.4 - 12V（锂电池 2s - 3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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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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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2.5GHZ 设备干扰，否则 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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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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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及参数 

V20 数字图传采用 2x2MIMO 无线数字数据链路，具有双 10/100 以太网和串行网关功能；

为大多数设备提供可靠的无线以太网桥功能和网关服务；可同时传输遥控器信号、数传信

号、图像的数据链路传输设备。主要用于解决遥控器信号和数传信号传输距离近，图像传

输质量低的问题。具有体积小，集成度好，灵敏度高等特点。提供 2.3G、2.4G、2.5G 频

段选择。具体参数如下： 

 

物品清单 

主要模块 

 

                                   

地面端 ×1 天空端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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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件 

                            

接口介绍 

正面示意图 

 

供电线 x2 网口转4pin 升级配置线 天线 x2 

为模块供电

（DC:7.4-12V) 

用于天空断、地面端

模块参数配置 

用于天空端、地面端

模块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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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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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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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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S-BUS 口；地面端:S-BUS 输入；天空端：S-BUS 输出； 

⑤：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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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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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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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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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说明 

将天空端与地面端正常供电(7.4-12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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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传所有参数均已配置好，若您想修改图传

的串口波特率及网口 IP 地址，请参考相应步骤即可。 

注！产品出厂时均已完成配置，可直接使用。已配置好的参数； 

User name : admin 

Password  : ADMIN 

LAN 口 IP：192.168.168.11(天空端)；192.168.168.12(地面端) 

串口波特率：115200 

S-BUS 使用 

将 S-BUS 信号源接在地面端 S-BUS 端口，即可将信号传送至天空端 S-BUS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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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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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将模块通电，待 CPU 灯保持常亮。 

② 用网口转 4pin 线将电脑与模块的 LAN 口连接。 

③ 电脑必须将其网络设置(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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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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口使用 

该图传设备有两个网口(LAN+WAN)；通常连接吊舱、相机等本地视频，使用 LAN 口； 

LAN 口使用 

使用 LAN 口可传输本地图像视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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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面端的 LAN 口连接电脑、移动设备或者其他网络设备之前，请确认该设备的 IP 地址

和地面端处于同一网段，地面端如果是连接电脑或者移动设备，将会自动启用 DHCP 分配

网络地址，如没有获取到 IP，请手动设置。 

4、打开相机对应的软件或者 APP，即可查看图像，若是其他网络设备，请选择对应的适配

软件，如需要设置网络，请保持和发射机网段一致。 

 

若您想修改该图传 LAN 口的 IP 地址，请参考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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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eway 填入更改的参数。 

 

WAN 口使用 

通过该 WAN 口，该图传设备可连接互联网或访问外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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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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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重置模块 

① 给模块上电，待 CPU 指示灯常亮。 

② 天空端重置：短按 set 键(约 0.5S)，松开之后 S-BUS1 亮起 1S 左右，等待约 30S，待

CPU 指示灯常亮后，模块即被设置为主模块。 

③ 地面端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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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即被设置为从模块。 

 

注!模块重置后，天空端 LAN 口 IP：192.168.168.1；地面端 LAN 口 IP：192.168.168.2；

User name：admin; Password:admin 

 

配置 

天空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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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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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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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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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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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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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端配置： 

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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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⑫ 登录进页面后，选择 Network->LAN->Edit。 

 

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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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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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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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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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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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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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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完成后点击 submit。注意 Remote Server port 端口需与天空端串口

(USB0)Local Lisening port 端口保持一致。 

 

⑰ 选择 Admin->Logout,点击 Logout Now 即可退出。 

 

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如果需要设置遥控器的使用保护，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1，写入失控保护数据 

当机载端与地面端正常连接，且有遥控器 sbus 数据传送时，短按机载端的 set 键(约 0.5S，

松开之后 S-BUS1 和 S-BUS2 指示灯会同时亮起 1S 左右)，即可将当前遥控器的值当作失

控保护值存储在机载端中，且掉电后不会丢失。请通过飞控地面站或者舵机测试失控保护

数据是否写入成功。 

2，触发失控保护值 

当机载端连续 3S 没有接收到地面端的 S-BUS 数据时，机载端就会一直输出之前写入的失

控保护值，直到接收到地面端的 S-BUS 数据为止。 

3，关闭失控保护数据 

当机载端与地面端正常连接，且有遥控器数据传送时，长按机载端的 set 键(≥5S)，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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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US1 和 S-BUS2 指示灯同时亮（1S 左右），即可关闭失控保护数据，且掉电后不会丢失。

请通过飞控地面站或者舵机测试失控保护数据是否关闭。 

注意事项： 

1， 默认状态下电台是没有失控保护值输出的。 

2， 对于触发和关闭失控保护，只针对当时有输入的 S-BUS 通道；比如 S-BUS1 通道有数

据、S-BUS2 通道无数据，此时按下按键，只会触发和关闭 S-BUS1 失控保护数据。 

固件升级 

1、打开 升级软件 

 
2，使用配套的配置线连接图传 TTL 口(白-TX,黑-G，绿-RX)，按住 set 键上电，若 S-BUS1、

S-BUS2 指示灯常亮，升级软件弹出相应信息，代表进入升级模式。 

 

3， 点击 ，打开你所下载的正确固件，若正确，会显示固件文件识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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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直至提示固件写入完成，即代表升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