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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迎 M11 数图控链路系统简介

风迎 M11 一款由风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套低延迟无人机链路系统整套系统包

含三个部分：地面遥控器、机载智能数传、机载智能图传。

一、地面遥控器包含

1、2.4G 无线收发设备：用于发射遥控器控制信号+app 航点操作+接收天空端数据

（即数传）飞行数据。

2、5.8G FM 视频接收机：用于接收天空端传来的视频信号视频解码片+视频采集芯片

+HUB+串口转 ttl 芯片，用于传输给手机进行视频播放和地面站操作。

3、内置 4000ma 电池：超低功耗，续航时间 7-8 个小时。

4、挪威进口 2.4g 芯片： 100mw 健康功率，目前测试可最远 6.3km 的遥控距离，稳

定距离在 2-4km。

二、机载智能数传包含

真正双路冗余设计，非市面常见的双天线单模块设计。spi 优异的算法控制和失步等待

算法。大大增加了弱信号的通讯能力。

在接收遥控信号同时预留 TX RX 兼具回传输飞行数据给地面遥控器。最大化利用 2.4G

无线带宽，来解决在小型无人机和拥挤空间内 433 和 915 频段不稳定和不抗干扰的缺点。

PWM 和 SBUS 同时输出，并支持设备扩展。智能跳频图传，电压回传等

三、机载智能图传模块

本模块是专门针对无人机图传特点进行优化的智能图传，可以实现天空端和地面端在

0.5s 以内完成同步跳频。防止在飞行中其他设备同频干扰。

此模块需要插在接收机上，当飞行中遇到其他人起飞或者遇到一些干扰，可以再遥控

器上轻触几下调频按键，这时候发射和接收将会同时跳转到其他频点。不用紧急降落即完成



调频，也适用于比赛环境。

模块支持 2s-6s 供电，并对电压检测并传给接收机，接收机在回传给遥控器，app 里

会显示电压。

总结：此链路系统最大程度的将目前市面上比较成熟的技术整合到一块并进行针对性的

优化不仅仅增加了遥控数传距离和稳定性，更创新性的把图像也做成智能化，更大大增加了

便携性和降低了成本。解决了 3dr 数传几十米就断线的尴尬。

四、M11 数图控链路系统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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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机设备简介、基本按键、指示灯

两侧为可拆卸 2.4G、5.8G 双频天线，
内螺内针，后期更换。左侧为图传接
收，右侧为接收机信号发送。

开关：ON 开；OFF 关

第五通道：三段开关，拨动对
应位置输出对应值，可在遥控
器调试模式中自定义数值。

第七通道：设置方法同第十一通道 第六通道：设置方法同第十一通道

第一、二通道：副翼、升降

第三、四通道：油门、方向

第十通道：设置方法同第
十一通道

第十一通道：三段开关。分别
为 0%、50%、100%输出。
每短按（轻触）一次，灯光呈
熄灭（0%输出）、常亮
（100%输出）两种状态。长
按一次，灯光成闪烁（50%输
出）

第八通道：三段波轮旋转
开关，自动回中。

第九通道：三段波轮旋转开关，
自动回中。

。

手机夹：建议使用 5.5 英寸以下的手
机，大于 5.5 的自行松掉手机架的弹
簧

左侧指示灯（第五通道指示灯）：绿灯 0
输出；黄灯 50%输出；红灯 100%输出
中间指示灯：绿色有电；红色闪请充电；
红灯亮即将耗尽电量
右侧指示灯：红色充电中；绿色充满电

AV-OUT 接口，用来连接外
部视频显示设备。（备注
2.5MM 插孔）

充电接口，用来给遥控
器充电，当充电完成后，
指示灯为绿色。请使用
原装 micro usb 线充电

USB 接口，用来连接手机输
出相关数据，也可给遥控器进
行升级。

F1 按钮：图传微调按钮，如
果使用 M11 智能图传，每按
一下频率递增 20MHZ。

F2 按钮：图传微调按钮，如
果使用 M11 智能图传，每按
一下频率递增 20MHZ。



第二部分 连接手机 APP

1、 装机后确认图传和飞控已经安装就位，并可正常使用，请确认您的手机支持 UAV 功能

（目前仅支持安卓系统）。

2、将手机的【自动横屏】功能打开，否则会无法全屏显示。

3、 在手机下载 APP（请到官方网站 www.fcav.xin 下载最新版的 APP）

（请下载 www.fuav.xin 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的 F-tower 地面站）

将手机安装在手机架上，并将随机附带对应的 USB 数据线插入手机数据孔内，另一头

插在遥控器 USB 接孔内。

4、 打开遥控器开关，手机可能会弹出 F-tower 地面站授权询问窗口，点击【允许】

5、 进入手机地面站 APP 内，点击【设置】——【数传选择 USB】——【波特率选

57600】



6、 如果你需要在地面站上显示图传图像，请在设置里面【显示】中把【显示外部 UAV 设

备】，勾选上。

7、 点击手机地面站 APP 上的【连接】字样，确认数传是否能够正常连接，一切连接正常

后，看屏幕是否正常。



第三部分  连接图传设备

1、 将手机的【自动横屏】功能打开，否则会无法全屏显示。

2、 遥控器背面有两个按钮【F1】【F2】，同时按住这两个按钮就进入了搜寻 5.8G 图传信号

界面

          

       图为 F1  F2 键的位置                    图为正在搜寻图传信号过程

3、 当系统检测到图传信号源时，图像会出现在屏幕上，在全部频段搜寻完毕后，此对频界

面三秒后自动消失，并自动留停在此有图传信号的频率上。

4、 如果信号不稳定，单独点按【F1】【F2】两个按钮进行微调，每按一次增加/减少

20MHZ，如果您使用 M11 自带智能图传，当您在遥控器端变化频率时，载机上的发射

端也会随之变化，确保您的频段避开干扰。

5、正确使用遥控器图传的方法，将天线折成 90°向下指向。



第四部分 M11 调试模式（2.0 版本）

1、 连接好手机，并打开相应 APP 界面（建议使用牛牛 fpv）

2、 按住【HOME】键，再开机，APP 界面会自动呈现调试菜单，。

3、 按键设定：

【AV 键】为确定键，【HOME 键】为选择键

【灯光键】为数据加，【摄、照像键】为数据减

4、 进入接收机设置模式后的界面

图为 M11 遥控器调试主界面

M11 进入界面后会出现 1~5 号接收机，如果您购买了两个及以上请分别对频到相应的

号位上，目前 M11 最多支持五个接收机。

【一号接收机】属于 APM、PIX 推荐模式，不支持调参   



【接收机对频】1、双天线接收机 8、9 通道短接（进入调试模式）。

              2、接收机通电，指示灯进入闪烁状态。

              3、进入此选项，点击【确定】按钮后，接收机与 M11 会自动对频。

              4、对频结束后，接收机指示灯常亮。

              5、对频完毕后一定要拔掉跳线帽（短接线），同时需要重新上电接收机

和 M11 主机，才能生效！

    【左右油门】：左右手对调。美国手、日本手对调。

【二号接收机、三号接收机、四号接收机、五号接收机】属于自定义模式  

    

二号接收机界面

【接收机对频】1、双天线接收机 8、9 通道短接（进入调试模式）。

              2、接收机通电，指示灯进入闪烁状态。

              3、进入此选项，点击【确定】按钮后，接收机与 M11 会自动对频。

              4、对频结束后，接收机指示灯常亮。

              5、对频完毕后一定要拔掉跳线帽（短接线），同时需要重新上电接收机

和 M11 主机，才能生效！

【通道正反】各通道的逆反操作。

【失控保护】当接收机脱离遥控范围的时候，接收机输出的各值大小。只有在接收机进

入调试模式情况下。目前 M11 采用的是 pwm 数值，从 900—2100，请根据实际情况

调节。调节时，请按【灯光】键、【拍照】键，增加或减少数值。



【舵量设置】1-4 通道的舵量为百分比，5 通道 1、2、3 位置可以通过按钮加减来自定

义 PWM 数值。

【按键映射】进入设置对调相关按键，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分别对换 5--11 相关通道。

    

      【进入映射界面】       【图为设置第 6 通道】   【拨动此按钮会显示按钮图

片】

【显示设置】遥控信号：可显示接收机信号强弱

            电压回传：回传接收机的电压值

            提醒设置：对接收机超出回传范围进行提醒。

【发射开关】遥控器的信号发射功能【开】和【关】。特别说明：显示的【开】

           【关】仅仅表示当时的状态，设置完毕后，重新开机才能生效！

   【左右油门】：左右手对调。美国手、日本手对调。

【滚轮回中】分别设置左右滚轮可以为角度模式、速度模式。

5、摇杆校准应用    

按住灯泡键开机进入校准界面。

根据提示校准即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微调。但是请飞正常飞控机时务必还原。



第五部分：接收机设置

M11 接收机示意图

1、PPM 与 SBUS 共用。默认为 SBUS。用跳线短接 1.2 通道，此端口输出 PPM 信号

2、传统 PWM 设备如舵机等需要自行改线，或者单独供电。

3、RX、TX 为透明串口传输，如需连 PIX 或 APM 飞控请自行改线。

4、C、D 为 i2c 接线口，用来扩展电压回传模块和智能图传等设备。

5、1 到 9 为标准的 1100-1900 的 pwm 信号输出。

6、LED（新版为蓝色灯）为连接状态，闪烁为调试模式，不亮为未连接或未通电状态。

7、双天线接收机调试模式（对频模式）：短接 8、9 通道，接收机通电，LED 灯闪烁进

入

      调试模式。单天线接收机是短接 9、10 通道，且不能连接智能图传设备！

8、接收机电压为 3.5-5.5v，请勿接更高电压以防烧掉。接收机内置防短接保护功能。

9、接收机天线请确保无任何遮挡，远离金属、碳纤维等材料。

10、双天线接收机 最佳角度示意图：



第六部分：M11 固件升级

1、先下载群文件中的【烧录工具 V1.0】解压密码（fengying）和对应的升级文件包

（文件后缀名为.bin）。

2、 单击【风迎科技固件升级】，如可运行，请跳至第 4 步。

3、 如不能运行，请运行【补丁.exe】，【补丁 2.exe】用于固件升级初始环境。

4、按住【起落键】开机，进入遥控器升级模式。将 USB 双公头线，一端接在遥控器接

收机的 USB 口上，另一端接在笔记本电脑上，在电脑上找到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确定

M11 在那个 COM 口上。（如果无法识别遥控器，请下载 cp210X 通用驱动程序并安装）

5、双击【风迎固件升级程序】，选择对应的 bin 文件升级。并将端口号选择到第 4 步呈

现的端口号。图中演示为 COM3 口，实际端口号请自行查询。



6、选择好对应的 bin 文件，点击立刻升级，当进度为 100%时表示升级完毕，请关闭

遥控器。再次启动遥控器请进入调试模式，请重新校准油门、与接收机对频、并校准图传。

7、特别提醒：推荐使用 WIN7 系统！XP 系统有可能报错。



第七部分：风迎 600MW 智能图传（选配件）

1、 风迎智能图传采用 600MW 发射功率，可拆卸式 5.8G 内孔天线。智能图传最大的

优点是：频率可随 M11 遥控器的 F1、F2 键随时更换。可以随时避开干扰频段。

2、 风迎智能图传接线定义。

依次定义为：

蓝色：I2c 数据接口输出    绿色：I2c 数据接口输入   黑色：I2c 地线

黄色：视频数据输出     黑色：视频地线

红色：电源正极（2S-6S），兼电压测量      黑色：电源负极



3、 智能图传与 M11 接收机插接说明

蓝绿黑线与接收机最上一排排针相连，切勿错差！



第八部分：M11 如何用 PPM 信号线连接 APM 飞控

1、接收机端如上图短接信号 1-2 通道，使其使用 PPM 信号输出（默认是 SBUS 信号），

2、将接收机自带的数据线按下图插接

3、数传接口如上图，M11 接收机出厂配线是默认 PIX 接口的 6P 插头。如果使用 APM 飞

控请自行修改为 5P 插头（注意线序不要错误！，白色数据线请看下一条）



4、接收机的白色信号线如图所示插在 AMP 的第 1 通道上，然后短接 APM 第 2-3 通道

（这种方法是 APM 是使用 PPM 信号输入）

M11 接收机甩出来的白色信号线（PPM 信号）

用跳线帽短接 APM 第 2/3 通道



第九部分：M11 如何改装左右手

1、先仔细观察 M11 的内部结构，确定你是要改装那个方向

2 、拆下来的部件如下图所示

   

（拆下来的部件）                          （拆完以后的样子）



 3、把这个压片安装上

      

（压片）                       （压片装完的样子）

4、如果改左手的话，请注意这张图



第十部分：M11 如何连接模拟器

1、准备好一根 3p 的杜邦接头（舵机线那种）和模拟器加密狗

2、如图所示拆开模拟器的加密狗



3、如图所示找出模拟器加密狗的 GND（地线）

4、然后在找出 PPM 信号线



5、如图所示再把模拟器加密狗的 5V 找出来

6、将前面准备的 3p 杜邦线按图所示焊接在模拟器加密狗上

7、恢复模拟器加密狗的原型；如下图



8、然后接收机的接法如下图（特别注意：将 M11 的接收机切换到 PPM 模式，将 1/2 通道

用跳线帽短接）

9、将模拟器加密狗插到电脑 USB 口上即可使用!



第十一部分：常见问题（持续更新中）

1、 风迎 M11 遥控器距离能到多远？

答：重要事情说三遍:m11 不是遥控器，不是遥控器，不是遥控器！是上下行图像控制

串口链路。只是为了使用方便而做到一个遥控器外壳里面。最远可达 6KM 距离，双天

线量产版接收机实测距离稳定在 2Km 左右，完美的手感让您沉醉其中。

2、 风迎 M11 接收机支持 PPM、SBUS 么？

答：支持! 默认情况下，上排从左数第三针为 SBUS 信号接口。如果想使用 PPM 信号，

请将 1、2 通道用跳线帽短接。 

3、 风迎智能图传能否单独？

答：不建议单独使用，因为无法调频，智能图传无法通过其他外设设置频率。当然您可

以将频率先设置在您的图像接收机的某一频道上，再使用其他设备进行接收。

4、 M11 主机上的两根天线如何定义的？

答：为了防止插错、混插，M11 主机特意设计了两根内针的 2.4G/5.8G 双频天线。手持

M11 主机，左边的那根是图传天线，可以自行更换为其他品牌的内针 5.8G 天线，以获

得更好的接收效果。

5、 M11 接收机上的两根天线如何定义的？

答：接收机采用的是双天线冗余设计，也就是说两根天线同时接收主机信号，也同时发

射回传信号。飞行时建议让两根天线叉开一定角度，然后随风飘动，获得更好的接收效

果。

6、 M11 里面的数据线和手机通用么？

答：M11 的数据线为定制的 OTG 数据线，和手机数据线完全不一样，也不能互相通用，

请勿因为形状相同而进行互插，以免发生烧坏主机的情况。

7、 M11 标准包装盒内都有什么？



答：1、M11 主机一台  2、2.4G/5.8G 双频天线两根  3、TYPE-c/ micro usb 口数据

线各一根  4、USB 双公头升级线一根   5、双天线接收机一个（含配线）  

8、 M11 如何充电？

答：使用 M11 自带的 micro usb 数据线插入 M11 背部对应的充电口中，电源指示灯

会变红，充电完成后，电源指示灯会变绿色。

9、M11 的五个接收机是如何定义的？

答：主界面是 5 个接收机选择，每个接收机界面、数据独立。所有设置均保存在当前接

收机下面。以下几种人注意：

A、如果你是 apm pix 并且是初学。请选择一号接收，并在 1 号接收机下对频。一号接

收是方便初学的 APM,PIX 推荐设置，只提供左右手油门和对频选项

B、如果你有 5 个接收机，请分别在不同的接收机选项里面对频、使用时候直接遥控器

切接收机即可。

C、如果你有 1 个接收机，想飞多架飞机，那么你需要 2 个步骤

   1、遥控切换接收机   2、在当前接收机选项下对频。

10、M11 如何获取最新版的地面站和升级文件？

答：请访问风迎电子官方网站 http://www.fuav.xin 下载最新的文件，并观看教学视频。

风迎 QQ 群  318480806  欢迎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