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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感谢您购买 X20 三防地面站（以下简称"X20"）。请根据当地无线电管制规定使用
X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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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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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X20 三防地面站是我司自主研发的地面站产品，适用于操控无人机产品及其配备的相关
挂载设备，使用它可以规划飞行航线、调整飞行模式、获取飞行状态、操控无人机挂载
等。该产品专为恶劣环境下工业级无人机执行超视距飞行任务而设计，内置了远距离通
信电台、高清图像接收机、独立显示大屏、高性能工控机主板，具备工业三防性能。

1.1 产品功能基本说明

图 1 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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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屏控制按键：控制上显示屏功能
[2] 整机电源按钮：在关机状态下长按开启 X20 地面站；在开机状态下长按强制关闭整
个系统；
[3] 功能键(Fn)：根据当前挂载的不同有不同功能。
[4] 云台模式键(Mode)：切换云台模式。当前挂载具备云台功能时，按一下会在[跟随]
和[回中]之间切换，长按超过 2s 会进入[锁定]
[5] 模式录像(REC)：当前挂载具备录像功能时可用来控制挂载录像
[6] 拍照(Photo)：当前挂载具备拍照功能时可用来控制挂载拍照
[7] 电量指示灯：显示地面站剩余电量

电量 状态

<5% 右数第 1 格灯闪烁

5%~25% 第 1 格灯常亮

25%~50% 2 格灯常亮

50%~75% 3 格灯常亮

75%~99% 3 格灯常亮+第 4 格灯闪烁

100% 4 格灯常亮

100%之后进入涓流充电 充电指示橙色，涓流充满后转绿色

[8] 4G 天线
[9] 自定义按键：可在地面站软件[通用设置]中进行按键功能定义
[10] 变焦+(Zoom+)：当前挂载具备变焦功能可用来控制挂载变焦倍数增加
[11] 变焦-(Zoom-)：当前挂载具备变焦功能可用来控制挂载变焦倍数减少
[12] 摇杆

图 2 左侧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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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图传天线接口：用来连接两根图传天线
[14] Wifi 天线位置
[15] Sim 卡
[16] USB 接口：两个 USB 接口地面站电脑

图 3 右侧面图

[17] 网口：输出地面站接收到的视频
[18] USB 接口
[19] 喊话插座
[20] 电台天线：连接数传天线
[21] 充电指示灯
[22] 充电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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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底面图

图 5 前视图

图 6 后视图



9 www.chinowing.com

[23] 快拆底座释放卡口
[24] 风扇散热区
[25] 喇叭
[26] 散热区域

1.2 三角架与地面站组装和拆卸示意图

1.2.1 拆卸

将地面站底部的拔钮往下图所示的箭头方向拔动后直接将地面站拿起即可完成拆卸，
如下图所示；

图 7 地面站与三角架拆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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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组装

图 8 地面站与三角架组装示意图

1.3 基础操作说明

开机：在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按钮（上图[2]）3s 以上开机。
关机：使用完毕后，点击“桌面 - window 图标 - 关机按钮”进行关机，window 注

销并关机后，整机电源会自动关闭。
*特殊情况下（如遇到 window 系统无响应），可以长按电源按钮（上图[2]）3s 以上

进行强制关机。强制关机后，下次开机有概率出现蓝屏，这种情况下再长按电源按钮强
制关机一次即可解决。

低电量：当电量指示灯仅剩一颗亮起时，表示电量已经低于 25%，此时应尽快停止作
业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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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量指示灯仅剩一颗亮并闪烁起时，表示电量已经低于 5%，此时应尽快关闭系统，
并接上适配器进行充电。

充电：插入电源适配器时，充电指示灯亮起，充电指示灯亮橙色表示正在充电中。充
电指示灯转绿色表示电池已经充满，此时可将适配器拔出。

合盖熄屏：
必要时，可以使用合盖熄屏功能来节省电量。开机状态下，合上上盖，上下屏幕熄

灭，图传和电台供电关闭，进入待机节电模式。重新打开上盖，上下屏幕重新点亮，系
统能迅速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如合盖熄屏功能失效请检查：window 系统电源选项-电源按钮的功能-两个选项框都
应设置为关闭显示器

主要功能及规格

2.1 主要功能
 搭载性能强大的工控级电脑主板；
 15.6 寸高清图像显示上屏，12.1 寸高清高亮下屏；
 默认 576M 频段的图传，最远支持 10 公里 1080P 视频实时传输；
 采用超远遥控方案，控制距离最远可达 10 公里；
 集成遥控、挂载控制、航线规划等功能与一体；
 采用航空铝合金金属机身，便携耐用；
 对外预留两个 USB3.0 接口，可与 RTK、4G 单兵、手柄等外部设备通信；

mailto:支持HDMI2.0实时输出4K@60f图像，同时支持USB3.0高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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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规格

整机物理特性

外形尺寸 L307.5*W407.5*H102mm

整机重量 8.4±0.3kg

颜色 黑色

材质 铝合金+橡胶

工控主机规格

操作系统 Windows10 Professional 64 位

技术平台 Intel 酷睿处理器 i5

处理器 工作频率 3.1GHz，缓存 4MB

内存 4GB，8GB 可选

硬盘 128GB 高速固态硬盘

数传电台 内置，频率 900M

图像传输模块 内置，频率 576M，支持图传频率更换

WIFI 内置无线网卡

声音 双声道扬声器

天线
图传接收 高增益吸盘天线，5dBi

数据传输 高增益吸盘天线，5dBi

接口

SIM 卡插槽 标准 SIM 卡（大卡）

USB 端口 USB3.0 *2

HDMI 端口 HDMI TYPE A，支持分屏输出

网口 RJ45

喊话器接口 4 针航空插头，配合喊话器挂载使用

显示器

软件操作 LCD
12.1 寸，工业高清高亮，分辨率 1280*800，最大亮度 1500nits，10

点触控电容式触摸屏

图像接收 LCD
15.6 寸，工业高清高亮，分辨率 1920*1080，最大亮度 400nits，无

触摸屏

电源管理

电池规格 4s 锂电池 容量 13Ah

工作时间 >3.5h（仅用内置电池时，可接外置 6S 22AH 电池延长使用时间）

充电时间 3h（关闭电源时，仅给内置电池充电）

环境条件
工作 温度-20℃至+60℃，湿度 90%相对湿度（未结霜）

存储 温度-20℃至+70℃，湿度 90%相对湿度（未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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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站介绍

地面站主界面

图 3-2 主界面

3.1 主界面功能介绍
设置

设置包含了地面站的基础服务操作。
点击主界面的【设置】按钮，即可进入下图界面。

通用设置

语言设置

在【语言】选项里面将 English 切换成 Chinese，然后重新启动地面站生效此次设

置，重启后则可转换到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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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设置界面

(1) 地图提供者
地图提供者，切换当前主界面地图区域的地图供应商。

(2) 地图类型
地图类型，切换当前地图的类型（街道地图、卫星地图、混合地图）。

(3) 实用功能
日志保存：选择是否每次飞行后保存飞行数据
自动连接：选中后，则在有活动无人机情况下，自动连接到地面站。取消选中则需
要通过手动连接无人机。（如果选择自动连接时没有连接上飞机，那么就需要取消
自动连接，采用手动连接）
启动地面站控制：点击启动地面站控制，才可以使用控制挂载功能和控制无人机功
能。

(4) 电量使用
显示无人机电量使用情况。

(5) 视频来源
视频来源，可以切换主界面视频显示区域的视频来源。

(6) 绕圈设置
可以设置绕圈模式的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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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是对飞控固件进行的升级操作，在进行固件升级的时候，请暂时断开与地

面站的连接，之后系统提示连接飞控，进入引导程序，选择对应固件对飞控进行升级操
作。

若取消升级，则会提示更新失败提示。

图 3-4 固件升级

图传配置

设置图传接收板的各参数，修改频率和带宽，然后应用来适配无人机端的图传。

（一般出厂都已经配置好）

注意：非专业人员不要进行该项功能的操作，当图传异常时请联系专业人士进行指

导。

图 3-5 图传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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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地图
(1) 添加离线地图

在离线地图页面图 3-6 下，点击【添加新的离线地图】后，进入离线地图设置界面
图 3-7。填写离线地图名称、选择地图类型和缩放级别后，点击【下载】即可。

注：
1. 点击下载后，请确保网络通畅，待出现要下载的地图片后，再进行下一个离线地

图块下载任务。否则，会出现离线地图片下载不完全情况。
2. 离线地图区域选定：参考第(5)条。

图 3-6 离线地图



17 www.chinowing.com

图 3-7 离线地图设置

(2) 删除离线地图
点击【默认缓存地图】按钮，进入默认缓存地图缓存界面；

a. 点击【删除所有】，删除所有的缓存地图。

b. 点击【返回】，返回到上一菜单。

图 3-8 默认缓存地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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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离线地图配置

图 3-6 界面，点击【选项】按钮后出现如下界面，如图 3-9。

图 3-9 离线地图配置

最大磁盘缓存大小设置：所有离线地图大小之和所占的最大内存，超出最大内存不允

许继续下载。

最大缓存大小：单次下载的最大地图大小。

(4) 离线地图管理

离线地图下载后，则会出现在离线地图列表当中，待地图缓存完毕，点击对应的离线

地图进入管理界面。

设置界面的关闭按钮，单击后可以隐藏。隐藏后在界面底部，出现“显示缩放预览”

按钮，单击后还原。

若下载的地图大小超过限制，此时下载按钮为“大多地图切片”，无法下载，请调整

地图缩放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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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的地图为当前屏幕地图中经纬度范围在选择的缩放范围内的所有地图片。

注：地图缓存大小为预估计大小，实际下载的地图大小会比预估的小一些，这是正

常现象。

下载完成后会出现如下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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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也可以加载出制定区域的地图了。

(5) 离线地图区域选定

1. 先在主地图上定位到希望下载地区的位置。

2. 将地图中心移动到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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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换到离线地图。

点击添加新的离线地图。

4. 此时中心点定位到指定的位置了，滑动鼠标滚轮选择合适的缩放比例，调整最小

和最大缩放，选择所需的比例段（即你所需要看到的最大缩放和最小比例尺，左下角为

比例尺）。若地图片太多，向前滑动滚轮，减少下载区域面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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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即可。

检查更新

检查更新提供地面站在线升级功能和版本回退功能，如图 3-10 所示。

a. 版本升级

点击【检查新版本】则弹出升级对话框，选择【立即更新】、【稍后更新】和

【忽略此版本】进行对应操作。

注：如果选择【忽略此版本】后，此时检查更新主界面有【清除忽略版本】，在

进行版本更新前，清除已经忽略的版本。否则，无法对地面站进行更新。

b. 版本回退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回退的版本，点击【回退】对地面站版本进行回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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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检查更新

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用于对无人机的失控保护。

主要功能分为：安全故障触发器、电子围栏和返航。

图 3-11 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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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故障触发器

安全故障触发器用于无人机的以外情况保护，可以管控无人机与地面站通信故障、遥

控器误操作、无人机低压返航保护等。

b. 电子围栏

电子围栏用于对无人机区域管控保护。

c. 返航

返航功能用于设置飞机返航时的高度和下降速度控制。

传感器校准

传感器校准有“加速度计”，“指南针”的校准，传感器设置可以选择使用哪些传感

器，传感器的安装方向等。

注意：非专业人员不要进行该项功能的校准，当传感器异常时请联系专业人士进行校

准。

图 3-12 传感器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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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监视

通道监视用于对遥控器通道进行检测，当无人机与地面站建立连接后，就可以用通道

监视功能，检测遥控器的通道值是否正常。

图 3-13 通道监视

桨翼检测

桨翼检测用于飞行前对飞机桨翼的安全检查，点击每个桨，查看是无人机桨叶是否按

照箭头的方向旋转，如果不是，则表示出现故障或者机臂安装错误，请勿起飞；如果转

动不顺畅，可适当加大油门的百分比，油门的范围为 1%-20%，建议采用默认值 9%。

在使用此功能的时候，请检查以下步骤：

a. 安全起见，请卸下浆叶；

b. 确保遥控器已经校准；

c. 确定安全开关已经打开，安全开关灯常亮。

d. 全选择适合当前油门的百分比（默认为 9%，范围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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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桨翼检测

帮助

帮助界面在线获取地面站操作。

图 3-15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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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航线规划
(1) 添加航点

图 3-16 航点

(2) 启动航点规划

【左边侧边栏】点击 按钮，启动航点规划功能,当进入航点规划功能后，如图 3-16

所示，显示的 home 点的经纬度，可以手动修改，单击会出现图 3-17 所示的键盘，通

过键盘可以修改 home 点的经纬度，点击经纬度填写框出现模拟输入键盘；模拟输入键

盘的 clear 按钮清除数据，Backspace 删除一位数，”+”当前数值万分位自加，“-”

当前数值万分位自减。

图 3-17 虚拟键盘

(3) 添加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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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航点。

如图 3-18 所示，双击您在地图上选择的位置即可添加一个航点，如图 3-19；长按屏

幕或者鼠标右键呼出菜单，出现如图 3-20 所示，点击增加航点；添加完当前航点后会显

示当前航点的纬度、经度、高度、速度、悬停时间等数据；可以单击修改的此航点的属

性值，通过虚拟键盘进行修改，设置到达该航点飞机飞行的高度速度悬停时间；

2 记录位置。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如果您想将飞机的当前位置加入到您的航点，点击右键

按钮，会增加一个记录了当前航点位置、高度、偏航信息了的航

点，如果此时飞机有挂载云台，同时也会记录当前云台的俯仰信息，同时该航点会记录

到达此点触发拍照的信息，该点你也可以选中拖动。

图 3-18 航线规划 图 3-19 航点属性

(4) 删除航点

删除航点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通过航点属性栏，点击如图 3-18 的最下方图标删

除当前航点；第二种方式长按右键，呼出右键菜单如图 3-19 所示，点击删除当前航点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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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右键菜单栏

(5) 航点拖动。

选中任意一个航点，对航点进行拖拽即可修改航点的位置，图 3-20 是选中航点后的效

果，图 3-22 为航点拖拽后的位置效果。

图 3-21 航点选中 图 3-22 航点拖拽

(6) 插入航点。

如图 3-22 所示选择第二个航点，长按屏幕出现图 3-20，点击插入航点，出现图 3-23

所示的效果，在 2 航点之前增加了一个航点,如果点击增加降落点，会出现图 3-24 的效

果，在航点后增加一个降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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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插入航点 图 3-24 添加降落点

(7) 添加降落点。

在航点规划完成后，如果您想飞机降落在您认为理想的地方（建议选择离 home 近且

平坦的地方），点击【侧边栏】 按钮进入增加降落点模式，双击地图则可放置降落

点，设置完成后效果如图 3-23 所示，L 为降落点，也可以选中拖动。

航线检查

图 3-25 航线检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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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程：

(1) 添加航点；

a. 点击添加航点；

b. 设置高度、速度值；

(2) 在航点处，长按屏幕呼出菜单栏；

(3) 点击航线检查；

查整个航线（如图 3-26）-- 可与地形高度互相参考。

检查整个航线是对整个规划的航线进行整体检查，以固定步长进行采样，在进行整个航

线检查过程中，如果有危险航线出现，则在下方会显示危险航线所处的位置。

图 3-26 完整航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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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任务
在航线规划完成之后，可以进行任务管理操作。任务管理有发送到无人机、从无人

机加载、原路返航、当前任务长度、保存到文件、从文件加载、保存到 KML 文件、从

KML 文件加载模块。任务管理呼出操作有两种方式：

a. 右键菜单任务管理；如图 3-27

b. 侧边栏同步任务管理；如图 3-28

图 3-27 右键菜 单任务 图 3-28 侧边栏同步任务

发送到无人机

将规划好的航线发送给飞控，可以对无人机进行执行航线飞行任务；选择【任

务】，再点击【发送给无人机】（或者如图 3-28 所示，点击 再点击发送给无人

机），然后就可以启动无人机，当飞机成功升空后（离地高度 15 米左右），拨动遥控器

上面的航线模式按钮，如图 3-29。

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点击图 3-27 所示的【拍照】按钮，然后将任务发送给无人机，

飞机就会进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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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遥控器模式

从无人机加载

如果无人机内有事先规划好的航线任务，则执行【从无人机加载】任务后，会在地

面站出现上一次飞行任务规划的航线；菜单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从无人机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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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路返航

原路返航任务启用后，无人机按照当前规划路径返回 Home 点；

当前任务长度

显示当前规划航线长度和作业时间，如图 3-31 所示；

图 3-31 当前任务长度

保存到文件

保存当前航线到任务文件（格式为 xx.mission），用于保存作业的航线任务；

从文件加载

把保存的航线任务文件加载到地面站；

保存到 KML 文件

保存当前航线为 kml 格式文件，可以在 Google 地球中查看当前航线是否安全；

从 KML 加载

从 kml 文件加载航线，本功能支持同时加载多条 kml 航线。

a. 多文件

可以同时加载多个 KML 文件。

b. 居中

可将地图缩放到能看清整个任务。

c. Item 操作

通过【选中】【反向】【上下移动】进行任务的自由组合。

d. 输入框

设置所有航点将被赋与的相对高度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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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确定

将组合好的任务加载主界面中。

图 3-32 kml 加载界面

3.4 面积扫描

点击左侧边栏【面积扫描】按钮 ，出现如图 3-31 所示的功能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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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面积扫描编辑界面 图 3-34 选择相机规格

相机规格选择

相机规格有自定义相机网格、手动栅格、索尼 A7R、MMC OPE、MMC 5100 等。

可以根据不同的云台挂载类型，选择对应的规格。

参数设置

1. 根据当前使用相机的参数，输入传感器的宽度高度，照片的宽高，相机焦距等基

本数据，可对特定相机支持定制，免去每次输入参数的麻烦；

2. 图像覆盖率可更改正面和侧面的覆盖率；

3. 通过更改网格角度来更改在绘制区域里航点的角度（正北方为 0 度）；

4. 周转区用来控制无人机在绘制面积外的飞行长度，确保对绘制面积进行完整扫

描；

5. 通过设置速度的大小来改变无人机在进行面积扫描作业时的飞行速度（单位为厘

米/秒）；

6. 通过输入飞行的高度或者地面分辨率来控制拍照的分辨率。扫描区域显示当前绘

制面积的大小，拍摄点显示当前参数计算的大概拍摄照片个数，无人机飞机的轨迹就是

点击完成绘制后出现的白色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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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手动栅格(无相机规格) 图 3-36 自定义网格

图 3-37 索尼 A7R 图 3-38 MMC 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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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动栅格（无相机规格）

图 3-35 所示为手动栅格的设置界面。

(2) 自定义网格

图 3-36 所示为自动以网格的设置界面。

(3) 索尼 A7R

当选用索尼 A7R 时如图 3-37，设置好网格角度和周转区。绘制与调整方式与采用

自定义网格相机一样。

(4) MMC OPE

采用 MMC OPE 相机如图 3-38 所示，根据需要设置好网格角度和周转区。绘制和

调整方式与采用自定义网格相机一样，绘制完成后将任务发送至无人机。

绘制

面积扫描绘制有两个方法。其中方法一是在本地绘制过程，方法二是通过第三方软

件进行绘制。

方法一：

图 3-39 放置面积扫描边界点 图 3-40 完成绘制

1. 点击【绘制】按钮。

2. 在地图上双击您想要选择的位置，就能添加您想要扫描的多边形的点；如图 3-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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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添加的点个数大于三个时，界面【绘制】按钮变为【完成绘制】；点击【右

键】结束绘制。

4. 点击【完成绘制】或者在地图点击鼠标【右键】来完成面积的绘制；图 3-39

是绘制的效果，图 3-40 是点击【绘制完成】后的效果图。

方法二：

通过在谷歌地球中绘制好面积区域，保存为 KML 文件，然后点击绘制面积功能里面

的从 KML 加载的按钮，将文件导入到地面站软件中来完成绘制；

面积调整

1. 点击【调整】按钮，当前面积扫描区域处于调整状态；

2. 鼠标【左键】单击其中一个点，然后鼠标按下拖拽当前点到您想修改的位置；

3. 通过点击【完成调整】按钮或者在地图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完成调整；

4. 路径调整（根据需要选择性使用）；

5. 调整飞行顺序

6. 点击【路径反转】按钮，来控制面积扫描的起始点和飞行顺序；

发送到无人机执行面积扫描任务

当绘制完成后长按屏幕点击任务，再点击【发送到无人机】，然后启动无人机，当

无人机成功升空后，切换到【航线模式】，飞机就可以自动执行任务。

3.5 显示任务中心
(1) 点击左侧边栏 图标，可以设置窗口视角的中心；

(2) 点击【家】按钮，将 Home 点最为地图的中心；

(3) 点击【任务】按钮，将任务完整的显示在地图的中心；

图 3-41 显示任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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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放大缩小地图

(1) 点击 图标，按比例放大地图；

(2) 点击 图标，按比例缩小地图。

3.7 无人机当前状态信息
无人机当前状态信息，主要显示了无人机的飞行参数和飞机状态展示，如图 3-41

所示。

图 3-42 无人机当前状态信息

警告信息

警告信息 显示无人机数据反馈：

 红色底色图 3-43，表示严重警告；

 黄色底色图 3-44，表示一般警告；

 绿色底色图 3-45，表示正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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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警告也会在右侧中间位置给出提示。点击 显示历史反馈信,图 3-46 所示。

图 3-43 严重警告

图 3-44 一般警告

图 3-45 正常信息

图 3-46 消息列表

GPS 信号

区域显示当前的 GPS 信息，点击可以展开详细 GPS 信息，如图 3-47 所示。

图 3-47 GPS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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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信号

区域显示当前遥控器的状态，遥控器处于连接状态会显示亮白色，未连接则处于灰

暗色并且信号栏会显示“X”；

电量 A

【电量】显示当前无人机电池的状态；

电量 B

【电量】显示当前地面站电池的状态；

丢包率

无人机统计的上下行数据丢包率。

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区域显示当前无人机的飞行模式，点击可以查看所有无人机飞行模

式，选中其中一个来更改无人机的飞行模式。飞行模式应该从遥控器端进行切换，非专

业人员请勿在地面站端切换飞行模式；

连接状态

标识当前无人机连接状态，灰暗色表示未连接，蓝色表示已连接，如图 3-48

所示；

图 3-48 连接状态

当前机型

当前的机型，括号里表示当前无人机的机型的类型（一般为“X”或“Plus”），如

图 3-49 所示；

图 3-49 当前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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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状态显示

当前无人机的主要状态，包括连接状态，安全开关状态，飞行状态，解锁状态等信

息；解锁检查非专业人士不要擅自更改；

仪表信息显示设置

在图 3-41 中我们看到了电池电流，电池电压，高度，电池用量估算，地速，到家距

离六个仪表信息。飞机的其他参数信息可以通过双击这六个信息状态的任一一个，来选

择要展示的参数数据，双击弹出如下窗口，如图 3-50 所示：

图 3-50 仪表信息选择

遥控器的油门量

10 号表示当前遥控器的油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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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爬升率

11 号表示当前无人机的爬升速率（米/秒）；

无人机惯性状态

a. 航向 b. 俯仰 c. 横滚

图 3-51 无人机惯性状态

当前无人机的航向角度信息，如图 3-51 a 所示；

当前无人机的俯仰角度信息，如图 3-51 b 所示；

当前无人机的横滚角度信息，如图 3-51 c 所示；

电台丢包率

电台丢包率 ；

电机运动参数

点击状态切换按钮 ，可以对无人机飞行状态和电机运动参数之间的转换。电

机运动参数，如图 3-52 所示。

图 3-52 电机运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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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飞行模式选择
地面站解锁起飞

前面主要介绍在地面站中设置飞行任务，飞机解锁起飞主要靠遥控器，但是地面站

中也能切换不同的模式，使飞机起飞，执行飞行任务；选择不同的模式，无人机会

根据模式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动作；地面站模式选择与遥控器控制模式具有同样的

功能。

点击屏幕中下方的 按钮，再滑动 ，点击起飞 ，在右边设

置飞行高度，滑动 ，点击起飞 。

注意：飞机解锁必须在定高模式下才能解锁。

模式切换及引导飞行

(1) 飞机在空中，油门推至中位，如图 4-1；

(2) 点击切换至引导模式；

(3) 在地图上选择引导位置，然后双击地图，添加引导点；

(4) 滑动右滑移动无人机滑动条；

(5) 切换到制动模式，飞机会悬停在当前位置。

图 4-1 模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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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头方向偏转及飞机移动

飞机在空中飞行，若让飞机悬停在当前位置，调整机头的方向，则可以用地面站的

上下左右按钮来控制机头的方向。

切换飞行模式为【引导模式】，出现如图 4-2 所示；

 点击【左偏航】按钮，飞机机头会向左偏转 5 度；

 点击【右偏航】按钮，飞机机头会向右偏转 5 度；

 点击【向上】按钮，飞机会向地图的上方移动，移动距离可以通过滑动条选择；

 点击【向下】按钮，飞机向地图的下方移动；

 点击【向左】按钮，飞机向地图左方向移动；

 点击【向右】按钮，飞机向地图右方向移动。

图 4-2 地面站控制无人机

3.9 辅助功能
辅助功能提供拍照、加载 KML、起飞检查、电台管理、航线检查、下载日志、加载

日志和隐藏列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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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辅助功能

下载日志

下载日志是获取飞控的飞行数据，点击【下载日志】按钮，出现如图 5-2 所示界

面，点击【刷新】按钮即可展示可下载的日志文件，选择要下载的文件，点击【下载】

将日志下载到本地。

图 5-2 下载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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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日志

每次连接地面站软件进行无人机飞行，地面站都将在“我的文档/MMC Station”下

保存飞行日志。该日志可在后续做日志回放和数据分析使用,点击【设置】按钮下的【辅

助功能】图标，点击【加载日志】，则在地面站下方会出现日志进度条，如图 5-3 所

示；单击【回放飞行数据】按钮 ，在保存日志的文件夹里面选择

（.mclog）格式日志文件，即可回放的日志。

图 5-3 加载日志

功能介绍：

 【回放飞行数据】按钮 ：选择要加载的日志；

 【跳进】按钮 ：按当前进度向前跳跃播放日志；

 【回退】按钮 ：按当前进度向后跳跃播放日志；

 【暂停】按钮 ：暂停当前回放；

 【进度条】拖动 ：选择任意时间段的日志；

 【关闭】按钮 ：隐藏日志回放进度。

起飞检测

检查无人机开机后的各参数是否满足起飞要求。

图 5-4 航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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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管理

该功能通过软件开关电台电源，在使用该功能打开电台时，一定要确保电台的天线

已连接，防止电台烧毁。只有电台电源开启后，才能打开电台串口连接无人机。

图 5-5 电台管理

3.10 挂载
通用挂载

如图 6-1 所示，用户自己选择使用定义的通道控制挂载。比如选择通道 1 控制相

机，需要用户接通道 1 的控制线；选择通道 2 控制灯，需要用户接通道 2 的控制线；滑

动对应控制通道滑动条，控制挂载。

图 6-1 挂载控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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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

云台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云台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控制对

话框，如图 6-2 所示。

图 6-2 云台指令控制界面

功能介绍：

 【俯仰向上】和【俯仰向下】按钮：控制摄像头的俯仰角；

 【偏航向上】和【偏航向下】按钮：控制摄像头的偏航角；

 【控制速度】下拉菜单：选择控制速度；

 【锁定】按钮：锁定云台模式下，【偏航】不可控；

 【控制】按钮：控制云台模式下，可以通过【偏航】、【俯仰】按钮控制云台；

 【回中】按钮：一键回中按钮；回中云台模式下，【偏航】、【俯仰】不可控；

 【拍照】按钮：进行拍照操作；

 【录像】按钮：进行录像操作；

 【变焦】进度条：拖动按钮往“-”方向移动，则焦距会一直变小，当松开时，则停

止变焦，停止后焦距不再改变；否则，反方向移动，焦距会一直变大。

Infra-red 云台

云台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云台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控制对

话框，如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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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Infra-red 云台指令控制界面

功能介绍：

 【俯仰向上】和【俯仰向下】按钮：控制摄像头的俯仰角；

 【偏航向上】和【偏航向下】按钮：控制摄像头的偏航角；

 【控制速度】下拉菜单：选择控制速度；

 【锁定】按钮：锁定云台模式下，【偏航】不可控；

 【控制】按钮：控制云台模式下，可以通过【偏航】、【俯仰】按钮控制云台；

 【回中】按钮：一键回中按钮；回中云台模式下，【偏航】、【俯仰】不可控；

 【黑白】按钮：启用黑白色板；

 【白黑】按钮：启用白黑色板；

 【红黄】按钮：启用红黄色板；

 【拍照】按钮：进行拍照操作；

 【录像】按钮：进行录像操作；

 【变焦】进度条：拖动按钮往“-”方向移动，则焦距会一直变小，当松开时，则停

止变焦，停止后焦距不再改变；否则，反方向移动，焦距会一直变大。

智能抛投

智能抛投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抛投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控

制对话框，如图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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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智能抛投指令控制

功能介绍：

 【俯仰向上】和【俯仰向下】按钮：控制抛投摄像头俯仰；

 【控制速度】下拉菜单：选择控制速度；

 【智能模式】按钮：当挂载的重量大于数码管显示设置的重量时，自动抛下，如图

6-5 所示；

 【抛下】按钮：点击【抛下】按钮后，向右滑动即可抛下，如图 6-6 所示；

 【更改预设重量】按钮：修改抛下时重量，如图 6-5 所示；

图 6-5 抛下按钮 图 6-6 重量设置对话框

喊话器

喊话器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喊话器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控

制对话框，如图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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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喊话器指令控制

功能介绍：

 【俯仰向上】和【俯仰向下】按钮：控制抛投摄像头俯仰；

 【控制速度】下拉菜单：选择控制速度；

 【音量】进度条：调节音量大小，左边为最小值，右边为最大值；

 【音量】控制按钮：是否启用音量控制；

4G 喊话器

4G 喊话器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喊话器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

控制对话框，如图 6-8 所示。

图 6-8 4G 喊话器指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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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下拉条】下拉菜单：可切换播放源；

 【提示】提示曲目序号；

 【按钮】切换曲目序号；

 【音量】进度条：调节音量大小，左边为最小值，右边为最大值；

倾斜摄影

4G 喊话器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喊话器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

控制对话框，如图 6-9 所示。

图 6-9 倾斜摄影指令控制

 【提示】可以用手机通过 wifi 管理；

 【提示】确保所有相机已经开机，TF 卡已经接入；

 【按钮】a.开关所有相机电源； b.触发所有相机拍照；

 【提示】当前架次 POS 保存路径，当前架次拍照次数；

气体检测

气体检测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气体检测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

出控制对话框，如图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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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气体检测指令控制

功能介绍：

 【俯仰向上】和【俯仰向下】按钮：控制抛投摄像头俯仰；

 【控制速度】下拉菜单：选择控制速度；

探照灯

探照灯挂载连接到无人机后，会在地面站出现探照灯类型和标识，点击标识弹出控

制对话框，如图 6-11 所示。

图 6-11 探照灯指令控制

功能介绍：

 【俯仰向上】和【俯仰向下】按钮：控制抛投摄像头俯仰；

 【控制速度】下拉菜单：选择控制速度；

 【ON】按钮：打开探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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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按钮：关闭探照灯；

3.11 图传显示界面

图 7-1 图传界面简图

左上角

[开始截流] 该功能会将视频以 ts 流的形式保存在我的文档-> MMC Station-

>Media 目录下。

右上角

当有挂载接入时，此处对应该挂载的基本快捷功能，可通过点击【云台】或其图标

进行展开与缩小。

左下角

点击白色缩小图标可以影藏该界面。

点击其它区域可与大界面显示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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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故障处理
在地面站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这里给出了常见故障的处理办法。

故障 导致原因 处理方法

地面站无法加载地图 1 检查地面站是否联网；

2 检查地面站是否使用的谷歌地

图；

1 给地面站连接上网络；

2 换一种地图类型；

飞机无法解锁 1 检查飞机的飞行模式是否为定

高模式；

2 检查油门摇杆是否在最低位；

3 卫星数量太少，GPS 没有地位

成功；

1 将飞机模式切换到定高模式

2 将油门摇杆推至最低

3 将飞机移动到 GPS 信号强的地

方，保证定位成功。

地面站打开后飞机在地面站上乱

飘

1 飞机没有定位成功 1 将飞机移动到卫星信号强的地

方

飞机起飞后没有按照预定的航线

飞行

1 检查是否将任务发送给无人机 1 将任务发送给无人机

开机后下屏显示蓝屏 强制关机后，下次开机有概率出

现蓝屏

这种情况下再长按电源按钮强制

关机一次即可解决。

合盖熄屏功能失效或合盖导致关

机

window 系统设置错误 请检查：window 系统电源选项-

电源按钮的功能-两个选项框都应

设置为关闭显示器

感谢使用
感谢您选择深圳市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如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售后邮箱：bin@chinowing.com

售后电话：0755-21386581

mailto:售后邮箱：milo_from_mmcuav@mmcua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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