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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摇杆

用户手册



  快速搜索关键词

PDF 电子文档可以使用查找功能搜索关键词。例如在 Adobe Reader 中，Windows 用户使

用快捷键 Ctrl+F，Mac 用户使用 Command+F 即可搜索关键词。

  点击目录转跳

用户可以通过目录了解文档的内容结构，点击标题即可跳转到相应页面。

  打印文档

本文档支持高质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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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大疆虚拟飞行 App

扫描二维码以获得大疆虚拟飞行 App 下载地址。

大疆虚拟飞行 App 支持 iOS 11.0 及以上系统。

下载 DJI Assistant 2 (DJI FPV series) 调参软件

通过以下地址下载 DJI ASSISTANTTM 2 (DJI FPV series) 调参软件：

https://www.dji.com/dji-fpv/downloads

使用注意事项

1. 请在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内使用本产品，操控时尽量避免幅度较大的甩动动作。

2. 请在远离电磁干扰（如高压电线、金属建筑等）的环境中操控飞行。

阅读提示

符号说明

禁止 重要注意事项 操作、使用提示 词汇解释、参考信息

获取教学视频

用户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和观看教学视频，确保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https://www.dji.com/dji-fpv/video

下载 DJI Fly App

扫描二维码以获得 DJI Fly App 下载地址。

DJI Fly App 支持 Android 6.0 及以上系统，支持 iOS 11.0 及以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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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简介

DJI 穿越摇杆配合 DJI FPV 飞行眼镜 V2，通过体感可轻松控制飞行器飞行，提供全新、便捷的

飞行操控体验。DJI 穿越摇杆使用 DJI O3 图传技术，在无干扰和无遮挡环境下，可达到最大

10 km 通信距离，支持 2.4 GHz 和 5.8 GHz 双频段，并可智能切换。穿越摇杆最长工作时间约

5 小时。

 在开阔无遮挡、无电磁干扰的环境飞行，并且飞行高度为 120 m 左右，在 FCC 标准

下穿越摇杆可以达到最大通信距离（单程不返航）。

 部分国家地区不支持 5.8 GHz 频段使用，请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后合理使用。

部件名称

1. 电量指示灯

 指示当前电量。

2. Lock 按键

 双击：启动飞行器电机。

 长按：飞行器自动起飞至约 1 m 并悬停。

 飞行器自动降落至地面并停止电机。

 当飞行眼镜提示低电量返航倒计时，单击可取消低电量返航。

3. 挡位按键

 短按以切换挡位。可切换普通挡（Normal）和运动挡（Sport）。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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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急停按键

 短按使飞行器紧急刹车并悬停（GPS 或视觉系统生效时）。再短按一次取消姿态固定并以

穿越摇杆此位置为姿态零位。

 长按启动智能返航。再短按一次取消智能返航。

5. 云台俯仰控制滑杆

 拨动控制云台俯仰角度。仅起飞前生效。

6. 拍摄按键

 短按拍照或开始 / 结束录像。长按切换拍照 / 录像模式。

7. 油门扳机

 按下油门扳机可控制飞行器向飞行眼镜上圆圈的位置前进。增加按压力度可增大飞行速度，

松开即停止前进。

8. 挂绳孔

9. 充电 / 调参接口（USB-C）
 用于穿越摇杆充电，或连接穿越摇杆至电脑通过调参软件升级固件。

10. 电源按键

 短按查看穿越摇杆电量；短按一次，再长按 2 秒开启 / 关闭穿越摇杆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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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开启与关闭

短按一次电源按键，可查看当前电量。若电量不足请给穿越摇杆充电。

短按一次电源按键，再长按 2 秒以开启、关闭穿越摇杆。

LED1 LED2 LED3 LED4 电量

电量 ≥ 88%
75% ≤ 电量＜ 88%
63% ≤ 电量＜ 75%
50% ≤ 电量＜ 63%
38% ≤ 电量＜ 50%
25% ≤ 电量＜ 38%
13% ≤ 电量＜ 25%
0% ≤ 电量＜ 13%

充电

5V, 1A

电量指示灯可用于显示充放电过程中的电量，指示灯定义

如下。

  表示 LED 灯在指示过程中常亮 
  表示 LED 灯在指示过程中有规律地闪烁

  表示 LED 灯熄灭

连接穿越摇杆 USB-C 接口与充电器进行充电。

完全充满约需 2.5 小时。

充电过程中电量指示灯指示如下。

LED1 LED2 LED3 LED4 电量

0% ＜电量≤ 50%
50% ＜电量≤ 75%

  75% ＜电量＜ 100%
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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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频

请按以下步骤完成飞行器和穿越摇杆的对频。

 飞行器需先完成与飞行眼镜的对频，再进行和穿越摇杆的对频。

2s 2s

对频前请确保所有设备均已开启。

1. 长按飞行器的电源按键直至电池电量指示灯循环闪烁。

2. 长按穿越摇杆的电源按键直至响起嘀 - 嘀…的提示音，且电池电量指示灯循环闪烁。

3. 对频成功后，飞行器及穿越摇杆的电池电量指示灯均常亮显示电量，穿越摇杆提示音停止。

激活

全新的DJI穿越摇杆必须通过DJI Fly App激活，请分别开启飞行器、飞行眼镜和穿越摇杆电源，

确保所有设备已对频。连接飞行眼镜的 USB-C 接口至手机后运行 DJI Fly App，根据界面提示

操作。激活过程中需要连接网络。

DJI Fly 
App

操控飞行器

穿越摇杆有普通挡及运动挡两种档位，出厂时默认操控模式为普通挡。

 姿态零位：穿越摇杆的初始位置，后续在水平方向的左右转动将以此初始位置作为

参考。

 在使用之前，可在 DJI 虚拟飞行模拟器上进行练习，以保证可以安全地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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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摇杆
飞行器及飞行眼镜界面

（  为机头朝向）
控制方式

水平方向转动穿越摇杆可控制飞行器航向。

飞行器航向随着穿越摇杆水平方向的转动而变

化，始终与穿越摇杆的朝向保持一致。

飞行眼镜界面中的圆圈将左右移动，图传画面也

相应变化。

竖直方向左右倾斜穿越摇杆亦可控制飞行器航向。

往左倾斜，飞行器逆时针旋转。往右倾斜，飞行

器顺时针旋转。姿态零位时旋转角速度为零，飞

行器不旋转。

倾斜角度对应飞行器旋转的角速度，穿越摇杆的

倾斜角度越大，飞行器旋转的角速度越大。

飞行眼镜界面中的圆圈将左右移动，图传画面也

相应变化。

竖直方向上下倾斜穿越摇杆可控制云台俯仰。

云台俯仰随着穿越摇杆竖直方向的倾斜而变化，

始终与穿越摇杆的朝向保持一致。

飞行眼镜界面中的圆圈将上下移动，图传画面也

相应变化。

竖直方向上下倾斜穿越摇杆 90°直至穿越摇杆

前侧竖直朝上或者竖直朝下，按下油门扳机可控

制飞行器垂直升降。

按下油门扳机可控制飞行器向飞行眼镜界面中圆

圈的位置前进。

增加按压力度可增大飞行速度，松开即停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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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停按键
Lock 按键

档位按键

Lock 按键

双击按键启动飞行器电机。

然后长按按键，飞行器自动起飞至约 1 m 并悬停。

悬停时长按按键，飞行器自动降落至地面并停止电机。

当飞行眼镜提示低电量返航倒计时，单击可取消低电量返航。

 严重低电量返航不可取消。

急停按键

短按按键使飞行器紧急刹车并悬停，飞行眼镜显示 ；再短按一次该按键取消姿态固定并以穿

越摇杆此位置为姿态零位。仅当摆正穿越摇杆握持时，飞行眼镜界面下方显示穿越摇杆姿态进

入内部方框并显示为绿色 ，此时才可取消姿态固定。

当飞行器在智能返航、自动降落时，短按按键退出当前功能。

长按按键直至蜂鸣器发出“嘀嘀”音启动智能返航，飞行器将返航至最新记录的返航点。返航

过程中，短按一次该按键将结束返航。

 飞行器刹车并悬停后，若要继续飞行，可能需要重新设置穿越摇杆的姿态零位。

挡位按键

短按按键以切换飞行器挡位。穿越摇杆有普通挡及运动挡两种档位，切换成功后挡位将显示在

飞行眼镜界面中。

穿越摇杆提示音

返航提示音不可取消。穿越摇杆低电量（剩余 6%至 15%）报警提示音可通过短按电源按键取消，

当电量低于 5% 时报警提示音不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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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相机

1. 拍摄按键：短按一次拍照或开始 / 停止录像。长按切换拍照或录像。

2. 云台俯仰控制滑杆：拨动控制云台俯仰角度，仅起飞前生效。

穿越摇杆通信范围

操控飞行器时，应及时调整穿越摇杆与飞行器之间的方位与距离以确保飞行器总是位于最佳通

信范围内。

 请勿同时使用其他同频段的通信设备，以免对穿越摇杆信号造成干扰。

最佳通信范围

云台俯仰控制滑杆
拍摄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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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眼镜界面
穿越摇杆需搭配 DJI FPV 飞行眼镜 V2 使用以控制飞行器，通过飞行眼镜可以第一人称视角观看

飞行器相机画面，并支持实时音频传输。

1. 飞行方向指示

 穿越摇杆静止时指示画面中点，移动穿越摇杆时指示飞行器航向或云台俯仰的变化。

2. microSD 卡信息

 显示飞行器或飞行眼镜当前 microSD 卡剩余可拍照数量或可录像时长，录像时闪烁显示录

像时长。

3. 提示信息

 显示挡位切换、低电量提示等状态切换信息，以及各种告警信息。

4. 飞行眼镜电量

 显示当前飞行眼镜电池的剩余电量。电量过低时蜂鸣器会报警提示。支持显示第三方电池电

压。

5. GPS 状态

 显示 GPS 信号强弱。

6. 遥控及图传信号强度

 显示穿越摇杆与飞行器之间控制链路的信号强度，以及飞行眼镜与飞行器之间图传链路的信

号强度。

7. 前视视觉系统状态

 显示前视视觉系统状态。图标白色表示视觉系统工作正常，红色表示视觉系统未开启或工作

异常，此时遇到障碍物无法自动减速。

15min 15min

10min 10min

1.8km/h 1.8km/h
1024.4m 1024.4mD D500m 500mH H

20.5km/h 20.5km/h
80 20 2075% 75%12'59'' 12'59''

低电量返航中

15

1

2

3

45678911 10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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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飞行时间

 启动电机后，显示飞行器剩余电量的可飞行时间。

9. 飞行器电量

 显示当前飞行器智能飞行电池的剩余电量。

10. 穿越摇杆杆量显示

 显示穿越摇杆的姿态信息：左右倾斜、上下倾斜，以及是否进入刹车悬停时的姿态固定状态。

11. 飞行状态参数

 D 1024.4 m：飞行器与返航点水平方向的距离。

 H 500 m：飞行器与返航点垂直方向的距离。

 9 m/s：飞行器在水平方向的飞行速度。

 6 m/s：飞行器在垂直方向的飞行速度。

12. 飞行挡位

 显示当前飞行挡位。

13. 返航点

 指示返航点的位置。

 首次飞行前，可在飞行眼镜中观看飞行教学指引：设置 > 操控 > 穿越摇杆设置 > 飞
行操控 > 首次飞行教学。

 使用飞行眼镜进行飞行并不能满足视距内飞行（VLOS）的要求，部分国家或地区要求

飞行时邀请观察员协助观察飞行情况。请您在遵循当地法规要求的前提下使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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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格参数

型号 FC7BMC
重量 167 g
工作频率 2.400-2.4835 GHz；5.725-5.850 GHz
最大信号有效距离
（无干扰、无遮挡）

10 km (FCC); 6 km (CE/SRRC/MIC)

发射功率（EIRP） 2.4 GHz: ≤28.5 dBm (FCC), ≤20 dBm (CE/SRRC/MIC)
5.8 GHz: ≤31.5 dBm (FCC), ≤19 dBm (SRRC), ≤14 dBm (CE)

工作环境温度 -10℃至 40℃
最长续航时间 5 小时

穿越摇杆校准

穿越摇杆支持对指南针、IMU 以及油门扳机进行校准。当相应模块提示异常时，请进行校准。

进入飞行眼镜菜单：设置 > 操控 > 穿越摇杆设置 > 穿越摇杆校准，选择异常的模块，并根据界

面提示进行校准。

 请勿在强磁场区域或大块金属附近校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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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磁物质，如手机等。

固件升级

使用 DJI Fly App 或者 DJI Assistant 2 (DJI FPV series) 调参软件对穿越摇杆进行升级。

使用DJI Fly App 升级

开启飞行器、飞行眼镜和穿越摇杆电源，确保所有设备已对频。连接飞行眼镜的 USB-C 接口至

手机，运行 DJI Fly App 并根据 App 的提示进行固件升级。升级时需连接互联网。

使用DJI Assistant 2 (DJI FPV series) 升级

使用 DJI Assistant 2 (DJI FPV series) 调参软件单独对穿越摇杆进行升级。

1. 开启设备。使用 USB-C 连接线连接设备的 USB-C 接口至个人电脑。

2. 启动 DJI Assistant 2 (DJI FPV series) 调参软件，使用 DJI 账号登陆并进入主界面。

3. 点击设备图标，然后点击左边的固件升级选项。

4. 选择并确认需要升级的固件版本。

5. DJI Assistant 2 (DJI FPV series) 调参软件将自行下载并升级固件。

6. 升级完成后，设备将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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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前，确保穿越摇杆电量至少在 30% 以上。

 升级过程中请勿插拔 USB-C 数据线。

 整个升级过程将持续 5 分钟左右。确保整个升级过程中手机或个人电脑能够访问互联

网。

售后保修信息

请浏览 DJI 官网 https://www.dji.com/support 以了解最新的售后保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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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您可以在DJI 官方网站查询最新版本《用户手册》
https://www.dji.com/dji-fpv

如果您对说明书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通过以下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DocSupport@dji.com。

微信扫一扫关注 DJI 公众号

DJI 技术支持：
https://www.dji.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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