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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 请不要自行尝试拆解、改装、维修飞行器，如有需要请联系代理商。

○ 本说明书内容简洁，更为详细的说明书请进入 APP主界面右上角的“帮助说明”中下载电子文档。

○ 本说明书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应用宝 APP Store



1)如下图所示，分别展开四只机臂 ;  2)如下图所示，分别展开四只起落架 ; 

3)如下图所示，分别展开螺旋桨 ; 4)如下图所示，将电池装入机身电池仓内 ; 

5)打开 TF卡盖，将 TF卡插入卡槽内 ; 6)如下图所示，完成飞行器组装，并将其置于                                                                                                       
水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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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准备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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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遥控器操控飞行
1 遥控器功能简介

a天线 b飞行模式切换按键 c返航按键 d模式指示灯
e状态指示灯 f左摇杆 g右摇杆 h电源开关
i一键起 /降按键 j拍照 /摄像按键 k手机支架 lUSB充电接口
m相机俯仰控制拔轮

2 开启电源
1) 如右图示，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2) 开启飞行器电源
如右图示，长按开关 2秒以上开启电源。 

 
 

3) 开启遥控器电源
长按遥控器电源开关 2秒以上开启电源。



1)如图所示 ,向外侧展开天线 ,将手机
支架装在遥控器背面的卡槽内；

2)向上拉开支架；

3)  将手机放入支架中 4)  调整支架和手机至合适角度

蓝灯转换为绿灯 (闪
烁或常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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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飞行器自检和对频
开启飞行器电源后，确保飞行器水平静置 30秒以上，以使飞行器完成自检。当飞行器

状态指示灯由蓝灯闪烁或常亮转换为绿灯闪烁或常亮，表明飞行器已与遥控器成功对频。 

3 将手机装入遥控器上的手机支架上

4 连接 APP

1) APP与飞行器连接后的 GPS信号状态说明
当 APP或遥控器与飞行器连接后 ,飞行器状态指示灯为绿灯常亮时，表示 GPS信号良好并成功定

位。将飞行模式切换至定点模式，此时飞行器可以安全起飞。
当飞行器状态指示灯显示绿灯闪烁时，则表示 GPS信号弱或没有信号，可以选择定高模式进行

操作。（此模式操作难度较高，不建议新手使用）。

注意：建议在飞行器状态指示灯进入绿灯常亮状态 (GPS信号良好时 )后再开始飞行！
请选择开阔空旷无遮挡的环境飞行。高大的钢筋建筑物及金属物质将对飞行器上的指南针和 GPS
设备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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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 APP 

在安装好 APP的手机中，点击设置无线局域网 :

如用 APP操控飞行器，请选中 "Drone-xxxxxx(序
列号 )"网络并连接。此时遥控距离较近；

如用遥控器操控飞行器，请选中 "Controller-
xxxxxx(序列号 )"网络并连接。此时遥控距离较远。 

打开 APP后，即进入如下左图所示的主界面，
点击界面上的“开始飞行”即进入如下右图所示飞行操作界面。

注意：只有支持 5GHz Wi-Fi手机，才能连接飞行器。
飞行过程中使用 APP可以实时监控拍摄画面和飞行器当前的状况。
同时使用遥控器和手机 APP操控飞行器时，操控权以遥控器为主。此时，手机 APP上的部分功
能无法使用 (拍照、摄像、跟随、环绕、航点模式不受影响 )。手机 APP只有在无遥控器情况下
才能对飞行器进行操控。

5 操控飞行器
1) 起飞

○ 方法一：手动操控飞行器起飞
当飞行器由蓝灯变成绿灯后，请如右图所示，

分别将左摇杆掰至左下角、右摇杆掰至中下角，
并同时保持 3秒以上，飞行器即启动螺旋桨即开
始旋转。

向上推动油门摇杆，让飞行器较快地离开地
面，然后操控油门摇杆让飞行器缓慢上升。

○ 方法二：使用“起飞 /降落”按键操控飞行器
起飞
长按遥控器上的“起飞 /降落开关”按键 2-3秒，遥控器发出“B-B-B-B-”声同时，飞行器将自动

起飞到约 1.2m高度悬停。

2) 降落：
准备降落前，留意降落场地，应远离人群及障碍物，选择比较平坦的地面作为着落场地。同时

尽可能让飞行器进入悬停状态，以便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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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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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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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一：手动操控飞行器降落
缓慢向下拉动油门摇杆 ,飞行器将缓慢降落。当飞行器着地后，继续保持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直

至螺旋桨停止转动。

○ 方法二：使用“起飞 /降落”按键操控飞行器降落
长按遥控器上的“起飞 /降落开关”按键 2-3秒，遥控器发出“B-B-B-B-”声同时，飞行器将从当

前位置垂直降落，直至螺旋桨停止转动。

3) 启动飞行器后，参照下图所示操控飞行器飞行。
(1)左手油门 (美国手 mode2)模式的操控方法

(2)右手油门 (日本手 mode1)模式的操控方法

4) 遥控器左右手油门模式的切换方法

(1)切换至左手油门 (美国手 mode2)模式
开启遥控器电源前，将左摇杆拉至最低位置，同时按下起降按钮并保持，然后打开遥控器电源

开关。松开左摇杆和起降按钮后即进入左手油门模式。

(2)切换至右手油门 (日本手 mode1)模式
开启遥控器电源前，将右摇杆拉至最低位置，同时按下摄像 /拍照按钮并保持，然后打开遥控器

电源开关。松开右摇杆和起降按钮后即进入右手油门模式。



摄像

拍照

相册

短按拍照，长
按2-3秒摄像，
摄像时短按可
在摄像时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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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拍照及摄像
在飞行过程中，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拍照 /摄像按键”对当前的场景进行拍照及摄像。
短按“拍照 /摄像按键”，遥控器发出“B”声，表示拍照成功。
长按“拍照 /摄像按键”，遥控器发出“B”“B”声，APP上摄像图标  由白色变成红色，

表示已进入摄像状态。再次长按“拍照 /摄像按键”，遥控器发出“B”“B”声，APP上摄像图标          
由红色变成白色，表示已停止摄像。

○ 航拍的技巧和提升
1) 每次飞前仔细检查飞行器各部件是否正常。
2) 尽量在定点飞行模式下进行拍照或摄像。
3) 选择晴朗，微风的天气进行拍摄。
4) 飞行过挰中尽量小动作地推杆以使飞行器平稳地飞行。

注意：为避免可能的伤害和损失，务必确保云台相机能够自由转动，否则高温可能导致相机损坏，
甚至造成伤害。拍摄前确保安装 TF卡，否则将导致拍摄失败。

7 飞行模式说明
1) 定点模式：

○ 进入定点模式的条件与方法：
(1)飞行器与遥控器开机后，飞行器默认进入定点模式；
(2) 在定高模式且 GPS定位系统满足条件时，长按遥控器上的模式开关，即可切换至定点模式。

○定点模式下飞机与遥控器的状态
在此模式时，遥控器面板左侧的模式指示灯为绿灯常亮。

○ 定点模式下的注意事项
在定点模式时，飞行器将通过 GPS进行自动定位，飞行器具有比较好的悬停姿态。
请选择户外宽敞的场地飞行，并在 GPS已定位时（后机臂绿灯常亮）操控飞行。

注意：为了确保精准的返航位置，请在开阔平坦（方圆 50米没大型建筑物）的场地，并且 GPS信号良
好的情况下使用此模式飞行。使用此模式起飞 ,才能确保返航功能有效。

2) 定高模式：  

○ 进入定高模式的条件与方法：
在定点模式时，长按一下遥控器左上角的模式开关，即可切换至定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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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高模式下飞机与遥控器的状态
在此模式时，遥控器左侧的模式指示灯为绿灯闪烁。

○ 定高模式下的注意事项
在定高模式下的飞行器具有比较灵活的操控体验。但因环境因素（如气流的影响等），飞行器

比较容易漂移，不易获得较好的悬停姿态。在此模式下如果要比较好的操控飞行器，需要一定的操
作技巧。

请在完全掌握“智能定点”模式的操控后，再使用定高模式。

8 自动返航
在 GPS定位的情况下，飞行过程中如有需要，可开启 "一键返航 "功能，等待飞行器自动返航。

在返航的上升及返回过程中，所有摇杆将不能操控。在下降过程中，可以推动摇杆操控飞行器，改
变着陆位置。返航过程中若再按长按一下“返航”按键，即中止飞行器返航，用户将重新拥有飞行
器的操控权。

注意：只有在 GPS已定位（后机臂绿灯常亮）再起飞，并且起飞场地附近无遮挡，才能确保返航位置
的准确性。
在 GPS定位的情况下，如下情况飞行器将会自动进入返航模式：
飞行器与遥控器失去联系时。
　　进入返航模式后，如当前飞行高度不足 30m，则飞行器会自动上升至 30m高度进行返航 ;
如当前飞行高度大于 30m，则飞行器会以当前高度进行返航。飞行器返航过程中不能操控飞行
器 ,但在降落过程中操控飞行器以改变着陆点。请确保返航路线中无障碍，以免发生意外。

当飞行器着陆后，请在螺旋桨停止转动后，再关闭飞行器与遥控器电源（长按开关 2秒以上）。

小心：请在螺旋桨停止转动后再靠近。

9 取出电池，并单独存放 

1) 完成飞行后，请及时如右图所示，将电池两侧的锁
扣向飞行器前方拉动到最后位置解锁电池，然后向
上将电池从电池仓内取出，并单独存放。

2) 请将电池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并保持干燥，
远离热源，且禁止与其他物体混放。电池理想的保
存温度为 22℃ - 28℃。

3) 当发现电池出现破损后，务必遵循当地电池回收和
弃置的法律法规，将电池彻底放完电后，置于指定
的电池回收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