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2
動手做一台吧！

2.1 零件選購

2.2 eCalc配置與模擬

2.3 動手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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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翱翔在空中的多旋翼

本 章將介紹裝配在飛行器上的零件，一一解說其功用以及安裝方式。也將引導各位讀者透過一套免費的模擬程式選擇適合自己的零件，並有能力設計出一套最有效率的配置。本章最後，

將以 DJI的風火輪 330機架為範本做組裝說明，其中提到的許多注意事項以及小技巧可供讀者自行
組裝之時參考。 

2.1 零件選購

正 當各位興沖沖地想血拼一番時，一定會被眼前眼花撩亂的各種零件的景象給嚇傻了，在這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些選購零件的小撇步，教各位要從何下手以及該怎麼比較性能好壞，首

先，是機架的選購。

2.1.1機架選購

要設計一台飛行器首先排除掉各種天馬行空的

幻想吧，先決定好究竟該設計多大的飛機實為

上策，機架的大小決定了最大槳的尺寸還有軸

數，越大的機架能夠配上越大的馬達與槳，但

該怎麼定義多旋翼飛行器的大小呢？我們通常

使用「軸距」這個參數，軸距代表的即是多旋

翼飛行器對邊馬達之間的的直線距離，如圖 2-2
所示。

圖 2-2 軸距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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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O系列的多軸機架承襲了碳纖維科技感的一貫風格，在折疊收納上也深具巧思，大型機種皆設
計有摺疊的機構，方便攜帶節省空間，下圖是 ARO 650的機架，重量約 450g，全拜碳纖維之賜，
所以能有這麼漂亮的數字，對於重量斤斤計較的飛行器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

圖 2-5 塔羅 TARO 650碳纖維機架

 

2.1.2 馬達與動力輸出

買完了機架，接下來該是考慮要搭配什麼馬達的時候了。上一章曾經說過適用於飛行器的馬達，首

選是外轉式無刷馬達。選用時須考量欲搭配之槳的尺寸，才能發揮最佳的效率。買基金時，要詳閱

公開說明書，買馬達時，也應該仔細閱讀馬達所附的原廠說明。通常原廠會附上一些推薦的槳來搭

配。接下來，以 的這顆馬達作為範例，教大家如何看懂馬達說明書。

圖 2-6 系列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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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piloat

是屬於 的飛控系統，在國內近期稱得上是異軍突起，挾低價之勢攻佔了大半片天。

許多初入門的玩家選用這塊號稱完封所有飛控的飛控板，但如果是想玩到高階自動導航等功能的

話， 比起 就略遜一籌了， 優異的姿態控制特色很適合拿來做高難度飛行，

像是叢林穿越等玩法，而且性價比優越，非常值得推薦給新手玩家。

圖 2-9 CC3D與 地面站

Ardupiloat

APM是基於 Arduino MEGA2560的成熟飛控，和 皆屬於 飛控系統，因為 8 Bit
單晶片的 APM對於日益龐大的演算來說，已經不敷使用，所以推出了 32 bit 的 ，這也讓

筆者對 的發展性非常看好。

圖 2-10 及其地面站



046

2.3.2 安裝馬達

將四顆馬達安置到軸上，底部有四個鎖孔用螺絲鎖緊。這時讓紅、藍、黑三色的電源線朝向內部，

方便未來接上電子變速器整線。

圖 2-32 馬達結合於軸上

 

2.3.3安裝電子變速器與配電盤

提供給馬達或是攝影機雲台這些需要用到 12V的部分，我們會使用分電盤來整理，如同工廠當中的
配電盤一樣，它能夠讓電源與信號線不會糾結在一塊，將使的飛行器看起來簡潔許多，分電板事實

上是布上了兩條不相交銅箔走線的電路板，能夠承受大電流。電子變速器的正負極分別焊接在分電

盤的正極與負極，一接上電就直接透過供應四組電子變速器電源。

圖 2-33 本次使用之電子變速器

 

大多時候電子變速器的訊號線會提供 +5V的電源，所以連接上飛控板時，等於透過電子變速器降壓
提供了電源，但一些經驗告訴我們，電子變速器實屬大電流經過的元件，且運作時並非維持恆定的

電流大小，對於電壓穩定非常要求的飛控板來說並不是一個適當的電源，所以我們都會選擇使用外

部穩壓的 模組，輸入電池的電源並降壓成 5V供應飛控。在焊接分電板的同時也要把
一起焊上去。

圖 2-34 焊接好的分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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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以 的 APM飛控系統為主。本章會告訴各位如何讓飛控電腦與電腦連接，這個
連接介面我們稱為「任務規劃軟體」（ ，簡稱 MP），這套軟體是 APM官方

製作的地面監控軟體，其主要工作包含飛控韌體燒錄、更新、修改與飛控的各種感測器的校正，還

可以設定飛機的飛行模式，甚至是規劃任務指令讓飛機自動飛行，這套軟體幾乎包含了所有功能。

那我們就按照步驟開始使用 MP吧！

3.1 Mission Planner 下載與安裝

M 可以從官方網頁下載，只要在搜尋網頁搜尋「 」就可以搜尋到官

方網頁了，直接在瀏覽器上輸入網址「 」也可以進入。

圖 3-1 APM官網。這個網頁有很多關於 APM飛控系統的相關說明，且寫得非常詳細，只要遇到問題可以到
這個網頁找答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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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機體校準與設定

4.1.4遙控器校準

緊接著是「遙控器校準」，由於每個遙控器的行程都不一樣，若沒經過遙控器校準這個手續的話，

可能就會發生遙控器油門已經在最低點了，但 卻認為現在是有加油門的狀態這類狀況，因

此這個步驟示非常重要的。

進入畫面後開啟你的遙控器，會看到如圖 4-10的畫面，點選「遙控器校準」按鍵後，會出現如圖
4-11的畫面，此時將你的遙控器每個通道的動量都打到極限（包含撥桿），畫面上的紅線將會移
動到你遙控器的最大行程量，最後按下「Done」即可。

圖 4-10 遙控器校準畫面

圖 4-11 遙控器校準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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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飛行模式設定

做完搖控器校正後可以進入「飛行模式設定」的頁面中，此頁面將遙控器的第五通道分為 6段
PWM訊號大小做控制，我們可以透過遙控器的混控設定兩個撥桿切換 PWM訊號的大小，以便達
到選擇 6個飛行模式的目的。

由於每家廠牌搖控器設定方法都有所不同，在此就不多加描述。若遙控器沒有做混控設定，可選擇

一個三動開關做為第五通道輸入，則 PWM大小一般會落在飛行模式 1、4與 6，接著只要在對應的
飛行模式號碼選擇你希望的飛行模式即可。例如圖 4-12所示，當三動開關在最上方時為
模式，開關在中間時為 AltHold模式，開關在最下方時為 Loiter模式，相關的飛行模式功能將在第
五章做詳細的說明。

圖 4-12中的「簡單模式」就是一般通稱的無頭向模式，意思為多旋翼將以解鎖點頭向做為永遠的
前方，無論 Yaw方向如何轉動，只要撥動遙控器的 撥桿與 Roll撥桿，便是控制多旋翼解鎖時
頭向方向的俯仰與滾轉姿態，如圖 4-14所示。最旁邊的「 」與「簡單模式」雷同，

但是「簡單模式」是以解鎖點為永遠的前方，而「 」則是以多旋翼與解鎖點相對位置

做為基準，在「 」模式下時， 向前多旋翼會永遠遠離你， 向後多旋翼會永

遠靠近你，Roll向左多旋翼則會以你為圓心逆時針繞圈，Roll向右多旋翼則會以你為圓心順時針繞
圈，在此建議使用此模式飛行時要永遠面對多旋翼，則可以很直觀的進行，不用理會多旋翼的頭向

與相對於起飛原點的相對位置，如圖 4-15所示。但有一點需要注意，此模式是需要仰賴 的且

遠離起飛點 10公尺以上才會有功能，若沒有 資訊此模式是失效的，且由於 精度的關係，

10公尺只是官方設定值，實際距離可能需要更遠一些比較保險。

「 」只有在 版以上的韌體才有支援，如果有需要在所選模式中開啟「簡單模式」

或「 」，則在方框中打勾即可，若兩個投時勾選將以「 」做為設定，當

所有設定完成後，記得點選「保存模式」即可。

 

圖 4-12 飛行模式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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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啟動 RTL模式

4.3.2 低電壓失效保護

多旋翼都是靠電池提供能量才能飛行，因此知道電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由於先前在組裝時已

經裝備了電壓電流感測器，所以現在能夠過電壓電流感測器得知這項重要的資訊。但知道是一回

事，有沒有注意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囉！常常有飛友飛的太入迷，沒有注意到電量已經低於警戒電

壓，最後電量不足就直接墬機了。

因此，低電壓失效保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護措施，透過這項設定就能確保當多旋翼電壓過低時，

也能平安降落。當此失效保護被觸發後，可能會發生以下四種情況： 

 不做任何事情：當多旋翼原本就處於上鎖的狀態時。

 馬達立即停止並上鎖：當多旋翼停在地上，油門值為 0，且飛行模式為 模式或 Acro
模式時。

 （RTL）：當 被設置為「2」（RTL）時，或當多旋翼是在
AUTO模式 鎖定的狀況下，且遠離開機點超過 2公尺時。

 降落：上述情況以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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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機體校準與設定

低電壓失效保護設定

設定低電壓失效保護時，必須先將電壓電流感測器的參數設定完成，否則飛控電腦無法計算出正確

的電壓值，當然也不可能在正確的時間點執行時失效保護。首先到「初始配置 硬體設備（選擇性）

電源模組」中，選擇你的相關設備如圖 4-31，並在電池容量中輸入你使用的電容量，若勾選「低
電壓警報」且有與 連接，電腦則會發出語音低電壓警告。

圖 4-31 電壓電流感測器設定

在「初始配置 硬體設備（必要） 失控保護」中，可以在 的方塊中選擇觸發此失效保

護的電壓值，一般會控制在電池每個 不低於 3.7伏特，例如一顆滿電的 電池為 12.6伏特，
就會設定在 11.1伏特時觸發此失效保護，讓多旋翼有足夠的電量可以安全返航。當然這個參數值
可以依照每個人的需求做設定，但必須注意，這數值一定是要在能夠保證多旋翼能夠保持飛行的電

壓以上。舉例來說，某台多旋翼當電池電壓低於 10.5伏特就不足以讓它繼續了，那這個數值就必
須設定在 10.5伏特以上，並且視飛行距離給予更大的預度。 為觸發此失效保護的電

容量，當電池的電容量低於設定值時即會觸發失效保護，一般設定在電池容量的 20%左右，例如
使用的電池為 ，便將此參數值設定為 1000即可。圖 4-32為失效保護觸發後的解決方案，
通常選擇 RTL即返回出發點，但這必須依賴在有 且鎖定的狀況下才能正常工作，Land是直接
在現在位置降落，但有不知道下方是否為平面或是水面的風險，因此選擇時請依照個人需求做設

定，建議使用 RTL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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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數據通訊鏈

何 謂數據通訊鏈呢？數據通訊鏈通稱為「數據傳輸」，簡稱為「數傳」。一般是指使用無線傳輸的技術將飛控電腦上的資訊，傳回到地面端的系統監控站，讓我們在飛行時能夠即時獲得

多旋翼上的姿態、高度、飛行模式⋯等，也能讓我們透過無線的方式校正飛控電腦、改寫參數、規

劃任務航點⋯等。

數據通訊鏈大多採用 915MHz的 Xbee或是 3DR的無線數據雙向傳輸模組，選用 915MHz的原因是
為了避開遙控器常用的2.4GHz與影像傳輸系統的5.8GHz。在連接地面導控站─ 時，

選擇好數傳連接電腦的 端，並設定鮑率為 57600後連接即可，如圖 6-1。

 

圖 6-1 數傳連接

連接上後會出現如圖 6-2所示，左上方為抬頭顯示器，顯是目前的姿態、方向角、高度、飛行模式、
連線品質與馬達是否上鎖⋯等。左下方為數值化資訊，預設為儀表板顯示，可透過上方按鈕更換顯

示頁面。右半部為地圖資訊，若電腦有連接網路且 鎖定下，地面導控站會更新目前地圖資訊並

存至電腦內，下次在相同地點時，即使電腦沒有連接網路，一樣能有地圖資訊可供使用，如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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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多軸飛行器的自動導航

 

圖 6-2 GPS未鎖定

圖 6-3 GPS鎖定

在右半部下方有個「舵機調整」，勾選後會出現如圖 6-4右上方顯示，並在畫面中連擊滑鼠左鍵兩
下會出現下方選項，在這邊可以選擇你想觀察的感測器或其他輸出數值，如馬達 PWM輸出、遙控
器 PWM輸入等，相關波形會以示波器形式顯示在上方提供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