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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介绍

本手册所用数据和信息版权由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此文

档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给第三方。

※对飞机进行任何操作时，要遵守本手册中规定信息和限制要求。

飞机信息

无人机型号： SUH-50

序列号：

发动机型号：

厂家：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86 0731 28508588/+86 0731 28508517

地址： 中国·湖南·株洲·芦淞区董家塅知行大街 768 号·湖

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4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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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1.1 介绍

SUH50无人直升机—“飞玥”是一款无副翼、双桨、常规总体布局的

工业级无人直升飞机，采用二冲程单缸活塞式水冷发动机。

1.2 警告—当心—注意

以下是对本飞行手册中的“警告”、“当心”、“注意”的定义。

警 告 ：指的是如果不注意这些相关程序，会立即危及飞行

安全或导致飞行安全系数降低。

当 心 ：指的是如果不注意这些相关程序，会对飞行安全有些

影响或长此以往，或多或少会造成飞行安全系数降低。

注 意 ：虽然对安全性没有直接关系但很重要或不寻常的、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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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1.3 三视图

1.4 基本数据

主旋翼：

旋翼型号：1385

螺距范围：-1°～12°

尾旋翼：

旋翼型号：210

螺距范围：-5°～ 30°

1.5 发动机

生产商 意大利 POLIN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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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型号 雷神 THOR250

发动机类型 轻型单缸活塞发动机，发动机采用了紧凑的外形设计，

发动机扭矩平衡设计，水冷散热。具有强大的功率和推

重比，THOR250发动机适用于动力伞，单人三角翼，小

型无人直升机等多种用途。

最大功率 26.9kw（36HP）@7500RPM(最长 5min)

23.2kw（31HP）@6500RPM（连续工作）

1.6 螺旋桨

生产商 Hark

型号 豪克-1385mm

主桨叶数量 2片

主桨叶尺寸 1385mm

尾桨叶数量 2片

尾桨叶尺寸 210mm

类型 合成碳纤维螺旋桨

特点 表面光洁，效率高、安全性好，操控性灵活

1.7 燃油

燃油等级 95#汽油（辛烷值 95以上无铅汽油）与机油成 40：1比

例混合所用混合油。详情请查看相关发动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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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燃油箱 在左右机身上安装有两个燃油箱，两油箱相互连通，油

箱底部安装有泄油阀，其中一个燃油箱装有油位传感

器。

总容量 20L(2 个油箱，各 10L)

1.8 润滑油

本飞机发动机齿轮箱需要从外部加注润滑油（飞机出厂时已完成加

注，无需再加），推荐使用美孚路宝 GX 80W-90 车用齿轮及变速箱油

4L装。此外，发动机保养时需要更换齿轮润滑油。

计量： 飞机上配备有专用齿轮油杯（红色），单次加注量为

125ml。全新齿轮油为金黄色，正常使用过的润滑油成

亮黑色。

滑油总量： 最多加注量约 150ml

1.9 冷却液

本飞机发动机冷却形式为缸头水冷，需要在冷却水管道中加注冷却

水，推荐使用美孚防冻液无需勾兑蒸馏水，每次加入 1500ml。美孚

防冻液含单一乙二醇，可预防冬天结冰和夏天过热，2019 年以后使

用红色版本，沸点＞108℃，倾点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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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注 意 ：吞咽有害，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引起器官损害，使

用该产品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操作后彻底清

洗。

1.10 最大合格审定重量

最大起飞重量： 100kg

最大负载重量： 30 kg

1.11 标准重量

设计空重： 65 kg

额定载荷： 2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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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

2.1 介绍

本章主要介绍本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操作限制、禁令以及 SUH50 安全

飞行所必须的基本限定值。

2.2 禁令

※ 操作人员在疲惫、生病、酗酒等身体状态不佳时，请误进行飞行。

※ 以下场所、场地不可以飞行：

·其他遥控飞行场地附近。

·离人群很近的上空。

·住宅、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场所附近。

·高压线、高层建筑以及通信设施附近。

※雨天、大风天、以及夜间绝对禁止飞行。

2.3 速度限制

速度 数值（km/h） 说明

Vmax 最大平飞速度 60 平飞航线不能超过这个速度

VC 巡航速度 50 一般不超过此速度巡航

VH 最大爬升速度 7.2 不要超过此速度爬升

VL 最大下降速度 3.6 不要超过此速度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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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

2.4 油量限制

本产品为油动发动机，装有两个 10L 的燃油箱，单次飞行作业总油量

务必大于 9L 且保证两个燃油箱油量均衡,为确保长距离飞行安全务

必计算好需要加注的油量。

·总油量低于 3L 时请立即返航降落。

·总油量低于 1L 时请立即就近安全降落。

2.5 动力装置限制

转速限制：

下表所列的是安装在本飞机上的发动机的工作转速限制

最大功率 kw(hp) 最大转速 最长时间（min）

最大 26.9（36） 7500 5

最大连续 23.2（31） 6500 -

温度：

最大气缸头温度 90℃

最小/最大运行冷却水温度 55℃/85℃

最大排气管温度 650℃

发动机启动、运行环境温度：

最小： -25℃

成功启动温度： 18℃

最大： +50℃

气缸头压力：



山河科技 01 版—2021 年 8 月

8

2 限制

最大：5帕

最小：4.5 帕

2.6 升限

飞机飞行的实用升限为 2000 m。

2.7 重心范围

基准轴： 机体主轴

校平参照： 吊起后起落架与地面相对水平位置

警 告 ：保证飞机的负载重量及位置适当是现场飞机驾驶员

的责任。

2.8 重量限制

重量 数值（kg） 说明

最大起飞重量 100 极限负载起飞重量不得超过此值

额定起飞重量 90 一般负载起飞不得超过此值

空机重量 65 不含燃油、负载的空机不超过此值

额定负载重量 25 一般负载不得超过此值

2.9 电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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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

本产品使用机载蓄电池为飞控及各传感器供电，请在使用前确认机载

蓄电池电量充足。机载蓄电池电压为 12.6V～14.7V。

·机载蓄电池电压低于 12.8V 时，请停止打火，及时充电。

·在飞行过程中机载蓄电池电压如果出现持续下降情况，请立即降落

检查。

2.10 水温传感器的温度

本产品使用发动机水冷系统，正常使用温度为 55℃～85℃，根据使

用季节有所浮动。

·当冷却水稳偏离正常值时，请立即降落检查。

2.11 天气限制

·雨天严禁飞行。

·起降地点地面风速超过 4m/s 请谨慎飞行。

·预飞行高度风速超过 7m/s 请谨慎飞行。

·夜间严禁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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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能

3.1 介绍

这一章包括飞机飞行的基本性能数据。

3.2 起飞和降落

地面热车性能：

开风门热车怠速转速 2800rpm～3500rpm

关风门热车怠速转速 2400rpm～3200rpm

冬天热车时间 5min～15min

夏天热车时间 3min～8min

起飞性能参数：

地面易共振转速 5200rpm～6000rpm

额定定速 6500rpm

起飞离地螺距 5.8°～7.0°

悬停地面效应高度 ＜1.5m

当 心 ：起飞阶段需要逐步提升主桨转速，接近到易共振转速时

需观察飞机在地面的震动情况，当达到易共振转速时，

应加大油门快速通过此阶段。否则容易对机体结构、磁

罗盘等航电结构造成损伤。

3.3 许可的机动飞行



山河科技 01 版—2021 年 8 月

11

3 性能

本飞机设计结构强度不能进行剧烈的机动飞行，没有开放负螺距，无

法大加速度实现上升下降。因此请在机动飞行中严格控制机动载荷在

合理范围。

许可的机动飞行包括：

·任何属于“正常”飞行范围的机动飞行

·＜3m/s 的爬升动作

·＜2m/s 的下降动作

·倾角＜15°的俯仰、横滚动作。

·角速＜90°/s 的转向动作

不允许作故意的熄火降落操作。

警 告 ：对飞机的使用必须遵守所在飞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

定。

3.4 续航与油耗

额定续航时间 120 min

最大悬停时间 210 min

飞行平均耗油量 7 L/h

3.5 抗风能力

起降抗风能力 ≤8m/s

飞行抗风能力 ≤13.9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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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能

当 心 ：飞机悬停或巡航时尽量避免逆风或强右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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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面软件的使用

详见《多功能无人机地面软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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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遥控器的使用

5.1 介绍

本产品使用 FASSTest-2.4GHz系统 14SG遥控器，第七章主要包括对遥

控器的使用说明。

发射机 T14SG 各部位名称及使用：

1 AIL 横滚运动 J1

2 ELE 俯仰运动 J2

3 THR 油门（螺距）J3

4 RUO 方向控制 J4

5 GYRO 模式切换 SE

6 暂无通道

7 AUX7 点火开关 SG

8 AUX8 熄火开关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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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遥控器的使用

模式切换开关（SE）：本开关为三档开关，上档为姿态模式，中档为

定高定位模式，下档为全自主模式。

点火开关（SG）：本开关为回弹开关，上档回弹开关为点火，下档常

开开关为无操作。

熄火开关（SF）：本开关为三档开关，上档为熄火（无法点火），中档、

下档为可以点火。

注 意 ：熄火开关为熄火状态时，不可拨动点火开关点火。

5.2 禁令

※ 飞行中绝对不要握住发射机天线。会导致发射机输出信号衰减。

※ 如受到其他 2.4GHz系统、或大功率无线电波干扰影响导致信号无

法传输时，请立即停止使用

※ 疲惫、生病、酗酒等身体状态不佳时，请误进行飞行。

※ 以下场所、场地不可以飞行：

·其他遥控飞行场地附近。

·离人群很近的上空。

·住宅、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场所附近。

·高压线、高层建筑以及通信设施附近。

※雨天、大风天、以及夜间绝对禁止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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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遥控器的使用

※飞行时请务必从发射机设定界面返回主页面，并锁定页面。

5.3 使用前须知

警 告 ：本产品正常使用为全自主模式下地面站操作，遥控器

操作飞行需持有 AOPA单旋翼超视距驾驶员及以上资质

人员经过产品操作培训后操作，否则后果由个人承担。

发射机用镍氢电池的安装：

电池在安装或取下时，要确保电源处于关闭状态。如果在打开电

源状态下取出电池，则设定数据无法保存。

1.滑动打开发射机底部的电池仓盖。

2.将电池插入发射机。

3.将插头插入连接口。

4.闭合电池仓盖，注意不要夹到配线。

发射机电池的使用：

发射机使用镍氢电池 HT5F1800B，使用电压为 7.2V～5.8V，低电

压报警建议设置为 6.0V。

警 告 ：遥控发射机电池电压低于 6.0V 时，请及时返航降

落。严重低电压造成的遥控器信号失联，容易引发

危险。

发射机电源的打开/关闭：

T14SG 发射机在打开电源后，会先对周围的信号情况进行确认，

然后自动发射信号。而且，当 30分钟未进行任何操作时，会发出报

警音进行提示。当提示是否打开发射信号时选择“YES”(LED 指示灯

左红右蓝)。

油门位置报警：如果当油门操纵杆放在较高位置时打开发射机电

源会发出报警。如有上述报警时，一定要在打开接收机开关之前，将

油门操纵放至低位。

无操作的报警音提示：操纵杆旋钮开关以及微调在 30分钟内无

任何操作时， 发射机会发出报警音，并在画面上出现“请关闭电源”

的提示，(触摸传感器、快捷健的操作不包含在上述操作中)。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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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遥控器的使用
上述报警，可通过操作操纵杆及开关来消除报警音。不使用发射

机的时候请关闭电源。

5.4 基本操作

启动发动机之前：

1.将模式切换拨杆 SE切换到姿态模式。

2.油门杆（J3）拉至最低值。

3.地面站连接完毕，能显示当前水温与转速。

注 意 ：打开化油器加浓开关（风门）,成拉起状态。根据气温

不同调节冷却水阀门全开或半开。

启动发动机热车：

1.拨动熄火开关 SH至下档位（可以点火状态）。

2.拨动点火开关 SG至上档位，发动机发出继电器通电声音或发动机

爆燃声，稍作等待后松开 SG，使开关自动回弹。

当 心 ：连续点火不得超过 5 秒。

3.点火按钮松开后，如果发动机没有成功点火，等待 3～5 秒后再次

点火，一直到发动机不再自动熄火。

4.等待发动机冷却水温到达 55℃～60℃，拨动熄火开关至上档位，

使发动机熄火。完成热车。

注 意 ：1.等待螺旋桨停转后再靠近飞机操作。

2.靠近飞机需要关闭启动电源，结束操作准备飞行

前打开启动电源。

3.热车完成后需要关闭加浓开关（风门）和冷却水

阀。

全自主模式飞行：

1.拨动模式切换开关至下档位，切换至全自主模式。

2.拨动熄火开关 SH至下档位（可以点火状态）。

3.拨动点火开关 SG至上档位，发动机发出继电器通电声音或发动机

爆燃声，稍作等待后松开 SG，使开关自动回弹。

4.等待地面站的飞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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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遥控器的使用
姿态模式飞行：

1. 检查或拨动模式切换开关至上档位，切换至姿态飞行模式。

2.拨动熄火开关 SH至下档位（可以点火状态）。

3.拨动点火开关 SG至上档位，发动机发出继电器通电声音或发动机

爆燃声，稍作等待后松开 SG，使开关自动回弹。

4.缓慢增大油门（J3），完成起飞。

定高定位模式飞行：

1.在姿态模式起飞，操作飞机至一定安全高度。

2.拨动模式切换开关至中档位，切换至定高定位飞行模式。

警 告 ：定高定位模式无法直接降落，需要切换回姿态模式

降落。

熄火：

1.完成飞行任务自主降落或姿态模式降落后，逐渐关小油门（J3）

2.等待主桨转速降低后，拨动熄火开关 SH至上档位，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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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的使用
6.1 无人直升机飞行操作详见《SUH-50 飞玥标准操作程序》；

6.2 地面操控系统使用详见附录 A；

6.3 图像数据链路使用详见附录 B；

6.4 无线中继系统使用详见附录 C；

6.5 双光吊舱使用详见附录 D；

6.6 电动卷扬投放装置使用详见附录 E；

6.7 机载物资抛投装置使用详见附录 F；

6.8 灭火弹抛投装置使用详见附录 G；

6.9 高空喊话装置使用详见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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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紧急程序

7.1 介绍

本章主要介绍在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以及飞机出现危险

或紧急情况时需要遵循的详细操作程序。如果进行了相应的维护和飞

行前检查，因飞机或发动机故障造成的应急情况将极少出现。

操作飞机前，飞手应熟悉本手册内容，特别是本章内容

本章内容仅供参考，一切以现场情况不同，采取不同应对措施。

在应急情况下，飞手应按如下要求操作：

1. 保持对飞机的控制

2. 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

3. 选择返航或在就近的备降点降落

4. 疏散降落或迫降区域人员

7.2 发动机异常

故障表现：发动机声音异常（地面站转速参数异常）。

排故判断方案：

1.如果正在爬升应适当减小螺距油门，减小发动机负荷，使转速回升。

2.如果正在下降应适当增加螺距油门，增加发动机功率，使转速上升。

3.如果处于悬停状态，控制下降速度，即使降落检查。

4.如果处于巡航状态，立即暂停航线，降落检查。

应急处理方案：

1、如果加油门能保持安全速度下落，则保持高油门位降落，在离地

一米以内时，推满油门减速降落。

2、如果加油门无效，继续加速降落，则用较低油门位下落，在离地

两米以内时，迅速推满油门，利用大螺距减速着陆。减小损失。

7.3 主旋翼操纵系统异常

故障表现：俯仰滚转舵面突然异常或失效。

排故判断方案：

1、轻打舵，感受飞机是否存在舵面控制不对称（例如：往左打副翼

左飞速度正常，往右打副翼右飞速度缓慢或不向右飞），或者突然迟

钝甚至失效。

2、轻微加减油门，如果某一舵机故障则无法垂直上升下降。

3、切换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加快遥控器舵量响应速度和行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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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紧急程序
查看是否能控制住飞机。

应急处理方案：

1、尽量控制飞机平稳，下降高度。尽量避开人员和建筑。

2、如果疑似舵机卡死，不能大幅度收油，应缓慢降高，或空中熄火

降落（熄火后保持油门，离地半米时推满螺距，减速着陆，极大程度

减小伤害）。

7.4 水温异常、油量过低、电压、电流异常

本节内容囊括需要立即终止飞行的飞行器异常项目类型。

故障表现：地面站出现相对于应数据异常报警。

排故判断方案：立即降落后再排故。

应急处理方案：立即返航降落或就近安全处原地降落。

7.5 GPS 故障

故障表现：飞机无故向错误定位平飞。

排故判断方案：

1、GPS起飞时故障，可迅速切换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中断定位

解除错误指令，手动控制降落。

2、GPS 模式悬停或巡航时，随时观察飞机实际飞行位置与地图显示

位置的一致性，即使切换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控制飞机。

应急处理方案：

1、近距离时直接切换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

2、远距离航线飞行时直接降落。

7.6 遥控信号、数传信号丢失

注 意 ：此异常项目依据飞控中设定的失控保护措施为准。

遥控型号丢失：在姿态模式与定高定位模式下，立即切换为全自主模

式，由地面站接管执行航线命令或降落指令。在全自主模式下，不做

处理，继续执行航线。

数传信号丢失：在姿态模式与定高定位模式下不做处理，由遥控器控

制降落。在全自主航线下，直接触发失控保护，返航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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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紧急程序

7.7 尾旋

故障表现：飞机自旋，控制困难或无法控制。

排故判断方案：

1、顶视飞机，若尾部逆时针旋转，则尾桨在较小螺距卡死，反之顺

时针旋转则在大螺距卡死（如果飞行在空中时，驾驶员底视飞机则完

全相反）。

2、慢速时可以切换为手动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控制飞机平稳自旋

降落，如果飞机高速自旋或加速自旋，则保持 GPS 模式，让飞控稳定

飞机。

应急处理方案：

1、尽量控制飞机平稳，下降高度。尽量避开人员和建筑。

2、如果疑似舵机卡死，应降低飞机总距，缓慢降高，或伺机空中熄

火降落（熄火后保持油门，离地半米左右时立即将总距推动最大，减

速着陆，从而降低主桨转速降低极大程度减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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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与保养

8.1 发动机保养

发动机按使用时间进行保养：

10 小时： a. 检查清理积碳

b. 更换齿轮油

c. 检查冷却液

25 小时： a. 更换火花塞

b. 检查清理积碳

c. 检查清理化油器

d. 检查冷却液

e. 更换齿轮油

f. 检查并清洁空滤

50 小时： a. 更换火花塞

b. 更换油滤滤芯

c. 全面检查各部件

d. 更换减震垫

e. 更换空滤

f. 检查活塞环

g.清洁簧片阀

h. 检查清理积碳

i. 检查清理化油器

j. 检查冷却液

k. 更换齿轮油

100 小时： a.50 小时全部内容

b.更换活塞环

c .更换活塞

d.更换小轴承

e.更换簧片阀

f. 更换汽缸垫，排气管垫片

200 小时： a.包含 100 小时内容

b.检查或更换曲轴轴承，油封

c.更换汽缸

d.检查发动机点火系统，电路系统，及时换修

e.检查离合器磨损情况，及时更换磨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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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与保养
8.2 电池保养
1.机载端电池

机载端电池用的是 14.4V 铁锂电池，正常工作时电压一般在

13.0-13.7V 左右，每次测试前必需将电池充至 13.7V 以上最

为稳妥，特别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时候更要注意，因为每次打

火给电池的负载时很大的，低电压情况下多次打火可能直接

导致电池过放报废。

长时间不使用时应该将电量放至 13V 左右并放在干燥阴凉的

地方保存。

2. 遥控器使用时电量应保证在 6.6V 以上，低于 6.2V 不建议继续

使用了，低于 6.0V 时不能在继续使用。充电时不建议整晚充

能，否则容易造成电池鼓包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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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地面操控系统使用说明

1、简介

本产品地面操控系统数据链路采用的工作波段为 L、S 波段，传输距离≥30KM，传输功

率 2W。在通视条件下网络延迟为 23ms ～ 60ms，设备拥有 1 路网络接口，4路 232 串口接

口，和 2 路 SBUS 接口。

注：由于设备的升级或者供应商的技术变化，我司保留对链路更改的权利和最终解释权，

请以收到设备或者签订的技术协议为主。

2、组成

目前无人直升机地面操控系统由四部分组成：

 天线：数据链路平板天线、RTK 天线等

 地面转接箱：地面转接箱、连接线等

 笔记本电脑：飞机电脑、载荷电脑等

 遥控器：飞机遥控器、载荷遥控器等

3、地面操控系统操作前检查

 检查天线、地面转接箱、笔记本、遥控器外观是否良好，附带线束及充电器是否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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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平板天线及附件 RTK 天线及附件

地面转接箱和遥控器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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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飞机和载荷电脑及附件

 天线安装在三脚架上，使用时三脚架支腿需全部拉出。

地面平板天线安装 RTK 天线安装

 检查地面站电压，应在 12.6V ～14.6V 范围内。低于 12.6V 请尽快充电或连接充电

器使用，严禁电量低于 12.4V。

 飞机和地面操控系统在通电前，必须安装设备天线。

 在调试和试飞过程中，地面端和天空端必须保持 10 米以上的距离。

4、地面操控系统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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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面操控系统操作流程

(1) 将天线稳固安装于三脚架上，连接天线至地面转接箱连接线，接口对应地面转接箱

标识，确保连接线两端航插旋接到位。

(2) 连接地面飞机电脑至转接箱两条 USB 连接线，连接地面载荷电脑至转接箱网线，如

地面转接箱电量不足可连接充电器，连接如下图。

(3) 将飞机和载荷控制遥控器电源开关打开，注意电池电压在 6.5V 以上，否则请连接

配套充电器，此设备充电时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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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地面转接箱电源按钮，检测面转接箱电池电压是否大于 12.6V，否则请连接配

套充电器。

(5) 将飞机航电盒的电源开关打开，并确保飞机所在的位置有 GPS 信号。

(6) 查看地面平板天线显示器数值，确保百分比读数在 90%以上，否则请调整地面平板

天线位置。

(7) 打开 Infofly 软件，即可检查并监测链路是否通讯正常。

(8) 打开地面站软件检查机载电池电压是否大于 12.6V，否则请连接配套充电器。

(9) 检查飞机各传感器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检查飞机在飞机和载荷遥控器操控时的动

作是否正确。

6、地面操控系统操作注意事项

 地面站所有连接线中间不能打结、用力弯折或外力拉扯。

 充电必须使用专用充电器充电，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

 电量充满后立即停止充电。充电过程中可以按下地面转接箱的总电源按钮，可以用

于检测充电是否进行，电池充满电压应该在 14.6V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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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图像数据链路使用说明

图像数据链已安装在无人机内部，使用方法的描述已在地面操控系统里，在

此不在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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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无线中继系统使用说明

1. 无线中继系统的安装

本系统安装前先要进行组装，组装示意图如下：

本装置固定于飞机底部中间，通过快拆板上的四个卡槽将快拆板固定在飞机挂载板的铝

柱上，同时自复位定位锁会发出“嗒”的一声自动锁死，防止装置松动。需要拆卸本装置时，

先将自复位定位锁的插锁往下拔，再平行将快拆板往外抽出即可。安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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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说明

无线中继系统使用说明详见设备自带的《E-pack100 数字无线自组网转发台

快速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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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双光吊舱使用说明

1. 双光吊舱的安装

本设备固定于飞机底部前端，通过吊仓固定板上的快拆模块将设备固定在上面。安装时，

先将快拆模块上的旋钮扭开，再将设备上固定座上的卡边对准快拆模块上的卡槽插入，最后

用力往前推，听到发出“嗒”的声响后，说明设备已锁紧并安装到位。需要拆卸本设备时，

按反过来的安装顺序操作即可。安装示意图如下：

本设备的航空插头连接时要对准上面的标识连接到位，不允许有任何的松动。同时连接

线走线要顺畅，不允许有任何拉扯的现象。接线时需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安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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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说明

双光吊舱使用说明详见设备自带的《Z-8AR3 双光吊舱用户手册》。

3. 注意事项

 本装置请在技术参数要求的电压范围内使用，若超出范围使用，可能会引起装置损

坏。

 飞行前需检查快拆模块旋钮是否扭紧至锁定位置，并往返拉拽载荷，保证快拆模块

不发生相对位移。

 通电用前转动吊仓，确保在转动过程中不会受阻。

 请勿暴露在雨天使用，防止雨水渗入控制器盒内，造成装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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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电动卷扬投放装置使用说明

1、简介

电动卷扬投放装置是一款用于消防物资转移投放的设备，适用于各种不便抛投、且需要

远距离下放物资的救援场合。

2、功能描述

(1) 带限位功能：收线时夹钳上升到一定位置自动断电。下放时，到达极限长度位置时

停止放线。

(2) 自动脱钩功能：在吊装负载离地前，夹钳能挂住负载不脱开，卸下负载后，能自动张

开并脱开负载，不需无线遥控或电源。

(3) 刹车功能：夹钳在挂上物资的上升或下降过程中，可停留在任意位置不会下滑。

(4) 此装置为快拆结构，拆装方便快捷。

3、结构尺寸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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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置安装及拆缷

本装置固定于飞机底部中间，通过快拆板上的四个卡槽将快拆板固定在飞机挂载板的铝

柱上，同时自复位定位锁会发出“嗒”的一声自动锁死，防止装置松动。需要拆卸本装置时，

先将自复位定位锁的插锁往下拔，再平行将快拆板往外抽出即可。安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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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事项

 本装置的航空插头连接时要对准上面的标识连接到位，不允许有任何的松动。同时

连接线走线要顺畅，不允许有任何拉扯的现象。接线时需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本装置请在技术参数要求的电压范围内使用，若超出范围使用，可能会引起装置损

坏。

 飞行前需检查快拆板插销是否插在锁定孔内，并往返拉拽载荷，保证快拆板不发生

相对位移。

 需保证钢丝绳的清洁，如发现有断线现象需及时更换。

 请勿暴露在雨天使用，防止雨水渗入控制器盒内，造成装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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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机载物资抛投装置使用说明

1、简介

机载物资抛投装置是一款用于消防物资抛投的设备，适用于各种复杂、危险需要远距离

救援抢险的场合。

2、功能描述

(1) 挂载物可通过投放装置上的两个挂点固定在上面，再通过调整装置上的左右夹紧臂

对其夹紧，可保证挂载物在飞机飞行过程中不会出现左右晃动的情况，有利于飞行安全。

(2) 通过一个大扭矩舵机对两个挂点进行同步控制，同时配合吊仓对投放点的锁定，可

实现对挂载物轻松、稳定、准确地抛投。

(3) 此装置为快拆结构，拆装方便快捷。

(4) 此装置控制简单容易，通过操作遥控器或地面站的按钮即可实现开和锁动作。

(5) 此装置最大可挂载 25Kg 的重物，可执行 60 公里范围内的物资抛投任务。

3、结构尺寸及简介

4、装置安装及拆缷

本装置固定于飞机底部中间，通过快拆板上的四个卡槽将快拆板固定在飞机挂载板的铝

柱上，同时自复位定位锁会发出“嗒”的一声自动锁死，防止装置松动。需要拆卸本装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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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自复位定位锁的插锁往下拔，再平行将快拆板往外抽出即可。安装示意图如下:

5、注意事项

 本装置的航空插头连接时要对准上面的标识连接到位，不允许有任何的松动。同时

连接线走线要顺畅，不允许有任何拉扯的现象。接线时需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本装置请在技术参数要求的电压范围内使用，若超出范围使用，可能会引起装置损

坏。

 飞行前需检查快拆板插销是否插在锁定孔内，并往返拉拽载荷，保证快拆板不发生

相对位移。

 请勿暴露在雨天使用，防止雨水渗入控制器盒内，造成装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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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灭火弹抛投装置使用说明

1、简介

灭火弹抛投装置是一款用于消防灭火弹抛投的设备，适用于野外小范围灭火的场合。

2、功能描述

(1) 带弹载荷大：最大可一次性带上两排 6颗共 25 公斤的灭火弹。

(2) 可单独或同步控制：左右两边的灭火弹投放装置分别由两个单独的舵机控制，一次可

同时抛投一个或两个灭火弹。三次可将弹全部投完。

(3) 此装置为快拆结构，拆装方便快捷。

3、结构尺寸及简介

4、装置安装及拆缷

本装置固定于飞机底部中间，通过快拆板上的四个卡槽将快拆板固定在飞机挂载板的铝

柱上，同时自复位定位锁会发出“嗒”的一声自动锁死，防止装置松动。需要拆卸本装置时，

先将自复位定位锁的插锁往下拔，再平行将快拆板往外抽出即可。安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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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事项

 本装置的航空插头连接时要对准上面的标识连接到位，不允许有任何的松动。同时

连接线走线要顺畅，不允许有任何拉扯的现象。接线时需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本装置请在技术参数要求的电压范围内使用，若超出范围使用，可能会引起装置损

坏。

 飞行前需检查快拆板插销是否插在锁定孔内，并往返拉拽载荷，保证快拆板不发生

相对位移。

 请勿暴露在雨天使用，防止雨水渗入控制器盒内，造成装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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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高空喊话装置使用说明

免责声明

使用本产品时，因为下列原因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或者间接）， 我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与法律责任：

1. 未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所造成的损害；

2. 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操作所造成的损害；

3. 操作者在身体或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继续操作产品所造成的损害；

4. 使用不当或主观故意所造成的损害；

5. 使用非我司生产的产品、配件，造成的损害；

6. 因事故发生而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的赔偿；

7. 产品超出保修期或维护不当导致产品运行不良所造成的损害；

8. 飞行器处于观察困难区域、磁场干扰区、无线电干扰区、禁飞区等不适合操控的区域内

飞行，造成的损害；

9. 在大雨、大雪、大风、冰雹等恶劣天气下操作所造成的损害。



山河科技 01 版—2021 年 8 月

44

1、简介

SWH-5 高空喊话器，装备了高音量喇叭，采用快拆接口与飞行器连接。可实时空中喊话,

实时录音并播放,快捷播放警示与警笛声音等，支持 SD 卡中音频文件。即使在嘈杂环境中，

也能喊话清晰、音质稳定、声音洪亮。

2、物品清单

喊话器 ×1

手咪 ×1

地面端及充电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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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空端

1.快拆机构 2. 快拆按钮 3. 高音量喇叭 4.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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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地面端

1.抽拉天线 2.循环按钮 3.音量－ 4.音量＋ 5.TF/ 手咪 6.播放/暂停

7.上一首 8.下一首 9.电源电压 10.手咪接口 11.充电口 12.TF 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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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手咪

1.收音口 2.电源开关 3.音量拨轮 4.播放按钮 5.录音指示灯

6.喊话按键 7.功能警报 8.录音按钮 9.电源指示灯 10.手咪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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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

3.1 安装喊话器主体

本装置固定于飞机底部后端，通过挂载板上的快拆模块将本装置固定在上面。安装时，

先将快拆模块上的旋钮扭开，再将装置上固定座上的卡边对准快拆模块上的卡槽插入，最后

用力往前推，听到发出“嗒”的声响后，说明设备已锁紧并安装到位。需要拆卸本装置时，

按反过来的安装顺序操作即可。安装示意图如下：

本装置的接线端子型号为 XT90，此端子有防反装设计，端子连接后不允许有任何的松

动。接线时需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安装示意图如下：

注意：请勿热插拔载荷，否则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4、喊话器的使用

将手咪接口插头插入地面端手咪接口，打开手咪上电源开关，即可开启地面端。

当地面端上 TF/ 手咪开关拨至手咪档时，首先确保手咪上功能报警按钮、播放按钮、

录音按钮处于弹起状态，此时电源指示灯会亮，录音指示灯不亮：

(1) 按住喊话按键对着收音口喊话即可实现喊话功能；

(2) 喊话按键处于弹起状态，通过三个功能警报按钮可以实现汽笛声、火警声、连续报

警声警报；

(3) 按下录音按钮，然后按住喊话按键即可实现录音，放开喊话按键，按下播放按钮即

可播放录音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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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喊话按键和播放按钮不能同时按住，喊话时，录音按钮和播放按钮必须处于弹起状态！

实时录音时间最多支持 10 秒；

TF 卡不超过 32G，mp3 格式，比特率小于 320kbps；

地面端抽拉天线，工作时建议最后两节不要抽出，效果更佳； 近距离建议音量调小，

远距离后音量调大；

地面端电源电压不得低于 9.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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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ebsite）：http//www.sunward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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