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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I GO 4的飞行记录界面在首页右上角

DJI GO的飞行记录界面在首页左上角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第一篇 通过APP飞行记录进行事故原因分析
在飞行过程中，如飞行器与移动设备的连接正常，飞行器将在起飞后开始生成飞行记录，并存储

在DJI GO 或DJI GO4 App中。飞行记录类似民航客机塔台数据，能够还原飞行器的飞行轨迹和

飞行状态

1.1 如何查看飞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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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飞行记录页面后，你可看到不同架次的飞行记录以及精彩时刻。点击具体的飞行记录，即可

进入回放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3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1.2 飞行记录界面介绍

编号 介绍 备注

点击任意架次飞行记录，即可进入飞行记录播放界面，在此界面中可以看到摇杆操作以及飞行器

的高度、速度、位置、电量等信息。通过比对飞手打杆操作和飞行器响应情况，可以判断飞行器

是否受控。

飞行器当前所处飞行模式1

2

3

4

5

该架次飞行器起飞时间

飞行器飞行里程

起飞后累计飞行时长

GPS卫星数量以及信号强度塔

主要有GPS，ATTI，Landing，Go home等

移动设备所在时区时间

飞行轨迹的距离

信号水平强度塔小于3格时，悬停精度会大大降低

APP飞行记录界面简介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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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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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相对高度

飞行器与返航点直线距离

飞行器水平速度

竖直速度

地图类型

飞行过程中拍照操作

播放速度调节按钮

调出/隐藏遥控器操作界面

最佳视图按钮

分享飞行记录按钮

飞行器当前时刻GPS坐标

飞行轨迹

预估返航所需电量

播放/暂停按钮

预计剩余飞行时间

云台俯仰角度

飞行器电量百分比

相对于起飞点高度

当无返航点时，该距离显示为N/A

可选标准地图、卫星地图、符合地图

蓝色的点表示云台俯仰轴的角度

可分享至社交平台

可选正常速度，4倍速度，8倍速度

隐藏后22将不可见

播放进度调节

遥控器操作回放界面

飞行器图标以及home点

可直接拉拽

中国大陆地区建议开启坐标纠偏

无GPS卫星信号时，该轨迹不显示

尖角部分表示飞行器机头，扇形绿光代表云台朝向

当电池能量条剩余飞行时间11，与H点重合表示当前电量

仅够返航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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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何通过飞行记录进行事故分析

【空中掰杆】

在正常的飞行中，飞行记录结束时应是飞行器缓慢降落至返航点（或移动设备所在点）附近，用户

下拉油门或掰杆将电机停转，记录随即结束。当飞行器发生碰撞时，会出现机头快速旋转并伴有快

速掉高现象，且飞行记录结束时飞行器可能处于半空中，距离返航点或移动设备均有较远距离，通

过此特征我们可以判断飞行器发生事故的时间点。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实例对飞行记录进行解读：

空中执行紧急停机动作，将导致飞行器电机停转，有关不同机型紧急停机方式，可参阅对应产品用

户使用手册。在飞行前飞手应当了解飞行器紧急停机的方式，以便于在紧急时刻可以及时关停电机，

也能防止在飞行过程中误触导致事故发生。

我们以此Phantom 3的飞行记录为例，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起飞后04分26秒，高度97.2米，距

离23.6米时，飞手执行了内八掰杆操作。对于精灵Phantom 3系列飞行器，内八掰杆操作将会使

电机立即停转，飞行器将从空中坠落而发生意外。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6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7

开始飞行时，飞行器正常起飞。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打杆失误】

在飞行时，图传画面中无法看到飞行器背面以及侧面的情况，因此在倒飞、侧飞的过程中务必小心

谨慎，注意时刻留意飞行器与身侧和身后障碍物的距离。在运动模式或飞行速度较快时，更应保持

足够的距离让飞行器减速和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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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过程中，飞行器正常响应打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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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飞手使用中国手摇杆模式，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飞行过程中摇杆正常响应了用户的打杆

操作，但记录中断时飞行器并未返回至起飞点，且在空中时飞行记录中断，再将最后位置在地图

上定位。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从地图中可以看出飞行器继续以10米/秒的速度快速倒飞，因而与后方山体发生碰撞。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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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航过程中碰撞-上升段】

DJI飞行器在返航过程中，大致会经历上升-巡航-降落这几个阶段，带有避障功能的产品，在返航

时遇到障碍物还有避障上升的过程，但是由于大部分飞行器顶部本身并没有避障传感器，因此在上升阶

段，无法识别和避开顶部障碍物，在飞行过程中应当避免在障碍物下方触发返航，例如在树木底下、桥

梁建筑等底部触发返航，飞行器在上升至预设返航高度过程中可能导致事故。如飞行器过程中想立即停

止飞行器上升过程，在遥控器与飞行器连接的情况下，可通过取消返航的方式让飞行器退出返航以实现

停止上升。

飞行器此时进入返航模式。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飞行高度在20米以下，飞行器处于强制上升阶段，因此下拉油门无响应，飞行器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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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过程中碰撞，旋转坠机。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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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段指飞行器从触发点上空水平飞往返航点的过程。对于无避障功能的产品，若预设返航高度低

于返航途中的障碍物，飞行器将会与障碍物碰撞。而带有避障功能的产品，若是在夜间飞行、或是

其他不满足视觉避障系统工作条件（光照是否充足/障碍物能否识别等）的场景，巡航时也有可能导

致碰撞。因此在起飞前根据飞行环境设置合理的返航高度是很有必要的。

起飞时GPS信号良好，飞行器记录home点。

【返航过程中碰撞-巡航段】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飞行器过程中飞行器正常响应飞手摇杆指令。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15



飞行记录在06:29时中断，记录中断时飞行器并未返回起飞点。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16



【返航过程中碰撞-降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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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图定位，可以发现飞行器（此案例为精灵3系列）与返航点之间存在一栋大楼，遥控器信号

被挡住后app记录中断，飞行器在返航过程中与大楼碰撞，导致记录中断、飞机坠落。

飞行器在返回至home点上空后，会自动切换到降落模式并缓慢下降，但若此时飞手通过打杆控制

飞行器继续远离home点，由于飞行器已经处于降落模式，飞行器会一直下降直至降落至地面，在

此过程飞行器可能会降落至不适宜的位置并发生事故。

因此在返航降落过程中，我们建议飞手应当时刻关注飞行器与返航点的距离，飞行器的飞行模式，

不可依据观测高空飞行器位置并依据“目测距离”盲目打杆致使飞行器偏离返航点。此外由于消费

级飞行器使用的GPS定位精度有限，飞行器在降落至返航点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偏差，在必要的时

候应当取消降落或适当打杆修正飞行器使其降落在安全位置。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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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时间20分01秒时，距离273米、高度160.9米处，用户请求返航。



飞行器上升至预设返航高度并开始巡航。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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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在21:05时抵达返航点上空并切换至自动降落模式。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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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过程中，飞手打杆控制飞行器远离返航点。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强制低电量迫降飞丢】

记录在21:43中断，记录中断后飞行器将继续下降。

在飞行过程中，飞控会依据飞行器的高度，距离以及飞行器预设的巡航速度，计算返航所需的电量，

并在电量不足时在app中提示飞手尽快返航，若此时飞手忽视低电量返航提醒，执意贪飞并控制飞

行器远离返航点，将可能导致飞行器在返航过程中电量不足。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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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时间05:19时，高度53.4米，距离4308米，电量73%，app提示飞手电量仅够返航。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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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手忽视警告并继续控制飞行器远离返航点，T=05:32，距离4553米，电量72%，飞手开始手动

控制飞行器返航。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返航过程中，飞行器因电量严重不足触发迫降。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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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最终因电量耗尽坠机并丢失。

【风力过大导致飞丢】

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若受到大风影响，将无法稳定悬停，且电量消耗将会大大增加，在飞行过程中

应当学会使用姿态球来合理预估高空中的风力，姿态球的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i-ReJL1BpXZAubj2-BgCCA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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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未打杆情况下，飞行器出现持续方向较大的水平速度，app同时提示风力过大，表明此时飞行

器已经受到风力影响并无法稳定悬停。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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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过程中，飞手打杆控制飞行器远离返航点。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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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如何导出飞控数据和Data Viewer简介
除了飞行记录外，当飞行器通电之后，飞机内部的飞行控制器也会生成实时记录飞行工作状态

（如控制、导航信息等）的飞控数据，直到飞行器断电。通过分析飞控数据，可以帮助调差飞行

器事故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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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耗尽，飞行器坠入水中，记录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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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每次开关机都会产生一个数据文件，编号从小到大排布。当一个log文件超过450M后会被

切割（按飞行数据大约每分钟10M来估算，450M已经够飞45mins了）。

Data Viewer主要用来查看、分析飞行器飞控数据,实现飞行器的性能分析、故障诊断，是诊断飞

行器故障原因的有效工具。通过Data Viewer查看飞控数据步骤如下；

1)首先，打开DJI�Assistant 2；

2)使用数据线连接飞行器USB接口与电脑；

3)在页面左边导航栏选择“飞行数据”，进入飞行记录的主页面。

通过DJI Assistant 2软件中的Data Viewer工具，可对精灵Phantom系列和悟Inspire系列飞行器*，

以及A3、N3独立飞控的飞控数据进行数据分析。你可在DJI官网下载DJI Assistant 2，

（如精灵4 Pro的下载专区：https://www.dji.com/cn/phantom-4-pro/info#downloads）。此调

参软件支持DJI多款产品，Data Viewer数据分析工具内嵌在调参软件中。
*御Mavic系列和晓Spark系列的外部数据分析软件正在开发中，请您耐心等待。

2.1 如何提取数据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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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注意：精灵Phantom 3和悟Inspire 1系列飞行器还需要借助APP，在高级设置中进入飞控数据读

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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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进入SD卡模式”，你将在计算机页面发现飞行器以SD卡的形式出现了，如图1.1所示。



5)此时，可拷贝飞控数据至电脑本地磁盘。

图1.1

由于精灵3系列和悟1系列本身不支持连接DJI assistant 2， 因此需要在导出数据至

本地磁盘后，找到DJI Assistant 2安装目录，并启动Data Viewer。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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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导航栏中点击进入“飞行记录” 界面，点击“打开Data viewer”开启数据之旅。

如图1.2所示，打开飞行记录文件

2.1 如何提取数据

图1.2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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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ta Viewer软件界面及功能索引如图1.3、表1.1所示。

图1.3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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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

1

3

4

5

加载数据

新建视图 新建一个标签视图

箭头

放大

适应窗口

快速傅里叶变换

导出GPS

缩小

手型工具

用于加载新的数据文件

箭头工具，可用于点选数据点

用于放大某一区域的曲线

单击画面任意位置可缩小画面

用于拖动画面

调整当前的横纵轴尺度以适应曲线

此功能待后续开放

对选定区域进行FFT运算

6

7

8

9

语言 语言选择10

11

y轴名称 y轴的说明文字12

13

标签页名称 标签页的说明文字14

15

说明区域 标签页的说明文字对于曲线列表中选定曲线的说明16

17

x轴变量名称

当前选定曲线的x轴变量名称，

在名称后添加“+-*/数字”可以实现曲线时间轴

的平移、拉伸和缩放

18

编号 图标 名称 功能

x轴名称-

-

-

-

-

-

-

-

x轴的说明文字

图题名称 坐标图的标题文字

曲线列表 当前显示曲线的列表

曲线名称 当前选定曲线的名称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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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轴变量名称

当前选定曲线的y轴变量名称

在名称后添加“+-*/数字”可以实现曲线纵轴

的平移、拉伸和缩放

19

数据点类型
选择数据点的类型，如x型数据点、

+型数据点、三角形数据点等
21

连接线类型、颜色与粗细选择
可以选择连接线的类型、连接线的颜色与粗细。

其中，连接线粗细支持滚轮输入
23

曲线类型选择 选择曲线的类型，如曲线、阶梯线、孤点图等20

数据点大小选择与颜色选择 可以选择数据点的大小与颜色，支持滚轮输入22

说明区域 对于飞行数据区域选中曲线的说明24

绘图区 所有的曲线都被画在该区域26

飞行数据 所有飞行数据的列表25 -

-

-

-

-

-

-

曲线的基本操作包含缩小、放大、移动。所使用的工具包含箭头工具、放大工具、缩小工具。

缩小：在箭头工具、放大工具、缩小工具、手型工具下，均可以通过将鼠标移动到绘图区，并上滑

滚轮来实现缩小。在缩小工具下，还可以通过鼠标左键点击绘图区来缩小图像。

放大：在箭头工具、放大工具、缩小工具下、手型工具下，均可以通过将鼠标移动到绘图区，并下

滑滚轮来实现放大。在放大工具下，可以通过鼠标左键按下不放，拖动矩形区域来放大曲线。

移动：在箭头工具、放大工具、缩小工具下，可以通过按下鼠标滚轮来实现曲线的拖动。也可以通

过手型工具按下左键不放，以实现拖动曲线的任务。

在画布中，X轴永远代表时间，其单位为秒，纵轴根据不同的曲线有不同的含义，例如添加的是高

度曲线，则单位是米，速度则为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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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主要数据包简介

2.3 主要数据简介

在飞行数据区域，可查看飞控数据的所有数据包及各变量对应数值。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主要数据包

类型及具体数据变量含义。通过Data Viewer软件，可将数据包中的数据以曲线形式可视化展示，

便于数据分析。

当前飞控数据记录中的数据主要包含八个部分，分别姿态数据、OSD数据、控制器数据、遥控器

数据、电机数据、电调数据、电池数据、避障数据。飞行数据，根据机型、固件版本等曲线包数

据可能会存在细微差异。

飞控数据记录的数据包及其包含的内容如表1.2所示。

现针对性的介绍一些常用的数据包及其含义。

姿态数据

主要包含飞行器的飞行状态信息，如GPS信号强度、飞行状态、返航状态等

主要包含飞行器输出的控制信息

主要包含遥控器相关信息。如飞行模式选择、左右摇杆的动作等

OSD数据

遥控器数据

主要包含电机调速器的工作状态信息电调数据

主要包含视觉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的避障信息避障数据

控制器数据

主要包含飞行器对于电机的控制输出电机数据

主要包含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容量等信息电池数据

主要包含位置、速度、姿态、角速度等导航信息和加速度计、

陀螺仪、磁强计、气压计等传感器的信息

数据组名称 内容

高度 融合后的导航高度 m

数据项 说明 单位

表 1.3 姿态数据主要数据包

其中，各数据包中的常用数据简介如下。表1.3为姿态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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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输入 遥控器俯仰通道输入
[-10000,10000]数值为正表示

往前打杆，反之为向后 

数据项 说明 单位与备注

表1.5 遥控器数据主要数据包

表1.5为遥控器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表1.4为OSD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可视卫星数量

俯仰角（正值表示后仰，负值表示前倾）

横滚角（正值表示右倾，负值表示左倾）

偏航角（正北为0，正值表往右与北向夹角）

个

deg

deg

deg

卫星数量

横滚角

指南针模长

俯仰角

偏航角

距离HOME的位置

指南针模长

距离HOME的位置

1

m

GPS等级

0 = 完全没有GPS信号

1 = GPS信号很差

2 = GPS信号可供悬停

3 = GPS信号可供返航

4 = GPS信号可供记录HOME

5 = GPS信号非常好

0 = 电机停止

1 = 怠速地面

2 = 空中

*为保证飞行安全，请确保

飞行器GPS信号等级大于3，

否则飞行器的悬停效果

可能会受到影响。

卫星数量

数据项 说明 单位

表 1.4 OSD数据主要数据包

横滚输入 遥控器横滚通道输入
[-10000,10000]数值为正表示

往右打杆，反之为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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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电调数据的主要数据包

表1.7为电调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电调n的状态
0 = 正常运行

非0 = 电调异常
（n=1-8，据机型变化）

数据项 说明 单位

n号电机的PWM输出 0.01%(n = 1-8,据机型变化)n号电机输出

表1.6 电机数据主要数据包

表1.6为电机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电机状态
0 = 电机关闭

1 = 电机转动
（n=1-8，据机型变化）

数据项 说明 单位

n号电机的PWM输出 0.01%(n = 1-8,据机型变化)n号电机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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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门输入 遥控器油门通道输入
[-10000,10000]数值为正表示

往上推杆，反之为向下 

油门输入

0 = 姿态模式

1 = 运动模式

2 = 位置模式

3 = 异常

4 = 天空端和地面端断开连接

5 = 天空端和飞控断开连接

[-10000,10000]数值为正表示

往上推杆，反之为向下 

偏航输入 遥控器偏航通道输入
[-10000,10000]数值为正表示

往右旋转机头，反之为左 



电池电压 电池电压 mV

数据项 说明 单位

表 1.8 电池数据主要数据项

表1.8为电池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电池电流 电池电流 mA

电池温度 电池温度 0.1℃

超声波高度 超声波的高度测量值 mm

数据项 说明 单位

表1.9 避障数据主要数据项（根据机型有所变化）

表1.9为避障数据包的常用数据含义简介。

若想了解某项数据详细含义，如图1.4所示，可在飞行数据列表中单击对应数据，即可在右下方说

明区域显示数据说明，该说明包含对于数据的意义、单位的解释。

电池电流

超声波可信标志位

0=不可信

1=可信

前向摄像头有效标志位

前向摄像头有效标志位

0=无效

1=有效

紧急刹车标志位

紧急刹车标志位

0=未紧急刹车

1=紧急刹车

前摄像头探测距离 前向摄像头探测到的障碍物距离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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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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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如何定位炸机数据

“炸机数据”的存在，就好比飞机上神秘的“黑匣子”，真实的记录了飞行过程中一切，帮助你还

原那个“灾难时刻”，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的飞行器来讲，也存在着飞控数据

记录的功能。

前面已经提到，飞机每次上电都会产生一条飞控数据。因此，每一架飞行器当中都会有许多条数据

信息。从众多的飞行数据中，筛选出炸机数据，是飞行器数据分析的第一步。

定位炸机数据，一般可以依靠四个指标： 数据大小、加速度计数值、电机数据、飞行器高度。

数据大小：可以通过飞控数据大小，初步估计飞行时间，排除没有实际飞行的数据；

电机数据：在炸机前，电机一定是处于启动状态；碰撞后，多会发生堵转现象。

下面，通过实际案例进行数据分析演示。某测试炸机数据经过还原后，如图2.1所示。

加速度计数值：可以理解为飞行器所受到的外力和。当物体所受的外力和为0时，物体保持匀速直

线运动或静止，所以如果飞行器与障碍物发生碰撞的时候，会在短时间内，外力大增，反应在加速

度计上就是数值的突变。

飞行器高度：飞行器起飞后，其相对高度一定是会发生变化的。并且炸机后，一般会发生比较严重

的坠机、掉高现象。高度曲线原始数值比较接近于飞行位置的海拔高度，在进行分析时需要减去起

飞时的高度以得到相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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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飞行器碰撞时数据状态图

至于为什么会炸机，是飞手操作失误？ 还是其它原因呢？ 接下来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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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1中，机体加速度计曲线发生猛烈变化，可以推断飞行器此时撞机。在碰撞后，电机停止转

动，高度也在这一时刻骤降。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找到炸机数据及时间点信息。但是我们发现，其

中红色，也就是机体X轴加速度计数值，往负值方向变化，且变化范围很大，而另外两个Y和Z的数

值变化则相对较小，这些正负的变化又有何含义呢？



第四篇 飞控数据的坐标系定义和数据含义

定位出炸机数据后，在数据分析前，需要了解坐标系定义、数据及其符号具体含义。DJI飞行器常

用坐标系及其数值方向定义如下。

4.1 北东地坐标系

北东地坐标系，为DJI飞行器采用的大地坐标系。即是以正北方向，正东方向，垂直地面向下作为

坐标系的三个轴。

4.2 飞行器本体坐标系

飞行器本体坐标系以飞行器中心点作为坐标原点。三轴分别对应飞行器的前后、左右、上下；正负

则适用右手螺旋定则，如图3.2、3.3表示。

在姿态数据包中，就能找到北向、东向以及向下的速度曲线，这些曲线中，数值为正表明速度为往

北、往东或者往下。

在姿态数据包中，就能找到北向、东向以及向下的速度曲线，这些曲线中，数值为正表明速度为往

北、往东或者往下。

图3.1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45



对于姿态数据：俯仰角为正时表示飞行器后仰，反之前倾；横滚角为正时表示右倾，反之左倾。

对于遥控器打杆数据，如图3.3所示。

图3.2

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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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打杆杆量实际曲线如图3.4所示。

图3.4中，在飞行时间1060秒时（x=1060.97），飞手往右打了大约69%的横滚杆（y=6972），

整个横滚杆的持续时间大约是1060秒到1062秒。

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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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5所示，在飞行时间1060秒时（x=1060.97），飞行器往右倾斜29度（y=29.0511），随后

往左倾。对应实际飞行情况，可能是飞手往右动了一下横滚杆，但是马上又松开了。因此在姿态上

的体现就是先往右倾斜，马上反向倾斜刹车减速。

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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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横滚角、俯仰角，航向角（偏航角）的值也很重要。航向角即是飞行器当前朝向，定义正北方

向为0°，数值为正表示顺时针旋转，数值为负表示逆时针旋转（俯视），如图3.6所示。

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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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曲线如图3.7所示：

在图3.7中，在飞行时间1201秒时（x=1201.15），飞行器偏航角为170°（y=170.486）。根据定

义可知，170°表示东偏南80°。而在大约1175秒时，航向角出现较大变化，数值由小变大，表明

飞行器顺时针旋转了大约80度。

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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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坐标系介绍，简单了解了飞行器的速度、姿态倾斜以及打杆情况。根据上述概念，可以初步判

断飞行器的控制状态及控制效果。一架正常受控的飞行器，姿态和速度应积极响应打杆情况。在后

续篇章中，将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第五篇 姿态模式下撞机案例分析

姿态模式是区别于位置模式而言的。姿态模式下，飞控只对飞行器进行姿态增稳，无法控制位置及

飞行速度。简单来说，飞控能保证飞行器姿态不会自行侧翻，但无法保证速度和位置的变化（即无

法定点悬停）。当飞行器具备一定初速度同时受外力作用下，其速度将不断变化，容易给人一种不

受控制的错觉。在没有打杆的情况下，飞行器会发生水平方向的移动。在有风或狭窄空间环境，在

姿态模式飞行比较危险，这也是很多新手炸机主要原因。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飞行模式，为何不直接把他干掉？然而现实是比较残酷的，

纵观多旋翼飞行器的发展历史，飞行器从纯手动到能够提供姿态增稳，经历了好几代的技术积累。

飞行器在GPS卫星信号差，且不满足视觉定位的情况下，均会被动进入姿态模式，这一点是目前

技术背景下无法避免的。只有等将来的某一天，定位和感知传感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现象才

能有效避免。

飞行器进入姿态模式的原因有多种，例如：GPS卫星信号差，视觉传感系统无法满足定位条件，

指南针受到严重干扰时等，飞行器都有可能被迫切入姿态模式。此外，DJI部分飞行器还支持手动

切换姿态模式，只需将遥控器上飞行模式开关切到A档，即可手动进入姿态模式（具体进入方式可

查看相应产品用户手册）。为防止误触，出厂默认不允许主动切换飞行模式，可在APP飞控设置中

进行相关设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姿态模式下的飞控数据实例，如图4.1所示。

图4.1中，通过比对加速度计数值信息，我们发现在大约80秒时，飞行器发生了碰撞，且GPS信号

等级仅为0。

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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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2所示，在80秒附近时，飞手仅有航向杆量输入。

图4.2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2018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50



如图4.3所示，飞行器在水平方向上，一直存在移动速度。

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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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模式下飞行的飞行器，如果姿态跟随了打杆指令，那么飞控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水平速度并不

是飞控所能控制的。

需要注意的是，卫星数并不完全等同于GPS卫星信号强度，GPS卫星信号质量，还取决于卫星分

布、精度因子等实际情况。若在飞行过程中，飞行器异常进入姿态模式，建议尽快降落。用户应当

避免飞行器在GPS信号弱、视觉辅助定位系统无法生效和强干扰的环境下飞行。



第六篇 空中掰杆停机案例分析

 “掰杆”是组合摇杆命令的俗称，分为“内八”和“外八”操作，如图5.1所示。

不同的飞行器对应的紧急停机方式可能略有差异，DJI主要飞行器的紧急停机方式如表5.1所示。

在空中掰杆是很危险的操作，飞行器将失去动力直接坠机。因此在飞行前，请务必确保知悉紧急停

机方式，防止误触发。空中掰杆在飞控数据中的体现为：四个杆量打到顶，高度曲线急速下降，坠

地时加速度计猛烈变化，同时电机启动标识位切到0。

图5.1

表5.1  DJI主要飞行器紧急停机方式

精灵Phantom 3系列

悟Inspire 1系列
内外八掰杆立即停机 杆量大于90%，持续时间3s

飞行器类型 默认紧急停机方式 备注

精灵Phantom 4系列

悟Inspire 2
左摇杆+Home键组合

仅当飞行器异常时掰杆停机

左摇杆+Home键组合 左摇杆内八，同时按住home键

“御”Mavic系列

经纬M600/M200系列

内外八掰杆立即停机A3/N3系列飞控

内外八掰杆立即停机“晓”Spark系列

左摇杆内八，同时按住home键

可在APP中进行设置，允许掰杆立即停机，

否则仅仅飞行器发生异常时掰杆停机才能停转

*以上紧急停机方式仅适用于本文档完成时（2017-09-05）各飞行器所处版本固件，后续如有更新，请以对应产品用户手册以及产品发布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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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2所示，在飞行时间683秒附近时，飞行器因为失去动力，极速掉高。

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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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3所示，在飞行时间683秒附近，电机输出骤然停止。

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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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4所示，在飞行时间683秒前的摇杆输入，发现飞手执行了“内八”掰杆操作。

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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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受控撞击案例分析

在定位出炸机数据后，可通过撞机前飞手打杆以及飞行器的响应情况，来判断飞行器是否受控。

以同一案例（如图6.1）进行分析，帮助大家更好的体会这个过程。

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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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遥控器杆量输入，重点关注炸机前后杆量，可忽略过小杆量；

（2）判断飞行器是否及时响应遥控器杆量输入，通常可以将遥控器的打杆，飞行器姿态倾斜状
态以及速度进行比较。正常受控的飞行器应是飞手往哪个方向打杆，飞行器即往哪个方向倾斜并
往同一方向飞行。通常判定标准是哪个方向的速度为正值，即代表向哪个方向飞行。

（3）通过飞机航向角判断飞机是否向控制方向飞行。



步骤1：定位出炸机时间点后，通过杆量输入图发现，在碰撞前飞手持续向前推俯仰杆（图6.2中红

色曲线，最后时刻杆量大约77%）。

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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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图6.3中，可看出飞行器响应了摇杆命令，向前倾斜（姿态数据数值为负，代表着飞机向

前倾斜），同时向东北飞行（北向速度和东向速度均为正向且数值相当）。

图6.3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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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图6.4中，查看航向角，撞机前飞行器航向角数值大约为47°， 即北偏东47°，与速度

的方向一致。

步骤4：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飞手打杆控制飞行器往前飞行，飞行器正常响应后与障碍物碰撞。

图6.4飞行器航向角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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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指南针干扰案例分析
指南针为飞行器提供了重要的航向信息。指南针在飞行器的位置控制与速度控制中起着关键性

的作用。指南针通过测量地球磁场获取飞行器航向角，而地球磁场是很微弱的，很容易受到外

界环境的电磁干扰，强磁体、高压电线、建筑物等都会对附近的磁场分布造成较大干扰，从而

影响飞行器的正常飞行。为了分析飞行器飞行过程中是否受到了指南针干扰，可以通过Data 

Viewer查看指南针模长来实现。

强烈的指南针干扰会对飞行品质造成较大的影响。飞行器在强烈磁场干扰下，会发生悬停效果不

佳、刷锅现象（即悬停时在原地绕圈），严重者会导致坠机。所以飞行过程中若靠近某些物体后

发生指南针受干扰或航向控制异常的时候，请尽快远离干扰源，或者检查指南针模块附近是否有

较大电流通过。

注意：A3、N3的指南针都设计在了 GPS 模块当中，目的也是为了GPS支高之后可以更加远离

客户自己各种机架的电流干扰。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指南针测量得到的磁场可以用一个三维向量��    ��来表达，而指南针的模长为该向量的长度。

在一次飞行中                �，飞行环境的地磁场强度应该基本恒定，所以指南针测得的磁场强度也

应该保持恒定。若指南针模长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般来说就是外界环境影响了飞行器周围的磁场。

图7.1



第九篇 飞控数据分析的常见疑问

飞控数据分析教程

9.1为什么飞行器连上调参软件DJI Assistant 2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9.2如何在不连接飞行器的情况下打开data viewer?

9.3为什么找不到炸机数据？

9.4如何通过飞行数据获取GPS坐标？

飞行器与电脑的连接是通过USB线实现的，如果确保USB线完好且软件安装无误，则有可能是USB

接口硬件损坏导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果炸机导致飞行器上的USB接口损坏，飞行器连接电

脑后可能会无法导出数据，此类情况建议寄回飞行器至DJI维修中心检测。

可找到DJI assistant 2 安装目录，找到viewer.exe应用程序。

如果发生猛烈碰撞，炸机数据可能会因飞行器异常断电而未能成功保存。

可以通过数据中姿态数据包中的经度和纬度进行获取，其单位是弧度，如需转换成google 地球能

识别的坐标，需要转换成角度制，具体转换方法为：弧度制数值*180/π=角度制数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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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2幅图表示飞行器在681.852秒时，经纬度坐标为：0.651258；1.87368，转换成角度制之后

其数值为：37.3143347741；107.353956158，将该坐标输入谷歌地球或是其他支持坐标输入的

地图之后，即可获取该时刻飞行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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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为什么飞行器连上调参软件DJI Assistant 2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可直接通过姿态数据包中的高度，以及距离home的位置。高度需要减去起飞时的高度，若GPS信号

不好导致未能记录home点时，与home点距离曲线数值为0

对于APP飞行记录，则有更加简单的方法，直接在飞行记录播放界面进度条左侧，即可查看坐标。

（中国大陆地区必须在app设置中开启坐标纠偏，否则该坐标可能会与实际位置有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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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为什么加载一个数据以后发现找不到相应的曲线？

本文档中所罗列的是部分曲线数据，不同机型实际会有所不同，如发现部分曲线缺失，可同时结合

app飞行记录查看。

9.7调参软件不支持的机型，导出数据以后如何进入软件界面？

可找到DJI assistant 2 安装目录，找到viewer.exe应用程序。

打开以后将data viewer 锁定在任务栏，日后使用过程中即可快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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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确认出现炸机事故，但是根据教程发现并没有出现加速度计数值变化？

由于飞行器每一次上电都会产生飞控数据，因此在查找数据时，应当结合实际飞行高度等信息，确

认载入的数据是否是起飞的真实数据，可以根据高度曲线是否有变化来确认是否起飞。

9.9高度数值为何与app飞行记录中的高度数值相差很大？

APP中的高度数值是相对于起飞点的数值，且不显示小数，而飞控数据中高度曲线为气压计测量的

原始高度数值（相对于海平面），需要减去起飞时的高度才能等到近似的相对高度。

9.10 为何坐标输入地图以后和实际位置有很大偏差？

在数据曲线中选取坐标时，务必确保经纬度选取自同一时间点，否则会出现错位。

此外由于不同地图采用的坐标系不同，推荐http://www.gpsspg.com/maps.htm 查看不同地图坐

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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