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人機群飛課程
~ Scratch ~



課程內容

➢ 小蜂鳥Scratch軟體

➢ 小蜂鳥Scratch測試及實飛流程

➢ 小蜂鳥Scratch介面解析

➢ 舞步飛行編程設計



小蜂鳥Scrat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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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壓縮 ASST-V2.10.zip檔

➢ 解壓縮後在ASST-V2.10 資料夾下尋找ASST.exe 檔

小蜂鳥Scratch軟體安裝



小蜂鳥Scratch軟體啟動

➢ 在 ASST-V2.10 資料夾下執行ASST.exe (按兩下檔案)，執
行 ASST.exe 後有兩個視窗

圖形化使用者設計界面 不能關閉此視窗！可以觀察設備與電腦之
間通訊的狀態



小蜂鳥Scratch測試及實飛流程



01

02
基地台連結

產生舞步

模擬

Scratch 編程

無人機與電腦連接有兩
種方式
1. 中繼器連接
2. WIFI 連接

03

04
可進行模擬預覽飛行。
模擬成功會自動彈出模
擬軟體

將編好的程式檔編輯成
無人機可識別的舞步檔

編出舞步

進階設置



上傳舞步

定位對時

基站標定將舞步文件上傳至
無人機。舞步文件
上傳狀態會提示在
“舞步MD5"。

系統做各項起飛前
最後檢測。

定位：以0 號機為參考
點，對所有無人機進行
初始定位。

對時：對所有無人機授
時（即統一一個標準的
同步飛行時間）。

05

06

07

08

準備起飛

對四個基站進行定位標
定，在標定過程中需要
輸入航向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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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檔案 > 從你的電腦挑選 (1台測試.sb3範例)

4. 進階設置 > 產生舞步5. 進階設置 > 模擬

1. 執行 ASST-V2.10\ASST.exe

6. 關閉模
擬視窗

開發/測試流程

3. 開啟進階設置



鼠標左鍵按下不放，可以調整觀看的角度

快速移動鏡頭

W : 向前移動鏡頭

A : 向左移動鏡頭

S : 向後移動鏡頭

D : 向右移動鏡頭

模擬軟體操作

左上角可觀察無人機位置資訊



無人機 X Y 軸移動範圍，基站擺設範圍需大於X Y 值。
Max Height 飛行高度務必不要超過天花板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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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編隊舞步



無人機群飛，飛機與飛機
必須有安全間距。若設計
舞步安全間距低於 50 公
分，會出現警示。

透過模擬功能，看無人機碰撞警示



小蜂鳥Scratch介面解析



設置介面

程式設計介面
控制介面



設置介面 檔案

1. “新建專案”：新建一個scratch程式，在"專案"處填入新專

案名稱

2. “從你的電腦挑選”：打開已儲存的 .sb3 (附檔名)

3. “下載到你的電腦”：將scratch專案存到電腦



設置介面 編輯

1. “復原”：可將刪除的上一架無人機的編程復原

2. “開啟加速模式”：讓程式加速運行。打開後再次

點擊即可關閉加速模式



設置介面 連接

Humming Bird 無人機與電腦連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

過中繼器連接，一種是通過WIFI連接，在此可以選擇連接方

式。當選擇中繼器連接時，需要先關閉WIFI的連接；同樣，

當選擇WIFI連接時需要關閉中繼器。每次實飛時，確認所使

用的連接是否已開。



設置介面 專案

專案名稱視窗，在此視窗可修改專案的名稱，保

存後將會生成以該名稱命名的 .sb3 檔案。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1/9)

用來進行無人機飛行配置及資料顯示。
點擊後出現以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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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此開啟模擬器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2/9)



對四個基站進行定位標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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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3/9)



將舞步文件上傳至無人機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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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5/9)



起飛前進行檢測。起飛檢測會

對飛行範圍進行檢測，如有超

出會出現警示，且起飛許可為

"No"。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6/9)



(將視窗拉到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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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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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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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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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介面 進階設置 (9/9)



控制介面 模式切換、起降按鈕

"普通模式"可為單機或多機
編寫程式

將按鈕點亮後進入"圖形模式"，
可為 8 台無人機編隊編寫程式

起飛

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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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介面 新增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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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當前無人機

➢ 匯出：將當前已編輯好的程式進行匯出 ( ".hg"檔，可配合

下一頁說明使用)

➢ 刪除：刪除當前無人機

➢ 重命名：輸入無人機序號，非負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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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介面 無人機拓展功能

"匯出"產生UAV 0.hg 檔



將滑鼠移動到右下角的無人機圖示，有一
個隱藏的圖示彈出，點擊箭頭符號就可以
將匯出的”.hg”程式設計檔上傳至程式設
計介面。

匯出和上傳功能主要給不同的人分別設計
不同的飛機，最後由一人進行舞步合成。

控制介面 上傳飛機

"上傳飛機" UAV 0.hg



程式設計介面 增加模組

將所需要的模組，拖曳到程式設計介面

選定積木，按滑鼠左鍵不放，拖拉
到中間區域接好積木，放開滑鼠



程式設計介面 刪除模組

刪除模組時，先將它後(下)方的模組與它分開，再把它拖回模組區或垃圾桶

模組區

垃圾桶



名稱 圖示 說明

速度 設置飛機的飛行速度，此模組要在動作模組前
放置，下個動作如果速度不做設置，飛機將會
以前次設置的速度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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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模式積木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1/11)



名稱 圖示 說明

起飛座標 設定飛機的起飛座標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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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標參考示例見下圖：
以 5 號飛機為例，5 號飛機的座標為x=200，Y=100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2/11)

普通模式積木



名稱 圖示 說明

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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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做嵌入，將為預設狀態。
默認起飛高度 100cm、速度 100%，其值不可設。

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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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停 懸停指令，懸停時間可設；（說明：懸停指令，除了做定點
懸停外，有些時候加入懸停模組，是為了使動作做得更標準，
如果不需要更好的連貫性，建議飛到某一個地方先做懸停，
再做動作）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3/11)

普通模式積木(動作)



名稱 圖示 說明

自轉 飛機順時針/逆時針自旋轉圈，圈數可設。

繞圈 飛機順時針/逆時針畫出指定半徑大小圓環繞。

方向移動 可向上/下/前/後/左/右方向飛行，飛行距離
值可設，可設值範圍 5-500cm，為了保證飛
行安全，當輸入的值超過最大值時，生成舞步
時會強制改值為500輸入值小於最小值時，強
制改值為 5。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4/11)

普通模式積木(動作)



名稱 圖示 說明

角度移動 以機頭為標準，航向左/右轉 0-360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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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翻轉 可向前/後/左/右翻轉。

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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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彈跳的速度底層已經固定，
速度不可設，通常用彈跳模組配合翻滾模組做動作）

普通模式積木(動作)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5/11)



名稱 圖示 說明

座標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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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飛行到 X
（700）Y（700）Z（800）的座標，分兩個模組：
1. 直線飛行至X（500）Y（500）Z（500）
2. 直線飛行至X（700）Y（700）Z（800）

普通模式積木(動作)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6/11)



名稱 圖示 說明

曲線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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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模式積木(動作)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7/11)



名稱 圖示 說明

燈號調整 無人機的燈光設置模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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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七彩燈模式，燈光自動順序亮七種顏色轉
換，此時後面的顏色設置不起作用。

普通模式積木(顏色)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8/11)



名稱 圖示 說明

RGB調整 無人機的燈光設置模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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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配值可參考： Sojson

R G B R G B

紅 255 0 0 黃 255 255 0

藍 0 0 255 橙 255 165 0

綠 0 255 0 紫 160 32 240

黑 0 0 0 白 255 255 255

普通模式積木(顏色)

光的三原色：

R: red 紅

G: green 綠

B: blue 藍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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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圖示 說明

執行 無人機起飛事件模組，配置此模組可以點介面的小綠旗起飛。

按鍵執行 無人機起飛事件模組，配置此模組可以選擇鍵盤的某個按鍵控
制起飛。

※此兩個事件模組程式設計中必設其一，否則不能生成舞步。

普通模式積木(事件)

事件驅動： 用於驅動程式流程的人為操作或設計。例如：滑鼠點擊按鈕、點選連結、空白

文字框的輸入、感測器、、等。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10/11)



名稱 圖示 說明

等待 無人機等待時間模組，可以設等待時間 n 秒，執行下一個
模組指令。

重複 重複功能模組，可以將一段指令重複執行 n 次。

普通模式積木(控制)

2台測試迴圈.sb3範例

程式設計介面 積木(11/11)



舞步飛行編程設計



第一台無人機：

1.設定起飛座標為(0,0)

2.起飛

3.懸停3秒，燈光恆亮紅色

4.降落

範例實作 ~ 單台 (1/5)

➢ 設定起飛座標、起飛、懸停、降落



第一台無人機：

1.設定起飛座標為(0,0)

2.起飛，燈光常亮紅色

3.懸停1秒，燈光常亮紅色

4.降落，燈光常亮紅色

SDK

SDK

SDK

SDK

範例實作 ~ 單台 (2/5)

➢ Python 程式碼



範例實作 ~ 單台 (3/5)

➢ 進階設置> 產生舞步、模擬



範例實作 ~ 單台 (4/5)

➢ 上升、下降、彈跳、翻轉

1.設定起飛座標為(0,0)

2.起飛，燈光恆亮綠色

3.懸停3秒，燈光恆亮紅色

4.向上飛 50 公分，燈光恆亮紅色

5.向下飛 50 公分，燈光恆亮紅色

6.彈跳 30 公分，燈光恆亮紅色

7.向前翻轉，燈光恆亮紅色

8.降落，燈光恆亮綠色

如何將動作看的更清楚？



範例實作 ~ 單台 (5/5)

➢ 直線飛行、曲線飛行

用模擬器觀察x、y、z值

1.設定起飛座標為(0,0)

2.起飛，燈光恆亮綠色

3.懸停3秒，燈光恆亮紅色

4.直線飛行至(100,100,100)，燈光恆亮黃色

5.懸停3秒，燈光恆亮紅色

6.順時針曲線飛行至(0,0,100)，燈光恆亮黃色

7.懸停3秒，燈光恆亮紅色

8.降落，燈光恆亮綠色



範例實作 ~ 雙台群飛 (1/4)

➢ 新增一台無人機，兩台做同樣的動作

第二台座標該為何？碰撞？

1.設定起飛座標為(0,0)

2.起飛，燈光恆亮綠色

3.懸停3秒，燈光恆亮紅色

4.向上飛 50 公分，燈光恆亮紅色

5.向下飛 50 公分，燈光恆亮紅色

6.彈跳 30 公分，燈光恆亮紅色

7.向前翻轉，燈光恆亮紅色

8.降落，燈光恆亮綠色



範例實作 ~ 雙台群飛 (2/4)

➢ 兩台同時起飛，同時降落

1.設定起飛座標為(0,0)

2.起飛

3.懸停3 秒

4.向上飛 100 公分

5.懸停 3 秒

6.向下飛 100 公分

7.懸停 3 秒

8.降落

第一台

1.設定起飛座標為(100,0)

2.起飛

3.懸停___秒

4.降落

第二台



範例實作 ~ 雙台群飛 (3/4)

➢ 用曲線飛行模組，讓兩台無人機在空中繞1 圈

起飛座標 (0,0)、(100,0)



範例實作 ~ 雙台群飛 (4/4)

➢ 用曲線飛行模組，讓兩台無人機在空中繞2圈 (重複)



範例實作 ~ 四台群飛 (1/4)

➢ 新增兩台無人機，無人機兩兩在空中繞3圈

➢ 加上其他舞步 (彈跳、翻轉、、、)



範例實作 ~ 四台群飛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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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台無人機，再以曲線飛行依序飛向其他點



範例實作 ~ 四台群飛 (3/4)

➢ 四台無人機在空中呈現波浪舞步

➢ 第一、三台同步，第二、四台同步，兩組輪流上下



範例實作 ~ 四台群飛 (4/4)

➢ 四台無人機在空中呈S型波浪舞步 ( 速度)



範例實作 ~ 八台群飛 (1/2)

➢ 八台無人機在空中呈現"心型"



範例實作 ~ 八台群飛 (2/2)

➢ 使用"圖形模式"設計八台無人機



圖形設計與展演步驟

程式對應 模擬 實飛
1
圖形發想

2
規劃位置

3 4 5

無人機位置規劃

依照圖形找出相關
規劃路線座標

x1(x,y,z)

動作對應模組(積木)

依照圖形對應出無人

機指令

模擬

模擬飛行實況與

檢測是否碰撞

實飛

飛行實證



成發：設計舞步 (8台)

➢請依此座標設定起飛

➢起飛高度為100cm

➢舞步高度不得低於100cm

(Z 最小值為 100)

➢XYZ 最大值:

➢時間:

➢舞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