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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行环境

1.1 硬件环境

硬件环境：

主机：四核以上处理器，4GB内存，500G以上硬盘，具有 USB 接口。

1.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和版本：Windows 7/10
支撑环境：串口驱动（与所使用串口设备匹配），Horizon软件，地面站软件。

环境安装：

1）串口驱动：当串口设备连接电脑后，会自动识别串口版本，若电脑无此版本的串口驱动

则会自动下载此串口驱动（需要网络）。

2） horizon 安装：使用 horizon 安装包安装后， horizon 将会安装在 C:\Program Files
(x86)\MicroPilot\Horizon3.7目录下。打开MicroPilot Horizon Manager输入密钥即可激活。

3）地面站软件：将地面站软件包解压至 Horizon 目录，将MP-GCS.exe 与MP-GCS.exe.lok
文件拷贝至 Horizon目录；双击打开MP-GCS.exe即可运行地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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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面站配置与连接

2.1 地面站箱连接

当 RTK基站位置改变后，飞控上电启动前，需要先重新锁定基站坐标，基

站锁定可使用 RTK 配置工具 的快捷按钮或直接发送配置指令

“$PASHR,PWR,ON*0C”。

2.2 串口、波特率设置

1）进入地面站软件后，可在菜单栏“设置”“地面站设置”中进行串口、波特率

的设置。图示 2.1.1

图 2.1.1 地面站设置

2）点击“地面站设置”后，将弹出设置窗口；COM口号将会自动获取当前计算机所打

开的串口，选择正确的 COM口并选择匹配的波特率，点击 OK即完成设置。图示 2.1.2

图 2.1.2 地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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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数设置

1）进入地面站软件后，可在菜单栏“设置”“工程师参数设置”中进行参数的设

置（需要管理员账号与密码），输出正确的账号与密码后进入设置界面进行设置。图示 2.2.1，
2.2.2

图 2.2.1 管理员登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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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参数设置窗口

2）在菜单栏“设置”“故障/失效处理设置”中能够进行失效处理参数设置。（不

需要管理员权限）图示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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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故障/失效处理设置

2.4 连接功能

1）在设置好正确的串口号以及波特率后，点击命令栏中的“连接”按钮，即可连接至

无人机。图示 2.3

图 2.3 连接无人机

2）在软件界面的右下角在连接过程中会显示出连接进度的百分比。

2.5 断开连接功能

1）在已连接状态时，连接按钮为选中状态；图示 2.4
2）在连接按钮已按下状态，点击此按钮即断开连接。

图 2.4 断开连接



山河科技 02 版—2021 年 9 月

6

3. 数据监测

3.1 地图显示

在正确连接无人机，并且无人机初始化完毕后；能够在地图上显示出无人机的当前位置、

航线位置与返航点位置。图示 3.1

3.1地图显示

3.2 姿态仪显示

姿态仪显示在界面的右上角，仪表信息详解图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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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姿态仪显示

图中标记所指内容意义如下：

（1）无人机当前飞行速度(km/h)。
（2）无人机当前飞行姿态球，直观的体现横滚角与俯仰角。

（3）无人机当前飞行高度(m)。
（4）无人机当前油门量。

（5）无人机当前作业距离(m)。
（6）无人机当前航向角。

3.3 飞行数据显示

飞行数据在软件的右侧显示，当连接无人机后，飞行数据会以 5hz的频率实时更新。

飞行数据包括：

 当前转速：当前发动机转速。

 目标转速：当前发动机目标转速。

 主桨转速：当前无人及主旋翼转速。

 总螺距：当前无人机总距角度。

 横滚角：当前无人机横滚角。

 俯仰角：当前无人机俯仰角。

 速度：当前无人机的前向飞行速度（以无人机机头朝向为正方向）。

 目标速度：当前无人机的期望速度，在自主模式下飞往航点的过程中将一直加速到

此速度。

 高度：当前无人机距离起飞点的高度。

 目标高度：自主模式下，无人机将爬升到的高度。（以起飞点高度为高度原点）

 AGL高度：高度传感器检测到的高度。

 主电压：无人机系统主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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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电流：无人机系统总电流。

 水温：无人机冷却液温度。

 剩余油量：当前无人机油箱剩余的总油量。

 油门量：飞控 throttle 输出量百分比。

图 3.3 飞行数据

注：目标高度与目标速度左右两边的“+”，“-”号可以在自主模式下直接修改飞机的目

标高度与速度，每次点击加减 1m高度或 1m/s速度。

双击目标高度，目标速度后的数据显示框后，可以直接键入期望的目标高度与速度，修

改完后按回车键生效，请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使用！

详细的飞行数据显示在窗口-飞行数据监控窗口中：

图 3.4 飞行数据监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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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状态显示

状态栏显示在软件界面底部的状态栏，主要显示无人机的状态与部分地图信息。

状态显示从左至右依次为：

 鼠标经纬度：显示当前鼠标所在地图位置的经纬度。（见图示 3.4标记 1）
 遥控器状态：当遥控器开启时，显示绿色的“遥控开”；当遥控器关闭或失联时，

显示红色的“遥控关”。 （见图示 3.4标记 2）
 飞行模式状态：显示当前无人机的飞行模式，分为：姿态模式、定高定位模式、自

主模式。（见图示 3.4标记 3）
 初始化状态：显示当前无人机的初始化状态，飞控完成初始化前显示红色的“准备”，

完成初始化后显示绿色的“准备”。 （见图示 3.4标记 4）
 地面/飞行状态：显示当前无人机是否离地，离地前此状态栏显示“地面”，离地后

飞行显示“飞行”。 （见图示 3.4标记 5）
 GPS 状态：显示无人机当前所用的 GPS（单点 GPS 或差分 GPS），GPS 状态以颜

色显示，信号强度：红色<黄色<绿色，请在 GPS绿色情况下起飞。（见图示 3.4标
记 6）

 COM口状态：显示当前 COM 口状态；COM 信号稳定时显示“COM”，COM 口

信号丢失时显示“COM”。如果持续时间超过 20秒，无人机将触发返航降落。（见

图示 3.4标记 7）
 当前命令：显示飞控中当前所执行的命令，包括“等待起飞”、“飞往航点 x”、“爬

升到 x M”等。（见图示 3.4标记 8）
 航线状态：显示航线为“循环航线”或“顺序航线”。 （见图示 3.4标记 9）
 航线总长：显示地图上航线的总长度。（见图示 3.4标记 10）
 作业距离：显示无人机距起飞点的距离。（见图示 3.4标记 11）
 测距：在打开测距功能后，显示两个标记之间的距离。（见图示 3.4标记 12）
 连接时间：显示地面站已连接无人机的时间。（见图示 3.4标记 13）

图 3.4 状态栏 1

图 3.4 状态栏 2
注：状态栏中的顺序航线，航线总长，作业距离，航点间长度仅仅在自主模式下启用，姿态

模式与定高定位模式下显示为 N/A。

3.5 报警监测

报警提示分为三类：

 状态栏的颜色警示。

详细见状态显示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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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数据栏的颜色警示。

飞行数据栏中，主电压、总电流、水温、剩余油量具有报警功能。

1）主电压：

低于 12.8V，电压一级报警，数据以黄底显示。

低于 12.4V，电压二级报警，数据以红底显示。

2）总电流：

高于 7A，电流一级报警，数据以黄底显示。

高于 9A，电流二级报警，数据以红底显示，并触发失效保护，悬停在当前位

置。

3）水温：

0℃~55℃ 水温一级报警，数据以黄底显示。

55℃~80℃ 正常水温。

80℃~85℃ 水温一级报警，数据以黄底显示。

高于 85℃ 水温二级报警，数据以红底显示，并触发失效保护，悬停在当前位

置。

4）油量：

低于 5L，油量一级报警，数据以黄底显示。

低于 4L，油量二级报警，数据以红底显示。

5）转速：

期望转速与实际转速相差 100转，转速一级报警，数据以黄底显示。

期望转速与实际转速相差 200转，转速二级报警，数据以红底显示。

 弹窗提示

在传感器数据超过触发失效保护后，软件界面将会弹窗显示触发失效的原因，以及

触发失效保护后的动作。

 监控恢复

当具有报警功能的数据触发了失效保护或弹窗报警后，当数据再次达到报警值时将

不会触发失效保护与弹窗报警；在连接状态下点击菜单栏“监控开关”，可观察到各个

数据监控的开启状态。

当数据监控处于“关闭”状态时，点击即打开监控。图示 3.5.1

图 3.5.1 监控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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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点编辑

4.1 航点文件编辑

在未连接状态下，点击菜单栏中“文件”“新建航点文件”&“打开航点文件”，即

可进入航点编辑模式（此状态地图顶部显示“航点编辑中”）。

 添加航点、删除航点

在航点编辑模式下，右键点击地图在选项卡中点击“添加航点”，即可按照航点序

号添加航点；图示 4.1.1

图 4.1.1 添加航点

在航点编辑模式下，右键点击航点，在选项卡中点击“删除此航点”，即可从航线

中删除此航点；图示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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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删除航点

 修改航点经纬度，高度，悬停时间

在航点编辑模式下，右键点击航点，在选项卡中点击“修改航点高度”，“ 修改航

点经纬度”， “ 修改航点悬停时间”即可修改此航点的航点高度,悬停时间与航点经纬

度，也能够直接鼠标左键拖动航点修改航点经纬度；图示 4.1.3

图 4.1.3 修改航点经纬度、高度、悬停时间

 添加/修改返航点

在航点编辑模式下，右键点击地图在选项卡中点击“添加/修改返航点”，即可在地

图上添加返航点或改变已有返航点位置（不手动添加返航点，默认返航点为起飞点）；

图示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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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添加/修改返航点

 航线保存

在航点编辑模式下，完成航点文件的编辑后；点击菜单栏“航线”“保存航点

文件”&“另存为”。添加航点文件名后保存在默认目录下。

保存航点文件：若是打开已存在的飞行文件进行编辑，修改原飞行文件。

若是新建的航点文件，需填写文件名生成新的飞行文件。

另存为：若是打开已存在的飞行文件进行编辑，需填写文件名生成新的飞行文件，

并且不修改原飞行文件。

若是新建的航点文件，需填写文件名生成新的飞行文件。

4.2 航点文件上传

地面站成功连接无人机后，若需要上传航点文件至飞控，点击菜单栏中“航线” “上

传航点文件”，并选择所需要上传的航点文件，确定后将弹出航点编辑框。

 航点编辑框

航点编辑框主要有 8个主要内容，图示 4.2.1。以下按照需要说明每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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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航点编辑框

1）航线经纬度编辑，能够在此界面直接编辑航点的经纬度，请不要省略最后的东西南

北方向。

2）航点高度编辑，能够在此界面上修改或添加航点高度。若航点高度为空，表示无人

机在飞往此点的高度不做变化。

3）航点悬停事件编辑，能够在此界面直接修改每一个航点的悬停时间，若不填入则不

悬停。

4）设置无人机在到达航点并已转向至下一航点后，距开始飞往下一航点所等待的时间。

5）设置无人机在到达航点后，稳定在航点并保持航向角不动的时间

6）触发失效返航后的安全高度设置，若触发失效返航时当前高度高于安全返航高度，

则按照当前高度返航；若触发失效返航时当前高度低于安全返航高度，则自动爬升到安全返

航高度再返航。

7）勾选此按钮后，航线变为循环航线；即到达航点 4后继续飞往航点 1。
8）上传按钮，在确认完航线信息后点击此按键将航线上传至飞控。

4.3 实时修改航线

地面站成功连接无人机后，能够直接在地图上实时添加、删除、移动航点（需要在悬停

状态下），也能够修改航点高度。操作与航点编辑模式下相同。

注意：在连接状态下修改航线时，切不可在短时间内频繁操作，例如一秒内连续移动航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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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连接状态下修改航点信息需要 2-3 秒时间刷新至飞控，若操作速度过快可能会引起地面

站报错。

5. 飞行指令

5.1 起飞指令

起飞指令包括：准备、起飞、中止起飞、

准备：

1）使用方法：点击后无人机解锁；若处于姿态模式下，能够使用遥控器直接起飞（推

荐点击起飞后再推遥控器油门）；若处于自主模式下，能够使用起飞命令自主起飞，进入航

线。

未准备时图标显示“飞行准备”，已准备时显示“已准备”。

2）显示：图示 5.1.1,5.1.2

图 5.1.1 未准备状态

图 5.1.2 已准备状态

起飞：

1）使用方法：只有在已准备状态，起飞按钮才能被点击。

在姿态模式下点击后，能够使用遥控器直接起飞。

在自主模式下点击后，无人机将自主起飞。

2）显示：图示 5.1.3

图 5.1.3 起飞按钮

中止起飞：

1）使用方法：点击起飞按钮后，界面将会出现中止起飞按钮，当无人机起飞离地时，

此按钮将会无法点击。自主模式下点击将会直接将油门拉到最低，中止起飞。在姿态模式下

请勿点击此按钮！

2）显示：图示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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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中止起飞按钮

5.2 飞行命令

飞行命令包括：悬停、返航、原地降落、返航降落、指点飞行。所有飞行命令需要在起

飞离地之后才能够使用，某些指令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使用。

悬停：

1）使用条件：无人机起飞后。

2）使用方法：进入悬停命令后，无人机将会持续减速至零，然后悬停；再次点击此按

钮，将返回航线。

3）显示：图示 5.2.1

图 5.2.1 悬停按钮

返航：

1）使用条件：无人机起飞后，悬停状态下。

2）使用方法：进入返航命令后，无人机将会返回到起飞点，并悬停在起飞点上空。再

次点击此按钮将进入悬停模式；若想返回航线，点击悬停按钮即可。

3）显示：图示 5.2.2

图 5.2.2 返航按钮

原地降落：

1）使用条件：无人机起飞后。

2）使用方法：进入原地降落命令后，无人机将持续减速至零，再缓慢退回点击此命令

的位置，稳定后降落。原地降落状态下再次点击将退出降落指令，返回航线。（降落指令

的退出需要一段时间，过程中将恢复降落前的飞行高度）

3）显示：图示 5.2.3

图 5.2.3 原地降落按钮

返航降落：

1）使用条件：无人机起飞后。

2）使用方法：进入返航降落后，无人机将持续减速至零，再飞往起飞点，到达起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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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降落；返航降落状态下再次点击将将进入悬停模式。（在返航结束降落过程中点击，降落

指令的退出需要一段时间，过程中将恢复降落前的飞行高度）

3）显示：图示 5.2.4

图 5.2.4 返航降落按钮

指点飞行：

1）使用条件：无人机起飞后，悬停状态下。

2）使用方法：点击指点飞行后，无人机将会飞往所选点，到达所选点后悬停；点击“取

消”则退出指点飞行命令，进入悬停命令。 若想返回航线，点击悬停按钮即可。

3）显示：右键地图出现选项卡，点击“飞往此点”。图示 5.2.5

图 5.2.5 指点飞行

点击“飞往此点”后，将会弹出命令提示框；点击“取消”即可退出指点飞行命令。

图示 5.2.6

图 5.2.6 指点飞行命令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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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加工具

6.1 错误报警窗口

1）打开方式：

点击菜单栏“工具”“错误报警窗口”，此插件将自动连接到无人机。

2）使用方法：

连接无人机后，错误报警窗口能够显示出地面站错误以及报警信息与致命错误信息。

3）显示：图示 6.1.1

图 6.1.1 错误监控器

6.2 日志数据下载

1）打开方式：

点击菜单栏“工具”“日志数据下载”。

2）使用方法：

下载飞控飞行数据；点击菜单栏“File”“Read Log File from Autopilot”，点击 OK后

选择 COM连接方式的 UAV2选项，点击“Select UAV”开始下载。具体操作图示 6.2.1,6.2.2，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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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日志下载步骤 1

图 6.2.2 日志下载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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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日志下载步骤 3

6.3 地图选择

在地面站未连接状态下，能够在菜单栏“地图选择”“在线地图”&“离线地图”进

行选择。

6.4 离线地图下载

1）打开方式：

点击菜单栏“工具”“离线地图下载器”。

2）使用方法：

打开离线地图下载器窗口后，点击“下载地图”，下载当前显示范围内所用层级的地图。

图示 6.4.1

图 6.4.1 离线地图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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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测距功能

1）打开方式：

点击菜单栏“工具”“开启测距”。

2）使用方法：

点击开启测距后，在地图上左键点击即可添加标记，可添加两个标记并测出两个标记之

间的距离（标记可拖动），距离显示在状态栏的测距栏内。

如图 6.5.1，6.5.2

图 6.5.1 测距标记

图 6.5.2 距离显示

6.6 聚焦功能

在未连接状态下点击“聚焦”，则地图定位到上次连接的起飞点。

在连接状态下点击“聚焦”，则地图定位到当前无人机所在位置。图示 6.6.1

图 6.6.1 聚焦

6.7 航线信息窗口

在打开航点文件后，右键点击地图可以选择打开航线信息框，框内显示了所有航线的信

息。点击窗口-航线信息窗口也可以打开航线信息框。

在航线信息框内可以直接双击修改航线的经纬度，高度，悬停事件，修改完成后按保存

航点文件生效。

注意：在航线信息框内修改的航点信息会同步至航点文件中，如果在连接状态下进行航

线实时编辑时不想对航点文件进行修改，请右键单击航点进行航线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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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1 航线信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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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航线飞行典型例程

此章为航线飞行的典型例程，将详细叙述从航线规划至飞行结束的所有地面站操作。

7.1 航线规划

1）在未连接状态下，点击菜单栏中“文件”“新建航点文件”&“打开航点文件”，

即可进入航点编辑模式（此状态地图顶部显示“航点编辑中”），右键地图即可添加航点、返

航点；右键航点即可编辑航点。如图 7.1.1 ，7.1.2

图 7.1.1 添加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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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编辑航点

2）完成航线编辑后，点击菜单栏“航线”“保存航点文件”&“另存为”。添加航

点文件名后保存在默认目录下。

7.2 配置连接

1）进入地面站软件后，在菜单栏“设置”“地面站设置”中进行串口、波特率的

设置。图示 7.2.1

图 7.2.1 地面站设置

2）点击“地面站设置”后，将弹出设置窗口；COM口号将会自动获取当前计算机所打

开的串口，选择正确的 COM口并选择匹配的波特率，点击 OK即完成设置。图示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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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地面站串口设置

3）在设置好正确的串口号以及波特率后，点击命令栏中的“连接”按钮，即可连接至

无人机。图示 7.2.3

图 7.2.3 连接无人机

在软件界面的右下角在连接过程中会显示出连接进度的百分比。

4）成功连接后等待无人机初始化完毕后再进行其他操作。即状态栏“准备”栏为绿色。

图示 7.2.4（标记 4）

图 7.2.4 状态栏

5）成功连接后需要检查监控中各项监控是否开启，如果没有自动开启，则需要手动开

启监控。

7.3 上传航线

地面站成功连接无人机后，上传航点文件至飞控，点击菜单栏中“航线上传”“上传

航点文件”，并选择所需要上传的航点文件，确定后将弹出航点编辑框。图示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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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航点编辑框

此次航线未勾选“循环航线”选项，为顺序航线。

7.4 起飞准备、飞行

1）在界面上无 黄色 ，红色警告之后；使用遥控器将飞行模式调整至“自主模式”（图

示 7.4.1 标记 3），点击“准备”按钮解锁无人机（图示 7.4.2），点击“起飞”按钮自主起飞

（图示 7.4.3）

图 7.4.1 状态栏

图 7.4.2 准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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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3 起飞按钮

2）自主起飞之后，无人机将会按照所编辑的航线循环飞行。图示 7.4.4

图 7.4.4 示例飞行

3）在循环航线下无人机将会按照航线循环飞行，当前飞行命令见图示标记 1，当前航

线状态可见图示标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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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降落

1）点击“返航降落”按钮（图示 7.5.1），无人机将会先返航至起飞点，再降落。

图 7.5.1 返航降落按钮

2）完成降落后，关闭飞控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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