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用户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使用极飞科技产品。
为了确保您安全及顺利地使用极飞 ARC3 Pro 双手遥控器，我们强烈建议您仔细阅读此《使用说明》，
并遵守此《使用说明》中提到的规则。

如何联系我们
制造商：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115 号 C 座
售后电话：400 980 3131 转人工咨询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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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极飞 ARC3 Pro 双手遥控器（简称“遥控器”）定位为一款不带屏幕的双手农用遥控器，适配专用
RTK 定位模块后，即可拓展使用高精度测绘功能。其四旋钮和多按键专为极飞农业无人机设计，结合
WiFi 无线通信技术和双卡双待 4G 数据上网功能，在无 App 的辅助下，也能流畅操控农用设备，有效
提高手动遥控作业效率。

产品清单
请按此物品清单核对包装内物品，如有缺失，请及时联系您的销售者。

RTK 模块
×1

充电适配器
×1

USB-A To Type-C 数据线
×1

ARC3 Pro 双手遥控器
×1

遥控器挂带
×1

手机支架
×1



www.xa.com2

1. 天线
2. RTK 模块
3. 手机支架
4. 摇杆
5. Fn 键
6. 蜂鸣器
7. 电源键
8. 充电接口

9. 挂带支架
10. 停止键
11. L2 键
12. L1 键
13. F1 旋钮
14. F2 旋钮
15. SIM2 卡槽
16. USB-C 接口

17. SIM1 卡槽
18. F3 旋钮
19. F4 旋钮
20. R1 键
21. R2 键

结构介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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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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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辅助作业过程中，可拨动“油门”摇杆调整无人机高度，松开“油门”回中后无人机自动恢复默认飞行高度。

遥控器按键 操控方式 说明

停止键 
短按

摇杆自校准模式：下一步

无人机悬停，遥控器进入手动作业模式

长按 无人机继续“辅助作业”或“自主作业”

Fn 键 

长按

进入 / 退出测绘模式，在测绘模式下短按 L1 键
打点记录当前位置，短按 L2 键撤销上一个打点。

进入测绘模式后，遥控器只能进行测绘操作，
不能操控无人机。

长按 Fn 键 + 停止键 无人机返航

Fn 键 + 左右摇杆向左下角打满 开启摇杆自校准模式

F1 旋钮

旋转 辅助作业：调整轨道间距

短按 关闭避障

长按 开启避障

F2 旋钮

旋转 辅助作业：调整轨道方向

短按 关闭仿地

长按 开启仿地

F3 旋钮

旋转 无人机喷洒状态下，调整喷洒雾化量

短按 切换单边 / 双边喷洒

长按 切换变量 / 定量喷洒

F4 旋钮

旋转 无人机喷洒状态下，调整喷洒流量

短按 关闭喷洒

长按 开启喷洒

L1 键

短按
测绘模式：无人机打点、遥控器打点
辅助作业：继续“辅助作业    ”

长按
测绘模式：测绘点闭合
辅助作业：开启“辅助作业”、在辅助作业模
式下再次长按可重置辅助作业高度为当前飞行
高度。

L2 键
短按

测绘模式：无人机撤销打点、遥控器撤销打点
辅助作业：左掉头换行

长按 辅助作业：左平移换行

R1 键 短按 前视 / 下视 PSL 摄像头切换

R2 键
短按 辅助作业：右掉头换行

长按 辅助作业：右平移换行

按键介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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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灯  状态说明

绿色常亮  电量剩余 51%-100%

黄色常亮 电量剩余 21%-50%

红色常亮 电量剩余 1%-20%

绿色单闪 快充模式

熄灭 关机

移动网络灯  状态说明

绿色常亮  内网通讯正常

绿色单闪 内 / 外网通讯正常

黄色常亮 LNT 模式通讯正常

红色常亮 通讯异常

熄灭 未检测到 SIM 卡

外接设备灯  状态说明

绿色常亮  RTK 定位，可测绘

绿色双闪 Single 定位，可测绘

绿色单闪 定位中，不可测绘

黄色常亮 RTK 模块休眠中

红色常亮 RTK 模块通信异常

熄灭 未检测到 RTK 模块

无线通信灯  状态说明

绿色常亮  与无人机通信正常

绿色单闪 遥控器通信初始化中

黄色单闪 组网模式中

熄灭 未连接无人机

遥控器在开机状态下，观察各指示灯可查看遥控器及无人机的状态。

指示灯  状态说明

1 颗绿灯亮  电量剩余 1%-20%，请及时充电

2 颗绿灯亮 电量剩余 21%-35%

3 颗绿灯亮 电量剩余 36%-50%

4 颗绿灯亮 电量剩余 51%-65%

5 颗绿灯亮 电量剩余 66%-80%

6 颗绿灯亮 电量剩余 81%-100%

状态指示灯
遥控器在关机状态下，短按电源按键可查看当前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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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灯 A  状态说明

绿色常亮  纯手动控制

绿色单闪 手动辅助作业

黄色常亮 手动飞行测绘

黄色单闪 无人机返航或迫降中

红色常亮 摇杆异常，请校准摇杆

熄灭 全自主作业模式

功能灯B  状态说明

绿色常亮  手动喷洒 - 开

熄灭 手动喷洒 - 关

黄色单闪 喷洒药量低

蜂鸣器  状态说明

长鸣  遥控器开机、关机或添加设备模式

短鸣一声 短按任意按键或旋转旋钮

短鸣二声 长按任意按键或触发遥控器绑定、校准、充电
等情况

短鸣三声（持续） 无人机执行系统警告或无人机智能系统警告

长鸣三声（持续） 遥控器低电量警告或遥控器系统异常

蜂鸣器说明
遥控器在开机状态下，观察蜂鸣器响声可查看遥控器及无人机的状态。

摇杆模式
遥控器摇杆操控方式分为日本手、美国手和中国手，遥控器出厂默认操控模式为美国手（Mode2）。

日本手（Mode1）

前

后

右转左转 左 右

下降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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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杆模式可在“极飞农服”App-“遥控器详情”-“摇杆设置”中设置。
注意

中国手（Mode3）

美国手（Mode2）

右转左转

下降

上升

前

后

前

后

左 右

左 右

下降

上升

右转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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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
安装手机支架
① 把手机支架沿支架固定槽插入；
② 顺时针旋转拧紧手机支架固定旋钮，完成手机支架安装。

①

②

充电
将 Type-C 数据线端插入遥控器充电接口 ，USB-A 端插入适配器后接入电源。
遥控器充电过程中，使用快充适配器充电时，电源灯绿色单闪且蜂鸣器  “嘀嘀”响。当电源灯绿色常
亮时，遥控器电量充满（未连接无人机时遥控器自动关机）。

   遥控器在开机状态下使用慢充充电时，仅能维持遥控器不掉电使用；如需用慢充为遥控器充满电，
请在关机状态下操作。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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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使用极飞科技配备的充电设备进行充电，对于用户擅自使用其他设备进行充电导致遥控器故障
或损害，将由用户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产品专用于搭配极飞科技产品使用，如用户将遥控器用于其他非极飞科技产品时，极有可能出现
功能不适配等情形，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或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设备不防水，充电及使用过程中切勿将遥控器淋水或浸湿，对于遥控器进水导致的产品故障或损害，
将由用户承担相应的责任。

   遥控器为 LTE 单天线设备，适用于对数据传输速率要求较低的应用场景。
   遥控器出厂时已在 SIM1 卡槽安装 SIM 卡，请勿私自拆下 SIM1 卡槽内的 SIM 卡，否则可能会导致
遥控器无法正常使用。

   遥控器因运营商的限制要求，出厂时可能在 SIM2 卡槽内安装 eSIM 卡（嵌入式 SIM 卡）。如发现
SIM2 卡槽已被封住，请勿擅自撕开封口并插入其他 SIM 卡或异物，因私自拆装 SIM2 卡槽导致遥
控器损坏由用户承担相应责任。

开 /关机
开机：长按电源键至 6 颗灯同时闪烁后松开，再长按电源键，直至听到开机音效表示开机成功。
关机：长按电源键至 6 颗灯同时闪烁后松开，再长按电源键，直至所有指示灯熄灭表示关机成功。

警告

展开天线
依次向外展开天线并调整到合适位置，顺时针旋转天线可调整天线朝向。

   不同的天线位置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不同，用户在遥控飞行时可适当调整天线朝向以获取最佳信号。
   遥控器与无人机之间的信号受天线摆放位置、天线松紧程度、遮挡物及其他 Wi-Fi 信号干扰等因
素影响，用户在使用遥控器时若发现遥控信号弱，需及时调整遥控器天线或选择无遮挡及无其他
Wi-Fi 信号干扰的环境飞行。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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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电机
无人机起飞前，可通过遥控器执行如下两种掰杆动作启动电机。松开摇杆后，若 3 秒内未推动油门杆，
电机将自动停转。

停止电机
无人机落地后，将油门杆拉到最低位置并保持，1 秒后电机停转。

   禁止在无人机正常飞行过程中执行启动电机的掰杆动作，此动作会导致电机在空中停转造成无人机
坠毁。

警告

连接遥控器
首次使用遥控器，需要使用手机添加遥控器，用户可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打开“极飞农服”App，在“地块”界面，点击右上角  图标，选择“添加设备”（或通过“我的”-“设

备”-“  ”进行设备添加）；
2. 扫描遥控器的设备二维码，或输入遥控器的序列号添加设备；
3.  按照 App 界面提示步骤将遥控器设置为添加模式；
4. 设置设备名称，点击“确定”，完成添加。
添加遥控器后，即可通过遥控器进行地块测绘。

悬停与返航
无人机在自主飞行过程中，短按遥控器上的停止键，无人机执行悬停指令；
无人机在自主飞行过程中或手动作业模式下，长按停止键 +Fn 键无人机执行返航指令。

绑定遥控器
当需要使用遥控器进行操控无人机时，需要绑定已添加的遥控器，用户可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打开“极飞农服”App，点击“我的”-“设备”，选择需要绑定的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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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无人机至作业地块，长按“L1”键生成航线并进入辅助飞行轨道（大幅度左右摇杆或短按暂停
键可退出辅助飞行模式），此时往前推动前推杆无人机向前按照标准轨道飞行；

4. 在辅助飞行作业模式下，用户可参考 P3“按键介绍”了解其他辅助作业的按键操作。

固件升级
使用设备前，若设备主界面提示“有新固件”，请务必将固件升级为最新版本。
1. 打开“极飞农服”App，点击“有新固件”进入固件更新界面；
2.  点击“下载并更新”，待固件更新完毕后，点击“完成”，回到固件更新界面，检查固件是否升级

为最新版本，若不是请重新执行升级步骤直至完成更新。

组网模式
在无 4G 网络环境下，可通过组网方式对遥控器和无人机进行组网并绑定，从而实现遥控器操控无人
机无网作业，用户可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组网
1. 在无人机开机状态下，长按智能电池电源键直至机臂航灯黄色闪烁，此时无人机进入组网状态；
2.  开启遥控器电源，当无线通信灯  熄灭后，长按遥控器电源键 10 秒直至无线通信灯  黄色闪烁，

此时遥控器进入组网状态；
3.  当遥控器无线通信灯  绿色闪烁后，遥控器自动重启，蜂鸣器“嘀”一声响，此时表示遥控器和无

人机组网成功。
组网完成后即可参考第 9 页绑定遥控器，并通过遥控器进行无人机遥控飞行、飞行测绘等操作。

摇杆校准
遥控器长时间未使用、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时松开摇杆无人机会向某一方向飞行或功能灯  红色常亮时，
此时需要对摇杆进行校准，请按以下步骤手动校准摇杆或在“极飞农服”App-“遥控器详情”-“摇杆校准”
中校准。

校准方法：
1. 左右摇杆向左下角打满同时长按 Fn 键，此时蜂鸣器“嘀”一声，6 颗指示灯黄色常亮，进入校准模式；

2. 松开左右摇杆和 Fn 键，6 颗指示灯黄色常亮，校准自检中；

左摇杆 右摇杆

+ +
左摇杆 右摇杆 Fn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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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 6 颗指示灯黄色慢闪，最大幅度上下左右同时摆动左右摇杆；

+

4. 短按停止键，此时蜂鸣器“嘀”一声，6 颗指示灯恢复正常状态，校准完成。

停止键

左右摇杆

型号 M3ARC3A

尺寸 170×135×65 mm  

工作频率 SRRC :2.4000 GHz 至 2.4835 GHz ; 5.725 GHz 至 5.850 GHz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 2.4 GHz  SRRC : ≤ 20 dBm
5.8 GHz  SRRC : ≤ 33 dBm

支持手机操作系统 Android、IOS 

内置电池容量 4932mAh、7.38V

充电环境温度 5℃至 45℃

工作环境温度 -10℃至 50℃

储存环境温度
-20℃至 25℃（大于三个月，小于一年）
-20℃至 45℃（大于一个月，小于三个月）
-20℃至 55℃（一个月内）

最大信号有效距离 1000  m

充电电压 / 电流 5 V / 2 A、9 V / 1.5 A、12 V / 1.5 A 

蜂鸣器报警 支持

RTK 使用频段

GPS：L1/L2
BDS：B1/B2
Galileo：E1/E5b
GLONASS：L1/L2

定位精度（RTK 信号良好） 水平精度：＜ 5 cm+1 ppm（RMS）
垂直精度：＜ 7.5 cm+1 ppm（RMS）

产品参数

[1]

[2]

[1]: 当工作环境温度低于 -5℃时，遥控器电池性能可能会有所下降。
[2]: 此项数据为 FCC 标准下，在室外无遮挡、无干扰环境下测得，不承诺实际控制距离，仅供用户自行遥控时用作距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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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1.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文档。本声明对安全使用本产品以及您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影响。

一旦使用本产品，即视为您已经充分阅读、了解、理解、认可和接受本文档全部条款和内容。
2.  本产品并非玩具，不适合未满 18 周岁的人士以及法律规定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 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行动能力障碍人士使用。请勿让儿童接触本产品，在有儿童出现的场景操作时请务必特别
小心注意。

3.  您承诺，将仅出于正当合法的目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本产品，并且同意本《使用说明》
的全部内容。

4.  请您在《使用说明》的指引下安装和使用本产品，请勿擅自对产品进行改装或拆解等，因用户擅
自改装或拆解本产品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5.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下，极飞科技不承担因用户未按照本文档及产品《使用说明》使用产品所
引发的一切损失。并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罚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
因您购买，使用或不能使用本产品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即使该等损失的可能性已被告知亦然）。

6.  请您在《使用说明》的操作指引下安装和使用、运输、保养本产品，请勿擅自对产品进行改装或
拆解等，因用户使用不当，擅自改装或拆解本产品所出现的故障或损坏将不适用产品质保维修服务，
且由此导致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7.  您理解，任何产品在使用过程中都可能因为操作不当、周边环境、网络通讯等单一或综合性因素
导致发生意外事件，您理解前述意外事件系产品使用过程中合理且可被接受之情形，极飞科技不
对此类意外事件承担任何责任。

8.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下，在任何情况下，极飞科技因所有损害，损失及引致诉讼而对您所负的
法律责任或金额均不会超过您因为购买产品而向极飞科技支付的金额。

9.  在任何情况下，购买者或使用者均应遵守产品使用地国家及区域的相关法律法规，极飞科技不承
担因购买者或使用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10.  某些国家的法律可能会禁止免除责任类条款，因此您在不同国家的相关权利可能会有所不同，但
这并不意味着本声明中的内容必然无效。

11.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极飞科技享有对以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极飞科技有权在不再事先
通知的情况下，通过极飞科技官方网站、《使用说明》、线上 App 等途径对本条款进行更新，改
版或终止。

警告
用户需通过阅读完整的《使用说明》，且在充分熟悉产品操作之后再进行操作。否则，有可能会对自
身或他人造成伤害，或导致产品损坏和财产损失。操作本产品需具备强烈的安全意识，切勿使用非极
飞科技提供或建议的零部件，请务必严格遵守极飞科技的指引安装和使用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