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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1. 机头指示灯     

2.电机     

3. 摄像头      

4. 机身上盖    

5.电源开关     

6.螺旋桨

7. 散热出风口

8.   WiFi复位按键

9.   超声波传感器及光流

模组

10. 护桨

11. 机尾指示灯

12. USB数据传输接口

13. 机臂折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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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状态指示灯

上电自检 ｜ 黄绿灯交替闪烁

红黄交替快闪 ｜ GPS故障，提示重启系统

绿灯慢闪 ｜ GPS定位模式，GPS卫星信号良好

红黄交替慢闪 ｜ 指南针故障，提示重新较磁

绿灯双闪慢闪 ｜ 低空飞行模式，GPS卫星信

号欠佳或在室内无GPS，使用视觉定位系统实

现精确悬停

绿灯常亮 ｜ 水平较磁

绿灯快闪 ｜ 无头模式，在GPS模式下

黄灯常亮 ｜ 垂直较磁

黄灯慢闪 ｜ 姿态模式,GPS 定位(卫星数<7)和

低空飞行均无效时

黄灯慢闪 ｜ 传感器数据异常

红灯慢闪 ｜ 低电量报警

黄灯快闪 ｜ 禁飞区解锁电机

红灯快闪 ｜ 严重低电量报警

红灯常亮 ｜ 返航降落，包括失联自动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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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配器     2.充电座     3.DC接口     4.充电指示灯 

1. 充放电及通讯接口      2.电池电量检查按钮 

3. 电池电量指示灯          4. 电池固定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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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电量状态指示灯

下载安装空影APP

请使用移动设备在应用商店搜索“空影”，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
空影 App适用于iOS 8.0及以上系统或Android 4.4及以上系统,更多注
意事项请访问官网http://ying.qq.com/ 查看FAQ相关解答。

适配器充电指示灯图示

红灯：充电中

绿灯：充电完成

黄灯：电池未接入或告警（过充、过流或电池接触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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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行前准备
飞行安全注意事项

* 起飞时尽可能保持空影置于水平面上，尽量不要摆放在坡度较大的

地方。

* 飞行之前，请了解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飞行。

* 请勿在当地的机场或政府周围半径3公里范围内飞行。

* 请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飞行，以免出现意外，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 请不要在恶劣天气下进行飞行，如沙尘、大风（风速四级及以上）、

雨、雪、雾天等。

* 请勿在空气稀薄区域（如海拔4000m以上区域）飞行，由于环境因

素导致动力系统性能下降，飞行性能将受到影响。

* 不要在存在强干扰源（高压线、变电站、各类发射塔，基站附近）

的地方飞行。

* 请尽量避开电磁干扰较强的区域（矿区、商场、住宅小区），以免

影响指南针正常运行。

查看电池电量与充电

* 当电池电量低于50%时不建议装机使用，请充满电再进行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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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

打开折叠机臂

* 按下空影机臂旋转按钮、将机尾折叠机臂往外展开。

* 将机头折叠机臂往外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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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纳折叠机臂

* 按下空影机臂旋转按钮、将机头折叠机臂往内折叠。

* 将机尾折叠机臂往内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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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池的安装与卸载

安装电池

a.用指尖扣住飞行器机尾方向的上盖，然后往上掀开。

b．将电池指示灯一侧朝向电池锁定架，沿电池舱两侧平放。

a.

b.

8.



c.

d.

c.将电池往机头方向推,直至听见“咔哒”卡紧,且与机舱 locked 标线对

齐, 表示已锁紧

d.将飞行器机上盖装回，电池安装完成。

9.

locked标线



卸载电池

a. 掀开上盖，用拇指把电池锁定架按住，往机尾方向推动。

b.推开至电池与触点分离，取出电池，合上机盖，拆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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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护桨

将随机配送的空影护桨衔接口，对准飞行器机臂和脚架中间位置卡进

去即可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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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桨更换

使用随机配送的螺丝刀，按照图示方向就行扭动，可对当前桨翼进行

拆卸。

将新桨按照图示方向进行安装，使用随机配送的螺丝刀拧紧即可安装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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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飞行
开启飞行器

1. 长按空影电源开关键约5秒，当指示灯亮起后，约 10s 后飞行器开

机声响起。

2. 飞行器自检成功后，将机尾置与用户正前方，用户站在离飞行器五

米初的位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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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飞行器之后：

* 如果机尾指示灯显示为红黄交替慢闪，则需要对飞行器进行指南针

校准（相关步骤请查看：高级操作－指南针校准）。

* 如果机尾指示灯显示为红黄交替快闪烁，则表示飞行器 GPS 故障，

提示重启系统；如果机尾指示灯显示绿灯或者黄灯慢闪，则表示飞

行器可以正常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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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空影APP

1. 打开移动设备Wi-Fi，搜索带

“KONGYING-xxxxxx”字样的信

号，输入出厂密码“kongying”。

<注>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台设备操控权限。当有第二台或第多台连接时，将

在后连接的设备上提示“已被其他设备连接”。当开启飞行器并连接移

动设备成功，打开 App 之后，会开启设备识别模式。

2.运行空影 App，进入飞行操控

界面，点击“即飞”，等待飞行器

反应，根据语音操作进行起飞。

15.



起飞操作

操作细节（起飞／降落）

1. 从即飞界面操作进入后，连接

成功后，将自动判断 GPS 卫

星数是否满足，如满足则默认

以高空（GPS）模式进行飞行。

2. 如不满足卫星数量要求，则会

提示低空飞行起飞，即室内

（低空飞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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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飞行操作完成后，根据室内或室外的模式，将会有相对应的模式

 （原地降落、返回身边降落）提供选择，进行降落。

* 高空（GPS）模式下，飞行器开启后红灯常亮为机头方向，绿灯闪

烁为机尾方向。若机尾显示为黄灯，建议降落。

* 当飞行器连接到的卫星少于7颗，机位绿灯慢闪，飞机会尝试进入

室内（低空飞行）模式。若飞行器起飞0.5米后若探测到光流环境

差，飞行器将即时降落，同时APP会有相对应的提示信息。

17.



飞行控制

飞行方向控制方法

连接成功后，进入体感操控的控制界面。

1. 返航

室外 GPS 模式飞行操作完成后,将返航至返航点（一般是起飞点）。

2.降落

按下按钮后，空影无人机将在当前位置下进行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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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跟随模式

点击跟随按钮，将空影无人机悬停在4米以上的高空，在画面中划定

选框，选中需要跟随的人物，空影无人机即可跟着选中的目标移动。

4.飞行控制

1. 操作空影上升：在取景框界面向上滑动；

2.操作空影下降：在取景框界面向下滑动；

3.操作空影左旋：在取景框界面向左滑动；

4.操作空影右旋：在取景框界面向右滑动；

5.操作空影前移：在取景框界面按住体感操控按钮，手机远离操作者

方向往前倾；

6.操作空影后退：在取景框界面按住体感操控按钮，手机靠近操作者

方向往后倾；

7.操作空影左移：在取景框界面按住体感操控按钮，手机往左边方向

倾斜；

8.操作空影右移：在取景框界面按住体感操控按钮，手机往左边方向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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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头无头模式选择

（切换有头无头模式方式选择）

有头模式：在空影飞行过程中，脚灯红色的方向为机头，控制空影运

动以机头方向飞行，为有头模式（默认模式）。无头模式：在空影飞

行过程中，以操控者本身方位进行运动为无头模式。

如：操控空影向前飞行，空影总是向它机头方向飞行，为有头模式，

如果改变空影机头方向向前飞行，空影相对于操控者方位前方飞行

而不是自身机头前方，则为无头模式。

飞行方向 操控者方位

机头方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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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源管理

拍摄完成后，可通过空影APP对拍摄内容进行操作，分享，连接空影

后点击相册进入空影相册管理，可在此下载储存与空影机载内存中的

图片与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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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事项
飞行器保养注意事项

1. 请勿在潮湿、粉尘、极端气温环境下存储或使用飞行器。

2. 请勿将重物置于其上。

3. 请勿将细长条物体插入风扇口，避免卡住损坏风扇。

4.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请将智能飞行电池从飞行器内取出并存

放好。

智能电池安全使用指引

* 请务必使用空影官方充电器对智能飞行电池进行充电，对于使用第

三方充电器进行充电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空影不予负责。

* 请勿对刚飞行完尚在发热的智能飞行电池充电。

* 当智能飞行电池充放电次数超过300次时请重新购买新的智能飞行电

池。

* 请勿使用已经鼓包或已经破损的智能飞行电池。

* 如果需要长时间存放智能飞行电池，请将智能飞行电池电量放电至

50%以下再存储。

* 请用户在大约20个循环充放电后对智能飞行电池进行一次彻底的充

放电处理，有助于让智能飞行电池工作在最佳的状态。

* 废弃智能飞行电池需将其彻底放电再放置到专门的回收箱。

* 如果智能飞行电池里面的液体不慎溅到眼睛或身上，请立即用清水

冲洗15分钟并及时就医。

* 如果智能飞行电池起火，请使用沙子或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禁止

使用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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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模式下失效保护

飞行中过程中GPS模式(GPS卫星状况不好)无效时如果低空飞行有效

则飞行器将原地悬停，如果低空飞行无效则飞行器缓慢下降，直到低

空飞行生效，低空飞行生效前飞行器不能稳定飞行。

返航中当GPS模式无效时飞行器将缓慢降落。

飞行器的失联保护

当在GPS模式下，如果飞行器和移动设备的通讯中断，飞行器将悬停

在通讯中断的位置并维持数秒，如果期间还是无法与移动设备取得通

讯，飞行器将自动返航。

* 在自动-返航的过程中，如果飞行器和移动设备重新连接上，飞行器

会悬停在重新建立连接的位置等待移动设备的指令，用户此时可以

重新正常控制飞行器。

* 若飞行器失联时无GPS卫星信号或失联返航过程中无GPS信号，飞

行器将原地降落。

* 飞行器若处于失联自动返航过程中，由于本产品不具备避障功能，

有可能在返航过程中撞上障碍物，所以请尽量不要超过有效飞行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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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低电报警及保护功能

一级低电量报警：

一级低电量报警时，无人机自动返航。

｜飞行器｜：机尾飞行器指示灯状态不变。

｜APP｜：提示用户操作返航。

* 当低电量报警时，在GPS模式下可以点击APP上的一键返航按键召

回飞行器。

24.

二级低电量报警

机尾飞行指示灯变为红灯快闪，飞行器开始缓慢垂直下降直到落地。



四. 进阶操作
WiFi账号名和密码修改

用户可以进入“设置“→”无人机参数设置“→“WIFI名称设置”和“修改

WIFI密码“页面找到WiFi修改选项，按照APP的提示进行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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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重置

打开飞行器电源，同时用针状物按住飞行器底部的WiFi复位按键并持

续3s以上再松开，飞行器将自动将WiFi恢复出厂设置。

电子罗盘校准

飞行器指南针容易受到其它电子设备干扰，导致数据异常影响飞行。

经常校准可以使指南针工作处于最佳状态，建议用户飞行前进行校准。

点击APP“我的”→“设置”→“无人参数设置”→“开始校准”开启指南针校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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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罗盘校准

当APP出现以下提示时，则表明

已经校准成功。

删格化无人机

无人机格式化将删除所有图片和

视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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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图像下载

1. 用户可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PC机与飞行器下载图片视频资料。

2.用户可通过APP进行视频和图片的同步下载至手机。

固件升级

用户在“设置”“无人机固件升级”选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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