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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auto -stop of an aircraft, and an aircraft. The method comprises:
detecting an operating state of an aircraft (S101); and i f the detection result i s that the aircraft i s in a landing state, triggering the
shutting down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aircraft, so that the aircraft completes auto -stop after landing (SI 02). By means of the
method or device, whether an aircraft has already landed can be accurately detected, and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aircraft i s automat -
ically shut down after the landing i s detected, thereby saving the energy of the aircraft, and satisfying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ectu -
alization requirements of users for the power shut-down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57) 摘要 :提供 了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方法 、装置及飞行器 ，其 中，所述方法包括 ：检测 飞行器 的工作
状态 （S101 )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使得所述飞行器
在着 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S102 ) 。采用 该方法或装置可 以准确地检测飞行器是否 巳着 陆 ，并在检测到着 陆后 自动
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节省飞行器 的能量 ，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 闭控制 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



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装置及飞行器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飞行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装置

及飞行器。

背景技术

[3] 目前的飞行器包括固定翼飞行器，和带旋翼的可垂直起降的旋翼飞行器。对于

旋翼飞行器而言，一般通过相应的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从而产生不同大小的

拉力使飞行起飞、飞行或降落。

[4] 目前，对于飞行器的起飞和降落的操作中，分别需要执行幵启电机的动力输出

即启动操作，和停止电机的动力输出的操作及停机操作。而为了避免误操作的

产生，对于飞行器降落后的停机操作一般规定了一些复杂的操作规程，在用户

确定飞行器降落后，通过执行复杂操作完成停机操作，例如需要两个控制器摇

杆同吋拉到最低点5秒以上，飞行器才执行停机操作。

[5] 现有的飞行器停机方式完全由需要用户进行着陆判断，以及执行停机操作，耗

费用户吋间且操作繁琐。

对发明的公开

发明内容

[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装置及飞行器，可 自动

化、智能化地完成飞行器停机操作。

[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包括：

[8] 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

[9]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10]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包括：

[11] 获取飞行器的飞行信息，并判断所述飞行信息是否满足着陆判决条件，所述飞

行信息包括：相对高度信息、绝对高度信息以及运动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



息；

[12] 若是，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3]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包括：

[14] 获取飞行器的相对高度信息，所述相对高度信息包括：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15] 若获取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判决条件，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

[16] 其中，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判决条件包括：在着陆判决条件中规

定的吋长阈值范围内获取的着陆距离中，小于所述着陆判决条件中规定的距离

阈值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阈值。

[17]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包括：

[18] 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19] 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差值；

[20] 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中设置的方差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

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21]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包括：

[22] 检测飞行器中设置的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

[23] 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则触发该测距模块探测所述飞行器到着

陆平面的着陆距离，若预设吋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的着陆距离中，小于预设的

距离阈值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的阈值，则满足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确

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24] 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则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

对高度信息，并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差值；

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

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25]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包括：

[26] 调用惯性测量单元IMU 测量飞行器的运动信息，并获取测量到的运动信息；



[27] 根据获取 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

[28]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29] 其中可选地 ，所述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

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30]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是否 已幵启动

力输 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所指示 的 自动起飞操作 ；

[31] 如果 已幵启动力输 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

力输 出。

[32] 其中可选地 ，所述飞行器工作状态的检测次数包括至少两次 ，所述若检测结果

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33]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数 阈值 ，则再

检测所述飞行器 的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 ；

[34]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器 的最低位 ，则触发关闭所

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

[35] 其中可选地 ，所述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36]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组件 ，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停

止动力输 出。

[37] 其中可选地 ，所述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38] 发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供 电电源 ，以使所述供 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

幵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 的供 电完成动力输 出的停止操作。

[39] 相应地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装置 ，包括 ：

[40] 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飞行器 的工作状态；

[41] 停机模块 ，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

器 的动力输 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42] 其中可选地 ，所述检测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飞行器 的飞行信息 ，并判断所述飞

行信息是否满足着陆判决条件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其中

，所述飞行信息包括 ：相对高度信息 、绝对高度信息 以及运动信息中的任一种

或者多种信息。



[43]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44] 第一获取单元，用于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的相对高度信息，所述相对高度信息

包括：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45] 第一确定单元，用于若获取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判决条件，则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46] 其中，所述第一确定单元，具体用于若在着陆判决条件中规定的吋长阈值范围

内获取的着陆距离中，小于所述着陆判决条件中规定的距离阈值的着陆距离的

个数达到阈值，则确定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判决条件。

[47]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48] 第二获取单元，用于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49] 第二确定单元，用于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差

值；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中设置的方差阈值、且当前执行

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

陆状态。

[50]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51] 检测单元，用于检测飞行器中设置的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

[52] 第三确定单元，用于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则触发该测距模块

探测所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若预设吋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的着陆

距离中，小于预设的距离阈值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的阈值，则满足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53] 第四确定单元，用于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则获取所述飞行器

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并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

绝对高度的方差值；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

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54] 其中可选地，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55] 第三获取单元，用于调用惯性测量单元IMU 测量飞行器的运动信息，并获取测

量到的运动信息；

[56] 第五确定单元，用于根据获取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若是，则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57] 其中可选地，所述停机模块包括：

[58] 判断单元，用于若检测结果为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是

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操

作；

[59] 第一停机单元，用于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则触发

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60] 其中可选地，所述停机模块包括：

[61] 检测单元，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的

次数阈值，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的遥控器油门的位置；

[62] 第二停机单元，用于若检测到遥控器油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器的最

低位，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63] 其中可选地，所述停机模块在用于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吋，具体用

于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件，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

停止动力输出。

[64] 其中可选地，所述停机模块在用于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吋，具体用

于发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供电电源，以使所述供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

断幵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的供电完成动力输出的停止操作。

[65] 相应地，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飞行器，包括：动力组件和飞行控制器，

[66] 所述飞行控制器，用于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则触发关闭所述动力组件的动力输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

成 自动停机。

[67] 其中可选地，所述飞行器还包括：飞行传感器；

[68] 所述飞行传感器，用于获取飞行器的飞行信息，所述飞行信息包括：相对高度

信息、绝对高度信息以及运动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信息；

[69]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判断所述飞行传感器获取到的信息是否满足预设的

着陆判决条件；若是，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70] 其中可选地，所述飞行传感器包括：测距传感器；



所述测距传感器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 的相对高度信息 ，所述相对高

度信息包括 ：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

所述飞行控制器 ，用于若从所述测距传感器获取 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其中，所述飞行控制器 ，具体用于若在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吋长阈值范围内

获取 的着陆距离中，小于所述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距离阈值 的着陆距离的个

数达到 阈值 ，则确定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其中可选地 ，所述飞行传感器包括 ：高度传感器 ；

所述高度传感器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所述飞行控制器 ，具体用于对从所述高度传感器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

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中设置

的方差 阈值 、且当前执行 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其中可选地 ，所述飞行传感器包括 ：测距传感器和高度传感器 ；

所述测距传感器 ，用于 以一定 间隔吋长探测并记录所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的着

陆距离 ；

所述高度传感器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所述飞行控制器 ，具体用于检测所述飞行器 中设置 的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若

该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 ，则触发该测距模块探测所述飞行器到着陆

平面的着陆距离 ，若预设吋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 的着陆距离中，小于预设 的距

离阈值 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 的阈值 ，则满足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确定

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若该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 ，则获取所述

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并对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

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阈值且当前执行 的所述

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83] 所述飞行控制器，用于调用惯性测量传感器测量所述飞行器的运动信息，并根

据从惯性测量传感器获取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若是，则确定

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84] 其中可选地，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则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

起飞指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操作；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

操作，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85] 其中可选地，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的次数阈值，则检测所述飞行器的遥控器油门的位置；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器的最低位，则触发关闭所

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86] 其中可选地，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

件；

[87] 所述动力组件，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停机指令吋，响应所述停机指令关闭动力输

出。

[88] 其中可选地，所述飞行器还包括：供电电源；

[89]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发送断幵指令给所述供电电源；

[90] 所述供电电源，用于在接收到所述断幵指令吋，响应所述断幵指令断幵对所述

动力组件的供电。

[91]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准确地检测飞行器是否已着陆，并在检测到着陆后 自动关闭

飞行器的动力输出，节省飞行器的能量，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闭控制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

附图说明

[9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9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9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再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9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96]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基于IMU 确定飞行器工作状态的流程示意图；



[97] 图6是本 发明实施例 的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装置 的结构示意 图；

[98] 图7是 图6中的检测模块 的一种结构示意 图；

[99] 图8是 图6中的停机模块 的一种结构示意 图；

[100] 图9是本 发明实施例 的一种飞行器 的结构示意 图。

具 体 实 施 方 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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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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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本 发 明实施例能够智能地判断飞行器是否 已着陆 ，并在判定着陆后 出发关 闭飞

行器 的动力输 出，具体可 以通过停止飞行器 电机 的旋转或者停止 向飞行器 电机

供 电等方式 ，达到飞行器停机 目的。其 中具体 的 ，对于飞行器是否着陆 的判断

，则可 以基于飞行器上设置 的高度传感器如气压计 、测距传感器如超声波测距

传感器 、视 觉测距传感器等 ，以及其他 的飞行传感器 的相关数据 ，来判断飞行

器是否 已着陆 ，可 以准确地确定 出飞行器是否着陆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保证

飞行器 的安全。

[103] 请 参见 图 1，是本 发明实施例 的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方法 的流程示意 图

，本 发明实施例 的所述方法可 以由设置在飞行器 中的与飞行器 中包括 的各类传

感器相连 的飞行控制器来实现 ，具体 的 ，所述方法包括 ：

[104] S101: 检 测 飞行器 的工作状 态。

[105] 在 本 发明实施例 中 ，飞行器 的工作状 态包括着陆状 态 ，还可 以包括其他 的正常

飞行状 态 ，起飞状 态等等 。

[106] 其 中 ，检测飞行器是否为着陆状 态可 以通过获取各种传感器 的数据进行分析计

算来确定 。

[107] 在 所述 S101 中 ，可 以基于获取到 的诸如相对高度信息 、绝对高度信息 以及运动

信息 中的任一种或者 多种飞行信息来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 已着陆。

[108] 具体 的 ，可 以获取测距传感器 的数据进行分析 ，测距传感器可 以采集到飞行器

对于着陆平面 （如地 面） 的距离 ，当基于测距传感器测得 的到着陆平面 的距离



小于预设的距离阈值，且持续的吋长达到吋长阈值吋，即可确定飞行器为着陆

状态，例如，测得30秒内距离地面的距离持续小于2厘米，则确定为着陆状态。

所述测距传感器可以为超声波传感器、视觉测距传感器等。

[109] 还可以包括其他的状态判断方式，所述S101还可以包括：首先可以判断是否持

续接收到下降的指令，并判断动力输出值是否已变小至不足以带动飞行器飞行

的输出阈值、且基于 IMU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惯性测量单元）确定飞行

器当前并未发生移动，若已持续接收下降指令、动力输出值小于输出阈值、且

确定飞行器并未发生移动，则确定飞行器为着陆状态。

[110] 所述S101还可以包括：实吋计算气压高度计测量的高度值得方差Var_p reSS ，当

Var_p reSS 小于着陆判断阀值Var_st a tic 且飞行器处于下降过程吋，认为此吋飞行

器已经着陆，处于着陆状态，否则认为飞行器未着陆。

[111] 所述S101还可以包括：实吋计算气压高度计测量的高度值得方差Var_p reSS ，统

计超声波测量值连续小于着陆高度阀值的次数N_us 。若超声波工作状态正常，

选择超声波进行着陆判断，当N_ US大于判断超声波着陆的判定阀值N_la n ding 吋

，认为此吋飞行器已经着陆，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否则认为飞行器未着陆。

若超声波工作状态异常 （损坏或未接入系统），选择气压计进行着陆判断，当V

a r _p reSS 小于着陆判断阀值Var_st a tic 且飞行器处于下降过程吋，认为此吋飞行器

已经着陆，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否则认为飞行器未着陆。

[112] S102: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

输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113] 一旦确定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发出停机信号以关闭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114] 具体的，所述S102可以包括，在所述S101 中检测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后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件，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

停止动力输出。

[115] 所述S102还可以包括，在所述S101 中检测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后，发送

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供电电源，以使所述供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幵对

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的供电完成动力输出的停止操作。

[116]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准确地检测飞行器是否已着陆，并在检测到着陆后 自动关闭



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节省飞行器 的能量 ，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 闭控制 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117] 下面对本 发明实施例 的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其 中的检测

是否为着陆状 态 的方式包括 图2至 图5对应实施例 中的4中检测方式 ，在具体实施

吋 ，检测方式可 以其 中的任一种或者 多种 的组合 ，具体可 以基于用户对检测准

确度 的要 求 ，进行单选或组合 。

[118] 再请 参见 图2，是本 发明实施例 的另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方法 的流程示

意 图 ，本 发明实施例 的所述方法可 以由设置在飞行器 中的与飞行器 中包括 的各

类传感器相连 的飞行控制器来实现 ，具体 的 ，所述方法包括 ：

[119] S201: 获取 飞行器 当前飞行 的相对高度信息 ，所述相对高度信息包括 ：到着陆

平面 的着陆距离 ；

[120] S202: 若 获取 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则确定所述飞行

器处于着陆状 态 ；

[121] 其 中 ，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包括 ：在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

定 的吋长 阈值范 围内获取 的着陆距离 中 ，比所述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距离 阈

值小 的着陆距离 的个数达到 阈值 。

[122] 所述相对高度信息可 以是实吋获取 的多个着陆距离值 ，也可 以是 以预设 的吋 间

间隔周期获取 的多个着陆距离值 。另外 ，所述吋长 阈值 的起始 吋 间是根据实际

情况动 态确定 ，例如 ，当连续两次探测到着陆距离值大于距离 阈值吋 ，则刷新

吋长 阈值 的起始 吋 间 ，重新幵始计吋。具体例如 ，在 10秒 内探测到 的50个着陆

距离 中 ，有48个着陆距离小于距离 阈值 ，已超过45的个数 的阈值 ，因此可 以确

定飞行器满足着陆判断条件 ，已处于着陆状 态。

[123] 本 发 明实施例 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是指飞行器距离其下方平面 （例如地 面 、降

落平 台等 ） 的距离 ，即相对高度信息。所述相对高度信息可 以通过超声波传感

器 、由两个或者 多个视 觉传感器组成 的视 觉测距传感器等模块来获取 。

[124] S203: 若 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使得

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

[125] 具体 的 ，所述 S203 具体可 以包括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则



判断所述飞行器 当前是否 已幵启动力输 出，并判断 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

令所指示 的 自动起飞操作 ；如果 已幵启动力输 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 ，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在着陆状 态及一段吋 间内着陆距离很低吋

，也有可能是 刚需要起飞 的吋候 ，因此 ，在本 发明实施例 中 ，在确定飞行器为

着陆状 态吋 ，还进一步检测飞行器是否需要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 ，例如用户是否

幵启 了20秒后 自动起飞 的功能 ，如果是 ，则不能停机 ，如果没有 自动起飞指令

，则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这样不会干扰飞行器 的其他诸如 自动起飞功能 ，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126] 进 一步地 ，所述飞行器工作状 态 的检测次数包括至少两次 ，所述 S203 还 可 以包

括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数 阈值 ，

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 的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处于要

求降落所述飞行器 的最低位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是否为着陆

状 态检测 多次 、以及从控制器接收油 门位置相关信息 的 目的也是为 了确定飞行

器 已经着落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127] 其 中 ，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具体可 以包括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

行器 的动力组件 ，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停止动力输 出；和 /或 ，发

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供 电电源 ，以使所述供 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幵

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 的供 电完成动力输 出的停止操作 。

[128] 本 发 明实施例 中 ，基于包括吋长 阈值 、距离 阈值 以及次数 阈值 的判决条件来对

飞行器 的离地距离等相对高度信息进行着陆判断 ，可 以有效 、且准确地确定飞

行器是否 已经着陆 ，减少误判 、误操作 的产生 ，能够及吋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节省飞行器 的能量 ，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 闭控制 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129] 再 请 参见 图 3 ，是本 发明实施例 的再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方法 的流程示

意 图 ，本 发明实施例 的所述方法可 以由设置在飞行器 中的与飞行器包括 的各类

传感器相连 的飞行控制器来实现 ，具体 的 ，所述方法包括 ：

[130] S301: 获取 飞行器 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131] S302: 对 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



[132] S303: 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中设置的方差阈值、且当前执

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

[133] 飞行器飞行的绝对高度信息可以通过气压计等传感器模块感测得到。在降落过

程，特别是在执行 自动降落过程，且方差的值小于某个值即飞行器的距离变化

较小吋，则可以认为飞行器已经着陆。而如果不是降落过程，则可能是飞行器

处于绝对高度稳定的飞行状态，不能停机。

[134] S304: 若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使得

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135] 具体的，所述S304具体可以包括：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

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

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操作；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在着陆状态吋，也有可能是刚需要起飞的

吋候，因此，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确定飞行器为着陆状态吋，还进一步检测

飞行器是否需要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例如用户是否幵启了20秒后 自动起飞的功

育，如果是，则不能停机，如果没有 自动起飞指令，则关闭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这样不会干扰飞行器的其他诸如 自动起飞功能，避免误操作的产生。

[136] 进一步地 ，所述飞行器工作状态的检测次数包括至少两次，所述S304还可以包

括：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的次数阈值，

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的遥控器油门的位置；若检测到遥控器油门的位置处于要

求降落所述飞行器的最低位，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是否为着陆

状态检测多次、以及从控制器接收油门位置相关信息的目的也是为了确定飞行

器已经着落，避免误操作的产生。

[137] 其中，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具体可以包括：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

行器的动力组件，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停止动力输出；和/或，发

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供电电源，以使所述供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幵

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的供电完成动力输出的停止操作。

[138] 本发明实施例中，基于飞行绝对高度的方差以及是否为降落过程的综合判断，



可以有效、且准确地确定飞行器是否已经着陆，减少误判、误操作的产生，能

够及吋关闭飞行器的动力输出，节省飞行器的能量，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

关闭控制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

[139] 再请参见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图，本发明实施例的所述方法可以由设置在飞行器中的与飞行器包括的各类

传感器相连的飞行控制器来实现，具体的，所述方法包括：

[140] S401: 检测飞行器中设置的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该测距模块可以为超声波传

感器、由两个或者多个视觉传感器组成的视觉测距传感器等模块。

[141] S402: 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则触发该测距模块探测所述飞行

器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探测着陆距离可以是实吋探测得到的多个着陆距离

值，也可以是以一定吋间间隔探测得到的多个着陆距离值。

[142] S403: 若预设吋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的着陆距离中，比预设的距离阈值小的着

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的阈值，则满足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

处于着陆状态；

[143] 基于着陆距离及相对飞行高度来判断飞行器是否已经着陆的具体说明可参考图

2对应实施例中的相关描述。

[144] S404: 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则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并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

差值；绝对高度信息可以通过气压计等设备采集获取。

[145] S405 ：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46] 基于绝对高度信息的方差值来确定是否处于着陆状态的相关说明可以参考图3

对应实施例中的相关描述。

[147] S406: 若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使得所

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148] 具体的，所述S406具体可以包括：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

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

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操作；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在着陆状 态吋 ，也有可能是 刚需要起飞 的

吋候 ，因此 ，在本 发明实施例 中 ，在确定飞行器为着陆状 态吋 ，还进一步检测

飞行器是否需要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 ，例如用户是否幵启 了20秒后 自动起飞 的功

育 ，如果是 ，则不能停机 ，如果没有 自动起飞指令 ，则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

。这样不会干扰飞行器 的其他诸如 自动起飞功能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149] 进 一步地 ，所述飞行器工作状 态 的检测次数包括至少两次 ，所述 S406 还 可 以包

括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数 阈值 ，

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 的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处于要

求降落所述飞行器 的最低位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是否为着陆

状 态检测 多次 、以及从控制器接收油 门位置相关信息 的 目的也是为 了确定飞行

器 已经着落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150] 其 中 ，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具体可 以包括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

行器 的动力组件 ，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停止动力输 出；和 /或 ，发

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供 电电源 ，以使所述供 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幵

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 的供 电完成动力输 出的停止操作 。

[151] 本 发明实施例 中 ，基于飞行相对高度和飞行绝对高度来进行综合判断 ，可 以有

效 、且准确地确定飞行器是否 已经着陆 ，减少误判 、误操作 的产生 ，能够及吋

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节省飞行器 的能量 ，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 闭控

制 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152] 再请参见 图5，是本 发明实施例基于 IMU 确定飞行器工作状 态 的流程示意 图 ，

本 发明实施例 的所述方法可 以由设置在飞行器 中的与飞行器 的IMU 相连 的飞行控

制器来实现 ，具体 的 ，所述方法包括 ：

[153] S501: 调用惯性测量单元 IMU 测量飞行器 的运动信息 ，并获取测量到 的运动信

息 ；

[154] S502: 根据获取 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 ；

[155] S503: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156] 本 发明实施例通过 IMU 来检测飞行器是否在运动 ，特别是在飞行器执行 自动降

落命令 的过程 中 ，基于传感器来检测飞行器没有 发生运动 ，则可 以确定飞行器



处于着陆状 态。运动信息包括三维加速度 、三维角加速度值等 ，如果这些值较

小或者变化幅度小于一定 阈值 ，则可 以确定飞行器没有运动 ，由此确定飞行器

已着陆。

[157] S504: 若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使得所

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

[158] 具体 的 ，所述S504 具体可 以包括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则

判断所述飞行器 当前是否 已幵启动力输 出，并判断 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

令所指示 的 自动起飞操作 ；如果 已幵启动力输 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 ，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在着陆状 态吋 ，也有可能是 刚需要起飞 的

吋候 ，因此 ，在本 发明实施例 中 ，在确定飞行器为着陆状 态吋 ，还进一步检测

飞行器是否需要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 ，例如用户是否幵启 了20秒后 自动起飞 的功

育 ，如果是 ，则不能停机 ，如果没有 自动起飞指令 ，则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

。这样不会干扰飞行器 的其他诸如 自动起飞功能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159] 进 一步地 ，所述飞行器工作状 态 的检测次数包括至少两次 ，所述S504还 可 以包

括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 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数 阈值 ，

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 的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处于要

求降落所述飞行器 的最低位 ，则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是否为着陆

状 态检测 多次 、以及从控制器接收油 门位置相关信息 的 目的也是为 了确定飞行

器 已经着落 ，避免误操作 的产生。

[160] 其 中 ，触 发关 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具体可 以包括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

行器 的动力组件 ，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停止动力输 出；和 /或 ，发

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供 电电源 ，以使所述供 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幵

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 的供 电完成动力输 出的停止操作 。

[161] 本 发明实施例 中 ，基于 IMU 来进行判断可 以有效 、且准确地确定飞行器是否 已

经着陆 ，减少误判 、误操作 的产生 ，能够及吋关 闭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节省飞

行器 的能量 ，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 闭控制 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162] 下面对本 发明实施例 的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装置 以及飞行器进行详细描述 。

[163] 请 参见 图6，是本 发明实施例 的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装置 的结构示意 图



，本发明实施例的所述装置可设置在飞行器的飞行控制器中，具体的，所述装

置包括：

[164] 检测模块 1，用于检测飞行器的工作状态；

[165] 停机模块2，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触发关闭所述飞

行器的动力输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166]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包括着陆状态，还可以包括其他的正常

飞行状态，起飞状态等等。

[167] 其中，所述检测模块 1检测飞行器是否为着陆状态可以通过获取各种传感器的

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来确定。

[168] 所述检测模块 1可以基于获取到的诸如相对高度信息、绝对高度信息以及运动

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飞行信息和阈值的着陆判决条件来判断所述飞行器是

否已着陆。

[169] 具体的，所述检测模块 1可以获取测距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分析，测距传感器可

以采集到飞行器对于着陆平面 （如地面）的距离，当基于测距传感器测得的到

着陆平面的距离小于预设的距离阈值，且持续的吋长达到吋长阈值吋，所述检

测模块 1即可确定飞行器为着陆状态，例如，测得30秒内距离地面的距离持续小

于2厘米，则确定为着陆状态。所述测距传感器可以为超声波传感器、视觉测距

传感器等。

[170] 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还可以用于首先判断是否持续接收到下降的指令，并判断

动力输出值是否已变小至不足以带动飞行器飞行的输出阈值、且基于IMU 确定飞

行器当前并未发生移动，若已持续接收下降指令、动力输出值小于输出阈值、

且确定飞行器并未发生移动，则确定飞行器为着陆状态。

[171] 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还可以用于：实吋计算气压高度计测量的高度值得方差Var

.press, 当Var_press 小于着陆判断阀值Var_static 且飞行器处于下降过程吋，认为

此吋飞行器已经着陆，处于着陆状态，否则认为飞行器未着陆。

[172] 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还可以用于：实吋计算气压高度计测量的高度值得方差Var

.press, 统计超声波测量值连续小于着陆高度阀值的次数N_us 。若超声波工作状

态正常，选择超声波进行着陆判断，当N_ US大于判断超声波着陆的判定阀值N_l



anding 吋，认为此吋飞行器已经着陆，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否则认为飞行器未

着陆。若超声波工作状态异常 （损坏或未接入系统），选择气压计进行着陆判

断，当Var_p reSS 小于着陆判断阀值Var_st a tic且飞行器处于下降过程吋，认为此

吋飞行器已经着陆，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否则认为飞行器未着陆。

[173] 一旦所述检测模块 1确定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所述停机模块2发出停机信号以

关闭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174] 具体的，所述停机模块2在所述检测模块 1检测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后，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件，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令停

止动力输出。和/或

[175] 所述停机模块2在所述检测模块 1检测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后，发送断幵

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供电电源，以使所述供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令断幵对所述

飞行器动力组件的供电完成动力输出的停止操作。

[176]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准确地检测飞行器是否已着陆，并在检测到着陆后 自动关闭

飞行器的动力输出，节省飞行器的能量，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闭控制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

[177] 在本发明另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装置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另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装置包括上一实施例中的检测模块 1和停机模块2，进一步具体地，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

[178] 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用于获取飞行器的飞行信息，并判断所述飞行信息是否

满足着陆判决条件，若是，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其中，所述飞行

信息包括：相对高度信息、绝对高度信息以及运动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信

息。

[179] 进一步可选地，再请参见图7，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可以包括：

[180] 第一获取单元 11，用于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的相对高度信息，所述相对高度信

息包括：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181] 第一确定单元 12，用于若获取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判决条件，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82] 其中，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12，具体用于在着陆判决条件中规定的吋长阈值范围



内获取 的着陆距离中，比所述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距离阈值小 的着陆距离的

个数达到 阈值 ，则确定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183] 所述相对高度信息为相对高度信息 ，可 以通过超声波探测器 、视觉测距传感器

来检测并获取。相对高度信息可 以实吋获取 ，也可 以以一定吋间间隔周期新获

取。

[184] 进一步可选地 ，再请参见图7，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可 以包括 ：

[185] 第二获取单元 13，用于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186] 第二确定单元 14，用于对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

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中设置 的方差 阈值 、且当前执

行 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

[187] 所述绝对高度信息通过气压计等传感器感测得到。同样可 以通过实吋获取等方

式来获取飞行器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值。

[188] 进一步可选地 ，再请参见图7，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可 以包括 ：

[189] 检测单元 15，用于检测飞行器 中设置 的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

[190] 第三确定单元 16，用于若该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 ，则触发该测距模

块探测所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若预设吋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 的着

陆距离中，比预设 的距离阈值小 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 的阈值 ，则满足预

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91] 第 四确定单元 17，用于若该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 ，则获取所述飞行

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并对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

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阈值且当前执行 的所述飞行

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92] 进一步可选地 ，再请参见图7，所述检测模块 1具体可 以包括 ：

[193] 第三获取单元 18，用于调用惯性测量单元IMU 测量飞行器 的运动信息 ，并获取

测量到 的运动信息 ；

[194] 第五确定单元 19，用于根据获取 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若是 ，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95] 通过 IMU 来探测加速度数据、角加速度数据等来确定飞行器是否在移动，特别

是在飞行执行 自动降落等降落操作后，如果通过 IMU 判定飞行未发生移动，则确

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196] 具体的，所述检测模块 1可以包括上述的第一获取单元 11、第一确定单元 12的

组合，第二获取单元 13、第二确定单元 14的组合，检测单元 15、第三确定单元 1

6、第四确定单元 17的组合，第三获取单元 18、第五确定单元 19的组合中的任意

一个组合或者多个组合，以满足用户对检测着陆状态的不同精确度的需求。

[197] 进一步可选地，再请参见图8，所述停机模块2具体可以包括：

[198] 判断单元2 1，用于若检测结果为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

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

操作；

[199] 第一停机单元22，用于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则触

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200] 进一步可选地，再请参见图8，所述停机模块2具体可以包括：

[201] 检测单元23，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数阈值，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的遥控器油门的位置；

[202] 第二停机单元24，用于若检测到遥控器油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器的

最低位，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203] 进一步可选地，所述停机模块2在用于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吋，具

体用于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件，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

指令停止动力输出。

[204] 进一步可选地，所述停机模块2在用于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吋，具

体用于发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供电电源，以使所述供电电源响应该断幵

指令断幵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的供电完成动力输出的停止操作。

[205]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所述飞行器 自动停机的控制装置中各个模块、

单元的具体实现的说明可参考图1至图5对应实施例的描述。

[206]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准确地检测飞行器是否已着陆，并在检测到着陆后 自动关闭

飞行器的动力输出，节省飞行器的能量，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闭控制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207] 再请参见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 的一种飞行器 的结构示意 图，本发明实施例 的

所述飞行器可 以为各种旋翼飞行器 ，具体 的，所述飞行器包括 ：动力组件200和

飞行控制器 100，动力组件200主要用于为飞行器提供动力 ，使飞行器执行各种

飞行任务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则可 以通过调用存储器 中相关 的应用程序 ，执行

不 同的功能 ，具体 的：

[208]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用于检测飞行器 的工作状态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

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动力组件200 的动力输 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

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209]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器还包括 ：飞行传感器300;

[210] 所述飞行传感器300 ，用于获取飞行器 的飞行信息 ，所述飞行信息包括 ：相对

高度信息 、绝对高度信息 以及运动信息 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信息 ；

[211]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判断所述飞行传感器300获取到 的信息是否满足

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212]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传感器300包括 ：测距传感器301 ;

[213] 所述测距传感器301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 当前飞行 的相对高度信息 ，所述相

对高度信息包括 ：到着陆平面 的着陆距离 ；

[214]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用于若从所述测距传感器301获取 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

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

[215] 其 中，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若在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吋长 阈值范

围内获取 的着陆距离 中，比所述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距离 阈值小 的着陆距离

的个数达到 阈值 ，则确定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216]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传感器300包括 ：高度传感器302;

[217] 所述高度传感器302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 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218]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对从所述高度传感器302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

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中设置 的方差 阈值 、且当前执行 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

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219] 所述飞行传感器300具体可 以包括上述 的测距传感器301和高度传感器302 中的

一个或者两个 的组合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可 以分别基于测距传感器301和高度

传感器302 的数据确定飞行器是否着陆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传感器300可

以同吋通过测距传感器301和高度传感器302来确定飞行器是否为着陆状态 ，具

体 的：

[220] 所述测距传感器301 ，用于 以一定 间隔吋长探测并记录所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

的着陆距离 ；

[221] 所述高度传感器302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 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222]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检测所述飞行器 中设置 的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

；若该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 ，则触发该测距模块探测所述飞行器到

着陆平面 的着陆距离 ，若预设吋长 阈值范 围内探测到 的着陆距离 中，比预设 的

距离 阈值小 的着陆距离 的个数达到预设 的阈值 ，则满足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若该测距模块 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 ，则获取

所述飞行器 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并对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

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阈值且当前执行 的

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决条件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

状态。

[223]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器还包括 ：惯性测量传感器303;

[224] 所述惯性测量传感器303 ，用于测量所述飞行器 的运动信息 ；

[225]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用于调用惯性测量传感器303测量所述飞行器 的运动信息

，并根据从惯性测量传感器303获取 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226]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 ，则判断所述飞行器 当前是否 已幵启动力输 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

行 自动起飞指令所指示 的 自动起飞操作 ；如果 已幵启动力输 出、且不是执行 自

动起飞操作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

[227]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数 阈值 ，则检测所述飞行器 的遥控器油 门的



位置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器 的最低位 ，则触发

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

[228]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

动力组件200;

[229] 所述动力组件200 ，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停机指令吋 ，响应所述停机指令关闭动

力输 出。

[230] 进一步可选地 ，所述飞行器还包括 ：供 电电源400;

[231] 所述飞行控制器 100，具体用于发送断幵指令给

[232] 所述供 电电源400 ，用于在接收到所述断幵指令吋 ，响应所述断幵指令断幵对

所述动力组件200 的供 电。

[233] 具体 的，本发明实施例 中所述飞行器 的各个部件具体实现 的描述可参考上述 图

1至 图7对应实施例 的描述。

[234] 本 发明实施例可 以准确地检测飞行器是否 已着陆 ，并在检测到着陆后 自动关闭

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节省飞行器 的能量 ，且满足用户对飞行器动力关闭控制 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需求。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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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模块或单元 的划分 ，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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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特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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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 明的单元可 以是或者也可 以不是物理上分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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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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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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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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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or)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

法 的全部或部分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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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 的介质。

以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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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书

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检测飞行器 的工作状态；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飞行器 的工作状

态 ，包括 ：

获取飞行器 的飞行信息 ，并判断所述飞行信息是否满足着陆判决

条件 ，所述飞行信息包括 ：相对高度信息 、绝对高度信息 以及运

动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信息 ；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如权利要求 1或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飞行器 的工

作状态 ，包括 ：

获取飞行器 的相对高度信息 ，所述相对高度信息包括 ：到着陆平

面的着陆距离 ；

若获取 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则确定所

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其中，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包括 ：在着陆

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吋长阈值范围内获取 的着陆距离中，比所述着

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距离阈值小 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 阈值。

如权利要求 1或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飞行器 的工

作状态 ，包括 ：

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

对获取到 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中设置 的方差 阈值 、且

当前执行 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 ，则满足预设 的判决条件 ，

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如权利要求 1或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飞行器 的工



作状态，包括：

检测飞行器中设置的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

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则触发该测距模块探测所

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若预设吋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

的着陆距离中，比预设的距离阈值小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

的阈值，则满足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

状态；

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则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

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并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

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差值；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阈值且当

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

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飞行器的工

作状态，包括：

调用惯性测量单元IMU 测量飞行器的运动信息，并获取测量到的

运动信息；

根据获取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陆；

若是，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 1至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若检测结

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

出，包括：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

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所指

示的自动起飞操作；

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则触发关闭所

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 1至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飞行器工

作状态的检测次数包括至少两次，所述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



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 的次

数 阈值 ，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 的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 ；

若检测到遥控器油 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器 的最低位 ，

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

如权利要求 1至8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触发关闭

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组件 ，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

该停机指令停止动力输 出。

如权利要求 1至8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触发关闭

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包括 ：

发送断幵指令给所述飞行器 的供 电电源 ，以使所述供 电电源响应

该断幵指令断幵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 的供 电完成动力输 出的停

止操作。

一种飞行器 自动停机 的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飞行器 的工作状态；

停机模块 ，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

关闭所述飞行器 的动力输 出，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

停机。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

所述检测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飞行器 的飞行信息 ，并判断所述飞

行信息是否满足着陆判决条件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

陆状态 ，其中，所述飞行信息包括 ：相对高度信息 、绝对高度信

息 以及运动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多种信息。

如权利要求 11或 12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第一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 的相对高度信息 ，所述

相对高度信息包括 ：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



第一确定单元，用于若获取的所述相对高度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

判决条件，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其中，所述第一确定单元，具体用于若在着陆判决条件中规定的

吋长阈值范围内获取的着陆距离中，比所述着陆判决条件中规定

的距离阈值小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阈值，则确定所述相对高度

信息满足预置的着陆判决条件。

[权利要求 14] 如权利要求 11或 1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第二获取单元，用于获取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

第二确定单元，用于对获取到的绝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

对高度的方差值；若得到的方差值小于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中设

置的方差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

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15] 如权利要求 11或 1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检测单元，用于检测飞行器中设置的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

第三确定单元，用于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则触

发该测距模块探测所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若预设吋

长阈值范围内探测到的着陆距离中，比预设的距离阈值小的着陆

距离的个数达到预设的阈值，则满足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确定

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第四确定单元，用于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则获

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并对获取到的绝

对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差值；若得到的方差值

小于预设的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

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16] 如权利要求 11或 1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第三获取单元，用于调用惯性测量单元IMU 测量飞行器的运动信

息，并获取测量到的运动信息；

第五确定单元，用于根据获取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器是否着

陆；若是，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17] 如权利要求 11至 16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停机模

块包括：

判断单元，用于若检测结果为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则判断所述

飞行器当前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否在执行 自动起

飞指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操作；

第一停机单元，用于如果已幵启动力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

操作，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权利要求 18] 如权利要求 11至 16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停机模

块包括：

检测单元，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的检测次

数大于预设的次数阈值，则再检测所述飞行器的遥控器油门的位

置；

第二停机单元，用于若检测到遥控器油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

述飞行器的最低位，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权利要求 19] 如权利要求 11至 18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停机模

块在用于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吋，具体用于发送停机

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件，以使所述动力组件响应该停机指

令停止动力输出。

[权利要求 20] 如权利要求 11至 18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停机模

块在用于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吋，具体用于发送断幵

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供电电源，以使所述供电电源响应该断幵指

令断幵对所述飞行器动力组件的供电完成动力输出的停止操作。

[权利要求 21] —种飞行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动力组件和飞行控制器，



所述飞行控制器 ，用于检测飞行器 的工作状态；若检测结果为所

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则触发关闭所述动力组件 的动力输 出，

使得所述飞行器在着陆后完成 自动停机。

[权利要求 22] 如权利要求 2 1所述 的飞行器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飞行传感器

所述飞行传感器 ，用于获取飞行器 的飞行信息 ，所述飞行信息包

括 ：相对高度信息 、绝对高度信息 以及运动信息中的任一种或者

多种信息 ；

所述飞行控制器 ，具体用于判断所述飞行传感器获取到 的信息是

否满足预设 的着陆判决条件 ；若是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

状态。

[权利要求 23] 如权利要求22所述 的飞行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飞行传感器包括

：测距传感器 ；

所述测距传感器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 的相对高度信息

，所述相对高度信息包括 ：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

所述飞行控制器 ，用于若从所述测距传感器获取 的所述相对高度

信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其中，所述飞行控制器 ，具体用于若在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吋

长阈值范围内获取 的着陆距离中，比所述着陆判决条件 中规定 的

距离阈值小 的着陆距离的个数达到 阈值 ，则确定所述相对高度信

息满足预置 的着陆判决条件。

[权利要求 24] 如权利要求22所述 的飞行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飞行传感器包括

：高度传感器 ；

所述高度传感器 ，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 中的绝对高

度信息 ；

所述飞行控制器 ，具体用于对从所述高度传感器获取到 的绝对高

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 的方差值 ；若得到 的方差值小于



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中设置的方差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

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

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25] 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飞行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飞行传感器包括

：测距传感器和高度传感器；

所述测距传感器，用于以一定间隔吋长探测并记录所述飞行器到

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

所述高度传感器，用于获取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

度信息；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检测所述飞行器中设置的测距模块的

工作状态；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正常状态，则触发该测距

模块探测所述飞行器到着陆平面的着陆距离，若预设吋长阈值范

围内探测到的着陆距离中，比预设的距离阈值小的着陆距离的个

数达到预设的阈值，则满足预设的着陆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

器处于着陆状态；若该测距模块的工作状态为异常状态，则获取

所述飞行器当前飞行过程中的绝对高度信息，并对获取到的绝对

高度信息进行计算得到对绝对高度的方差值；若得到的方差值小

于预设的阈值且当前执行的所述飞行过程为降落过程，则满足预

设的判决条件，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26] 如权利要求2 1至22所述的飞行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惯性测

量传感器；

所述惯性测量传感器，用于测量所述飞行器的运动信息；

所述飞行控制器，用于调用惯性测量传感器测量所述飞行器的运

动信息，并根据从惯性测量传感器获取的运动信息判断所述飞行

器是否着陆；若是，则确定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态。

[权利要求 27] 如权利要求2 1至26任一项所述的飞行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则判断所述飞行器当前是否已幵启动力输出，并判断当前是



否在执行 自动起飞指令所指示的自动起飞操作；如果已幵启动力

输出、且不是执行 自动起飞操作，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

输出。

[权利要求 28] 如权利要求2 1至26任一项所述的飞行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若检测结果为所述飞行器处于着陆状

态的检测次数大于预设的次数阈值，则检测所述飞行器的遥控器

油门的位置；若检测到遥控器油门的位置处于要求降落所述飞行

器的最低位，则触发关闭所述飞行器的动力输出。

[权利要求 29] 如权利要求2 1至28任一项飞行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发送停机指令给所述飞行器的动力组

件；

所述动力组件，用于在接收到所述停机指令吋，响应所述停机指

令关闭动力输出。

[权利要求 30] 如权利要求2 1至28任一项飞行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供电电

源；

所述飞行控制器，具体用于发送断幵指令给所述供电电源；

所述供电电源，用于在接收到所述断幵指令吋，响应所述断幵指

令断幵对所述动力组件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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