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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无人机概述



按升力方式分类

固定翼无人机旋翼无人机

混合翼无人机

优劣势对比

项目 直升机 多旋翼 固定翼 混合翼

续航时间 短 很短 长 长

速度 慢 慢 快 快

起降条件 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 需起降空域 垂直起降

悬停 可 可 不可 短时悬停

结构 极其复杂 简单 一般 一般

负载能力 一般 弱 强 一般



Part3：航飞外业机长技能要求

基础理论要求

一、无人机系统构成
1. 飞行平台—c型简介，部件与升力装置/稳定装置
2. 动力装置—电池、电机与电调
3. 传感器与飞控—GPs与罗盘、气压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飞控
4. 电气系统—各系统配电模块
5. 任务设备—航测模块、监控模块
6. 显示系统---地面控制站
7. 操纵系统---遥控器、地面站控制模块
8. 通信链路

9. 原则：全面维护、磁罗盘防磁化



基础理论要求

二、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基础
1. 机翼与螺旋桨升力—升力原理
2. 高度、速度、雷诺数与升力关系
3. 控制原理与舵面
4. 迎角与失速
5. 重心与飞行稳定性/配平与阻力
6. 风速、空速（真空速、制式空速）、地速
7. 速度、阻力与飞行功率/航时

8. 原则：禁止进入12度以上迎角、地速=空速+-风速、速度平方关系 、失速改出：推
油推杆

基础理论要求

三、飞行基础
1. 遥控器的使用/双指捏杆、手不离杆、轻柔打舵、宁欠不过
2. 多旋翼4面悬停、4边航线
3. 固定翼4边航线及5边起降/对航向、进近、短距进近、
4. 混合翼飞行/飞行转换与风向：逆风、侧风、顺风悬停对升力的影响

5. 原则：想象自己坐在飞机上/逆风起降



基础理论要求

四、空域与民航法规
1. 判读吉普森航图
2. Flighttradar24的使用
3. 禁飞区域
4.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
       理暂行规定》

复飞航线

三个备降区

基础理论要求

五、气象与地形
1. 气流对飞行的影响—上升气流、下沉气流、风向与航线/航时
2. 收集和处理气象资料
3. 地形与小气象环境/地形与气流压缩/湍流与风切变/失速

4. 原则：功课不足，禁止起飞



基础理论要求

六、通信链路
1. 天线（分类、频率、增益、波瓣、驻波比及匹配）
2. 数字电台的使用
3. 天线架设原则/通视/波瓣指向

基础理论要求

七、任务设备（相机）的使用
1. 合格照片的标准（对焦清晰、曝光准确、真实还原色彩）
2. 分辨率、像素、像元
3. 镜头、焦距、畸变及相机检校
4. 影响成像的要素：

• Cmos
• 光圈
• 快门
• ISO
• 白平衡
• 对焦

5. 曝光补偿及补偿原则/白加黑减

原则：最优光圈、准确曝光、对焦清晰
常用设置：



作业程序要求

一、任务规划
1. 基本任务流程
2. 地面控制站使用
3. 规划航线
4. 仿真检查飞行任务计划
5. 任务设计书

作业程序要求

二、地勤程序
1. 设备清点程序
2. 电池充电及维护程序
3. 载具维护程序
4. 通勤规划



作业程序要求

三、航飞作业程序
1. 考察现场要素
2. 安全检查程序
3. 飞行控制命令
4. 执飞注意事项

作业程序要求

四、外业成果移交程序
1. 照片原片成像质量检查
2. POS信息导出及检查
3. 成果整理格式及文件夹命名要求



飞行技能要求

一、多旋翼基础飞行技能要求
1、多旋翼4面悬停漂移范围小于0.5m，高度漂移小于0.1m；

2、多旋翼完成4边航线及水平8字；

3、飞行经历大于30小时；

二、固定翼基础飞行技能要求
1、4边航线及水平8字航线准确，高度控制+-3m内；

2、完成熄火迫降；

3、飞行经历大于30小时；

任务规划及经验要求

一、仿真任务训练
1、不低于30个项目仿真训练；

2、不低于1次/周适应训练；

二、经验要求
1、不低于10次副驾驶员经历；

2、不低于30次地勤经历；

3、通过机长考核（无违章作业及飞行安全隐患设计）



系统维护技能

1. 熟悉Saber-A无人机各系统组成；

2. 伺服舵机及传动结构的检查标准及保养；

3. 动力电机的检查及保养；

4. 动力电池的充放电及保养；

5. 紧固件（螺丝、卡扣件）检查及装配标准；

6. 锡焊烙铁的使用；

7. 地磁罗盘的校准；

8. 加速度计的校准；

9. 相机的使用和维护；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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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ER无人机系统构成

1. 飞行平台—SABER无人机简介，关键参数与模块
2. 动力装置—电池、电机与电调
3. 传感器与飞控—GPS与罗盘、气压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飞控
4. 显示系统---地面控制站
5. 操纵系统---遥控器、地面站控制模块
6. 通信链路
7. 原则：维护原则

1、飞行平台—SABER无人机简介



1、飞行平台—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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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行平台—升力装置

升力装置--用于克服重力/旋翼与机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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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行平台—升力装置-机翼

升力的产生：上下表面流速差产生的压力差，在10度以下，升力随迎角增加而增加

2、飞行平台—升力装置-机翼

失速:当机翼迎角大于一定角度（通常12度）机翼上表面气流产生紊乱离层
升力大幅下降的情形



2、飞行平台—升力装置-爬升坡度

爬升坡度=（飞机每秒上升高度/飞机每秒前进距离）×100

无风情况，SABER最大海平面爬升2m/s，平飞速度18m/s，坡度11；
但考虑在高原空气稀薄、以及顺风时地速增加，因此飞行坡度建议低于6；

2、飞行平台—升力装置螺旋桨

螺旋桨：旋转的机翼                     标号：12X7表示直径12寸，螺距7寸



2、飞行平台—重心

重心：SABER 重心在机翼安装的第二个螺丝位前缘150mm处；

重心在机翼升力中心之前，失速以后飞机低头俯冲重新获取速度；但重心太靠前需要尾
翼提供较大的配平力度，在遇突风时，俯仰姿态变化较大。（如图2C）

重心在升力中心后，失速情况产生抬头力矩使飞机进入更大的迎角，进入更深失速状态；

1、飞行平台—推力装置

推力装置--克服阻力

推
力



1、飞行平台—阻力与飞行时间

阻力、速度、功率和飞行时间的关系
飞行功率与速度是平方关系，即提高一倍速度，功率须增加4倍，飞行时间下降到25%

Saber最大续航速度为17m/s

圖3-3

1、飞行平台—尾翼/安定面

尾翼—安定面，提供俯仰及航向安定

尾翼安定面



1、飞行平台—控制舵面

控制舵面----提供俯仰轴、滚转及航向控制

前提：空气流经舵面

副翼

俯仰/航向V型混合控制舵

潜艇尾舵

船舵

1、飞行平台—控制舵面

舵面：放下舵面---增加翼面迎角—增加升力---产生升力差----产生扭转力矩



1、飞行平台—机体模块

2、动力装置—电池、电机与电调

动力锂电池：
电量：24000mah
充电截止电压4.2V
最大放电电流208A
满电电压：25.2V
放电截止电压19.5V
内阻：满电单片<2毫欧



2、动力装置—电池、电机与电调

电子调速器：电机转速控制器

2、动力装置—电池、电机与电调、螺旋桨

电机：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3、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

为无人机提供姿态信息：

加速度计测量三轴水平加速度及3轴角加速度

陀螺仪：角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无人机倾转角度

原则：无人机启动自检时禁止移动飞机，避免加速度和陀螺仪干扰

3、传感器—位置传感器GPS

为无人机提供平面经纬度及高度

单点GPS定位精度1m，高度精度30m
差分GPS定位精度5cm，高度精度0.5m



3、传感器—高度传感器/气压计

测量高度—气温、湿度会造成气压变化进而造成高度显示不准确；

随着高度增加，空气密度下降，飞机升力下降；

在高原飞行需要提高飞行速度，以4000m海拔为例，飞机大约需要以1.5倍
的速度飞行，才能达到与海平面相同的飞行性能（升力相当）

3、传感器—空速传感器/动压静压测量

测量空速
严禁堵塞空速管



3、传感器—空速/地速

空速：相对空气的速度----参照系:   气流-飞机
地速：相对地面的速度----参照系:   人-飞机

飞行特性与空速相关，与地速无关

3、传感器—地磁传感器/指南针

在天线末端，为无人机提供方向指示

特点：容易受磁场干扰，强磁体靠近容易造成饱和失效
禁止天线底座、电机靠近



3、传感器—电流电压传感器/库仑计

电流电压传感器
测量电池电压及电流，用于计算电量消耗

4、显示系统



5、操纵系统

6、通信链路

1. 天线（分类、900MHZ频率、增益、波瓣、驻波比及匹配）
2. 数字电台的使用
3. 天线架设原则/通视/波瓣相对



7、维护原则：遵章 全面维护

谢  谢！



Part1：MP地面控制站基本操作界面介绍

Part1.1 ：飞行控制界面

功能：
1、监视飞行状态；
2、控制飞机完成特定指令（模式切换、航点切换、指点飞行等）；
3、下载POS文件及回放遥测日志



1.1 MP地面站控制界面

地图/任务状态窗

控制指令窗

切换菜单 HUD姿态窗 通信状态窗

GPS定位精度/卫星数
坐标系切换
地图缩放控制
各个颜色指示含义

缩放条

1.1.1 HUD抬头显示界面

航向

空/地速

电池电压电流电量

空速条
*绿杠是目标速度

偏航

GPS状态

震动状态姿态计算
状态

当前飞行模式

高度
*绿杠为目标高度

电台信号横滚角

俯仰角

锁定状态/报错/航
点指令状态提示

直线距离>航点编号



1.1.2地图及任务状态窗

拍照点/绿色正常/红
色触发间隔过短

航点编号及航点半
径

风速风向

航线

飞机所在
位置及当
前航高

运行轨迹

GPS定位精度/卫星
数/飞机当前gps坐
标及高度/缩放条

Home 
起飞点

鼠标点击可以看
拍照点的姿态

鼠标右键菜单
主要命令为指
点飞行及拍照

1.1.3飞行控制指令窗

执行动作：
1、空速置零
2、拍照

设定航点：
在Auto模式，飞机将飞向
所选定编号的航点

设置模式：后面会取消该选项

不带Q的是固定翼飞行模式
带Q的都是旋翼模式

固定翼模式快速切换

海拔高/相对高切换重新开始任务
*C型不建议使用，因为
重启任务会切回多旋翼

模式重新起飞一次

锁定/解锁动力电机

改变空速

改变高度

改变盘旋半径



1.1.3其他非飞行控制指令窗

遥测日志文件，
用于回放检查

用于下载POS数
据及黑匣数据

通过usb线或者数字电台连
接飞控（或模拟器），选择
对应的com口和连接速率

Part1.2 ：任务规划界面

功能：
1、规划离线飞行任务；
2、读取在线飞行任务；
3、设置相机参数；
4、选择地图源（常用google中国混合地图、google中国地形图、bing卫星图）



1.2.1 MP地面站任务规划界面

命令菜单（鼠标右键）

航点编辑窗口

保存/加载航路文件

读取/写入机载航路

点击把当前飞机GPS定位坐标设
为任务起飞点

鼠标位置经纬度及高程

地图源选择

•任务航程
•鼠标位置距离上一航点距离
•鼠标位置距离上一航点距离

1.2.1 MP地面站任务规划界面

画好任务航线后，按顺序
添加起飞、降落、出航、
归航命令

在鼠标位置插入 •在gps定位的飞机当前坐标点
插入



1.2.2 MP地面站航点命令界面

常用命令：
•Waypoint：航点命令，参数为经纬度和高度
•Loiter_to_ALT：盘旋爬升/降高，参数为经纬度和高度
•Return _TO _launch：返航
•Vtol_Takeoff ：垂直起飞，参数为经纬度和高度
•Vtol_land：垂直降落
•Do_set_CAM_trigg_dist：定距拍照间隔，参数为距离/米

命令行 参数行

手动添加航点时自
动添加的默认高

地形跟随

坡度检查：

•固定翼飞机有爬升率限制。
•考虑到电池放电后期压降因素，C型安
全爬升率设置为2m/s.对应经济航速
18m/s爬升坡度6度。
•考虑到俯冲超速机动可能造成危险，C
型安全下沉率设置为5m/s.对应最大航速
28m/s俯冲坡度-18度。

因此在巡线任务时，应避免：
1、坡度过大飞机不能在两个航点间完成
爬升造成撞山的情况。
2、俯冲坡度过大，飞机不能在两个航点
间完成降高造成地面分辨率不够的情况

1.2.2 MP地面站任务规划二级界面

任务航高

菜单

红框代表测区

黄色代表航线

绿气球代表航点

旋转航线

相机型号

相机横放/竖放切换
红框代表测区

航摄参数



1.2.3 MP地面站任务规划二级界面

超越设置：
1、前段超越
2、后段超越
3、引入距离

航向/旁向重叠率

航线间距

开始点

正交航线

工程模式请无视

相机参数（一般不用调）：

Part1.3 ：仿真界面

功能：
1、教学/日常训练；
2、仿真及检查任务；
3、参数设置仿真；



1.3.1 仿真界面

模拟器启动时飞机
起飞点，可拖动

飞机摆放朝向，正北为0，
顺时针方向

点击飞机开始
仿真

Part2：一次完整的任务

Part2.0：项目组成立，工作会议研究任务；

Part2.1：收集资料，规划任务；

Part2.2：仿真检查及填写技术设计单；

Part2.3：设备领用及地勤程序；

Part2.4：外业飞行；

Part2.5：整理飞行成果（照片/POS）；

Part2.6：成果移交及设备回收；

Part2.7：项目总结；



Part2.0：项目组成立，工作会议研究任务；

1、确定项目成员：商务负责人、外业机长、外业驾驶员、内业负责人；

2、了解项目性质：是试飞还是商飞，二维测量还是三维建模或者是巡线？

3、确定技术方案：测区范围kml文件、分析地形、空域及气候。选定载具及相
机，根据分辨率要求确定航高及照片重叠率



Part2.1：收集资料，规划任务；

1、地形；
2、空域；
3、气象；
4、通勤情况；
5、规划飞行任务

Part2.1：收集资料；

1、了解测区范围及基本地形情况；

鼠标右键菜单
地图工具—导入kml文件--
选定任务范围的KML文件

都选yes

地面站显示测区卫星地图

把地图源选择为谷
歌中国地形图，便
于分析测区地形



Part2.1：收集资料—空域；

民航机场

军事设施

军用机场

除非有正式批文
否则直接回绝：禁飞

边境线

•合法飞行必须申报空域
•在与审批机关沟通申报空域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哪些空域是几乎一定不会开放的，
以避免商务人员的无谓工作；
•民航航线左右10km范围，高度相差600m范围内禁飞；
•军事设施10km范围内禁飞；
•边境线10km范围内禁飞；
•高铁沿线、火车站等重点公共设施禁飞；

•可以通过手机APP—Flighttradar24跟踪测区民航航线，民航飞机通常离机场40km外开始
进入4转弯进近（高度900m），因此不要觉得离机场很远就以为空域没问题；
•通过google卫星地图看看测区10km范围内有无敏感军事设施，像军航机场、陆航机场、海
军码头、导弹基地等比较明显的设施是可以通过卫星地图看到的，对于兵站、指挥所等不明
显的敏感设施，需要求甲方单位提前向安全机关了解，在甲方派工单时明确测区无敏感设施；

Part2.1：收集资料—空域/吉普森航图；
•合法飞行必须申报空域
•通过吉普森航图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所在机场的空域情况

最低900m
复飞航线

三个备降区



Part2.1：收集资料—气象；
•看天吃饭

2个APP ：
•Meteoearth：重在预测，可比较准确的预测一周内风向风速、云量、雨量；
•全球天气雷达：实时卫星云图及过去几个小时的云图，可通过云图推测气象情况；

Part2.1：收集资料—通勤；

通过高德地图或者其他地图软件，导航作业区域：

•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注意坐飞机和高铁不能携带
动力电池）；

•根据天气情况规划行程；

•提前安排人员食宿；

注意安全



Part2.1：规划飞行任务（正射）

1、导入KML文件
2、在地图上右键点击空域干
净的地点
3、设置起飞点

一般要预选3个高程差不多的
点作为备用

1、右键
2、绘制多边形
3、添加多边形点
4、点选把测区框选进去

1 2

1、右键
2、生成航线
3、区域测图

3 4

弹出二级界面

Part2.1：规划飞行任务（正射） 

拖动红色气球，让黄色航线在
紫框以外再压一条航线

前

后

1、选择相机Rx1RM2
2、根据分辨率要求优于10cm/像素，将航
高设为600m；如果要求更高分辨率就降
低航高，比如要求优于5cm，则把任务高
度设为335m，在重叠率不变的情况下，
航程相应的要增加一倍多；
3、根据天气预报将任务航向设为22度

Grid  Options菜单：

1、航线头尾延伸一般300m
2、选择航线起始点
4、航向重叠率80%
5、旁向重叠率57%



Part2.1：为什么不能侧风飞行

顺风飞行电流4A

飞机没有航偏角

侧风飞行
电流12A

可怕的航偏角
（红线机头指向
与黄色航线夹角）

顺侧风 逆侧风

顺风 逆风

•侧风飞行的危害：

•1、航时大幅下降，严重时下降一半以上；
•2、照片成果质量下降，相同间距航线情况下旋偏角超出航测
规范，重叠率大幅下降。在没有云台介入的情况下，俯仰角和
滚转角也会超限，此时容易出现漏片，同时由于镜头边缘成像
质量本来低于中心成像，重叠区域有集中在边缘的情况下，即
使有重合也不能生产高质量成果。

正对风向飞行和侧
风飞行的照片对比

Part2.1：规划飞行任务（重叠率检查） ；

√

X

打开重叠率检查；

地面站会根据地形计算每一景照
片覆盖的范围计算重叠率，该选
项在飞山地的时候特别有用

重叠率太低

确认没问题点确定

山区高差大时50%重叠率出现
大面积重叠率不足的情况

重叠率检查选项需要占用
大量运算资源，耐心等待



Part2.1：保存航线，完成预作业

命名保存

保存航点文件第二天备用

•养成良好的预作业习惯，不要在现场规划任务，原因为：
•1、避免无网络不能获取地图/地理高程数据；
•2、避免时间仓促，漏了必要的安全检查；

Part2.1：起飞、出航、归航及降落

起飞：右键-“①起飞”—输入垂直起飞高度—自动在第一行添加一个

Vtol_takeoff（垂直起飞命令）

自动添加的Vtol_takeoff命令
高度30



Part2.1：起飞、出航、归航及降落

盘旋出航：右键空地-“②盘旋出航点”—输入盘旋出航高度—自动在起飞命令后添加一个

Loiter_to_ALT(盘旋至高度命令，坐标为鼠标当前点击的经纬度）

自动添加的loiter_to_alt命令
坡度5.4

高度350

添加的盘旋爬高出航点

Part2.1：起飞、出航、归航及降落

原地降落：右键-“③原地降落”—在最后一行自动添加一个

Vtol_land(垂直降落命令，坐标为起飞点经纬度）

自动添加的Vtol_land命令

降落坐标为起飞点，高度0



Part2.1：起飞、出航、归航及降落；

异地降落：右键地图-“③异地降落”—在最后一行自动添加一个

Vtol_land(垂直降落命令，坐标为鼠标当前点击的经纬度）

自动添加的Vtol_land命令

降落坐标为鼠标右键经纬度，
高度0

Part2.1：起飞、出航、归航及降落；

盘旋归航点：右键地图空地-“④归航盘旋点”—在垂直降落命令前自动添加3个航点：
1、第一个航点waypoint，指定归航点及归航高度，避免归航撞山；
2、第二个航点Loiter_to_alt，从归航点盘旋降高到目标高度；
3、第三个航点waypoint ，在降落点上指定给飞机垂直转换高度；

鼠标点击地图空地

降落坐标为鼠标右键经纬度，
高度0

自动添加的三个命令

坡度检查

逐步输入3个高度参数



Part2.1：上传航点

写入航点

上传航点

Part2.2：仿真飞行；

1、地面站仿真飞行，检查任务有无差错；
2、仿真结果导入Google earth检查；

把Home点拖动到计划起
飞点

下载固件

点击飞机图标后自动下载仿真固件，然后自动建立连接，读取上一次仿真任务



Part2.2：仿真飞行；

加载规划好的航路文件

写入航点后再读取航点

解锁飞机

点自动

飞机开始
仿真飞行

Part2.2：仿真飞行结果GE分析；

5、Log文件地址

2、打开遥测日
志

3、Tlog转kml

6、仿真Log文件

4、创建KML

1、断开仿真连接

7、打开

在同一目录下找到
转出的KML文件，
用Google earth打
开，分析仿真飞行
情况，重点观察有
无航路过低的问题



Part5：预作业/正射技术设计书

原则5.0：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作业；

原则5.1：拒绝外场临时规划航线；

原则5.2：严格的双人审核制度；

原则5.3：禁止空中修改航线；

原则5.4：制定应急预案；



Part5.1：航线安全检查部分
主要检查项：高度、坡度、风向

黄色框输入任务参数

结果框绿色表示安全，红色表示有安全隐患

原则：1、不侧风飞行，2、顺风出航，3、顺风归航，4、不大风天飞行

Tips：10m/s风速下正侧风飞行，航时最高会下降35%

Part5.1：航线安全检查部分填写方法
原则：测区最高海拔需要检查到航线延伸区域

相加
测区平均海拔



Part5.1：航线安全检查部分填写方法
原则：1、出航归航高度检查必须为绿色 2、出航归航坡度为绿色

相加

相加

Part5.1：航线安全检查部分填写方法

原则：
1、尽量减少航线与风向夹角
2、尽量缩短出归航路程
3、尽量避免逆风出航和归航

出航线

归航线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与航线夹角



Part5.2：电量安全检查部分
主要检查项：航程、航时、剩余电量

非输入项
结果框绿色表示安全，黄色表示有安全隐患、红色表示超出安全界限
表格同时显示了各飞行阶段的电量分布
原则：至少预留20%电量用于面对天气的变化，如果飞机离返航点较远，须根据
现场实际飞行情况，引导飞机安全降落

Part5.3：航线示意图
主要检查项：航线、起降点、无风重叠率、航线安全高度

原则：

1、禁止顺风起飞、2、禁止顺风/侧风降落、3、航高大于地形高度150m
4、重叠率检查测区内不出现蓝色区域



Part5.3：起降点/为什么？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一个标准的起降航线包含的元素：
1、一个虚拟的机场；
2、逆风起飞、逆风降落；
3、盘旋点与降落点间隔3个半径距离（共350m）；
4、机头指向起飞点；
5、起飞盘旋点不压建筑物及山体；
6、盘旋降高点不压建筑物及山体；

距离太短造成固定翼转
旋翼模式时飞行姿态不佳

距离太短空速未达安全
界限进入盘旋容易失速

机头不指向盘旋点，在垂直
转换加速过程中转弯容易失速

受风的影响，盘旋半径不会是正圆，
须避免盘旋压障碍物，同时盘旋时高
度受低空风切变影响可能突然下降

Part5.3：为什么必须逆风起降？
旋翼-固定翼转换时：
1、逆风机翼产生升力，4个旋翼有更大的余量纠正姿态及位置偏差；同时有更低的地速，避免过冲；
2、顺风时，机翼产生负升力，4个旋翼需要比无风时输出更大的功率进行姿态和位置修正，
风大时甚至超出修正能力，造成坠机事故；相同空速下有更高的地速，容易冲过转换点。
3、严格禁止侧风起降，飞机的侧投影面积远大于正投影面积，在风力大于一定程度，倾转旋翼
产生的侧向修正力小于吃风面积增加产生的偏移力，飞机会继续加大侧倾角与风较劲，增加侧倾
角伴随更大的吃风面积和偏移力，此时飞机易被风吹跑，如果风力风向变化易导致坠机事故

逆风机翼产生升力
减少旋翼负荷

顺风机翼产生负升力
增加旋翼负荷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风

侧风修正产生更大的吃风面积



1、重点检查旁向重叠率，确保满足技术规范要求，尤其是最高点重叠率，在有风的
情况下，旋偏后照片重叠率会进一步下降，必要时提高航向及旁向重叠率或分层飞行。
2、Sony Rx1Rm2相机保证快门触发间隔大于1.5s，A5100～A6500大于1s间隔。
3、规划航线时航线与风向平行，减少旋偏角；

Part5.4：重叠率设置

Part5.4：重叠率设置

顺侧风 逆侧风

顺风 逆风

无风时地形起伏时的实际拍照覆盖

有风时地形起伏时的实际拍照覆盖



Part6：高级任务

1：组合多个任务；

2、单一任务多架次飞行；

3：指点飞行；

4：应急处理；

Part6.1：组合多个任务

为避免频繁起降转场，充分发挥Saber航程优势，可以进行空中转场组合多个任务；

原则：

1、组合任务在一个架次航程内；

2、无线电保证通视，禁止盲飞；

3、转场航线提前考察，禁止穿越高山、

      河谷、峡谷等复杂气流区域；

4、高程落差不能超相对航高50%；



Part6.1：组合多个任务

1、可以兼顾到多个测区的起降点
2、规划第一个测区航线，
保存以免后面需要修改

3、原有航线不动，新画一个测区

4、生成一个新航线 5、确定后生成组合航线 6、继续组合及添加起降指令

Part6.2：单个任务分割多架次飞行

1、因某些原因返航

2、降落后重新开始任务

3、盘旋到达任务高度后，切入15号航点继续飞行



Part6.3：指点飞行

      
       免责声明：“指点飞行”超越了标准作业程序，用户清楚明了“指点
飞行”轨迹没有经过严格的航线规划和检查，用户明确了解该行为可能造
成撞击山体、穿越乱流、超出无线电监测范围、超出航程、进入飞行禁区
等风险，飞图不承担该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失。

Part6.3：指点飞行

指点飞行的用途：
1、视频监控围绕兴趣点盘旋；
2、规避：指定一个临时盘旋点规避其他飞行器；
3、指点临时迫降点：对于某些原因（电量不足、鹰击、暴雨……）无法安全返航时，指
定一个迫降盘旋点，将损失降至最低；

进入方法
1、飞机升空；
2、鼠标右键点击需要飞往的地点，在鼠标右键菜单选择“指点飞行”；
3、输入目标高度；
4、飞机到达引导点后无限盘旋等待新的指令。
5、飞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台的                        指令改变盘旋高度。



Part7 ：应急处理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按章作业；

冷静

事故=一个问题+n个错误应对举措 

Part7.1：应急处理原则

1、一个责任人：谁飞上天，谁负责；

2、一个控制权：谁负责，谁控制；其他人禁止擅自执行飞行控制指令；

3、高度超100m优先切盘旋--冷静，进入盘旋有大量时间思考应对措施；

4、高度低于100m优先切旋翼定点，视情况迫降或返航；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1、规避：对于突然出现的其他飞行器（通常为直升机或其他无人机或通航飞行
器）采用指点飞行引导飞机向远离冲突目标的方向及高度飞行；

直升机航线

规避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2、电量不足：
情形1：飞机未触发低电返航电量，但机长认为飞机的剩余电量完成任务有风险，
主动给指令让飞机返航，操作指令为：
1、确认任务的最后一个关闭定距拍照命令（一般倒数第5个），如图示为39号航点；
2、在auto自动模式，选择39号航点后，点击设定航点；
3、飞机关闭拍照飞往归航点盘旋降高降落；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2、电量不足：
情形2：飞机触发低电返航
1、确认任务的最后一个关闭定距拍照命令（一般倒数第5个），如图示为39号航点；
2、选择39号航点后，点击设定航点
3、将飞机切入auto自动模式 ；
4、飞机关闭拍照飞往归航点盘旋降高降落；
注意：1、默认返航至起飞点上方200m高，然后垂直降落，须保证自动返航航线高度；
         2、返航剩余电量应足于完成返航航线及降落动作；

①

②

③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3、迫降程序：
情形：①电量不足于返航②空中射桨③尾推电机烧毁③尾推电调烧毁④机壳损伤/鹰抓
1、指定一个安全迫降盘旋点；
2、指定一个低于当前飞行高度的目标高度，让飞机以-8度左右俯冲以减少电量消耗；
3、设定盘旋高度100m；
4、到达目标高度后，设定Qland命令，迫降。
注意：
1、Saber固定翼模式滑降比约为1：10，表示无风时100m高度可以无动力滑行1km。
2、旋翼模式降落时下降速度为1.2m/s，从120m降落需要大约2分钟的时间，至少需要8%
左右的剩余电量，电压低于19.5V飞机失去控制能力。
3、动力电池在低温状态的输出电量会大幅小于常温状态；

①指定迫降点 ②到达300m高度 ③到达100m高度 ④切Qland迫降

⑤如果迫降点离家较近且通视无阻挡，切Qrtl用旋翼模式返航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4、信号遮挡，但电台处于连接状态（即盲飞）
情形：
①障碍物遮挡②超出电台传输距离

处理措施：
1、冷静等待；
2、带着地面站电脑和电台，绕过障碍物；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5、链路断开：
情形：
①地面站电脑没电、死机；
②地面站软件卡死、重启、或杀毒软件错报杀死进程；
③地面电台淋雨进水烧毁;
④误点断开电台连接；

处理措施：
1、冷静，哪怕没有电台连接，飞机完成任务都会安全返航降落，禁止在飞行过程中乱给指令
或在固定翼飞行模式打开遥控器；
2、换电脑、换电池、打开地面站软件重新建立连接，当信号强度大于70%时可以通畅的重
新建立连接，这意味着在通视情况下，基本上300m高度10km范围内都可以重新建立连接。
3、如果有障碍物环境无法通视，带着地面站电脑和电台，绕过障碍物继续尝试。
4、保证任务设定的降落点有人值守；



Part7.2：应急处理情形

6、旋翼模式手控时报低电压返航
情形：在完成任务归航降落时，由于落点不一定理想，因此通常需要切入Qloiter/旋翼定点
模式进行微调，如果在该模式下停留时间太长，可能触发低电压返航进入QRTL模式强制自
动降落，此时飞控取得控制权，往gps定位的起飞点降落，如果需要重新取回控制权，来回
拨动模式开关，重新切入旋翼定点模式。

注意：1、起飞及降落点半径5m内，禁止闲杂人员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