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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所 述 无 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 态 ，其 屮 ，所述 充 电接 口用 与外
部 供 屯 设备 连 接

S1

在 所述 充 电接 口的状 态 为与 所述 外 部 供 电设 备 电连 桉 时 ，利 用 所 述
外 部供 电设备 给所 述 无 人机 承 载 的充 电 电池 进 行供 电，并 且 控 制 所 一 、.

述无 人机 保 持 待机 状 态

1

5 1 ACQUIRE A STATE OF A CHARGING INTERFACE OF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HEREIN THE CHARGING
INTERFACE I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DEVICE

52 WHEN THE STATE OF THE CHARGING INTERFACE INVOLVES SAME
BEING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DEVICE, SUPPLY, BY MEANS OF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DEVICE, POWER TO A RECHARGEABLE BATTERY
CARRIED BY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D CONTROL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SUCH THAT SAME REMAINS IN A
STANDBY STATE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photographing control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d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comprises a body and a pan-tilt connected to the body, wherein the pan-tilt i s used for carrying a
photographing apparatus. The method comprises: acquiring a state of a charging interface of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herein the
charging interface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device; and when the state of the charging interface involves
same being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device, supplying, by using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device, power
to a rechargeable battery carried by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d controlling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such that same remains
in a standby state. The photographing control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d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provided by the present invention effectively ensure that when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oes not execute operations such as tracking
and photographing, the state of full power can be maintained, thereby extending the working time of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d
devices provided thereon, making it convenient for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o execute long photographing operations, and thereby
effectively ensuring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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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 （条约第2 1条 (3) ) 。

(57) 摘要 ：本 申请公开 了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装置及无人机，所述无人机包括机体和与所述
机体连接 的云 台，所述云 台用 于承载拍摄装置，所述方法包括：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所 述 充 电接 口用 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 接；在所 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 为与所 述外部供 电设备 电
连接 时，利用所 述外部 供 电设备给所 述无人机 承载 的充 电 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 制所 述无人 机保 持
待机 状态。本 发 明提 供 的无 人机 的拍摄控 制方法、装 置及无 人机，有 效地 保证 了当无人 机 不进 行跟
踪拍 摄等 操作 时，可 以保 持满 电量 状态，从而 延长 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 于无人 机上 设备 的工作 时间，
便于无人机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进而有效地保证了该控制方法的实用性。



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 、装置及无人机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无人机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装

置及无人机 。

背景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 ，应用于拍摄领域的设备越来越多样化 ，一般

情况下 ，在进行大制作航拍摄影时，常常需要无人机进行辅助拍摄 ，而拍摄

装置设置于无人机 的云台上 ，此时，无人机作为拍摄的辅助设备 ，可 以有效

地保证拍摄画面的精度和质量 。

现有技术 中，无人机与充 电电池均为一体化设计 ，电量只能单方 向的由

电池供给到无人机飞行端；然而 ，在利用无人机进行拍摄 的过程 中，当无人

机设置于预定的拍摄位置之后 ，拍摄现场往往还需要调度现场人员 以及拍摄

环境等 ，此时，无人机无法立即进行正式 的拍摄操作 ，需要在现场人员和拍

摄环境准备完毕后方可升空进行拍摄操作 ；从而 ，在进行拍摄之前 ，无人机

存在一段等待拍摄时间，而在该等待拍摄时间段 内，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

机上的设备会浪费掉一些 电量 ，若再次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则较为繁琐、

负责 ，因此 ，缩短 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上设备的工作时间，不利于无

人机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装置及无人机 ，用于解决现

有技术 中存在 的缩短 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上设备 的工作时间，不利于

无人机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 的问题 。

本发 明的第一方面是为 了提供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 ，所述无人机

包括机体和与所述机体连接 的云台，所述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所述方法



包括：

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所述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

在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用所述外部

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所述无人机保持

待机状态 。

本发 明的第二方面是为 了提供 了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所述无人

机包括机体和与所述机体连接 的云台，所述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所述装

置包括 ：处理器和存储器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所述处理器 的个

数可 以为 1 个或多个 ，且可 以单独或协 同工作 ，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所述存

储器 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以实现 ：

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所述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

在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用所述外部

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所述无人机保持

待机状态 。

本发 明的第三方面是为 了提供 了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所述无人

机包括机体和与所述机体连接 的云台，所述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所述装

置包括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所述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

控制模块 ，用于在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时，

利用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所

述无人机保持待机状态 。

本发 明的第 四方面是为 了提供一种无人机 ，包括 ：

机体；

云台，与所述机体连接 ，所述云台上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以及



上述 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

本发 明提供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装置及无人机 ，通过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并对充 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析处理 ，当充 电接 口的状态

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

行供 电，而充 电电池可 以为无人机上 的其他设备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

保持待机状态 ，有效地保证 了当无人机不进行跟踪拍摄等操作时，可 以保持

满 电量状态 ，从而延长 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上设备 的工作时间，便于

无人机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 ，进而有效地保证 了该控制方法的实用性 ，有

利于市场 的推广与应用 。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 中

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性 的

前提下 ，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利用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

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流程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

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流程示意图一 ；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的流程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

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流程示意图二；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充 电电池与无人机供 电系统的连接结构示意

图一；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充 电电池与无人机供 电系统的连接结构示意

图二；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 的结构示意图一 ；

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 的结构示意图二 。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 。基于

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除非另有定义 ，本文所使用 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 明的技

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 的含义相 同。本文中在本发 明的说 明书中所使用

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 的 目的，不是 旨在于 限制本发 明。本文所

使用 的术语 " 及 / 或 " 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 的所列项 目的任意的和所有 的组

合 。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作详细说 明。在不冲突 的情况

下 ，下述 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性可 以相互组合 。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参考 附图 1 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 ，其 中，无人

机包括机体和与机体连接 的云台，该云台可 以设置于机体 的上方或者下方 ，

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该控制方法包括：

S1 : 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

备 电连接 。

其中，无人机上设置有充 电接 口，该充 电接 口可 以设置于机体上 ，通过

该充 电接 口，无人机可 以与外部供 电设备进行连接 ，以实现外部供 电设备为

无人机进行供 电；另外 ，该充 电接 口的状态可 以包括：与外部供 电设备相连

接 的状态和与外部供 电设备断开连接 的状态 ；而具体获取充 电接 口状态 的实

现方式可 以为：获取充 电接 口的电流或者 电压信息 ，当电流或者 电压信息大



于预设的电流阈值或者 电压阈值时，则说明该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

设备相连接的状态；若 电流或者电压信息小于或等于预设的电流阈值或者 电

压阈值时，则说明该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断开连接的状态 。当

然的，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 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无人机的充 电接 口的状

态，只要能够保证充电接 口状态获取的准确可靠性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S2 : 在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

给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待机状态。

在获取到无人机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之后，可以对充 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

析处理，若确定充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的状态时，此时，

无人机与外部供 电设备通过充 电接 口相连接 ，进而可以利用该外部供电设备

给无人机进行供 电，具体的，外部供 电设备的供 电对象可 以为无人机上承载

的充电电池，其中，该充 电电池可 以用于在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时，为机体、

云台以及拍摄装置进行供电；也即，外部供 电设备通过充 电接 口与无人机 电

连接，从而可 以为无人机上的充电电池进行供电，此时，该充电电池可 以处

于充电状态；此外，为了保证供电的稳定可靠性，可以控制无人机保持待机

状态。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的拍摄控制方法，通过获取无人机的充 电接 口的

状态，并对充 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析处理，当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

设备电连接时，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进行供 电，而充

电电池可以为无人机上的其他设备进行供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待机状态，

有效地保证了当无人机不进行跟踪拍摄等操作时，可以保持满 电量状态 ，从

而延长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上设备的工作时间，便于无人机进行长时

间的拍摄操作，进而有效地保证了该控制方法的实用性，有利于市场的推广

与应用 。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无人机的拍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参考附图 2 可知，本实施例中的拍摄控制方法还可

以包括：

S101 : 获取无人机的工作状态。

无人机的工作状态可以包括待机状态和飞行状态 ，其中，待机状态是指：

无人机保持开机、但不执行任何的实质性的操作，例如：飞行、悬停、跟踪



拍摄等操作；飞行状态是指：无人机保持开机、且可以执行任何的实质性的

操作，例如：飞行、悬停、跟踪拍摄等操作。
S102: 判断无人机的工作状态。

在获取到无人机的工作状态之后，可以判断该无人机的工作状态的类型，

具体的，可以将所获取的无人机的工作状态参数与预设的标准状态参数进行

分析对比，进而可以确定无人机的工作状态。

S103: 当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时，获取无人机的充电接口的状态。

在对无人机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处理之后，确定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则可以获取无人机的充电接口的状态参数，该状态参数可以包括电流信息和/

或电压信息；具体的，当充电接口的状态参数为电流信息时，可以通过电流

传感器采集获取充电接口的电流信息；当充电接口的状态参数为电压信息时，

可以通过电压传感器采集获取充电接口的电压信息；当然的，本领域技术人

员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无人机的充电接口的状态参数，只要能够保

证充电接口的状态获取的准确可靠性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S104: 当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时，控制充电电池给无人机以及拍摄装置

进行供电。

在对无人机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处理之后，确定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时，

即无人机可以进行跟踪拍摄等实质性的操作，在进行上述操作时，无人机的

飞行速度、飞行高度会发生不断的变化，此时，为了保证对无人机进行供电

的安全可靠性，外部供电设备不会对无人机进行供电，可以控制充电电池给

无人机以及拍摄装置进行供电；从而保证了无人机与拍摄装置进行工作时具

有足够的电能，进而有效地延长了无人机与拍摄装置的工作时间。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的拍摄控制方法，通过获取无人机的工作状态，

并对无人机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处理，当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时，获取无人

机的充电接口的状态，以判断是否利用外部供电设备为无人机上的充电电池

进行供电，进而可以实现，在无人机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操作时，使得无人

机以及无人机上的设备保持满电量状态；当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时，为了保

证对无人机飞行的安全可靠性，控制充电电池给无人机以及拍摄装置进行供

电，从而保证了无人机与拍摄装置进行工作时具有足够的电能，进而有效地

延长了无人机与拍摄装置的工作时间，进一歩提高了该控制方法使用的稳定



可靠性。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利用外部供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

进行供电的流程示意图，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继续参考附图 3 所示，在

充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电设备电连接时，本实施例对于利用外部供电设

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进行供电的具体实现方式不做限定，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进行设置，较为优选的，利用外部供电设备给

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可以包括：

S21 : 获取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

其中，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可以包括：满电量和未满电量；具体获取充

电电池的电量信息的方式可以包括：先获取充电电池的电参量，通过对电参

量的分析判断来确定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其中，电参量可以包括如下至少

一种：电池的电压信息、电池的荷电状态、电池的电能存储单元的电压，电

池的电能存储单元的荷电状态等，例如：当电参量为电池的电压信息时，可

以利用电压检测装置来获取充电电池的电压信息，而后将所获取的电压信息

与预设的电压阈值范围进行分析对比，若电压信息满足预设的电压阈值范围，

则确定该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若电压信息不满足预设的电压阈值范围，

则确定该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

S22: 根据电量信息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在获取到电量信息之后，可以对电量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根据分析处

理结果控制外部供电设备对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其中，参考附图 4 可知，一
种可实现的方式为，该根据电量信息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可以包括以下歩骤 S221-S222 或者歩骤 S223- 歩骤 S225 。

S221 : 获取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

其中，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可以包括智能供电模式和普通供电模式，在

充电电池处于智能供电模式时，利用外部供电设备不仅可以为充电电池供电，

并且该外部供电设备还可以通过充电电池的内部线路为无人机、云台或者拍

摄装置进行供电；在充电电池处于普通供电模式时，利用外部供电设备可以

单独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另外，本实施例对于获取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的具体实现方式不做限定，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进行设置，进一歩的，参考附图 8-9



所示，可以在充电电池 10 上设置有第一充电端 口 40 和第二充电端 口 20，第

一充电端 口 40 为单独对充电电池 10 进行供电的接 口，第二充电端 口 20 为充

电接 口；也即，第一充电端 口 40 可以为与普通供电模式相对应的连接端 口，

第二充电端 口 20 可以为与智能供电模式相对应的连接端 口。

在附图 8 中，无人机供电系统 30 可以管理充电电池 10，充电电池 10 上

设置有第一充电端 口 40 和第二充电端 口 20，充电电池 10 与无人机供电系统

30 电连接，具体的，无人机供电系统 30 通过第一充电端 口 40 与充电电池 10

电连接，以实现无人机供电系统 30 通过该第一充电端 口 40 为充电电池 10 进

行供电，此时，外部供电设备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充电端 口 20 与充电电池 10

电连接。在附图 9 中，与附图 8 中结构不同的是，在无人机供电系统 30 上设

置有第二充电端 口 20，此时，外部供电设备可以通过无人机供电系统 30 上

的第二充电端 口 20 与充电电池 10 实现电连接，或者，也可以直接通过充电

电池 10 上的第二充电端 口 20 与充电电池 10 实现 电连接。

基于上述充电电池的结构，继续参考附图 5 所示，获取充电电池的供电

模式可以包括以下歩骤 S221 1- 歩骤 S2214 。

S221 1: 获取充电电池上充电端 口的电参量。

其中，充电端 口包括第一充电端 口和第二充电端 口，而电参量可以包括

电流信息、电压信息、电流变化率信息或者电压变化率信息等等；当电参量

为电流信息时，可以通过电流传感器采集充电电池上的充电端 口的电流信息；

当电参量为电压信息时，可以通过电压传感器采集充电电池上的充电端 口的

电压信息；而当电参量为电流变化率或者电压变化率时，可以在预设的时间

段内采集充电端 口的电流信息或电压信息，并对所采集的电流信息或电压信

息进行分析处理，以获取到电流变化率信息或电压变化率信息等等；当然的，

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将电参量设置为其他类型参数，只要能够实现相应的

功能效果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S2212: 判断充电电池上充电端 口的电参量。

在获取到充电端 口的电参量之后，可以对充电端 口的电参量进行分析处

理，以确定该电参量所对应的具体充电端 口，例如：可以获取到电参量的标

识信息，根据标识信息确定所对应的充电端 口。

S2213 : 若充电端 口的电参量为第一充电端 口所对应的预设的第一标准 电



参量，则确认电池的供电模式为普通供电模式。

当分析结果为充电端口的电参量为第一充电端口所对应的预设的第一标

准电参量时，则确定该电参量所对应的端口为第一充电端口，而第一充电端

口所对应的供电模式为普通供电模式，进而可以确认普通供电模式即为充电

电池的供电模式。

S2214: 若充电端口的电参量为第二充电端口所对应的预设的第二标准电

参量，则确认电池的供电模式为智能供电模式。

当分析结果为充电端口的电参量为第二充电端口所对应的预设的第一标

准电参量时，则确定该电参量所对应的端口为第二充电端口，而第二充电端

口所对应的供电模式为智能供电模式，进而可以确认普智能供电模式即为充

电电池的供电模式。

S22 ：根据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在获取到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之后，可以对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进行综

合的分析处理，并根据分析处理结果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具体的，根据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可

以包括以下歩骤 S2221- 歩骤 S2224 。

S2221 : 判断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

由于电量信息可以包括满电量和未满电量的状态，供电模式可以包括智

能供电模式和普通供电模式，因此，在获取到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之后，可

以先判断电量信息和供电模式的具体种类，以确定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

电池进行供电的具体策略。

S2222: 若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且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预设

的智能供电模式，则控制外部供电设备停止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当分析结果为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信息，即充电电池的电量信

息为满电量，因此，为了节约电能，可以不需要对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进而

则可以控制外部供电设备停止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进一歩的，由于充电电

池处于智能供电模式，对于外部供电设备而言，在充电电池处于智能供电模

式时，利用外部供电设备不仅可以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还可以通过充电电

池为机架、云台和/ 或拍摄装置进行供电，因此，在停止充电电池进行供电的

情况下，还可以利用外部供电设备为机架、云台或者拍摄装置进行供电，从



而减少机架、云台或者拍摄装置的能源消耗，进而实现充电电池以及无人机

上的设备均可以尽可能的保持满电量状态，以延长无人机的工作时间。
S2223: 若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且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预

设的智能供电模式，则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当分析结果为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此时，对于充电电池而

言，为了尽可能的使得充电电池保持满电量，需要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进

而可以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而由于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

为预设的智能供电模式，对于外部供电设备而言，在充电电池处于智能供电

模式时，利用外部供电设备不仅可以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还可以通过充电

电池为机架、云台和/ 或拍摄装置进行供电，因此，在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电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外部供电设备为机架、云台或者拍摄装

置进行供电，从而减少机架、云台或者拍摄装置的能源消耗，进而实现充电

电池以及无人机上的设备均可以尽可能的保持满电量状态，以延长无人机的

工作时间。
S2224: 若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预设的普通供电模式，则控制外部供电

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当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普通供电模式时，对于外部供电设备而言，利

用外部供电供电设备只能够单独对充电电池进行供电，此时，无论充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是满电量状态还是未满电量状态，均可以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电，以保证充电电池可以实时地处于满电量状态。

此外，无人机上还可以包括用于管理充电电池的电池管理器，该电池管

理器与充电电池电连接，该电池管理器用于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

行供电，进而对于根据电量信息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的具

体方式而言，参考附图 6 可知，存在另一种可实现的方式，具体的，根据电

量信息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可以包括以下歩骤 S223- 歩骤

S225

S223: 判断电量信息。

其中，电量信息可以包括满电量状态和未满电量状态，具体的，本实施

例中的判断电量信息的具体实现方式以及实现效果与上述歩骤中的 S21 的具

体实现方式以及实现效果相类似，具体可参考上述陈述内容，在此不再赘述。



S224: 若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则通过电池管理器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停止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当分析结果为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信息，即充电电池的电量信

息为满电量，因此，为了节约电能，可以不需要对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进而

则可以通过电池管理器控制外部供电设备停止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S225 : 若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则通过电池管理器控制外部

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当分析结果为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此时，对于充电电池而

言，为了尽可能的使得充电电池保持满电量，需要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进

而可以通过电池管理器控制外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本实施例中通过获取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并可以根据电量信息控制外

部供电设备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有效地保证了在充电电池处于未满电量状

态时，利用外部充电设备对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在充电电池处于满电量状态

时，为了节约电能，可以停止为充电电池进行供电；有效地实现了为充电电

池供电的智能化控制，使得充电电池可以实时保持满电量状态，延长了无人

机的工作时间，便于对无人机的拍摄控制。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无人机的拍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参考附图 7 所示，获取无人机的充电接 口的状态之

后，该拍摄方法还可以包括：

S3：在充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电设备断开连接时，停止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飞行状态。

其中，充电接 口可以为快脱接 口，充电线上可以设置有可快拆的快脱接头；

当快脱接头与快脱接 口的连接阻力大于预设的阻力阈值时，快脱接头与快脱

接 口断开连接，使得充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电设备断开连接。通过快脱

接 口和快脱接头实现充电接 口与外部供电设备的连接，有效地实现了在无需

人为操作的情况下，当无人飞行器需要起飞时，快脱接头会 自动断开 （在无

人机上行的力牵扯下），进而并不飞影响无人机的正常起飞，保证了无人机

飞行的安全可靠性。

在获取到无人机的充电接 口的状态之后，可以对充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

析处理，若确定充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电设备断开连接的状态时，无人



机可 以进入到飞行状态 ，并且可 以停止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此时，充 电电池可 以为无人机 以及无人机上的设备进行供

电，以保证无人机 的正常飞行状态 。

另外 ，在上述实施例 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歩提高该拍摄控制方法 的实用

性 ，可 以将该拍摄控制方法设置为还包括：

S4: 在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时，控制拍

摄设备处于待机状态 ，以减少拍摄装置启动拍摄操作时所需要 的准备时间。

在利用无人机进行跟踪拍摄时，拍摄设备是最主要 的图像获取装置 ，其

在工作过程 中可 以不断地获取到图像信息 ，此时会消耗大量 的电能，因此 ，

为 了尽可能地延长拍摄设备 的工作时间，在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充 电电池进

行供 电时，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 ，进而也可 以控制拍摄设备处于待机状态 ，

从而实现 了在节约 电能的同时，可 以有效地减少拍摄装置启动拍摄操作时所

需要的准备时间，使得无人机和拍摄装置在拍摄现场候场 时，可 以时刻保持

电池满 电量状态 ，并且可 以随时进入到相应 的工作状态 ，为分秒必争的拍摄

现场提供 了更充裕 的时间，进一歩提高了该拍摄控制方法使用 的稳定可靠性 。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一，参考 附图 10 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其 中，

无人机可 以包括机体和与机体连接 的云台，该云台可 以设置于机体 的上方或

者下方 ，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装置包括：处理器 1 和存储器 2，存储器 2

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处理器 的个数可 以为 1 个或多个 ，且可 以单独或协 同工

作 ，处理器 1用于运行存储器 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以实现 ：

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中，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

连接 ；在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时，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

无人机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待机状态 。

本实施例提供 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均与 图 1

所示的实施例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通过处理器 1 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并对充 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析处理 ，当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

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时，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而充 电电池可 以为无人机上的其他设备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

待机状态 ，有效地保证 了当无人机不进行跟踪拍摄等操作时，可 以保持满 电

量状态 ，从而延长 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上设备的工作时间，便于无人

机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 ，进而有效地保证 了该控制装置 的实用性 ，有利于

市场 的推广与应用 。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 ，继续参考 附图 10 所示 ，本装置中的处理器 1 还

可 以用于执行 ：获取无人机 的工作状态 ；当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 时，获取无

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当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 时，控制充 电电池给无人机

以及拍摄装置进行供 电。

本实施例提供 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均与 图 2

所示的实施例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通过获取处理器 1 无人机 的工

作状态 ，并对无人机 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处理 ，当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 时，

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以判断是否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为无人机上 的

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进而可 以实现 ，在无人机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操作时，

使得无人机 以及无人机上的设备保持满 电量状态 ；当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 时，

为 了保证对无人机飞行 的安全可靠性 ，控制充 电电池给无人机 以及拍摄装置

进行供 电，从而保证 了无人机与拍摄装置进行工作时具有足够 的电能，进而

有效地延长 了无人机与拍摄装置的工作时间，进一歩提高 了该控制装置使用

的稳定可靠性 。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 ，继续参考 附图 10 所示 ，在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

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本实施例对于处理器 1 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

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具体实现方式不做限定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根

据具体 的设计需求进行设置 ，较为优选 的，该处理器 1 在执行利用外部供 电

设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时，可 以用于执行 ：获取充 电电池 的

电量信息；根据 电量信息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其中，处理器 1 根据 电量信息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

一种实现方式为：处理器 1 用于执行 以下歩骤 ：获取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 ；

根据 电量信息和供 电模式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具体 的，充 电电池上可 以设置有第一充 电端 口和第二充 电端 口，第一充



电端 口为单独对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接 口，第二充 电端 口为充 电接 口；处理

器 1 获取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时，可 以用于执行 以下歩骤 ：获取充 电电池上

充 电端 口的电参量；若充 电端 口的电参量为第一充 电端 口所对应 的预设的第

一标准 电参量 ，则确认 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普通供 电模式 ；或者 ，若充 电端 口

的电参量为预设的第二标准 电参量 ，则确认 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智能供 电模式 。

并且 ，处理器 1 根据 电量信息和供 电模式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

进行供 电时，可 以用于执行 以下歩骤 ：若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满 电量、且

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预设的智能供 电模式 ，则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停止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或者 ，若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未满 电量、且充 电电池 的

供 电模式为预设的智能供 电模式 ，则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或者 ，若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预设的普通供 电模式 ，则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

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另外 ，无人机还包括用于管理充 电电池 的电池管理器 ；此时，处理器 1

根据 电量信息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的另一种实现方式为：

处理器 1 用于执行 以下歩骤 ：若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满 电量 ，则通过 电池

管理器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停止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或者 ，若充 电电池 的电

量信息为未满 电量 ，则通过 电池管理器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均与图 3-

图 6 所示的实施例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

本实施例 中的处理器 1 通过获取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 ，并可 以根据 电量

信息控制外部供 电设备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有效地保证 了在充 电电池处于

未满 电量状态 时，利用外部充 电设备对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在充 电电池处于

满 电量状态时，为了节约 电能，可 以停止为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有效地实现

了为充 电电池供 电的智能化控制 ，使得充 电电池可 以实时保持满 电量状态 ，

延长 了无人机 的工作时间，便于对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 。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 ，继续参考 附图 10 所示 ，该装置中的处理器 1 还

可 以用于执行 以下歩骤 ：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之后 ，在充 电接 口的

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断开连接时，停止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 的

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飞行状态 。其 中，充 电接 口为快脱



接 口，充 电线上设置有可快拆 的快脱接头 ；当快脱接头与快脱接 口的连接 阻

力大于预设的阻力阈值 时，快脱接头与快脱接 口断开连接 ，使得充 电接 口的

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断开连接 。

本实施例提供 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均与 图 7

所示的实施例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

另外 ，在上述实施例 的基础上 ，继续参考 附图 10 可知，为了进一歩提高

该拍摄控制装置的实用性 ，可 以将该拍摄控制装置中的处理器 1 还可 以用于

执行 以下歩骤 ；

在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时，控制拍摄设

备处于待机状态 ，以减少拍摄装置启动拍摄操作时所需要的准备时间。

本实施例提供 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均与上述

实施例 中的歩骤 S4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

图 1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结构示意 图

二，参考 附图 11 所示 ，进一歩的，本实施例提供 了另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

装置 ，其 中，无人机可 以包括机体和与机体连接 的云台，该云台可 以设置于

机体的上方或者下方 ，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该装置包括：

获取模块 200 ，用于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充 电接 口用

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

控制模块 201 ，用于在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

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保持待

机状态 。

本实施例提供 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均与 图 1

所示的实施例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另外 ，可 以理解 的是 ，本实施例中的获

取模块 200 和控制模块 201 还可 以执行与图 2-图 9 所对应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

制方法 ，并且所实现 的具体原理和实现方式与 图 2-图 9 中所示的实施例类似 ，

在此不再赘述 。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通过获取模块 200 获取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并对充 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析处理 ，当充 电接 口的状态

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控制模块 201 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而充 电电池可 以为无人机上的其他设备进行供 电，并

且控制无人机保持待机状态 ，有效地保证 了当无人机不进行跟踪拍摄等操作

时，可 以保持满 电量状态 ，从而延长 了无人机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上设备的工

作时间，便于无人机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 ，进而有效地保证了该控制装置

的实用性，有利于市场 的推广与应用 。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的结构示意图一；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人机的结构示意图二；参考附图 12-13 所示 ，本实施

例提供 了一种无人机 100，该无人机 100 包括：

机体 101 ;

云台 102，与机体 101 连接 ，云台 102 上用于承载拍摄装置；以及

上述任意一个实施例中的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103 。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人机 100，通过在无人机 100 上设置拍摄控制装置 103 ，

而具体可 以通过拍摄控制装置 103 获取无人机 100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并对

充 电接 口的状态进行分析处理 ，当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时，利用外部供 电设备给无人机 100 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而充 电电池

可 以为无人机 100 上的其他设备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无人机 100 保持待机状

态 ，有效地保证了当无人机 100 不进行跟踪拍摄等操作时，可 以保持满 电量

状态 ，从而延长了无人机 100 以及设置于无人机 100 上设备的工作时间，便

于无人机 100 进行长时间的拍摄操作，进而有效地保证了该无人机 100 的实

用性，有利于市场的推广与应用 。

以上各个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技术特性在与本相冲突的情况下均可 以

单独 ，或者进行组合 ，只要未超出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认知范围，均属于本 申

请保护范围内的等同实施例。

在本发 明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相关装置和方

法 ，可 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 。例如 ，以上所描述 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

性的，例如，模块或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 ，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 以结合或者可 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性可 以忽略，或不执行 。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

的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 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 ，可 以是 电性 ，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

作为分离部件说 明的单元可 以是或者也可 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

元显示 的部件可 以是或者也可 以不是物理单元 ，即可 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

也可 以分布到多个 网络单元上 。可 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 中的部分或者全

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

另外 ，在本发 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 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

也可 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 ，也可 以两个或两个 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

元 中。上述集成 的单元既可 以采用硬件 的形式实现 ，也可 以采用软件功能单

元的形式实现 。

集成 的单元如果 以软件功能单元 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 的产 品销售或使

用 时，可 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基于这样 的理解 ，本发 明

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全部

或部分可 以以软件产 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 ，该计算机软件产 品存储在一个存储

介质 中，包括若干指令用 以使得计算机处理器 101 (processor) 执行本发 明各

个实施例方法 的全部或部分歩骤 。而前述 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移动硬盘、

只读存储器 （ROM, Read-Only Memory)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磁盘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 的介质 。

以上仅为本发 明的实施例 ，并非因此限制本发 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

本发 明说 明书及 附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 ，或直接或间接运

用在其他相关 的技术领域 ，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 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最后应说 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 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

其 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 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性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

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 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无人机包括机体和与

所述机体连接 的云台，所述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所述方法包括：

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所述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

在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用所述外部

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所述无人机保持

待机状态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方法还包括：

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工作状态 ；

当所述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时，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时，控制所述充 电电池给所述无人机 以及所

述拍摄装置进行供 电。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利用所述外部供 电设

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包括：

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控制所

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包括：

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和供 电模式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

行供 电。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和供 电

模式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包括：

若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满 电量、且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预

设的智能供 电模式 ，则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停止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或者 ，

若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未满 电量、且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



预设的智能供 电模式 ，则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或者 ，

若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预设的普通供 电模式 ，则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7、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充 电电池上设置有第

一充 电端 口和第二充 电端 口，所述第一充 电端 口为单独对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

供 电的接 口，所述第二充 电端 口为所述充 电接 口；

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 ，包括：

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上充 电端 口的电参量 ；

若所述充 电端 口的电参量为所述第一充 电端 口所对应的预设的第一标准

电参量 ，则确认所述 电池 的供 电模式为普通供 电模式 ；或者 ，

若所述充 电端 口的电参量为预设的第二标准 电参量 ，则确认所述 电池 的

供 电模式为智能供 电模式 。

8、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无人机还包括用于管

理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池管理器 ；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包

括：

若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满 电量 ，则通过所述 电池管理器控制所述

外部供 电设备停止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或者 ，

若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为未满 电量 ，则通过所述 电池管理器控制所

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9、根据权利要求 1-8 中任意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获取所述无

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之后 ，所述方法还包括 ：

在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断开连接 时，停止利用所

述外部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所述无人

机保持飞行状态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充 电接 口为快脱接

口，所述充 电线上设置有可快拆 的快脱接头 ；当所述快脱接头与所述快脱接

口的连接 阻力大于预设的阻力 阈值 时，所述快脱接头与所述快脱接 口断开连

接 ，使得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断开连接 。



11、根据权利要求 1-8 中任意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性在于 ，所述方法

还包括 ：

在利用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时，控

制所述拍摄设备处于待机状态 ，以减少所述拍摄装置启动拍摄操作时所需要

的准备时间。

12、一种无人机 的拍摄控制装置 ，其特性在于 ，所述无人机包括机体和

与所述机体连接 的云台，所述云台用于承载拍摄装置 ，所述装置包括：处理

器和存储器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所述处理器 的个数可 以为 1 个

或多个 ，且可 以单独或协 同工作 ，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所述存储器 中存储 的

程序指令 ，以实现 ：

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其 中，所述充 电接 口用于与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 ；

在所述充 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 电连接时，利用所述外部

供 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并且控制所述无人机保持

待机状态 。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装置 ，其特性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 :

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工作状态 ；

当所述无人机处于待机状态时，获取所述无人机 的充 电接 口的状态 。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装置 ，其特性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 :

当所述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时，控制所述充 电电池给所述无人机 以及所

述拍摄装置进行供 电。

15、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装置 ，其特性在于 ，所述处理器 ，用于 ：

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 的电量信息；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行供 电。

16、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 的装置 ，其特性在于 ，所述处理器 ，用于 ：

获取所述充 电电池 的供 电模式；

根据所述 电量信息和供 电模式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 电电池进

行供 电。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 的装置 ，其特性在于 ，所述处理器 ，用于 ：



若所述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且所述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预

设的智能供电模式，则控制所述外部供电设备停止为所述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或者，

若所述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且所述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

预设的智能供电模式，则控制所述外部供电设备为所述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或者，

若所述充电电池的供电模式为预设的普通供电模式，则控制所述外部供

电设备为所述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18、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装置，其特性在于，所述充电电池上设置有

第一充电端口和第二充电端口，所述第一充电端口为单独对所述充电电池进

行供电的接口，所述第二充电端口为所述充电接口；所述处理器，用于：

获取所述充电电池上充电端口的电参量；

若所述充电端口的电参量为所述第一充电端口所对应的预设的第一标准

电参量，则确认所述电池的供电模式为普通供电模式；或者，

若所述充电端口的电参量为预设的第二标准电参量，则确认所述电池的

供电模式为智能供电模式。
19、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装置，其特性在于，所述无人机还包括用于

管理所述充电电池的电池管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

若所述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满电量，则通过所述电池管理器控制所述

外部供电设备停止为所述充电电池进行供电；或者，

若所述充电电池的电量信息为未满电量，则通过所述电池管理器控制所

述外部供电设备为所述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20、根据权利要求 12-19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性在于，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

获取所述无人机的充电接 口的状态之后，在所述充电接 口的状态为与所

述外部供电设备断开连接时，停止利用所述外部供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

的充电电池进行供电，并且控制所述无人机保持飞行状态。
21、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装置，其特性在于，所述充电接口为快脱接

口，所述充电线上设置有可快拆的快脱接头；当所述快脱接头与所述快脱接

口的连接阻力大于预设的阻力阈值时，所述快脱接头与所述快脱接 口断开连



接，使得所述充电接口的状态为与所述外部供电设备断开连接。
22、根据权利要求 12-19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性在于，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
在利用所述外部供电设备给所述无人机承载的充电电池进行供电时，控

制所述拍摄设备处于待机状态，以减少所述拍摄装置启动拍摄操作时所需要
的准备时间。

23、一种无人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体；
云台，与所述机体连接，所述云台上用于承载拍摄装置；以及
权利要求 12-22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无人机的拍摄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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