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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安装驱动程序和调参软件 
务必使用 2.0（或以上）版本的 NAZA-M 调参软件进行固件升级和调参设置；请勿使用旧版的 NAZA-M 调参软

件（2.0 以下版本）。 

 

1. 请先从 PHANTOM 网页（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s/phantom/downloads/）下载驱

动 DJI 驱动程序和 NAZA-M 调参软件。 

2. 使用 USB 延长线连接飞行器的 USB 口和电脑，并给 PHANTOM 飞行器上电。 

3. 运行 DJI 驱动程序，严格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4. 运行 NAZA-M 调参软件安装文件，严格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A2 飞行器调试及固件&调参软件升级 
1. 打开电脑，首次使用请确保电脑接入 Internet。 

2. 打开遥控器，并给飞行器接通电源，然后使用 USB 延长线将 PHANTOM 飞行器连接到电脑上。在完

成调参之前切勿断开主控器与电脑的连接。 

3. 调参软件的使用方法请参照 NAZA-M 快速入门手册的“安装调试篇 步骤 3”。  

4. 固件&调参软件的升级请参照 NAZA-M 快速入门手册的“附录 固件&调参软件升级”。 

5. 如果您需要使用“手动模式”，请在调参软件->基础->遥控器->控制模式切换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手动”。关于手动模式的内容，请参考 NAZA-M 快速入门手册的“飞行测试篇 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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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遥控器与接收机对码 
PHANTOM 出厂前已将遥控器和接收机进行过对码，无需再进行对码操作；如果需要（如：更换遥控器或接收

机后），可以通过下述步骤进行遥控器与接收机对码。请仔细阅读以确保成功进行对码。本产品出厂时，接收机

默认设置为 PPM。�

�

PHANTOM 的遥控器(接收机)不能与第三方的遥控设备一起使用。 

�

1. 请参照 A8 维护  1.机壳拆卸拆下机壳。�

2. 按照下图的标记找到接收机模块。�

3. 飞行器连接电池上电，若此时接收机 LED 红灯常亮，表示接收机目前没有与任何遥控器连接上。�

4. 长按接收机对码按键约 2 秒直到指示灯闪烁提示，放开对码按键。�

5. 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至最低位，电源开关向右推至开机。此时，若接收机指示灯熄灭，则对码成功。

（遥控器状态指示灯红灯闪烁期间可以对码，其他状态下不能进行对码）�

�

注意: 
 若遥控器无法进入对码状态，请确认开机时油门摇杆是否处在最低位。�

 成功对码后，才能正常使用遥控器。�
 

接收机模块

指示灯

对码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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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遥控器控制模式更改 
如果您使用的遥控器模式为 Mode2，可通过以下操作更换为 Mode1（Mode1 与 Mode2 区别如下）。 

如果您更改了遥控器控制模式，请务必参照 A5 的内容进行遥控器校准。 

 

�

1. 如下图，把右边油门弹片和弹片螺母拆下，弹片螺母装在左边的螺母孔位，再将油门弹片固定在弹片

螺母与螺丝孔位上；调节弹片螺母上螺丝的高度，可以调整油门的手感（松紧）；�

2. 把左边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拆下，将二者按照在左边的配合方式装在右边相应位置（靠遥控器中间位

置），调节“调节螺丝”的高度，可以调整摇杆的手感（注意：回中弹簧弹性较弱，拆卸及装配时请

勿过度拉伸弹簧，以免造成损坏）。�

3. 把通道相应的导线插接位置作相应的调整，即把通道 2（AIN2）和通道 3�(AIN3)的排线插头对调位置

即可（请注意插头的插入方向）。�

 
Mode2 

1 2 3 4
5

6

89

序号 名称 

1 螺丝孔位

2 回中拉杆 

3 调节螺丝 

4 弹片螺母 

5 油门弹片 

6 通道 3 

7 通道 2 

8 回中弹簧 

9 螺母孔位 
 

 

Mode1：   表示油门控制通道，摇杆不能自动回中； 

         表示横滚控制通道，摇杆能自动回中； 

         表示俯仰控制通道，摇杆能自动回中； 

         表示偏航控制通道，摇杆能自动回中。 

 

Model2：   表示油门控制通道，摇杆不能自动回中； 

         表示横滚控制通道，摇杆能自动回中； 

         表示俯仰控制通道，摇杆能自动回中； 

         表示偏航控制通道，摇杆能自动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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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模式成功由 Mode2 更换为 Mode1 如下图所示。 

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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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遥控器校准 
如果更改了遥控器的控制模式或长时间未进行过校准，则需要对遥控器进行校准操作。 

 

偏航

电源开关

S2 S1OFF
CL
HL

GPS
ATTI
ATTI

(Mode1) (Mode1)

(Mode2)/ / (Mode2)

 
 

CL：Course Lock，航向锁定 

HL：Home Lock，返航点锁定 

�

1. 将开关 S2 置于 OFF，开关 S1 置于 GPS。�

2. 将油门杆推至油门方向最前的位置，俯仰杆也推至俯仰方向最前的位置并保持（由于俯仰通道能自动

回中，需要用手保持其在俯仰方向最前的位置）。�

3. 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此时遥控器会反复“滴——滴、滴”的提示声音，拨动开关 S2 至 CL，遥控器

会发出“滴”一声的提示音，此时，遥控器已经进入校准模式（至此须一直保持油门杆和俯仰杆在最

前）。 

4. 松开俯仰杆，并将油门杆拉至中位，将开关 S1 拨至最下的 ATTI，同时遥控器会发出 “滴”一声的

提示音，然后推动所有通道的摇杆到最大工作范围并重复几次，完成后将油门杆收至油门行程最低处，

再将开关 S2 拨至 HL，同时遥控器会发出“滴”一声的提示音，提示完成摇杆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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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安装相机框架及相机 
请根据您的需要安装相机框架及相机。 

 

（1）安装相机到相机框架 

            

 

 

 

（2）安装相机框架及相机到飞行器 

安装时请务必使用专用螺丝（与脚架安装相同的 M3.0*6 十字螺丝），过长的螺丝会伸入电池仓将电池刺穿，导

致爆炸或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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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智能方向控制(IOC)飞行(需要接入 GPS 模块) 
使用前请确保您已经在调参软件中开启该功能。 

下文使用定义和图示说明 
飞行前向：定义为推俯仰杆后飞行器的实际飞行方向。 

图示说明： 机头朝向  飞行前向  返航点  大于 10m 的距离 

 

飞行前准备 
在普通飞行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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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图中遥控器红、蓝色箭

头对应相应摇杆的操作）： 

               

 在使用返航点锁定时，飞行前向为返航点到飞行器的方向。如图所示（图中遥控器红、蓝色箭头对应相应

摇杆的操作）： 

             

 

 

记录飞行前向和返航点方式 
如果您开启 IOC 功能，请务必清楚地知道飞行前向(航向锁定飞行)和返航点(返航点锁定飞行)。 

其中，记录飞行前向与返航点都有自动记录和手动记录两方法，使用时可任选一种。 

 航向锁定飞行 返航点锁定飞行 

自动记录 飞行器上电后 30 秒 

起飞前主控在找到 6 颗或更多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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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记录 
飞行器上电 30 秒后，切换开关 S2 的 OFF 和

CL 位置 3~5 次。(OFF->CL->OFF 为一次) 

主控在找到 6 颗或更多的卫星后，切换开关

S2 的 CL 和 HL 位置 3~5 次。(CL ->HL-> CL

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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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测试 
接着，请按照下面步骤进行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飞行测试。 

具体飞行操作步骤如下： 

在同一飞行过程中 第 1 步：记录 第 2 步：开启 第 3 步：退出 第 4 步：重新进入 

航向锁定 

    

开关设置 记录飞行前向
开关 S1 置于 GPS 或 ATTI

位置，S2 置 CL 位置 

开关 S2 置于

OFF 位置 

开关 S2 从 OFF 位

置拔到 CL 位置 

返航点锁定 

    

开关设置 记录返航点 
开关 S1 置于 GPS 位置，

S2 置于 HL 位置  

开关 S2 置于

OFF 位置 

开关 S2 从 OFF 位

置拔到 HL 位置 

IOC 飞行注意事项！！！ 

 记录飞行前向或返航点时，LED 以快闪绿灯 提示记录成功；进行航向锁定飞行或返航点锁定飞行时，

LED 以黄、绿灯 组合慢闪提示。 

 返航点锁定飞行必须满足 GPS 星数 6 颗或更多，以及飞行器距离返航点 10m 以外的条件。 

 在进入返航点锁定飞行前，您最好先将飞行器飞离返航点 10 米以外，然后在所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再

将开关 S2 切换至 HL 位置。如果您在 10 米以内就已经将开关 S2 切换至 HL 位置，并且此时是您在该

次飞行中首次使用返航点锁定飞行，那么当飞行器在飞出 10 米范围后，如果条件满足，主控将自动进

入返航点锁定飞行。 

 在使用返航点锁定飞行时，只要满足以下任何一种情况，飞行器将退出返航点锁定，进入航向锁定飞行，

并以之前自动或手动记录的飞行前向飞行。 

1. 当飞机器距离返航点 10m 以内 

2. 飞控进入姿态模式 

3. GPS 星况变差（即星数少于 6 颗，卫星数指示灯两闪或三闪） 

 当在飞行器距离您和返航点较远的地方使用返航点锁定飞行时，请不要快速频繁切换 S2 通道开关以避

免返航点在您不注意的情况下被无故改变。 

 我们建议您在进入任何一种智能方向控制飞行之前都清楚您使用的是哪种锁定方式，并清牢记当前锁定

的航向或返航点。 

 持续快速旋转飞行器，会造成航向误差的积累。此时您可暂停或减慢飞行器的机头旋转速度，以达到更

好的飞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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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维护 
1.机壳拆卸 

1. 使用附带的辅助扳手卸除所有螺旋桨。 

2. 使用十字螺丝刀和内六角螺丝刀（M2.5）拧开下图中红圈标记处的螺丝，拆开机壳。 

 

注意: 
 请保管好拆卸下来的细小零件（如螺丝），并远离幼儿。 

 在安装螺丝时请勿使用螺丝胶，螺丝胶会腐蚀机壳，导致螺丝安装位置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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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展电源 
为方便爱好者DIY，PHANTOM的内部设计有一根扩展电源线，该电源线内部连接到电池正负极上。电源极性为：

红色为正，灰色为负。其位置如下图所示。使用时请注意不要短接红线和灰线，避免短路。 

扩展电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