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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注册，找回密码 

账号必须是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或者能够全球正常使用的邮箱；密码必须是由数

字，英文大写，英文小写，符号中至少三种组合，长度 8-16 位。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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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界面 

主页面是设备绑定、选择和连接界面。 

⚫ 绑定设备流程：点击主界面中心的圆形图标（或者点击个人设备页面下方的

“＋”图标按钮）进入扫描二维码，扫码成功后请尽快点击设备上的“确认”按

钮进行绑定设备。如果绑定失败可能是这台设备已经被绑定，一台设备只能被一

个账号绑定。 

⚫ 个人设备和团队设备是分开显示的，点击上方的“个人设备”和“团队设备”切

换。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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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信息管理 

⚫ 修改昵称：最大长度为 8 个汉字或 24 个英文字母。 

⚫ 解绑，换绑手机或邮箱：当前只绑定了一个手机号或邮箱的情况下无法解绑。 

⚫ 修改密码：密码必须是由数字，英文大写，英文小写，符号中至少三种组合，长

度 8-16 位。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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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的设备 

点击右下方按钮，扫描二维码，然后点击设备的确认绑定按钮，即可成功添加设

备；对于“个人设备”中的设备，您都拥有操作者和管理者的权限。 

设备小卡片中下方的两个图标“解绑设备”或“修改设备备注”。设备备注最大长度

为 8 个行字或 24 个英文字母。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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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的团队 

⚫ 查看团队，成员及设备及相关权限信息。如果需要创建团队，邀请成员，添加团

队设备等操作请使用“非攻透传”。 

⚫ 设备权限：设备的“操纵者”拥有飞机的操纵权，可以使用所有的飞行功能；该

团队下的其他人都是这台设备的观察者，只能观察飞行数据及视频，无法操纵飞

机。 

 

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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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队消息 

收到邀请消息请在“非攻透传”上答复。 

 

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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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 

语言选择（中，英文），清空缓存，飞行界面常亮设置。 

软件首次启动会使用手机系统语言，非中文都显示为英文。 

 

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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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我们 

⚫ “CUAV GS”下方的 v2.0.0 bate 表示软件的版本号，正式发布版没有“bate”字

样。 

⚫ 点击二维码进入微信，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获取更多资讯及最新产品

信息。 

⚫ 检查更新：点击后如果有新的版本或提示更新内容，否则提示当前版本为最新版

本。 

 

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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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库 

连接方式：首先移动设备连接无人机上的热点，下拉刷新列表同步无人机上的录像

或照片。照片和视频分别存放在 sdcard/CUAV/photo 和 sdcard/CUAV/video 下。 

注意：由于 LTE 设备录像格式改变，现版本无法播放视频文件，请使用可以解码

H265 裸流的第三方视频播放器。 

 

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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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备连接 

连接步骤： 

1) 点击设备下拉框，选择设备（黑色代表当前设备在线，灰色表示设备不在线，无

法选择）； 

2) 点击绿色的“连接”按钮； 

3) 点击下方的“进入设备”按钮；成功进入飞行界面。不连接设备也可以进入飞行

界面。 

 

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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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飞行界面 

11.1 解锁/上锁 

无人机解锁前会有一系列安全检查，符合解锁条件才允许解锁，点击飞行界面左边

控制区域的 图标。弹出对话框，向右滑动确认命令。可根据图标状态变化判断执行结

果。解锁失败的原因可查看飞行日志。 

⚫  上锁状态 

⚫  解锁状态 

 

图 11-1 

11.2 起飞/降落 

1）点击“起飞图标”后弹出对话框，点击输入框可设置起飞高度（默认是 15 米，

也可以在【设置-飞控-起飞高度】中设置）,向右滑动确定命令。起飞成功后无人机升到指

定高度并保持当前位置。起飞后无人机自动切换为 Guided（指点）模式，用户可根据需

求切换相应的模式。例如，切换 Auto（自动）模式或点击“开始任务”按钮开始执行航

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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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成功后图标变为 ，即为已升空，再点击执行“降落”命令。 

（2）降落：飞机会在当前位置垂直缓慢下降到地面，同时应当注意周围环境，避免

造成意外事故。 

注意：固定翼飞机无法使用起飞/降落功能；多旋翼和混合翼（垂直起降机）可以。 

 

图 11-2 

11.3 返航 

11.3.1 返航点 

默认是无人机发射点，解锁后自动更新，如果用户拖动该图标改变了位置则不会

再更新。改变后的位置会成为新的“返航点”，在“RTL”模式中修改“返航点”的位置

不会立即生效。 

11.3.2 返航模式 

⚫ RTL：飞行器从当前位置飞往返航点，可通过飞行界面左边控制区中的 返航按

钮或切换“RTL”模式执行该操作。（通用） 

⚫ Smart RTL：飞行器在当前位置沿着刚刚飞行过的轨迹返回到无人机发射点。改

变“返航点”的位置并不会影响发射点。（多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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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TL：让混合翼飞行器以多旋翼的方式返回“返航点”。（混合翼） 

11.4 航线任务 

11.4.1 开始任务 

点击 弹出对话框，向右滑动确认命令，开始任务命令执行成功后飞行器自动切换

成“Auto”模式，无人机从地面起飞升到起飞高度后开始执行航线任务 

注： 

⚫ 飞机未升空的时候无法通过切换 Auto 模式让飞机开始任务； 

⚫ 无人机上必须要有航线才能执行开始任务命令;； 

11.4.2 暂停任务 

点击 弹出对话框，向右滑动确定命令，暂停成功后无人机自动切换到 Guided 模

式，在当前位置悬停，保持高度和位置。可以滑动如下图所示进度条改变飞机暂停后所

处的海拔高度，默认为当前高度。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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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继续任务 

点击 弹出对话框，向右滑动确定命令，命令执行成功后无人机从当前位置继续飞

往下一个航点。 

11.4.4 设置当前航点 

在非编辑状态，即右下方的航线工具栏开关状态为 时。您可以点击任意航点，将

当前航点设置为您点击的点，飞行器会立即飞往该点，并继续执行该点后面的航线。 

 

图 11-4 

注意：在固定翼和混合翼飞机中，有时会遇到明明任务已经开始了，飞行器就是不

起飞，这个时候您需要将第一个或第二个航点设置为当前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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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指点飞行 

 

图 11-5 

长按地图某个位置会弹出对话框，在输入框内可输入“指点高度“默认 50 米，向右

滑动确定命令，命令成功执行后会在该点生成一个“指点位置” 飞行器会自动飞往该

点，到达该点后悬停，保持高度和位置。继续长按地图另一个位置，会在地图上更新

“指点位置”，无人机将飞往新的位置。 

11.6 飞行姿态与小窗口 

左边大的圆形图标中，蓝色代表天空，绿色代表地面，中间白色为无人机，箭头表

示当前无人机偏航角，指向正上表示“正北”。 

 

图 11-6 

点击小窗口左上角的 可显示出飞行姿态。点击飞行姿态窗口即可切换为“视频”

或“地图”小窗口。点击小窗口可以将“地图”与“视频”窗口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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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7 

11.6.1 偏航角 

正北为 0°，正东为 90°，正西-90°，正南 180°。 

⚫ 0-180°表示无人机机头朝向北偏东或东偏南，比如 23°表示北偏东 23°，105°

表示东偏南 15°； 

⚫ 0-（-180）°表示北偏西或西偏南，比如-23°表示北偏西 23°，-105°表示西偏

南 15°。 

11.6.2 俯仰角 

正数表示飞机朝向天空，负数表示朝向地面，度数越大角度越大。注：机头朝向地

面不代表无人机向下飞行，这是无人机向前飞行的正常姿态。 

11.6.3 翻滚角 

正数为右翻滚，负数左翻滚，度数越大角度越大。 

11.7 飞行参数 

11.7.1 GPS 信息 

点击卫星图标 显示完整的 GPS 信息，包含定位精度，搜星数量，定位类

型，飞机当前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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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设备网络信息 

点击信号图标 显示设备网络信息，包含网络类型，信号强度弹窗。 

11.7.3 电压 

点击电池图标 ，显示当前电压和电流值弹窗。 

11.7.4 飞行模式 

点击飞机图标 ，显示出当前机型所有飞行模式弹窗 

11.7.5 飞行状态 

 

⚫ D：无人机距离返航点的距离； 

⚫ Alt：无人机的相对高度（解锁后相对高度为 0）； 

⚫ V.S：无人机爬升速度。（负值是下降速度）； 

⚫ H.S：无人机的对地速度（水平速度）； 

⚫ T：飞行时间（飞机解锁后开始计算，再次解锁重新计时） 

11.8 飞行日志 

飞行日志划分为三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 error（错误），warm （警告），

Information （普通）。其中 error 信息会用红色字体显示在飞行界面的顶部，点击即可进

入日志列表查看全部飞行日志。左右滑动会切换到对应等级的消息界面，下图为“错误

“消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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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11.9 地图工具栏 

11.9.1 工具选择 

地图界面右下角的圆形图标 打开航线工具栏。 点击 则关闭。 

11.9.2 添加航点 

选中 在地图上点击会生成一个航点. 

11.9.3 画航线 

选中 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线，该线会根据算法生成若干个航点。 

11.9.4 编辑航点 

选中 ，点击航点 进入航点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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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删除航点 

选中 ，点击对应航点，即可将该航点从航线中删除。 

11.9.6 撤销上一次操作 

 

11.9.7 更多航线操作 

点击 弹出如图 11-9 的菜单。 

 

图 11-9 

⚫ “保存航线” 和“读取航线” 是航线的本地操作； 

⚫ “下载航线”则是从飞行器上下载航线； 

⚫ “清除任务”是删除飞行器的航线任务； 

⚫ “清除轨迹”删除当前地图中的红色飞行轨迹； 

11.9.8 发送航线 

点击 按钮，将当前规划好的航线上传到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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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航线编辑 

 

图 11-10 

“通用”设置的是这条航线的通用属性，“单个”设置的是当前选中航点的属性。速

度和高度，默认值分别是 5m/s 和 50m。悬停时间默认是 0 秒。 

⚫ 速度：修改了某航点的[单个-速度]后，这个航点之后的飞行速度是前面一个修改

过的航点速度。修改[通用-速度]的本质是修改第一个航点的速度。 

⚫ 高度：修改[单个-高度]不会影响其他航点的高度。修改高度时要判断当前的地

形，避免撞击建筑物、山。 

⚫ 任务完成动作：可选“返航”、“悬空”、“降落”；默认是“返航”。 

⚫ 悬停时间：无人机达到该航点后悬停时间，接着会继续飞往下一个航点。（固定

翼和混合翼请忽略该项） 

⚫ Loiter Time(悬停) ：点击 会显示出以下参数，包括悬停的保持时间，高度，

半径。点击 则会隐藏这些参数。 

 

图 11-11 

⚫ VTOL Transition(飞行)：该参数只会在混合翼飞行器上显示，你可以为混合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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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某些航点上使用不同的飞行器类型。点击

显示弹窗，选中需要转换成的飞行器类型，可选“多旋翼”和“固定翼”，比如

您选则了多旋翼 ，则飞行器会在到达该航点

时切换为多旋翼的飞行方式。在第一个航点和最后一个航点无法修改。 

11.11 地图相关 

从左往右依次是： 

⚫ 定位类型：点击 出现弹窗 。第一种：定位到无人机当前位置，再

次点击你的视角将锁定无人机（无人机永远在你的屏幕中心），再次点击可以解

锁恢复正常；第二种：定位到无人机起飞点（或返航点）第三种：定位到 GS 地

面站位置（即用户位置）。 

⚫ 指南针：  

⚫ 地图类型：点击 可选“标准地图”，“卫星地图”（默认）。 

11.12 拍照与录像 

11.12.1 操作 

点击 拍照与录像模式切换；点击 拍照；点击 录像， 录像中；点击

打开录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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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 

11.12.2 自动录像设置 

⚫ 录像格式：默认是 H265 裸流。 

⚫ 自动录像类型：开机后自动录像、起飞后自动录像 

⚫ 录像类型：普清（320P），标清（480P），高清（720P），超清（1080P） 

11.13 飞控设置 

11.13.1 基础设置、保护设置 

开启某项保护设置后必须选择对应的保护动作，否则开启无效。 

 

图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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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 全部参数 

点击上面的输入框输入参数名进行参数搜索，忽略大小写。列表项中左边为参数

名，右边为对应参数的值，点击数值输入新的参数值，输入完成后，下方会弹出对话

框，点击“上传”即可将修改后的参数值上传到无人机。 

 

图 11-14 

 

图 11-15 

11.14 图传 

点击飞行界面顶部的 图标进入图传设置界面，该图标随着视频质量的改变而变

化。 

 

图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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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通用设置 

 

图 11-17 

11.15.1 地图选择、地图纠偏  

默认是高德地图，手机没有 Google 服务的话无法使用谷歌地图。地图纠偏默认关

闭，部分手机使用“谷歌地图”需要开启地图纠偏，如果当前定位正确则不需要开启。

高德地图不需要开启地图纠偏。 

11.15.2 云台 

开启云台开关后，在视频界面的中间往上滑动，视频界面全屏显示同时右上方能看

到云台控制器，往下滑动退出全屏。 

云台目前可控制上下、左右两个方向，需要在 PC 端地面站设置好控制通道。 

 

图 11-18 

11.15.3 绘制飞行轨迹 

开启后无人机在飞行时会产生一条红色的线显示飞行的轨迹。如果想删除当前飞行

轨迹而不是关闭绘制飞行轨迹，可以选择【航线编辑栏-更多-删除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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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团队 

操控者（飞手）可控制当前飞行、录像拍照和视频质量的切换。 

在发送航线后，航线数据自动同步到其他观察者。 注：如果使用 QGC 画航线，发

送航线后需要手动点击下载航线才能同步到其他观察者的地面站。 

观察者只能观察飞行数据和状态，观看（或关闭）视频。无法修改任何数据或操作

飞机。 


	1 登录，注册，找回密码
	2 主界面
	3 个人信息管理
	4 我的设备
	5 我的团队
	6 团队消息
	7 设置
	8 关于我们
	9 图库
	10 设备连接
	11 飞行界面
	11.1 解锁/上锁
	11.2 起飞/降落
	11.3 返航
	11.3.1 返航点
	11.3.2 返航模式

	11.4 航线任务
	11.4.1 开始任务
	11.4.2 暂停任务
	11.4.3 继续任务
	11.4.4 设置当前航点

	11.5 指点飞行
	11.6 飞行姿态与小窗口
	11.6.1 偏航角
	11.6.2 俯仰角
	11.6.3 翻滚角

	11.7 飞行参数
	11.7.1 GPS信息
	11.7.2 设备网络信息
	11.7.3 电压
	11.7.4 飞行模式
	11.7.5 飞行状态

	11.8 飞行日志
	11.9 地图工具栏
	11.9.1 工具选择
	11.9.2 添加航点
	11.9.3 画航线
	11.9.4 编辑航点
	11.9.5 删除航点
	11.9.6 撤销上一次操作
	11.9.7 更多航线操作
	11.9.8 发送航线

	11.10 航线编辑
	11.11 地图相关
	11.12 拍照与录像
	11.12.1 操作
	11.12.2 自动录像设置

	11.13 飞控设置
	11.13.1 基础设置、保护设置
	11.13.2 全部参数

	11.14 图传
	11.15 通用设置
	11.15.1 地图选择、地图纠偏
	11.15.2 云台
	11.15.3 绘制飞行轨迹

	11.16 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