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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程式設計
基礎



程式設計軟體

通過視覺化模組控制無人機，

設定無人機的起降、速度及翻

滾等多項飛行參數及軌跡。



開啟程式設計軟體

1. 下載ASST-V2.10.zip ，進行解壓縮

2. 點開ASST-V2.10

3. 執行ASST.exe(按兩下)



點擊Logo獲取更多優質範本（放映模式）

注意

此視窗不能關閉！它可以觀察設備與電腦之間

通訊的狀態。

http://office.msn.com.cn/


Scratch介面解析 設置介面

程式設計介面 控制介面



點擊Logo獲取更多優質範本（放映模式）

檔案

1、新建專案 : 新建一個scratch程式設計項目。

2、從你的電腦挑選 : 從電腦開啟.sb3的scratch專案檔案

3、下載到你的電腦 : 將當前的scratch專案檔案保存到電

腦本地。

http://office.msn.com.cn/


點擊Logo獲取更多優質範本（放映模式）

編輯

1、復原：將刪除的上一架無人機的編程復原。

2、開啟加速模式 ：加速模式即是讓你的程式加速運

行，打開後再點擊就可以關閉加速模式。

http://office.msn.com.cn/


點擊Logo獲取更多優質範本（放映模式）

連接

HummingBird 無人機與電腦的兩種連結模式：
1. 中繼器
2. WIFI
當選擇其一時，另一項要關閉

http://office.msn.com.cn/


點擊Logo獲取更多優質範本（放映模式）

幫助（升級韌體）

點擊“幫助”，如有最新版本，會提示下載，下載成功後

再點擊“升級韌體”打開存放的路徑，選擇要升級的.bin

檔即可。此時視窗介面會顯示上傳狀態。飛機升級過程中，

飛機會亮藍燈，飛機升級成功後自動重啟，介面會提示升

級成功。

http://office.msn.com.cn/


注意

升級需要連接基站和飛機，此時請勿切斷電源，

請保持有50%以上電量。



項目名稱

Scratch專案視窗: 在此視窗可修改專案的名稱，保存

後將會生成該名稱命名的項目文件.sb3。



模式切換

可為單機或多機編寫程式

可為8台無人機編隊編寫程式



起降與降落按鈕

起飛

降落



進階設置

進階設置主要用來進行無人機飛行

配置及資料顯示。



新增無人機

控制介面用於添加或刪除無人機。

點“+”號可以添加無人機，
點“× ”可以刪除當前無 人機。

※ 目前最多支援至 16 架無人機。



無人機拓展功能

當編輯好相關無人機的程式後，選
擇飛機點擊滑鼠右鍵可進行複製
複製 ：複製當前無人機。
匯出 ：將當前已編輯好的程式進行
匯出。
刪除 ：刪除當前無人機 。
重命名 ：自訂無人機名稱 （命名的
無人機必需要帶飛機編號，否則系
統生成舞步時將無法識別無人機）。



Scratch 積木解析

設置飛行速度，此模組要在動作模組前放置。飛機
重啟後飛行速度為預設值（1 米/ 秒）。在編隊飛
行中，建議此速度預設設置 100%，且每架飛機統
一相同的速度，以避免飛機因速度計算不準確而產
生撞機。

設定起飛座標點（即擺放位置，程式設計中必要設
定，否則不能生成舞步）,單位為 cm，0 號飛機
座標點必須為 X=0，Y=0；那麼 1 號飛機的起飛
座標點根據舞步設計來擺放，但兩者的最小擺放間
距不能小於 50cm。



※座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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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飛機( 0 , 0 )

5號飛機( 200 , 100 )



Scratch 積木解析

起飛指令（程式設計中必設，否則不能生成舞步），
右邊白框可以嵌入燈光模組。
默認起飛高度 100cm、速度 100%，其值不可設。

降落指令（程式設計中必設，否則不能生成舞步）。
右邊白框可以嵌入燈光模組，如果不做嵌入，將為
上一次填入的狀態。

設定懸停n秒



Scratch 積木解析

飛機順時針/逆時針自旋轉n圈。

飛機順時針/逆時針畫出指定半徑大小圓環繞。

可向上/下/前/後/左/右方向飛行，飛行距離
值可設值範圍 5-500cm。



Scratch 積木解析

以機頭為標準，航向左/右轉 0-360 度。

向前/後/左/右翻轉。

彈跳是將以每秒 2 米的速度快速向上飛，高
度區間可設 20-200cm（彈跳的速度不可設，
通常用彈跳模組配合翻滾模組做動作）



Scratch 積木解析

直線飛行至固定的某個座標點，範圍 X,Y 為： -1000 至 0; 0 至+1500cm；Z 為：
100-800cm 當輸入的值超過最大或最小值時，生成舞步時會強制改為區間範圍。
請特別注意：此是座標點，出於安全考慮每個動作最大的飛行距離僅限 500cm，如
果輸入的座標與上一個座標的位置計算出的距離超過 500cm，舞步產生將會強制改
為最大飛行距離 500cm，如果實際需要，建議請多拼接一個模組。

舉例：
如果飛機從 X（0）Y（0）Z（0）要直線飛行到
X（700）Y（700）Z（800）的座標，那麼請分成兩個模組：

1. 直線飛行至 X（500）Y（500）Z（500）
2. 直線飛行至 X（700）Y（700）Z（800）



Scratch 積木解析

以當前位置至輸入的座標點為直徑映射畫圓，無人機按其圓弧度飛行。
輸入值範圍 X,Y 為：-1000 至 0; 0 至+1500cm；Z 為：100-800cm，當輸入的
值超過最大或最小值時，產生舞步時會強制改為區間範圍。

請特別注意：此是座標點，由於出於安全考慮每個動作最大的飛行距離僅限 500cm，
如果輸入的座標與上一個座標的位置算出的距離超過 500cm,舞步產生時將會強制改
為最大飛行距離 500cm。



Scratch 積木解析

設置燈光，有呼吸燈，七彩燈，常亮三種模
式，在常亮模式和呼吸模式下可以拖動滑鼠
選擇內置一些固定的顏色、飽和度、亮度。
當選為黑色或亮度為 0 時燈光關閉。

設置燈光，功能同上個模組，可以通過自訂
設置 RGB 的值，編輯你想要的顏色。當
RGB 值均為０時關閉燈光。 RGB 顏色配值

請參考以下查詢：
Sojson

https://www.sojson.com/rgb.html


顏色 R G B 顏色 R G B

255 0 0 255 255 0

0 0 255 255 165 0

0 255 0 160 32 140

0 0 0 255 255 255

常用顏色：



Scratch 積木解析

當點擊綠旗時，無人機開始執行程式命令。

當按下鍵盤上某個鍵時，無人機開始執行程式命令。

※此兩個事件模組程式設計中必設其一，否則不能生成舞步。



Scratch 積木解析

此模組前的命令與此模組後的命令間隔n秒執行。

重複執行框內的指令n次。



進行程式編輯
將所需要的模組，拖曳到程式設計介面



練習一

1. 起飛

2. 懸停3秒

3. 降落



注意
想要刪除某個模組時，先將它後方的模組與它拉開，然後把

它再拖回模組區或垃圾桶即可。



模擬
當舞步生成完成之後，可以先利用軟體內建的模擬功能(可離

線使用)，進行編隊舞步效果查看。

點擊進入進階設置



進階設置介面

1

2

3



透過模擬功能，查看編隊舞步效果

飛行範圍X Y
高度

無人機 X Y 軸移動範圍 基站擺設範圍需大於 X  Y 數值
產生Max Height 飛行高度務必勿超過天花板高度保持與天花板50cm安全距離

無人機即時座標

時間軸:可進行快慢動作撥放



透過模擬功能，查看是否有無人機可能碰撞警示

無人機群飛飛機與飛機須建
立安全間距。
若設計舞步安全間距低於
50cm時則會出現警示



小知識
模擬軟體操作指南

可從不同角度觀看



練習二

1.起飛

2.懸停3秒

3.上飛50cm →下飛50cm

4.降落

(加上LED燈)



練習三

1. 起飛

2. 懸停3秒

3. 上飛50cm →下飛50cm

4. 向上彈跳20cm並翻轉

5. 降落



練習四

1. 新增一台無人機

2. 用曲線飛行模組，讓兩台無人機在空中
繞圈2圈(使用重複模組)

(0,0,100) (100,0,100)

起飛位子（上方視角）

(0,0) (0,100)



0號無人機 1號無人機



延伸挑戰

1. 新增兩台無人機，無人機兩兩在空中繞3圈

2. 可加上其他舞步(彈跳、翻轉…)

起飛位子（上方視角）

(0,100)(0,0)

(0,200)(0,200)



練習五

1. 用直線飛行模組，讓四台無人機飛到鎖定的
四個點，形成一個矩形

2. 每台無人機，再以曲線飛行依序飛向其他點

(0,200,150)

(200,0,150)起飛位子（上方視角）

(200,200,150)

(0,0,150)



練習六

1. 四台無人機在空中呈現波浪舞步

起飛位子（上方視角）

上

下
（前方視角）



0號無人機 1號無人機



練習七

1. 四台無人機在空中呈S型波浪舞步
(速度50%)

起飛位子（上方視角）

上

下
（前方視角）



0號無人機 1號無人機



練習八

1. 八台無人機在空中呈現愛心型

起飛位子（上方視角）

呈現心型座標：
0號機(150,100,60)
1號機(100,150,120)
2號機(200,250,220)
3號機(250,200,170)
4號機(50,200,170)
5號機(100,250,220)
6號機(150,200,170)
7號機(200,150,120)0 1 2 3

4 5 6 7

（前方視角）



0號無人機



圖形模式



舞步設計時間（分組）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Y軸

X軸

座標設定

0號機 3號機

4號機 7號機



實際飛行操作

進入進階設置介面



點擊起飛選擇後的空

白框，選擇指定的飛

機，進行舞步的上傳，

執行起飛。預設選擇

全部飛機，若要選擇

單架或多架，將飛機

編號增加或刪除即可。

起飛選擇



對四個基站進行定

位標定，標定成功

會彈出對話方塊，

定位成功後，0，1，

2，3基站會出現

X,Y,Z的座標資料，

且會顯示基站的電

池電量。



定位是以0號機為參考點，

對所有無人機進行初始定

位。 對時是對所有無人機

對時（即統一一個標準的

同步飛行時間）。在定位

對時過程中需要手動輸入

飛機航向角，請將0號飛機

拿離地面約1米高度，飛機

機頭平行且垂直朝向1，2

號基站方向，保持穩定，

此時讀取當前飛機的航向

角，然後將此時的航向角

填入，再將飛機保持方向

不變放到地面。



航向角的產生

無人機受磁場作用，在飛行時按照磁方向飛行，但是磁方

向與我們平時的地理方向是有角度偏差的，因此，需要測

算出角度偏差，讓無人機知道自己的航向角度自動調整偏

差，向著我們想讓它飛行的方向運動！



起飛前進行檢測，檢測

狀態在“準備起飛”視

窗即時回傳。如果起飛

檢測會對飛行範圍進行

檢測，總共會有以下檢

測狀態：上邊超出、下

邊超出、左邊超出、前

邊超出、後邊超出。



將編好的程式檔編譯成無

人機可識別的舞步檔。

生成舞步後，可進行模

擬模擬飛行。

將舞步文件上傳至無人機。



即時狀態列



“磁力校正”可以校正

當前飛行器的磁力計，

使無人機的航向更準確。

1. 先將需要校磁的無人機拿在手上，再點擊“磁力校正”

按鈕。

2. 開始校正後，飛行器變為藍燈常亮；保持機身水準，緩

慢地旋轉機身。轉動過程中請保持藍燈常亮，直到飛行器

亮起黃燈，否則，需重新調整好飛行器角度再繼續轉動。



“磁力校正”可以校正

當前飛行器的磁力計，

使無人機的航向更準確。

3. 保持機頭垂直朝下（角度符合要求則飛行器狀態指

示燈黃燈常亮），緩慢地旋轉。轉動過程中請保持黃

燈常亮，否則，需重新調整好飛行器角度再繼續轉動，

直到校正成功（飛行器綠燈亮起約3秒）。若校正失

敗，飛行器會顯示紅燈，此時需要重新校準。



可修改無人機編號，修

改編號時，不可兩個同

序的飛機同時開機。比

如，1號機有開機，不可

將其他飛機設為1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