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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作为生产商，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经过严格测试的高质量产品，但该产品的最终组装状态、飞行能力等取

决于您如何操作。因此，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保证最终组装产品的表现性能，也不对最终组装产品的表现

力或安全性承担任何责任。尽管我们竭尽全力让控制器在上电时工作在最安全的状态，例如：在有  USB  

连接时，禁止电调发送信号至电机；当油门摇杆不是在最低位置时，禁止油门输入和摇杆命令，我们仍然

强烈建议您在校准和设置参数、升级固件时取下桨翼，使用非动力电源为主控供电，并使儿童远离。因使

用本产品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与伤害，金翼飞翔 概不负责。 

注意事项:  

注意：无人机并非玩具任何不当的操作都有可能导致人身或财产的损伤。 

警告！在任何操作前必须安全阅读并理解该说明书所涵盖的所有内容.任何不当操作将导致产品，人身和

财产的损伤。 

本产品为精细复杂的无人机教学产品。在操作前必须对此类产品有完整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机械组装和操

作能力。 

适玩年龄建议：本产品不适合 14 岁以下的孩童在没有成人陪同和指导下独自操作。 

请勿使用本产品包装以外的其他零件代替原件。 

请勿擅自改动本产品的结构。 

任何在没有得到金翼飞翔允许的改动产品或不当操作所导致的对产品、人身和其他财产的损伤将不属于金

翼飞翔的责任。 

安全说明和警告: 

本产品的使用者负有不会操作本产品使其伤害到自己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的独立责任。操作本产品时必须

做到以下几点： 

. 必须保护本产品与人身、财产的安全距离。本产品是无线电遥控产品，当受到无线电干扰有可能出现短

暂的失控并对周围物体造成伤害。 

. 操作本产品前，需要确保身处一个较空旷的地方，确保周围没有人、移动车辆、建筑物等。 

. 必须确保在操作本产品前有仔细阅读所有警示语和说明，包括说明书以及产品所附带的所有配件（如电

池、充电器等）、 

. 确保儿童远离任何本品所需的化学物品（如胶水等）、小配件（如螺丝等）、坚硬零件。 

. 确保本产品保持在干燥、阴凉地方，避免处于阳光暴晒和潮湿的环境。 

. 绝对不要把本产品的任何零件放入口中。如有误食，请及时就医。 

. 当本产品或与本产品关联的电子产品处于低电压状态时，请及时更换电池。 

. 操作过程中，随时保持本产品在视线范围内。 

. 确保电池充满电后再使用。  

. 在本产品通电状态下，必须保持遥控器通电。 

. 在拆装前，必须先断开电池。 

. 保持各部件干净，无附着杂物。 

. 保持各部件处于干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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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后，触碰任何部件之前必须确保该部件的温度已冷却。 

. 使用后必须断开电池。 

. 在操作本产品前，必须确保失控保护已设置为理想状态。 

. 如果线路有残破，必须替换后才可使用。 

充电注意事项 

购买本产品的整机（RTF)配置，包装中含有安全平衡电池充电器，在充电过程给予平衡保护。 

注意：必须严格遵守所有说明和警示。任何不当操作将会导致人身、财产的损伤。 

. 在操作锂离子电池时，所有的危险注意事项与锂电池一样，需要得到特别注意。 

. 如果电池有膨胀，需马上断开电源并抛弃该电池。如果继续使用该电池，将可能导致起火等后果。 

. 电池需要妥善保存在室温环境下，避免高温、潮湿、曝晒。 

. 运输或保存电池，需要确保周围环境温度介于 5-49度 

. 不要把电池或飞机留在车内或直接置于阳光直晒下。 

. 充电前务必确认电池是否有损坏。 

. 在充电完毕后必须断开电源。再次充电前需要等电池冷却下来。 

. 在充电过程中，需要不时地查看电池温度是否过热。 

. 必须使用专用的充电器为特定电池充电。 

. 在电池电压不足 3伏，在充电前禁止继续使用该电池。 

. 不要用任何胶纸等把警示贴标遮挡起来。 

. 充电过程禁止无人看守。 

. 禁止用其他充电器或改装充电器来为电池充电。 

. 禁止由未成年人操作充电过程。 

. 禁止在过热或过冷的环境充电（建议环境温度 5-49度）。 

安装试飞注意事项： 

.注意区分正反桨电机。 

.中心板焊接后要测量是否短路。 

.螺丝胶不能加多（一般沾上一丝即可）。 

.主机架和电池仓底板都有正反面。 

.电调插拔不可拽线。 

.新安装的电调必须校对油门行程。 

.用尼龙咋带将每条线按顺序固定 

.检查各部件是否牢固 

.安装主控器时，尽量安装在靠近中心位置，确保主控印有标记的一面朝上，并使其与机身水平面保持平

行，否则会导致飞行器水平方向飘移。 

.主控器安装有方向要求，务必使电调输出端口的朝向与飞行器机头方向一致。 

.在固件升级、调试过程中请断开电调与电池的连接或移除所有桨翼！ 

.更换遥控系统后一定要重启主控并重新校准遥控器。 

.飞行时切记先打开遥控器，然后启动多旋翼飞行器！着陆后先关闭飞行器，再关闭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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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GPS 信号不好（有红灯闪烁），请不要使用 GPS  姿态模式飞行。 

.GPS  与指南针模块为磁性敏感设备，应远离所有其他电子设备。 

.当红灯快闪时，表示电池电压过低，请立即降落。 

.低电压保护的目的不是娱乐！在任何一种保护情况下，您都应该尽快降落飞行器，以避免坠机等严重后

果！ 

.强烈建议将接收机安装到机身板下面，天线朝下且无遮挡，以避免无线信号因遮挡丢失，而造成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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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装工具 

所需工具：六棱角改锥一套 斜口钳一把 尖嘴钳一把 剪刀 电烙铁 热风枪． 

 

附件：尼龙扎带、螺丝胶、4mm 热缩管、焊锡丝、助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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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ＪＹ-Ｆ330 组装配件 

机架组配件： 

 

动力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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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控制组配件： 

 

遥控控制组配件： 

 



9 

＠2017 金翼飞翔 版权限有 

 

三、组装步骤 

机架：上下板、电池仓、脚架、中心板。(如图 1-1) 

 

图 1-1 

第一步：电池仓安装： 

将 2 块、电池仓尾板 1 块、电池仓下板 1 块、脚架 2 片、35mm 铝柱 4 根、用Ｍ3-6 和Ｍ3-10

螺丝安装在机架下板下方。先把电池仓同机架的下板、脚架用 4 个 35mm 铝柱连接（注意电池

仓与下板的卡槽长度是否一致）接地顺序：脚架（脚架应凸面相对安装）、电池仓、下板（带自

锁丝扣的一面朝下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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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第二步： 12mm 铝柱安装： 

将 12 个 12mm 铝柱用Ｍ3-6 螺丝安装在机架下板上方(如图 1-2) 

 
图 1-2 

  



11 

＠2017 金翼飞翔 版权限有 

 

组装后 (如图 1-３) 

 

图 1-3 

第三步：中心板的固定： 

将中心板通过 3M 双面胶带固定到下板的中心位置上方。(如图 1-４)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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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动力电插头 XT60头的固定： 

将 XT60 公头通过铝件固定到下板的右侧。(如图 1-5) 

 

图 1-5 

第五步：XT60头与中心板接线： 

将 XT60 头红黑两线用电烙铁焊接到中心板的中心位置（正极接红色负极接黑色）。(如图 1-6)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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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动力系统-电机安装： 

将 4 个电机分别用 4 颗Ｍ3-6 螺丝安装到机臂尾端，与电机槽对应（机头右边 M1 为白帽电机、

逆时针 M2 为黑帽电机、M3 是白帽电机、M4 是黑帽电机）。(如图 1-7) 

 

图 1-7 

第七步：动力系统-电调固定： 

将 4 个电调分别安装到机臂三分之一处并用 3M 胶带固定，然后与电机相连接。(注如果电机转

向错误随意调换电机两根线的顺序即可) (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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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第八步：电调电源线与中心板连接： 

将电调的电源线与中心板各分级相连接(红色接正极黑色接负极)。(如图 1-9) 

 
图 1-9 

第九步：飞控系统安装： 

将飞控用 3M 双面胶带固定到上板的中心位置（飞控带箭头的一面朝飞机的正前方如图 2-1）。 

第十步：PMU与接收机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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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MU 与接收机用 3M 双面胶带固定到飞控的两侧(如图 2-1)。 

 

图 2-1 

第十一步：ＰＭＵ电源线与中心板的连接： 

将 PMU 电源线绕到下板与中心板焊接（红色接正极黑色接负极）后、把上板安装在机架上(注意

机头方向) (如图 2-2)。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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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步：对频 

将对频线插在接收机的 B/VCC 通道上，将 PMU 的输出线与接收机 CH1 连接．(注：通电前确保

焊接线路无短路)然后插上动力电池，接收机会红灯长闪，然后长按遥控器的对频按键打开遥控器，

当屏幕上出现 OK 字样时就可以拔掉对频线（开遥控器前应把各比例开关拨到最上方，油门杆拉

倒最低）。 

第十三步：遥控设置 

长按遥控器OK键进入菜单选择，按DOWN键选择Functions setup按OK键进入。UP与DOWN

键控制箭头上下选择 

1.ＣＨ５通道反向： 

选择 Reverse 按 OK 键进入，然后按 OK 键选择到 CH5.将 5 通道调到 Rev 模式，长按 CANCEL

键保存退出 

2.ＣＨ５通道比例开关和输出比例设置：(用于飞行模式切换 ＧＰＳ／姿态／手动) 

选择Ａux channels 按 OK 键进入，然后按 OK 键选择 5 通道，UP 与 DOWN 键控制箭头上下选

择 SWC 作为 5 通道比例开关，长按 CANCEL 键保存退出 

选择 End  points 按 OK 键进入，然后按 OK 键选择 CH5 通道，将百分数改成 72％和 66％。

长按 CANCEL 键保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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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Subtrim 按 OK 键进入，然后按 OK 键选择 CH5 通道，长按 DOWN 键，使中立点向左偏

移 10 小格，长按 CANCEL 键保存退出遥控器设置完。 

第十四步：油门行程校准 

将 PMU 的输出线与接收机 CH1 连接，电调的杜邦线与接收机 CH3 连接（注意正负极）将油门

推到最上方，然后通过 XT60 公头给飞机供电。当听到 滴滴 滴 后油门拉倒最底，然后在听到 滴 

一声后，将油门缓慢的推起观察其转向（飞控前方右边一号电机为逆时针旋转、左边二号电机为

顺时针旋转、飞控后方左边三号电机为逆时针旋转、右边四号电机为顺时针旋转。）反转电机转

向，随便调换 2 根电机与电调的连接线即可（每个电调都需同样校准）。 

油门行程校准操作方法： 

 

第十五步：系统线路链接 

ＰＭＵ与飞控连接：将 PMU 的杜邦线连接飞控的 X3 通道（注意正负极） 

接收机与飞控连接：将飞控与接收机通过杜邦线连接（A/E/T/R/U/X2 分别连接接收机

CH1/CH2/CH3/CH4/CH5/CH6 注意正负极的位置） 

电调与飞控连接：电调的杜邦线绕下板通过上板的镂空槽与飞控相连接（机头右前方第一个电机

接 M1、逆时针第二个接 M2、第三个电机接Ｍ3、第四个电机接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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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与飞控连接：将 LED 灯用 3M 双面胶带固定到电池仓的尾部（LED 灯线绕下板通过上板

的镂空槽与飞控 LED 口相连接）(如图 2-3)。 

 
图 2-3 

ＧＰＳ与飞控连接：将 GPS 用 3M 双面胶带固定到底座上 然后用 GPS 杆与下板的自锁丝固定

（GPS 上带箭头的方向应该与飞控上带箭头的方向一致）将 GPS 线与飞控 EXP 口相连接(如图

2-4)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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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步：螺旋桨的安装 

将 4 个螺旋桨分别安装到 4 个无刷电机上（白帽电机装 9Ｘ4.7Ｌ桨、黑帽电机装 9Ｘ4.7Ｒ桨）(如

图 2-5)。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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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试软件的安装与调试 参考 NAZA-M LITE 调参说明书 

软件安装 DJI_WIN_Driver_Installer 驱动和 NAZA-M LITE_Installer_1.00 调参软件 

1. 打开电脑、找到 JY-F-330 应用程序文件夹 

2. 打开遥控器，接通飞控系统电源。 

3. 使用 Micro-USB  连接线连接飞控系统和电脑。 

4. 运行 DJI_WIN_Driver_Installer 驱动安装程序，按照提示完成驱动安装。 

5. 运行调参软件安装程序，严格按照安装说明提示完成安装。 

JY-F-330 调试 

1. 打开 DJI NAZAM Lite  调参软件使用 USB 线与飞机 LED 等相连接 

 

2. 基础→飞行器→X 型四旋翼 

下图中每种飞行器类型图中标记的 M1~M6 与主控器输出端口 M1~M6  相对应。箭头表示电机

和桨的旋转方向。请确保每个电机的转动方向与调参软件中的图示方向一致。否则，交换转动方

向错误的电机与电调 3  根连线中的任意 2  根，从而改变电机的转向。请确保螺旋桨正桨与反

桨安装位置与电机旋转方向匹配。蓝色代表上层的螺旋桨，红色代表下层的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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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安装→（X -6cm）（Y 0cm）（Z -9cm） 

填入  GPS 体心位置与飞机重心（C.G.）的相对距离，注意 X、Y 与 Z  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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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遥控器→接收机类型→普通 

 

5. 基础→遥控器→命令杆校准→开始→摇动遥控器摇杆到最大位置→完成 

在调参软件的遥控器校准中 

 油门：滑块向左减小油门，滑块向右增大油门。 

 尾舵：滑块向左机头向左，滑块向右机头向右。 

 俯仰：滑块向左飞行器向后，滑块向右飞行器向前。 

 横滚：滑块向左飞行器向左，滑块向右飞行器向右。 

6. 基础→遥控器→控制模式切换→对应遥控器校准 

切换 swc 比例开关查看滑块分别移至手动（手动模式）、姿态（姿态模式）、与 GPS（GPS  姿态

模式）并使相应区域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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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础→感度→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 基本感度 120％→俯仰、横滚 姿态感度 100％（建

议值） 

 

8. 高级→马达怠速速度→推荐→停止类型→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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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怠速速度指电机在启动后的最低转速，设置这一项内容将限制电机启动后的最低转速。由低

速到高速一共分为五档，默认为推荐。在设置参数时，请点击鼠标拖动光标

 

 马达怠速速度设置为低速，电机启动后的最低转速变低。 

 马达怠速速度设置为高速，电机启动后的最低转速变高。 

建议您将马达怠速速度设置在推荐档。 

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个人要求，可以另行设置。 

注意： 

该参数主要针对马达怠速速度过高的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该参数降低马达怠速速度。 

对于一般用户，请将其设置为推荐及以上；否则马达怠速速度设置过低，可能导致电机无法起转。 

启动电机和停止电机 

请仔细阅读该步骤对启动电机和停止电机的介绍，然后根据您的情况选择一种停止类型。 

启动电机：起飞前直接推油门不会启动电机。必须执行以下四种掰杆动作中的任何一种才能启动电机： 

 

停止电机：有两种停止电机的方式可供选择：立即模式，智能模式。 

立即模式：该模式下，无论在何种控制模式中，只要电机启动后，一旦油门杆超过 10%后，当油门杆再次低于 10%，

电机将立即停转。在该情况下电机停转后，如果您在 5  秒钟内紧接着推油至10%以上，电机会重启，而无需执

行掰杆动作重启电机。如果电机启动后 3 秒内您没有推油至  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智能模式：在该模式下，不同控制模式停止电机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手动模式下只有执行掰杆动作才能停止电机。

在姿态模式 /GPS  姿态模式下，以下四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停止电机： 

a) 在电机启动后 3 秒内没有推油至 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b) 执行掰杆动作； 

c) 油门摇杆 10%以下，并且成功着陆 3  秒后； 

d) 飞行器倾斜角度超过 70°，并且油门摇杆 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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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级→失控保护→自动下降或自动返航降落 

任何控制模式下，当主控失去控制信号时，该方式会被触发。信号丢失的情况有以下两种： 

 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信号丢失，比如飞行器在遥控器通讯范围之外，或遥控器故障等。 

 主控和接收机之间 A,E,T,R,U   通道中的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连接断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起飞前，您

推油门杆后电机不会起转；如果发生在飞行过程中，失控保护模式被触发，LED  将闪黄灯报警。 

选择一种失控保护方式，自动下降或者自动返航降落。 

自动下降：悬停 6s  后降落。 

自动返航降落：起飞前主控在找到 6 颗或更多的卫星（红灯    闪烁一次或不闪烁）8  秒后，当您第一次

推动油门杆时自动记录的当时飞行器位置为返航点。 

 

 

注： 

切入手动或姿态模式后，主控会退出增强型失控保护模式，此时您又重新获得对飞行器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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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级→智能 OIC→智能方向控制开关→勾选开启（未安装ＧＰＳ无法开启） 

在通常飞行过程中，飞行器的飞行前向始终和飞行器的机头朝向一致；启用智能方向控制后，在

飞行过程中，飞行器的飞行前向和飞行器的机头朝向无关： 

 在使用航向锁定时，飞行前向和主控记录的某一时刻的机头朝向一致。 

 在使用返航点锁定时，飞行前向为返航点到飞行器的方向。 

注：不建议开启 

 

11. 高级→电压→保护开关→开启→电池类型→3S 锂聚合物电池→第一级保护→无负载 11.1V

→线损电压 0.3V→第二级保护→无负载 10.8V→0.3V 



27 

＠2017 金翼飞翔 版权限有 

 

为了避免电池电压过低而造成摔机等严重后果，我们为您设计了两级低电压保护措施。您可以选

择不使用，但我们强烈建议您开启该功能！ 

 

 

注意： 

 请确保主控和多功能模块间的连接(V-SEN 至 X3)没有问题，否则低电压保护将无法正常工作。 

 所有两级保护都默认有 LED  闪灯警示，两级保护都是高频闪红灯。 

 手动模式下开启低电压保护，只有 LED  报警，无任何自动动作。 

 低电压保护的目的不是娱乐！任何一种保护情况下，您都应该尽快降落飞行器，以避免坠机

等严重后果！ 

电压校准： 

该栏内的当前电压会在您接上动力电池，并将主控和电脑连接后显示当前电池电压。如果调参软

件显示的当前电压与您使用电压计测得的电池电压不同，您需要进行电压校准。点击校准,在弹出

的对话框中的校准栏内填入刚才您测得的电压值，然后点击确定。 

同时我们需要您在该栏内选择您所使用的电池型号，以便主控为您自动生成默认报警电压和报警电压范围。 

第一级保护： 

无负载电压：您自定的报警电压，需要您填入。 

线损电压：飞行器实际飞行时的电源压降，需要您填入。 

有负载电压：飞行器实际飞行时的电源电压。该电压为实际主控监视的报警电压。无需您填入，

通过前两个值计算所得。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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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值大小关系： 

 无负载电压：第一级>第二级。 

 线损电压：第一级=第二级。 

 有负载电压：计算所得，第一级>第二级。 

获取线损电压的方法： 

1. 确保您的飞行器已经能够在电池电量充足的情况下正常飞行。 

2. 选用充满电的电池，并在调参软件中开启低电压保护，观察当前电池电压。在第一级保护的

无负载栏内填写一个合理的报警电压值（我们推荐填入小于当前电压 1V，高于电池额定电

压最小值的值）。在线损电压栏内先填入 0V。 

3. 进行近距离飞行，直到第一级电压保护措施生效，红灯开始闪烁，此时请立刻降落。 

4. 将主控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获取新当前电池电压，该电压值和您之前填入的第一级无

负载电压的差值即为线损电压。 

 

注意： 

 如果某块电池的线损电压高于单节 0.3V（例如 3S 电池高于 0.9V），可能是由于您的电池内

阻过高或老化等原因，我们建议您更换该电池！ 

 一般每块电池的线损电压都不同。安全起见，您最好通过以上方法获取所有您所使用的电池

的线损电压，并填入这些值中的最小值。 

 在负载发生较大变化或者更换飞行器时，也需要重新测量线损电压。 

 线损电压会随电池的使用次数而变大，电池每重复充电 30  次左右，应该重新测量线损电

压。 

 确保您的电调保护电压低于单节电池 3.1V，否则低电压保护将不起作用。 

 红灯报警开始后请迅速降落飞行器，以避免坠机！ 

 

首先根据上面获取线损电压的方法得到线损电压，并填入。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报警电压将其填入无负载栏内。 

第二级保护： 

1. 根据前一步的方法填入无负载和线损电压。 

2. 当飞行器进入该级保护，LED 报警同时，遥控器的悬停点（油门中位）会缓慢上移至杆量的 

90%，以提醒您尽快降落飞行器，避免坠机。 

3. 当中位位于 90%时，继续向上推油门杆，飞行器还是会缓慢上升，俯仰，横滚和尾舵控制仍

可正常工作。在此状态下请尽快降落，以避免坠机！ 

 

12. 工具→导出参数：导出设置的各项参数加以保存，方便下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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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具→导入参数：以前保存的对应数据可以直接导入使用 

14. 工具→恢复默认设置：恢复飞控原始信息 

 

五、JY-F330 感度的调节   

推荐感度参数 

基本感度 120％→俯仰、横滚 姿态感度 100％（建议值） 

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飞行感度。 

六、指南针校准 

未接入 GPS  请忽略此步骤 

注：飞行器上的磁体或附近的磁场会影响指南针读取地球磁场，从而降低多旋翼飞行器的控制精准度甚至

产生故障。通过校准，可以将这些影响降至最低，确保主控器在不理想的磁场环境中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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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况都需要校准： 

 NAZA-M LITE  初次安装时校准。 

 多旋翼飞行器的机械安装变化时： 

a) GPS  指南针位置变更； 

b) 电子设备如主控、舵机、电池等添加、移除、移位； 

c) 多旋翼飞行器的机械结构变更。 

 多旋翼飞行器飞行发生漂移（不能直线飞行）。 

 飞行器调头时 LED  指示灯显示姿态错误。（偶尔发生属正常） 

校准注意事项： 

 请不要在强磁场区域校准，如磁矿、停车场、带有地下钢筋的建筑区域等。 

 校准时请勿随身携带磁体，如钥匙、手机等。 

 NAZA-M LITE  无法在南北极圈内正常工作。 

 无需完全水平或垂直旋转多旋翼飞行器，45  度角以内即可。 

校准步骤： 

第1步：     在手动模式与 GPS 姿态模式之间来回快速切换控制模式开关 6 到 10 次，LED  指示灯黄灯常亮。 

第2步：     水平方向旋转飞行器(约 360度 )，直至绿灯常亮，然后进入下一步。 

第3步：     垂直方向(机头朝下)旋转飞行器(约  360度）直至绿灯熄灭，完成校准。 

 
第 4 步：     校准完成后，LED  指示灯会显示校准是否成功。 

 校准成功，校准模式将自动退出，LED  正常闪灯； 

 红灯 持续闪烁，校准失败。此时再切换 1  次控制模式取消当前校准状态，再从第 1  步开始重新校准。 

提示： 

如果持续校准失败，请检查附近是否有强磁场干扰 GPS  指南针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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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F-330 多旋翼教学机参数表 

基本组成 

机架 破纤维一体化加强结构 

电机 外转子无刷电机(4 颗) 

桨 9 寸加强螺旋桨 

飞控 nazalite 模块化飞控系统 

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组(3S5200 30C) 

遥控器 Fs-i6 全功能遥控器 

充电器 智能充电器 

基本功能 

 具有手动飞行，姿态增稳飞行和ＧＰＳ定点飞行 

 具有航向锁定 

 具有返航点锁定 

 失控自动返航功能 

 具有ＧＰＳ信号丢失／电池电压低／链路信号失落等自动保护 

技术指标 

外形尺寸(mm) 300*300*150 

空机重量(kg) 0.75 

最大起飞重量(kg) 3 

标准载荷重量(kg) 0.8 

巡航速度(km/h) 30 

最大平飞速度(km/h) 40 

海平面爬升率(m/s) 4 

最大抗风能力(m/s) 10 

飞行高度(m) 500 

最大续航时间(min) 20 

最大飞行半径(km)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