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警用无人机应用创新论坛
指导单位：公安部警用航空管理办公室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广东院士联谊会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实验室 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

2016中国农业航空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广东院士联谊会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2016中国国际无人机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2016中国无人机飞控技术与机场安保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三航工业技术研究院

2016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无人机行业应用现状和商业趋势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乐业地信会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016中国无人机竞速大赛·国际争霸赛
主办单位：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2016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创新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 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联盟

2016第二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主办单位：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协办单位：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蒂艾斯会展有限公司

宣传媒体：
香港文汇报、香港商报、中国网、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都市报、百度、大粤网、新浪财经、
新浪科技、深圳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科技日报、亚太日报、深圳侨
报、深圳新闻网、南方日报、香港卫视、深圳卫视、第一现场、深圳电视台娱乐频道、深圳电视台移
动频道、中国公共安全、CPS中安网、智通财经、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网、高工机器人、无人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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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6月16日 18:00-21:00 欢迎晚宴中国无人机产业二十强及十大品牌
颁奖典礼 深航五楼琨鹏厅

2016年6月17日-19日 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深圳应急救援展览会 7号馆

6月17日 09:30-12:00 第二届中国国际灾害管理与应急救援技术论坛 7号馆（会议室）

6月17日 14:00-17:00 第五届中国警用无人机应用创新论坛 7号馆（会议室）

6月18日 09:00-12:00
2016中国农业航空发展论坛 7号馆（会议室）

2016中国国际无人机论坛 5楼玫瑰2厅

6月17日-18日 2016中国无人机竞速大赛·国际争霸赛 7号馆

6月19日 09:00-12:00

中国无人机飞控技术与机场安保论坛 7号馆（会议室）

2016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无人机行业应用现状和
商业趋势论坛 7号馆（产品发布厅）

6月19日 09:00-12:00
2016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创新论坛

五楼玫瑰3厅
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会员授牌仪式

2016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深圳应急救援产业展览会

论坛活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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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

展

厅

8号馆

参展入口参展入口

开幕式，比赛区域

7A01

7A02

7C02

7C17

7C29

7D01

7D02

7F01 7F26

7E01

7F90

7F95

7F86 7F73 7F70

7F66

7F55

7F57

7G01 7G09 7G16 7G24

7D03

7D05

7D06

7D07

7D08

7D09

7D10

7D11

7D13

7D24

7D23

7D22

7D21

7D20

7D19

7D18

7D17

7D16

7E26

7E30

7E34

7E31

7F07

7E40

7E44 7E46

7C30

7C39

7G05

7D10A

7F87

7E15

7E097E08

7E10

7F72

7F74

7C18

7C31

7E41

7D14

7C01

洲际通航

国鹰航空

科比特

鼎创

旭飞华

越

鹰眼

智航 光韵达

智璟

科技

一电 森

讯

达

中部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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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展示区

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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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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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天
哈瓦

国际
无

人

机

博

览

馆

科卫泰

国际展区

安尔康姆

一信泰

华夏盛

时代

星光

拓扑

晨轩

昂特尔

唯真

亿道

联通

全

球

鹰

海视

英科

泰一

总参

六十所

彩虹鹰

安科安全

普宙

飞行

体验区

选手区
裁判区

无人机组装赛

易飞

天
浩

中海航

忧鹰

华

力

信

通

科艺

安邦

翼通

双优

博雅

英杰

圣丽

迪亚

公益

救援

智慧海

维斯德

科易

会议室

17M

1
4
M

18M

1
1
M

企业新闻发布室(开放式）

背板9*3，舞台9*3*0.15

前二排课桌式，后面剧院式60

把椅子

背板10*4，舞台10*2*0.15，

前二排课桌，后面剧院160把

白折椅

背
板

星火

智祥源

大疆

艾特

建豪
背

板

媒体区

翼航

俊乐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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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深圳应急救援产业展览会

展商名录

    会刊企业简介在编辑过程中都进行了部分删减，重点保留公司的主要产品类

型，如有错漏之处，敬请谅解！

    至6月1日以后报名参展厂商资料未能录入。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7C29

广州长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C39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	 7D01

翼通航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7D02

广东天浩科技有限公司	 7D03

深圳市双优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7D06

常州常探机器人有限公司	 7D08

深圳圣丽迪亚贸易有限公司	 7E09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7D11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有限公司	 7D16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7D20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7F74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E30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E40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E44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E46

深圳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F01

承德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F07

深圳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7E34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F26

长沙中部翼天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7G16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7F57

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F66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7F90

深圳市鼎创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7F73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7F86

7号馆参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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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7F86

北京华力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7F87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7F95

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7G09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MC）	 7G24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E10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F70

深圳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D13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7D09

深圳市维斯德技术有限公司	 7D21

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7D22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C18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7F72

深圳市安邦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7A01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D17

深圳市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	 7E15

深圳市昂特尔太阳能投资有限公司	 7D07

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7E31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D18

深圳一信泰质量技术有限公司	 7D19	

北京晨轩未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D24	

深圳市星火心肺复苏急救知识推广协会	 7E08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7D10a

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F55

深圳市唯真电机有限公司	 7D05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总参六十所）	 7D23

中国联通深圳市分公司	 7E01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C31

深圳市翼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C01

翼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C01

深圳市富斯遥控模型技术有限公司	 7C01

深圳市好盈科技有限公司	 7C01

珠海市世飞联体育运动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7C01

超音速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7C01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南京交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灵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狄耐克物联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正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禾无人飞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翼睿翔天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安徽泽众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安金狮科创有限公司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洲际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官网

深圳中天通用无人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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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

全球安防产业联盟	

国际救援委员会	

韩国无人机协会	

日本UAS产业振兴协议会	

日本东京大学	

日本智能交通协会	

泰国空军司令部	

泰国安防协会	

泰国智能交通协会	

东盟工商总会	

韩国无人机产业协会

韩国智能交通协会	

美国ASTM国际标准组织

新加坡IFToMM协会

澳大利亚智能交通协会		

澳大利亚The	Iittle	Ripper	Lifesaver	Pty	Ltd公司

IDRA世界无人机竞速联盟

中国无人机竞速联盟

中国无人机科技创新产业联盟

德国联合技术中心

中国欧盟商会

欧洲全球卫星导航局

德国电信

中华ITS协会

香港ITS协会

SAP中国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泰国ITS协会

印度安保机构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国际事务局				

对话企业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长安大学

陆军学院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乾坤无人机研究院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总参六十所）

参赛单位

深圳第一视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IDRA世界无人机竞速联盟

The	Dutch	Drone	Rac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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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ARKET ANALYSIS
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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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无人机市场

1、无人机类别

无人机按平台或机身构造可分为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和多旋翼无人机三种。

固定翼无人机：固定翼是军用和民用无人机的主流，最大特点是载重量大、续航

时间长、航程远、飞行速度快、飞行度高，但是起降受场地限制、无法悬停。

无人直升机：无人直升机是灵活性最强的无人机平台，其主要特点是载荷和航时稍

大，起降受场地限制少，但是结构复杂，故障率高。

多旋翼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是消费级和部分民用无人机的首选平台。其主要特

点是操作灵活、结构简便、价格低廉，但有效载荷小，续航时间短。

目前，多旋翼为主的小型民用无人机是市场的热点。首先是技术成熟，复合材

料、电池、通信系统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飞控技术的成熟使得多旋翼无人机操作更

加灵活、便利，实现突破。其次就是零配件成本降低，受惠于产业链成熟，传感器、

磁罗盘等零配件成本降低。最后就是应用场景广泛，无人机与摄像机结合在航拍、巡

检等方面应用广泛。

 

多旋翼无人机应用景分析

政府 45%

消防 25%

能源 10%

地球观测 6%

农林渔 13%
商业广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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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概况

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地区研制了几百种型号的无人机。专业机构预测，全世

界在军、民用无人机系统方面的研发、测试费用将从2013年的66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

的114亿美元。未来10年，全世界在军、民用无人机系统上的总投资将达891亿美元。

仅美国就有超过50家大学、公司和政府机构正在开发150余种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在中

国大陆，已有300多家单位在生产无人机，产业形成以北京为中心、深圳为前沿、西南

四川为据点，以点带面、竞相发展的格局。在全球无人机行业中，中国无人机无疑是

当中的佼佼者，大疆创新2014年总营收占全球小型无人机市场份额的70%。在无人机

制造领域，“中国造”已领先抢占世界市场。

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无人机在2015年大约销售58.7万架，其中军用无人机约占

3%，民用无人机占97%。民用无人机销量中，专业级无人机销量约17.1万架，消费级

无人机销量约39.9万架，预计2016年民用无人机将保持48%左右的速率增长，达86.9

万架，预计销售额达76.3亿美元。由此可见，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高速增长，标志着

行业已经进入成长期，按这样的速度，2020年将超过100亿美元，2023年达到115亿

美元。

（数据来源：UBM Market Research）

 全球无人机近五年销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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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军用和民用的市场占比，专业机构Teal Group对民用市场给出了更加乐观

的判断。大约为年化复合增速为9%，到2023年达到115亿美元，当然Teal Group在报

告中特别提到了google、facebook、amazon、腾讯、小米等互联网巨头给民用军用

无人机产业带来潜在的现在难以量化预判的颠覆性变化。与此同时，行业变化也让竞

争更加激烈、产业分化明显，技术和产品的成熟也使得应用和配套服务愈发丰富。

 

（数据来源，Teal Group，东方证券研究所）

全球无人机近十年规模预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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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民用无人机市场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爆发性增长，则需要突破空域资源

和安全问题这两个瓶颈，这两个问题一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解决，人类利用无人机征

服空域的想像空间将被彻底打开，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可能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3、产业布局

无人机行业强劲的发展势头，各路大佬竞相布局，为尽早取得“制空权”亚马

逊启动了Prime Air的无人机物流计划，google收购无人机公司Titan Aerospace；

facebook以2000万美元收购英国无人机公司Ascenta；迪士尼乐园也引入了无人机，

英特尔投资Yuneec 、GoPro和索尼也高调宣布进入无人机市场。具体如下表所示。

无人机行业制空权争夺进展列示

机构、公司 关键词 进展

NASA 科研、空中交通 开发无人机“低空交通管理系统”

亚马逊 物流 Prime Air人机物流计划已进入第9代研发

Google 地图、物流、网络
收购Titan Aerospace太阳能动力无人机，提供低成本互联网接入

2015年5月展示两款无人机，用于Google Maps地图、快递

Facebook 网络
收购英国无人机公司As-centa

Internet.org飞行器在英国测试成功，主做互联网接入

高通 芯片
投资3D Robotics无人机

为消费级无人机推出Snapdragon Flight参考设计平台

英特尔 制造、芯片 投资三家无人机公司Airware、PrecisionHawk、Yuneec

伊立浦 全产业链
收购瑞士Mistral Engines SA进军无人机发动机市场；收购
德国SkyTRAC/SkyRIDER成为民用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制造
商；提供和燃油航拍无人机零配件及特殊用途改装等服务

Matternet 物流 建造无人机网络向全球偏远地区运送食品和医疗用品

GoPro 航拍
为多款无人机推出了视频摄像设备，预计今年推出第一款多
马达驱动无人机

Maxell 电池 无人机用锂离子电池

索尼 航拍、视觉数据
研发Aerosense无人机，计划2016年提供无人机飞行和视觉
数据云处理服务

三星 航拍 研发“无人机自拍相机项目”，实现跟踪拍摄

诺基亚 通信 研发专用无人机，用于通信设备和移动基站检测

腾讯 航拍、视频分享 传秘密研发巴掌大小无人机产品，用于自拍

小米 生态 传投资“飞米”的无人机团队

顺丰 物流
2013年开始无人机送快递测试

投资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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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无人机市场

中国是无人机制造业的世界领导者，并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级的创新者。中国无人

机开发商正在为日益繁多的市场需求——从警方监视到农业测绘和交通管理——提出

相应的空中解决方案。

 民用无人机行业应用领域

无人机行业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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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无人机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

规划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从事无人机行业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机构）有

4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60家左右，尤其是消费级无人机已走在世界前列。	

2016CES参展的27家无人机厂商中，以大疆、零度、一电等为首的国内企业达13

家。

（资料来源：uavsnews，长江证券研究所）

1、出口增长强劲

据国家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中国大陆出口无人机89.1万架，同比增长427.2%；

出口金额5.15亿美元（约合32.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30.6%。出口主要地区依次是

香港、北美和欧盟，出口平均价约折合3670元人民币。其中，出口香港的40%又转口

到北美和欧盟。2015年中国大陆进口无人机14.5万架，同比增长1350%；进口金额1.1

亿美元，同比增长83.3%。进口平均价约折合4817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大约有400个无

人机制造商，供应全球70%的无人机需求市场。

 

（资料来源：UBM Market Research）

国内无人机近几年出口增长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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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大陆无人机市场总规模6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约占全球市

场规模的15%。预计2016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超过96亿人民币，到2018年将超过

190亿人民币。

2010年之前，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小，增长缓慢，主要运用于灾害救援、地

图测绘等专业级市场。最开始的消费级无人机主要受众是航模爱好者和DIY发烧友。

2014年国内民用无人机产品销售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2015年约23.3亿元人民币。未

来5年，将保持6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到2018年市场规模将超过80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UBM Market Research）

国内无人机近几年市场规模增长与预测

2、深圳成风向标

深圳口岸出口的民用无人机占全国总量的95%以上，2015年深圳市出口无人机

30.9亿元，比2014年增长7.2倍，其中单月出口值持续走高，从1月的1.3亿元至12月份

的4.5亿元。这些无人机出口主要以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为主，而出口香港地区的机

器大部分又会被转运到北美和欧洲。

特别是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被《华尔街日报》誉为“首个在全球主要的

消费产品领域成为先锋者的中国企业”。由深圳口岸出口的民用消费级无人机，95%

以上来自消费级无人机龙头企业大疆创新，其目前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70%以上

的份额，而FAA的数据表明，自从2015年底美国无人机注册制度实施以来，大疆创新

始终是全美注册数量最多的品牌。

3、国内产业布局

（1）国内无人机三巨头

目前国内无人机三巨头非大疆创新、极飞和亿航莫属，他们分别在消费级无人

机、农业、物流及工业应用等方面占领行业前沿。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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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无人机三巨头情况分析表

（资料来源：宇辰网）

（2）上市公司扎堆掘金无人机

无人机的增长潜力让无数企业“垂涎三尺”，国内无数上市公司也纷纷布局扎堆

前来掘金。

上市公司布局无人机

大疆创新 极飞科技 广州亿航

特点 消费级无人机霸主 农业无人机领军者，布局物流
消费级无人机“去遥控
器”，布局商业、工业无
人机

估值 508.9亿人民币 12.7亿人民币 10.7亿人民币

收入 2015年突破10美元 2015年服务收入2000多万元 不详

融资
A轮：红杉资本数千万美元
B轮：红杉资本、麦星投资数千万美元
C轮：Accel7500万美元

A轮：长青基金2000万美元
A轮：1000万美元
B轮：4200万美元融资

主打
产品

PHANTOM系列、“悟”INSPIRE、
如影RONIN、开发者套件、筋斗云系
列、机载云台、灵眸OSMO手持云台
相机、多旋翼动力系统等

极飞农业P20无人机系统、
XMisson极侠

六轴无人机Ehang 
hexacopter、Ghost无
人机

公司 涉足领域 布局现状

赛为智能
（SZ.300044）

无人机整机飞控系统 子公司自主研发的SF-A01固定翼无人机试飞成功

山东矿机
（SZ.002526）

无人机零部件
定增4.6亿元主要用于“无人机及航空发动机关键
零部件项目”

山河智能
（SZ.002097）

无人机飞机系统、发动机、设备等
参股企业山河科技获首批无人机民用牌照，海外并
购加拿大AVMAX

振芯科技
（SZ300101）

军工无人机视频图像
北斗全系列终端供应商，相关视频图像类产品已应
用到无人机领域

中海达（300177） 军民两用无人机技术产品研发 控股天津腾云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宗申动力
（SZ.001696）

军用无人机整机制造业务
向军工用无人机龙头神舟飞行器公司增资1.4亿元
占股16.67%

德奥通航
（SZ.002260）

民用直升机、无人机制造
收购德国资产成为民用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无人机
领域全球制造商；定增募资用于补充民用共轴双旋
翼直升机、无人机及航空发动机研发

贵航股份
（SH.600523）

研发
实控人贵航集团将建成中国最大的高级教练机和
无人机的科研生产基地

中国卫星
（SZ.600118）

无人机系统集成及应用 为无人机提供信息链系统

中航机电
（002013）

无人机发射系统，孙公司研发除霾
无人机

子公司有无人机发射系统的研制生产业务；孙公司
航宇公司研发的柔翼除霾无人机取得进展

风范股份
（SH.601700）

巡逻机
参股江苏翔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常熟市公安局
研制首款巡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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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主要无人机企业

国内主要无人机企业清单，供企业参考。

国内无人机产业链概览

 （资料来源：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杨忆）

国内主要无人机企业名录

名称 核心服务 投资机构 融资进度

大疆创新 无人机研发制造 红杉、麦星、远瞻资本、Accel Partners C轮

亿航无人机 无人机研发制造
金浦集团、纪源、真格、东方富海、

PreAngel 乐搏
B轮

极翼无人机 无人机及周边产品研发制造 未透露 A轮

Yuneec昊翔 无人机产品研发 英特尔 A轮

纵横无人机 无人机及操作系统研发制造 德迅投资 A轮

西安韦德沃德
无人机整机系统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和飞行服务
深创投 A轮

零度智控 无人机研发制造及解决方案 雷柏科技 A轮

极飞科技 无人机生产制造，植保服务为主 成为资本 A轮

飞豹 消费级无人机研发制造 宜华集团 A轮

科比特 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国信证券和大族激光 A轮

易瓦特 电力巡检为主的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信中利资本、华工科技、北斗基金 A轮

天鹰兄弟 植保无人机为主的生产制造 未透露               A轮

基石信息 无人机操作系统开发、整机生产制造            未透露    A轮

无人机会刊.indd   16 2016/6/8   15:39:09



• 17 •

[会刊]

名称 核心服务 投资机构 融资进度

北方天途 无人机生产制造 未透露               A轮

万户航空 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未透露                            A轮

中翔腾航 智能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和服务 未透露               A轮

星图无人机 航拍无人机研发和制造 人人公司、千橡互动、志成、天善    Pre-A轮

智航无人机 无人机研发制造 北极光创投               天使轮

致导科技 无人机研发制造 信天创投                   天使轮

臻迪科技
无人系统开发、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系统集成    
佳讯飞鸿    A轮

凌宇智控 无人机视觉研发 PreAngle Pre-A轮

3D Robotics 无人机研发制造
O'Reilly Alpha Tech Ventures and 
True Ventures,Foundry Group，
Mayfield FUnd,SK Ventures

C轮

CyPhy
Works

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Bessemer VP,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Lux Capital 
B轮

Lily 航拍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High Lins Venture Partners，Joe 
Montana,Slow Ventures，Spark 
Capital,StartX,Steve Aoki,SV 
Angel and Upside Partnership

A轮    

SkySpecs 无人机研发制造，数据采集服务 Michgan Angel Fund A轮

AirDog 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Base Ventures 种子轮

Manernet 物流无人机研发、制造服务商 Alchemist 种子轮

Vires 
Aeronautics

无人机研发制造商
Draper Associates，Promus 

Ventures
种子轮

Skydio 无人机视觉技术研发 Accel Partners，A16Z A轮

skyCatch 基于无人机的数据采集分析服务
Google Venture,Avalon ventures，

FF Venture Capital
B轮

Precision 
Hawk

基于无人机的数据分析采集服务 Intel Capital B轮

Airware 无人机操作系统
Intel，A16Z,GE Venture,First Round 

Capital,KPCB
B轮

Redbird 基于无人机的数据分析采集服务 Commercial Drone Fund A轮

Drone
Deploy

无人机操作系统
AngelPad,Data Collective，SoftTech 

VC,DFJ,Emergence Capital 
Partners

A轮

Kespry 基于无人机的数据分析采集服务 Lightspeed 种子轮

DroneBase 基于无人机的数据分析采集服务商
YC,Union Square Ventures SV 
Angel,Rothenberg Ventures

种子轮

 

（资料来源：艾瑞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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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人机应用领域

目前，国内无人机应用行业较多，但重点依旧落脚在航拍、农林、安防、电力四

大领域。

无人机应用行业示意图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无人机应用重点领域

（资料来源：艾瑞资讯）

领域 市场空间 竞争概况 产品需求特点

航拍及娱乐 未来市场规模达到300亿
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已诞
生独角兽大疆创新

操作便利，图传效果好

农林 未来市场规模达到200亿
竞争日益激烈，有极飞、汉和等
优秀企业，大疆也已进入

价格低廉，维护简便，载重大

安防 未来市场规模约150亿
竞争阶段相对初期，国内安防
巨头海康威视已经进入

续航时间长，恶劣环境适应力
强，图传效果好

电力 未来市场规模约50亿
竞争尚不激烈，领军企业易瓦
特已在新三板上市

载重大，抗风和抗干扰能力强

物流
目前多旋翼无人机负载较差，不适应物流行业应用，同时各国在低空域管制严格，政策前景尚
不明朗，因此物流领域应用还无法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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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未来应用

未来无人机不仅能够扮演超级速递员和警察的角色，还能够为地面提供低成本、

机动程度极高的无线网络覆盖。把无人机想像成一个“会飞的传感器”，无人机就成

了工业4.0的一个空中数据端口，大至地球物理、气象、农业数据，小至个人位置信

息，无人机将引爆一场空中的大数据革命。

1、工业4.0的空中数据端口

无人机作为一个会飞的传感器，在未来民用领域最具想象空间的应用可能是作为

空中的数据端口，为连接全球的工业4.0“大数据”系统提供更精确、更强大的数据

流。

从无人机最普通的巡检功能说起，使用无人机在全国范围内来巡视农田，可以比

卫星图像更清晰地观测到农作物长势、自然灾害、土壤变化等信息，无人机通过数据

链接入全球互联网，可以将收集的数据实时传输给大宗商品分析师，用以判断全球农

作物期货市场走势；在未来的精准农业系统中，小型无人机可以用来观测作物是否缺

水，将信息反馈给灌溉系统以调节水量。

从个人信息数据的获取来说，无人机可以模拟wifi热点，嗅探移动设备的MAC地

址，并根据信号的强度等对设备进行三角定位，搜集的信息汇总起来则可以绘制出用

户的运动地图，呈现出他通常会路过的街区、商店等，进而有条件对用户进行筛选，

比如向“过其门而不入”的潜在消费者推送优惠促销信息。通过对个人运动轨迹的跟

踪，可以更全面地把握人群的生活习惯，为厂商提供更精确的参考数据。此外，在紧

急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定位移动设备来拯救生命，无人机通过受困者手机wifi信号来

判断受困者的位置。

这项技术和商场、超市中常用的室内移动设备定位技术如iBeacon有些类似的地

方，均可以在用户经过时推送促销信息等。不同之处在于无人机更加灵活，可以在更

加复杂的地理条件下对用户进行定位。

2、提供灵活机动、低成本的WIFI网络接入

在全球有将近四十亿的人口仍未接通互联网，如何解决互联网接入问题，如WIFI

的网络部署，已成为人类十大解决难题之一。而无人机的能耗较低，但飞行时间却较

长，可以更大范围内的为用户提供互联网的接入服务。同时无人机具有很强的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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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根据某一区域内的特殊需要来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Google收购Titan，用无人机抢占互联网覆盖市场，收购无人机公司Titan 

Aerospace。Titan Aerospace将会与Google的两个项目进行合作，其中之一是通过

高空氦气球提供互联网服务的 Project Loon，除此以外，Google还计划斥资10亿美

元，用卫星提供互联网覆盖。氦气球、无人机与卫星三管齐下。但相对而言，无人机

技术可能会比氦气球更有优势，因为氦气球的部署成本和维护难度都较高。

3、会飞的配送快递员

从经济成本而言，无人机送货成本明显比人工物流成本低，因此不少企业纷纷涉

足。无人机送货服务最著名莫过于亚马逊的Prime Air无人机物流计划。现在，亚马逊

的Prime Air已经迭代进入第九代，目前已经正式向FAA申请更大范围的室外飞行测

试。另外Google、UPS、顺丰等也开始测试无人机送货。

4、个人安全的空中守护者

无人机已具备物流送货、监测信息、航空拍摄等各种功能，那么能够记录人们日

常生活的无人机的诞生是否也指日可待了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成为现实，未

来更加成熟的可跟踪记录指定目标的无人机可对个人安全实现全面的监测和保护。

无人机快递 描述

亚马逊
2013年公布无人机计划Prime Air，
目前已经研发到第九代。

输入收货地的GPS坐标，装上货品，无人机能够飞离
16km送货，缺货之后自动返回，亚马逊计划用无人机寄
送重量小于2.26kg的物品，服务范围覆盖86%的品类

Google
Project Wing计划，2012年就开始
秘密实施，2014年在澳大利亚开始
试验

翼宽1.5米，机身重8.5公斤，可运送1.5公斤的物品，短
期目标是运用无人机快速递送商品，长期目标是灾难救
援，为偏远地区输送救灾物资

UPS 2013年底开始测试无人机送货服务
除了点对点送货外，UPS还可在物流中心和分拣中心传
递包裹

达美乐 2013年6月起测试 用小型无人机送比萨

顺丰
2013年年，顺丰在东莞进行无人机
测试，随后进入试运行阶段

无人机并不会直接面向客户，而是进行顺丰自身不同网
点之间的配送，主要是将货物送往人力配送较难、较慢
的偏远地区

圆通
2015年圆通、淘宝与商家联合测试
无人机送货服务

北上广用户选择购买49元的某饮品礼包，由无人机一小
时内极速送达，采用的是极飞科技的无人机

极飞科技
2014年开始在东莞和惠州之间用无
人机送货

目前每天有500架无人机进行快递工作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无人机快递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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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TECHNOLOGY EXCHANGE
技术交流>>>

无人机会刊.indd   21 2016/6/8   15:39:10



• 22 •

农业植保无人机应用技术浅析
文/余景兵

农业植保无人机顾名思义是用于农业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包括农药喷

洒、施肥、播种等作业，农业植保无人机由动力系统（油动或电动）、GPS飞控导航

系统、喷洒系统、操控系统及机身本体等五部分组成，通过地面遥控或者是地面站任

务规划，来实现无人机植保作业。

一、国家宏观政策支持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发展高效、安全的现代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目标。为确保中国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扶持自然成首要问题，需

要新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来推动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同步发展。纵观近年来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重大决定，始终强调健全

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实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工程，加快农机装备技术攻关，重点

突破农机装备领域关键技术，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提升农业技术装备水平。2014年中央1号文更是明确提出了“加强农用航空建设”的目

标，农用无人机纳入农用航空建设范畴，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由一般农业机械向高

度机械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迈入高端农机装备行列。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过程中，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新闻发言

人叶贞琴就“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等受到农业领域、无人机制造领域

等业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了解读。这些信息都对农业植保无人机这一产业未来发展方

向指明了道路。农业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科技韩长赋部长首先总结了上一年农业的发

展状况，他说：“2015年农业形势喜人，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农民收入超过了万元

大关，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16年国家提出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

成10亿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这客观上不仅为农业植保无人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

支持，也表明了农业植保无人机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同时也是对农业

无人机企业是否能干活、干好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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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植保无人机市场需求

在国家政策的高调指引下，农业无人机植保飞防有着迫切的市场需求。

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严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基本都是留守老人和儿童，

劳动力非常有限，一到杀虫除害季节，就算有年轻人在农村，也没有几个愿意打药，

毕竟农田打药非常辛苦，而且对身体还有可能伤害。一项数据表明，每年中国因打农

药而中毒的农民不少于10万人，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另外土地越来越集中，从几十亩

到几百亩，上千亩越来越多，通常当病虫灾害发生时，打药就那么几天，如果找不到

足够多的人打药，农作物受病虫灾害的影响就可能减产。传统的背负式喷雾器一个人

一天也就打药10亩~15亩，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农场植保的需求，而拖拉机悬挂式植

保机又容易对农作物造成物理损伤。

据统计，中国目前农业植保仍是以传统机械为主，包括手动和小型机(电)动喷雾

机，拖拉机悬挂式植保机等，其中手动施药药械、背负式机动药械分别占国内植保机

械保有量的93.07%和5.53%，拖拉机悬挂式植保机械约占0.57%。国内农用飞机数量

少，仅占世界农用飞机总数的0.13%左右；农业航空年处理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

的1.70%。用科技的手段控制农药残留农产品质量的安全，关系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的

安全，农业部印发《制定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要求淘汰传统喷洒

工具，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农业三大主要作业环节中播种和收割都

实现了机械化，唯独喷洒环节机械化程度较低，农用无人机正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同

时，与传统农业相比，采用无人机植保作业安全、精准、效率高，能减少农药、化肥

的使用率和使用量，有利于水土环保；且智能化、操作简单等特点不仅为农户节省大

型机械和大量人力成本，还能推动农药改革，带动航空药剂新型产品的研发和无人机

维修服务业的发展。

根据某实验数据表明，相比于常规喷洒，农业植保无人机采用喷雾喷洒的施药方

式，每平方厘米施杀虫剂仅为25滴左右；施除草剂仅为30滴左右；施除菌剂仅为60

滴左右，就可完全满足农作物正常生长需求，效率高于常规喷洒数十倍，并可以节约

50%的农药使用量、90%的用水量。先进的农业植保无人机应用于现代化农业生产，

为实现农药零增长目标奠定了坚实的装备技术保障！

据业内人士预估，我国耕地面积超过18亿亩，但山地丘陵面积较大，以每年喷

洒5次，每亩作业价格6-20元为例，农业植保无人机一年的理论作业收入即接近千亿

元。中国的植保无人机市场现正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未来10年，全球无人

机销量仍将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民用无人机和消费级无人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

无人机研发生产企业已超过400家，其中，生产植保无人机的企业超过100家，我国在

农业领域投入使用的无人机已超过2000台，飞控手人数达5000人以上；预计到2020

年，中国对植保无人机的需求量是10万架，从业人员需求量达到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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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领域，无人机主要集中运用在植保、施肥、播种、灾害预警、产量评估、

农田信息遥感等子领域。目前，农业植保领域内主要的无人机平台是固定翼、无人直

升机、多旋翼三种类型，其中无人直升机和多旋翼无人机则是这一应用领域发展的主

流。

三、农业植保无人机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

我们知道，无人机植保水平是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在当前我国农业

生产过程中，农作物保护仍以人工加手动、电动喷雾机这样的半机械化装备为主，约

占作业总量的90%以上，机械化植保设备，如拖拉机悬挂式施药施肥机械仅占不到1%

的份额，而无人机植保在我国占比只有1.67%，远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的50%以上的水

平。植保无人机产品同质化很严重，各家技术水平相差不大，核心问题、关键技术仍

有待解决，主要表现一下几个方面：

1、 续航时间问题

目前不管是电动多旋翼植保无人机或者电动单旋翼植保无人机植保作业的续航

能力不超过20分钟，需要频繁更换电池，而电池充电多数需要配发电机，携带转场很

不方便。在续航方面重点考虑研制长航时的油动直升机来解决，电池革命还没有到来

前，包括石墨烯电池、氢燃料电池、铝空气电池尚不能进入实用阶段前，带水冷系统

的汽油发动机是唯一解决长航时的有效路径。

2、 载荷问题

目前农业植保无人机的载荷大多在15kg以内，实际作业时载荷在10kg左右。大

载荷意味这更大功率的动力系统，如果是电动的就需要更大容量的电池，但是电池容

量越大，电池重量也越重，充电时间也更长，使用更麻烦，以现在的电池技术，大载

荷的电动植保无人机只能是噱头，没有实用价值。所以解决大载荷的唯一途径就是采

用油动的发动机。

3、 发动机问题

对于农业植保无人机采用的航空发动机，目前市面上主要是风冷型，而风冷的发

动机只适合高空高速，散热才有效果，农业植保属于低空低速，发动机在高温状态长

时间工作，如果没有有效的水冷散热系统，发动机缸体温度会急剧升高，温度太高发

动机工作容易失效，发动机一失效，飞机就要掉下来。因此风冷的发动机用在农业植

保无人机上，很有问题。而当前对于200CC排量以上的水冷发动机国内还没有，农业

植保要想终结长航时、大载荷两个问题，就得从根本上解决水冷航空发动机的问题。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通过与高校产学研结合，共同开发水冷航空发动机，

攻克当前农业植保无人机存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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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保无人机智能工作问题

植保无人机一个核心是动力系统，另一个核心就是飞控导航系统。目前国内植保

无人机因为续航时间和载荷问题，基本手动飞行，如果续航时间和载荷问题解决，那

么植保无人机驾驶员在手动操控、长时间工作，精力高度集中，势必非常劳累，容易

出安全隐患；同时手动喷洒根据无人机驾驶员飞行水平不同，可能存在重喷、漏喷情

况，打药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无人机智能喷洒系统的研制就非常重要，预先对喷洒的

田块进行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然后数据输入无人机控制地面站，通过地面站软件根据

预先设置的定高、定速、定宽，系统自动规划航线，一键起飞，植保无人机自动进入

规划航行，自主飞行，等药、油快用完时，自动飞回起飞地点，这时加满药、油料，

一键起飞，可以断点续航，自动找到刚才的喷洒断点续喷。如此，则可以很好地解决

操控问题，减少植保无人机驾驶员的工作强度，喷洒均匀，提高作业效率。

5、 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技术

（1）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器的定义

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器是指安装在植保无人机上其能喷出的雾滴具有显著静电环

抱吸附效果的喷雾器。

（2）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的工作原理

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器主要由静电喷嘴和静电发生器两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

是应用高压静电。在喷头与作物之间形成一个高压静电场，当药液经过喷头时产生了

高压静电，从喷头喷出后变成带有静电荷的雾滴。在静电场的作用下，雾滴作定向运

动，且喷洒均匀，叶子正背面和枝干上都能均匀地吸附雾滴。

（3）静电喷雾的特点

静电喷雾是利用高压静电在喷头与喷雾目标之间建立一个静电场，当药液经喷

头雾化后，雾滴充上电荷；荷电雾滴在静电场力和其他外力的联合作用下，作定向运

动，吸附在目标的各个部位，达到施药目的。它的特点是：

·雾滴尺寸均匀，穿透性好，沉积覆盖均匀，特别是在目标背面也能沉积；

·附着性好，使雾滴受风吹雨淋而流失的现象大大减少；

·漂移损失少，药剂利用率高，环境污染小，使用前景广泛；

·缺点就是结构复杂， 机械成本较高，作业时安全性要求高。

（4）静电喷雾目前研究现状

目前手持式静电喷雾器已比较成熟，喷药效果也很好。静电喷雾应用在植保无人

机上技术还不成熟，主要原因静电场会干扰GPS，使得植保无人机飞行稳定性大大降

低。

相信，在市场需求的急迫刺激下，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奋和智慧，未来几年内，

一定会有性能稳定、带水冷系统发动机的大载荷、智能化工作、带有静电喷雾装置的

植保无人直升机出现，而且这种大载荷、长航时、智能化，效果好的植保无人直升机

一定是中国无人机专业化农林植保的方向。

无人机会刊.indd   25 2016/6/8   15:39:10



• 26 •

四、农业植保无人机的选型技巧

通过以上分析，大家大概了解了当前农业植保无人机存在的问题。面对着迫切的

市场需求，看着农业植保无人机优雅的植保示范作业，很多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

甚至看到农业无人机植保商机的朋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地要采购植保无

人机。面对着市场上厂商众多、无人机产品种类繁多的局面，到底是选择电动多旋翼

无人机还是选择电动单旋翼直升机？是选择电动的好还是选择油动的好？在此，我谈

点自己的见解，仅供参考。

首先，多旋翼植保无人机和单旋翼无人直升机的选择。多旋翼和直升机相比，

多旋翼始终有多个对称布局的旋翼，平衡的结构设计注定其先天的优势：操控简单，

飞行平稳，生产调试成本比较低，价格便宜。但是，正是因为多旋翼有多个对称布局

的旋翼，为了满足其飞行姿态控制的需求，所有多旋翼无人机相临的两个旋翼转向相

反，由此，当多旋翼无人机在植保作业飞行时，多个旋翼产生不同方向的向下风场

（并不是一个方向的风场），相临旋翼产生的风场相互作用，风场比较紊乱，如此一

来，雾化的农药并不能够很好地喷洒到农作物上，农药飘散比较严重，喷药的效果就

大打折扣。

相较于多旋翼，直升机的结构是非对称型，其机械部件精度要求高、调试复杂，

因此直升机的生产成本高、价格贵、操控难度比较大。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直升机基本

都是一对主桨产生升力、尾桨平衡主桨产生的扭矩，直升机一对主桨高速旋转，产生

一个向下的强大风场，将雾化的农药吹向农作物表面。同时，从地面反弹的风力又可

以把雾化的农药吹向农作物叶子的背面，农药黏附的效果就比多旋翼好。由此，单旋

翼无人直升机打药效果就要比多旋翼好。

综上所述，多旋翼植保无人机的优势是：控简单，价格便宜，在农药中加入环保

的沉降剂后，打药效果也大有提升；直升机因其飞行速度快，飞行控制灵活，所以喷

药效率高是多旋翼的两倍，同时直升机依靠智能飞控导航系统，在植保作业时可以实

现自主规划航线，定速、定高、定宽飞行，大大减少了操控难度。

多旋翼植保无人机目前在国内保有量上超过直升机，主要还是因为其操控简单、

价格便宜。不过笔者预测，未来农业植保市场，在电池革命没到来之前，面积小于100

亩以内的地块、小种植户（包括部分农民个人）仍会以购买多旋翼植保无人机为主；

对于种植大户，专业农业合作社，专业化农业植保队伍，那么无人直升机必定成植保

专业化的主流。

另外，对于电动植保无人机和油动植保无人机，到底选择油动还是电动？其实，

电动植保无人机和油动植保无人机相比，电动植保无人机虽然续航时间短，但是其结

构简单，保养维护方便、稳定性好、干净无污染。所以，在没有合适、稳定的水冷发

动机为动力的油动植保无人机问世之前，电动市场仍有一席之地。而油动的植保无人

机虽然续航时间长，但是机械结构复杂，稳定性需要反复测试，如果油动的植保无人

机没有性能稳定的水冷发动机作为动力，建议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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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外植保无人机应用借鉴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植保无人机应用比较发达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俄罗斯、澳

大利亚、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等。其中美国是植保无人机应用最成熟的国家之

一，在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25个人，而中国只有其十分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

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机械化程度不高、农村土地流转集约化管理、统防统治难以实现

等。而植保无人机每天几百亩的作业效率，可以从根本意义上解决规模化作业，推动

农业规模种植和机械化进程。根据植保作业环境的适宜程度，国外农业航空大致分为

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2种作业形式。在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等户

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国家，普遍采用有人驾驶固定翼飞机作业，而在日本、韩国等户均

耕地面积较小的国家，微小型无人机用于航空植保作业的形式正越来越被广大农户采

纳。从纬度、地块形态来看，我国和日本的农田状况更为相似。从作物类型来看，我

国和日本都大量种植水稻，因此使用无人机是必然的。

据统计，在日本无人机植保已占总耕地面积的54%，美国占50%，世界平均水平

也已经达17%以上。与中国农业耕地状况相似的日本无人机（以雅马哈为代表）喷洒

农药已经将近30年，2012年，业内人士估计日本大概有3000多架无人植保飞机在日本

农田上空作业，其中有60%的水稻田采用无人机飞防来完成防治的，近40%的农田植

保防治是用无人机来完成的。

日本无人机民用化水平更高，普及率也更广，拥有成熟的机型和健全的市场，同

时服务体系完善，其代表机型RMax能够完成定高飞行，定速飞行，傻瓜式操作，降

低了操作难度，质量安全可靠。Yamaha公司产品是世界上出货量最大，市场份额最高

的农用无人机，飞行员培训15天，使用成本160元/亩，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

日本雅马哈公司无人机经历了30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历史，看看日本无人机的几个

重要参数，对比一下国内无人机，就知道差距在哪了。

·一般配置3个喷头：90%装配扇形雾喷头的情况较多，使用离心式喷头的情况较

少。

·飞机寿命：1000小时，使用年限6-9年。

·药箱：载药液量16L，两边各一个8L药液箱，插入式药箱装卸非常方便。

·喷洒能力：每架飞机每天约20-30公顷，约300-450亩/天，飞机的滞空作业时

间5小时。

·每年喷洒次数：日本几乎100%进行育苗，插秧后每季大约喷洒1-2次。

·裸机价格：1000万日币，年售后维修费：100万日币/年，保险费用：40万日币

/年

·售后服务体系：在全国各地都有厂家认可的修理工厂，发生故障后，可以开车

拉去修理工厂修理，24小时应对。如飞机重大故障不能就近维修，雅马哈公司提供另

一架飞机继续作业，故障飞机送总部维修。服务体系非常完善，因此大家都买保险。

·飞机操纵——遥控与自主控制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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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度控制：2-4m，手工遥控/自主控制；

b.喷洒间距控制： 20-50m，手工遥控/自主控制，最大间距200m；

c.风速：要求地面风速不超过3m/s。

·施药液量： 0.8kg/10a=400ml/亩。

·培训：15天的培训，培训费用60万日币/人。

·运营情况：无人直升机植保的使用普及率高达50%（按面积计），收费标准2万

日币/公顷（不含农药，约合106元/亩），3万日币/公顷（含农药，约160元/亩）。

目前，日本在田间作业的无人机有3000多架，飞手14000多人。中国的水稻面积

是日本的28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植保无人机需求量是10万架，无人机植保从业人

员需求超过40万人。和日本相比，国内农业植保无人机的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无人机植保是一个可以做大的行业，在它的下游产业：飞防员培训服务、飞防员

派遣服务、无人机维修保养服务、喷洒植保服务、无人机租赁服务、专用农药销售、

无人机代理销售、空中灾情评估、飞机及安全保险、飞行俱乐部及竞技表演等无一不

是可以独立经营且具有发展前景的项目。

无人机飞防是我国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植保无人机、飞防员、农药、

农艺、商业模式构成了我国无人机飞防体系的五大核心要素，这五大核心要素任何一

方面如果不能足够重视，任何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中国无人机农业

植保产业绝不可能健康成长！ 

农用植保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全行业直接参与人员加强行业自律，加强自

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能力提升整体水平，也需要社会公众给予这个新兴行业更多的

支持、关注和包容，促进其发展，更需要国家出台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保证其健康

发展。

作者系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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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用无人机应用背景与意义

1、警用无人机概念

警用无人机是警用无人驾驶飞机（UAV for Police）的简称，是利用无线电遥控

设备和自备程序控制的无人飞行设备，包括无人直升机、固定翼机、多旋翼机等。

2、警用无人机市场定位

按不同使用领域来划分，无人机领域可分为军用、民用和消费级三大类，其中警

用无人机属于民用无人机类别，具体应用如下图所示。

 

警用无人机应用领域

警用无人机应用技术分析
文/范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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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机构出具的调查报告，当今世界民用无人机使用领域构成中，警用无人

机可涉及的政府和消防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政府 45%

消防 25%

能源 10%

地球观测 6%

农林渔 13%
商业广播 1%

世界民用无人机市场构成比例

3、警用无人机应用场景

警用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反恐监控、急突发事件调查、防暴搜捕、聚众驱散、大型

集会监控、救援搜索、交通监视等场景。

4、警用无人机应用优势

（1）反应快速，能迅速到达现场，在制高点观测整个事态的发展；

（2）以最佳角度及时记录下事态发展过程，为事后处理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3）在一些恶性暴力冲突中，直接用无人机进入混乱区域进行警示，尽量避免人

员伤亡；

（4）在与歹徒的暴力对抗或者武力挟持过程中，可以零风险地了解歹徒的具体实

际情况；

（5）在一些包围抓捕过程中，无人直升机可以高空监控包围圈内情况，为指挥人

员提供实时有效的信息。

5、警用无人机应用案例

（1）空中侦察

2013年12月，广东省公安厅成功围剿广东陆丰

“第一大毒村”博社村。此次行动中，“鹰眼”无

人机为公安提供84个疑似制贩毒窝点的精确地理位

置数据，在案件侦办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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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北京公安缉毒会战专项工作中启用无人机，利用无人机的航拍技术

和手段，从源头上预防、发现并打击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活动。

 

（2）消防救援

2014年11月，大连市沙区风景林管理处购置无人机运用于山林防火。对山林火险

高发区进行航拍监控，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扑灭，防止当地传统祭祀活动带来的火灾

隐患。

 

2015年4月，广东河源市多处商铺突发火灾，商铺楼上数十户人家被困。河源市

消防部门立即展开灭火救援工作，并运用无人机对现场火势进行侦查，利用无人机航

拍技术，及时掌握火势动态，且有效避免人工侦查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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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险救灾

2014年9月，强台风“海鸥”登陆广东西部，给当地造成严重灾害。广东电网首

次动用无人机巡查故障线路。台风灾害导致道路受阻，人员无法巡检时，飞行器可以

发挥代替作用，且视觉更广，能够快速定位故障点，提高抢修效率。

 

2015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波及我国西藏地区，武警派出5架无人机赶赴西藏，

执行震情勘察、协助救援、物资运送等任务，为气候恶劣、地势复杂的灾区开辟一条

“空中通道”。无人机航拍画面及时传回指挥中心，为抗震救灾的指挥决策提供信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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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管理

2015年3月，江西省高速交警直属一支队四大队自筹资金引进小型无人机。在24

日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时，高速路的车辆排起长龙。无人机率先抵达事故现场，将现

场拍摄的图片传回指挥中心。

 

2015年5月，重庆交警将在高速公路用无人机巡逻，抓拍车辆违法变道、占用应

急车道等违章行为。无人机抓拍的画面将作为处罚依据，用以弥补区间监控的盲区，

达到车辆规范行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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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技术与当前面临问题

1、关键技术

（1）能源与动力技术。无人机采用的推进系统形式要比有人飞机多，采用的能源

与动力类型各异，包括：传统的小型涡扇发动机、小型涡喷发动机、小型涡桨发动

机、活塞发动机、转子发动机以及电池组、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超燃冲压发动

机、定向能及核同位素等。不同用途的无人机对动力装置的要求不同，但都希望动力

装置燃油经济性好、重量轻、体积小、可靠性高、成本低、使用维修方便。

（2）无人机平台技术。无人机平台技术的关键技术应该包括高效气动力技术、隐

身技术、气动弹性技术、气动载荷设计技术以及复合材料结构技术5个方面。

（3）自主控制技术。 根据无人机自主控制的定义和内涵，无人机自主控制的关键

技术应该包括态势感知技术、规划与协同技术、自主决策技术以及执行任务技术4个方

面。

（4）网络化通信技术。目前的无人机系统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只在局域使用，无

人机之间、无人机与有人机之间、无人机与地面作战系统必须进行有机协调，使无人

机都成为“全球信息栅格”的一个节点，实现无人机与其他无人机或指挥控制系统之

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5）多任务载荷一体化、平台/任务载荷一体化技术。有效载荷是无人机执行侦察、

监视、电子对抗、打击、战效评估任务的关键因素，应用于无人机的有效载荷包括通

用传感器 ( 光电、雷达、信号、气象、生化 )、武器、货物 ( 传单、补给品 ) 等。

（6）使用维护和适航问题。 民用无人机不可能像军用无人机那样有专业的使用团

队，进行经常的试验、训练和维护，民用无人机的空域管理、气象、通信保障是比军

用无人机研制更为困难的问题。

2、面临问题

（1）环境适用能力脆弱。无人机执行任务的能力极大程度受到气象条件(尤其是大

风)的影响，沙尘暴也会削弱光电传感器的使用效果；同时，无人机也较难适应城区作

业环境（电线、建筑物遮挡）。

（2）忽略保障与培训。无人在使用和保障方面，70%的损失源自人为失误，通过

对于无人机加强保障与培训，可以有效提高无人机使用效率。

（3）可靠性急待提高。一套完整的无人机系统至少包括飞行器、数据链路、操纵

控制等子系统，各子系统的可靠性都将对全系统的可靠性产生重要的影响；警用无人

机的可靠性应加以突出强调，避免飞机坠入居民区等敏感区域。

（4）缺乏专业检验。面对以上提到的警用无人机应用难点和问题，必须由专业机

构进行检验，出具专业检验报告，改善当下鱼龙混杂的无人机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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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无人机系统检测的必要性

1、社会需求

近年来，我国在反恐、救灾、缉毒、交通巡查、森林防火等方面具有特殊要求，

相关部门对无人机系统的装备需求也日益明显。然而，由人为操作或者机械电子故障

导致的无人机系统事故率居高不下，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我国政府

为了规范无人机系统行业，提高无人机系统产品质量，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

对无人机系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制要求，但却收效甚微；另外也是社会公共安全和

管理者的需求。从专业角度来看，国内目前只有公安部一所检测中心能够对无人机系

统提供检测，以确保无人机系统的质量和安全性。因此，目前急需公安部一所检测中

心对无人机系统的重要性能参数诸如飞行性能、抗风能力、可靠性等重要指标进行检

测。

2、企业需求

对这些年涌现出的百余家无人机企业来说，其生产的数以万计的无人机在尺寸、

能源方式、机型等众多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差异。如何针对不同无人机机型对其性能进

行评估和定量判断，成为了广大企业近年来最为迫切的需求，企业希望通过第三方检

测机构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需要公安部一所检测中心对这些企业生

产的无人机系统进行检测，出具具有权威性的检测报告。

3、市场需求

虽然我国在无人机系统技术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产品种类繁多，但存在重复

投资、低水平重复、高端无人机系统发展依然较落后的突出问题。因此，众多无人机

系统客户在进行采购时，往往没有一个合理的评价方法对市场上的无人机系统进行评

价，作为采购无人机系统的依据。因此，由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对无人机系统进行检测

也具有了迫切的必要性。

4、行业标准制定的技术支持

目前，公安行业的无人机系统标准《警用无人机通用技术要求》、《警用多轴旋

翼无人机系统》、《警用无人直升机系统》、《警用固定翼无人机系统》）正在制定

过程中，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需要通过测试手段、检测方法进行验证，也需要检测

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作者单位：公安部一所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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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日益成熟，无人机在应急救援、

公安消防、公共交通、资源勘测等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特别是消防救援的应用频率

越来越高。目前，无人机技术主要包括四个层面：飞控系统、通讯系统、应用设备、

动力系统，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无人机系统的飞行力学性能和可靠性能等技术指标。

一、无人机行业技术现状

1、差异化各显神通

目前无人机行业仍处在初期阶段，但是已经出现了消费级无人机同质化的现象，

在基本功能上趋同的玩家开始在细分领域上打差异化，有的摄影上精进、有的主打竞

技型，也有的在视频图像叠加应用等新兴产业。

比如将手机操控和视频图像叠加应用进行创意结合，给用户提供沉浸式飞行体

验。还有在飞行影像部分与国际一流摄像机企业进行合作，提升航拍的画质，甚至达

到可拍摄电影的水平。

2、底层技术尚待突破

相较于其他行业，无人机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许多企业匆忙进场，尔后因

技术原因却不能持续发展，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当下，消费级无人机公司均在智能

化、图传技术、高清摄影等方向上进行研发，但是仍需要底层算法、软件的突破。

 3、动力技术瓶颈制约

目前，消费类航模飞行续航时间在20分钟之内，由于电池的技术没有进一步发

展，载重也十分受限。据了解，氢燃料电池被视为一种解决方案，但是仍在实验室阶

段，无人机要配一颗氢电池要带很多氢气，可以飞到一个小时，但由于电池的高能量

密度目前无进行量产，因此单个的成本还是比较高。

4、主控芯片的选择

  芯片也是无人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的无人机公司芯片多来自高

无人机智能感知技术应用分析
文/九星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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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联芯、Intel等公司，不过，对于无人机企业而言，要想芯片发挥作用，最主要是

还是靠自己的二次开发，包括软件以及和硬件的磨合。

二、无人机智能感知技术应用

随着无人机产品的升级换代，机器视觉、避障、跟随等新兴应用层出不穷。在

2016年CES展上，不少无人机厂家就展示了自己最新的避障技术。对于无人机的安全

而言，会避让将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也会让应用领域更广泛。目前避让（障）的实现

方式有很多种，除了雷达技术外，计算机视觉技术也可用于避障。依靠计算机视觉芯

片，未来无人机将具备自动飞行的能力（无需地面操控员利用设备控制），它们能够

自动躲避高压线、寻找着陆范围、自动在异常气候条件下修正飞行路线。随着计算机

视觉系统的不断完善，未来无人机将在更多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1、高温避让系统

在消防救灾应用中，无人机的现有技术及系统解决方案中，仅仅通过挂载可见

光、红外等监控及传送设备，进行实时火情监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能够检测现场

环境温度，并自动避开高温进行自我保护。这里先探讨无人机的智能自动避让高温。

在消防救援过程中，火场周边空气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能达到800-1000摄氏度，

这样的环境对无人机来说是致命的，无人机的机架、桨及传感器都无法在这样的高温

下正常工作；而高温避让系统就像无人机的触觉器官，感知到现场空气的温度，让无

人机一直自动处于可接受的温度下工作，确保无人机的安全。

高温避让系统（如图1所示），无人机搭载的温度采集传感器采集到空气中的温

度，通过I2C与飞控处理器进行通信，在温度超过给安全温度阈值后，飞控处理器自

动进行爬高或躲避，直到感应到温度低于安全温度阈值。该系统能够保障无人机的安

全，具有结构简单、测量精度高、实时性好、稳定性高等特点。

 

图1  高温避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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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目视觉避障

计算机双目视觉是通过双目相机系统提取图像，对比两张图像的信息差异从而获

取物体相对相机的三维信息，即通常所说的深度信息，它与人眼感知物体距离同理，

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双目视觉避障系统

说明：第一、第二部分分别为左右相机获取的图像，第三部分为两张图像差异对比，第

四部分为通过算法分析左右图像差异获取的深度信息。

无人机的双目视觉避障核心也正是通过双目视觉系统获取到前进方向的三维信

息，判断是否有障碍物和障碍物距离位置，从而控制无人机飞控系统进行规避动作。

但是传统的双目视觉算法对所有距离进行分析，算法复杂度高、计算量大、不适用普

通无人机。利用独立开发飞控系统自身优秀算法和传感器等先天优势，可以对双目系

统进行简化，从而让达到让无人机快速反应的目的。

九星智能无人机飞控系统独特算法可以很容易计算无人机一段时间内的飞行轨

迹、飞行速度和位置姿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双目系统不断扫描固定距离是否有

障碍物，即可在飞行过程中获取完整的三维信息进行轨迹计算规避障碍。采用九星智

能独特的算法在双目视觉系统中只需要分析一个固定距离是否有障碍物即可，实现控

制飞控系统进行规避障碍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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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REGULATORY STANDARDS
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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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法规

安全，无疑已经成为无人机最大的痛点。无人机坠机、割手、失火等耸人听闻的

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另外，日本、美国等官方机构都发生无人机坠毁事件，使其安全

范畴从人身安全延伸到隐私安全、国家安全等更大的话题。无人机安全监管一直是有

关部门的老大难问题，不同国家均通过不同方式摸索无人机的监管理念。比如，欧洲

主要针对产品进行监管；美国则更接近于航空标准，要求实时汇报空中位置，同时必

须登记无人机所有者的信息资料；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则是设立禁飞区，

日本与新加坡在城市中心地区都是禁飞区。

 现行的无人机政策依据主要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

和《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日前，我国民航局出台《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

（试行）》（以下简称《运行规定》），这是继《轻小型民用无人机系统运行暂行规

定》征求意见稿之后的正式规定，在此前的意见稿基础上稍作变动。该规定以大数据

和“互联网+”为依托，对低、慢、小无人机运行实施放管结合的细化分类管理，以进

一步维护轻小型无人机的飞行秩序，确保运行安全。

《运行规定》全文共18个章节，明确了民用无人机的定义和分类，引入了无人机

云的数据化管理，并分别在无人机驾驶员的操作资质、无人机的飞行空域等方面提出

了运行管理要求。

根据《运行规定》，空机重量小于等于116千克、起飞全重不大于150千克的无人

机，起飞全重不超过5700千克、距受药面高度不超过15米的植保类无人机，充气体积

在4600立方米以下的无人飞艇，使用了自动驾驶仪、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或自主飞行

设备的航空模型全部纳入民航监管范围。

《运行规定》将民用无人机划分为七类，具体如“民用无人机划分表”所示（见

下页）。

《运行规定》明确，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必须具备相应民用无人机等级的驾驶执

照，不得酒驾，不得在受到任何药物影响及其工作能力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的情况下

驾驶无人机。民用无人机机长对无人机的运行直接负责，应做好飞行前准备工作，避

免无人机运行时进入限制区域，并具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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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划分标准

Ⅰ类无人机 空机重量和起飞全重小于1.5千克

Ⅱ类无人机 空机重量介于1.5 ～4千克之间、起飞全重介于1.5 ～7千克之间

Ⅲ类无人机 空机重量介于4 ～15千克之间、起飞全重介于7～25千克之间

Ⅳ类无人机 空机重量介于15 ～116千克之间、起飞全重介于25 ～150千克之间

Ⅴ类无人机 植保类

Ⅵ类无人机 无人飞艇

Ⅶ类无人机 可100米之外超视距运行的Ⅰ、Ⅱ类无人机

备注 Ⅰ类无人机只需使用人确保安全，可不受《运行规定》管理

民用无人机划分表

《运行规定》强调，无论在视距内运行，还是在视距外运行，各类民用无人机必

须将航路优先权让与其它民用航空器，不能危害到空域的其他使用者、地面上人身财

产安全。

为避免民用无人机误闯误入、对民用无人机进行数据化管理，《运行规定》要

求，Ⅲ、Ⅳ、Ⅵ和Ⅶ类无人机及在重点地区和机场净空区以下运行Ⅱ类和Ⅴ类无人机

应安装并使用电子围栏、接入无人机云，定时反馈行为信息给无人机云。其中，Ⅲ、

Ⅳ、Ⅵ和Ⅶ类的民用无人机在人口稠密区和非人口稠密区报告频率分别为最少每秒一

次、最少每30秒一次；对于重点地区和机场净空区以下使用的Ⅱ类和Ⅴ类的民用无人

机，报告频率为最少每分钟一次。同时，无人机云提供商必须每六个月向民航行政管

理部门提交无人机发展与安全情况报告。

此外，《运行规定》还专门对植保无人机和无人飞艇提出了运行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运行规定》明确要求，今年12月31日前，Ⅲ、Ⅳ、Ⅴ、Ⅵ和

Ⅶ类无人机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运行的Ⅱ类无人机需符合《运行规定》要

求；2017年12月31日前，适用无人机均需符合《运行规定》要求。

附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和《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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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
管理暂行规定

1、目的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也称遥控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无

人机）的生产和应用在国内外得到了蓬勃发展，其遥控驾驶人员的种类和数量也在快

速增加。面对这样的情况，局方有必要在不妨碍民用无人机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加强

对民用无人机驾驶人员的规范管理，促进民用无人机产业的健康发展。

由于民用无人机在全球范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国际民航组织已经开始为无人机

及其相关系统制定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空中航行服务程序（PANS）和指导

材料的任务。这些标准和建议措施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成熟，因此多个国家推出了临时

性管理规定。鉴于此，本咨询通告也属于临时性管理规定，针对目前出现的无人机及

其系统的驾驶员实施指导性管理，并将根据行业发展情况随时修订，最终目的是按照

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建立我国完善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监管措施。

2、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用于民用无人机系统驾驶人员的资质管理。其涵盖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

（1）无机载驾驶人员的航空器；

（2）有机载驾驶人员的航空器，但该航空器可由地面人员或母机人员实施完全飞

行控制。

3、法规解释

无论驾驶员是否位于地面或航空器上，无人机系统和驾驶员必须符合民航法规在

相应章节中的要求。由于无人机系统中可能没有机载驾驶员，原有法规有关驾驶员部

分章节已不能适用，本文件对相关内容进行说明。

无人机会刊.indd   42 2016/6/8   15:39:12



• 43 •

[会刊]

4、定义

本咨询通告使用的术语定义：

（1）无人驾驶航空器（UA：Unmanned Aircraft），是一架由遥控站管理（包

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也称遥控驾驶航空器（RPA：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2）无人机系统（UAS：Unmanned Aircraft System），也称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RPAS：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是指一架无人机、相关的遥

控站、所需的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以及批准的型号设计规定的任何其他部件组成的系

统。

（3）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由运营人指派对无人机的运行负有必不可少职责并在飞

行期间适时操纵飞行控件的人。

（4）无人机系统的机长，是指在系统运行时间内负责整个无人机系统运行和安全

的驾驶员。

（5）无人机观测员，一个由运营人指定的训练有素的人员，通过目视观测无人机

协助无人机驾驶员安全实施飞行。

（6）运营人，是指从事或拟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组织或企业。

（7）遥控站（也称控制站），无人机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用于操纵无人机的设

备。

（8）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C2：Commandand Controldatalink），是指无人

机和遥控站之间为飞行管理之目的的数据链接。

（9）感知与避让，是指看见、察觉或发现交通冲突或其他危险并采取适当行动的

能力。

（10）无人机感知与避让系统，是指无人机机载安装的一种设备，用以确保无人

机与其它航空器保持一定的安全飞行间隔，相当于载人航空器的防撞系统。在融合空

域中运行的大型无人机必须安装此种系统。

（11）视距内运行（VLOS：Visual Line of Sightoperations），无人机驾驶员

或无人机观测员与无人机保持直接目视视觉接触的操作方式，航空器处于驾驶员或观

测员目视视距内半径5004米，相对高度低于120米的区域内。

（12）超视距运行（EVLOS：Extended VLOS），无人机在目视视距以外的运

行。

（13）融合空域，是指有其它有人驾驶航空器同时运行的空域。

（14）隔离空域，是指专门分配给无人机系统运行的空域，通过限制其它航空器

的进入以规避碰撞风险。

（15）人口稠密区，是指城镇、乡村、繁忙道路或大型露天集会场所等区域。

（16）微型无人机，是指空机质量小于等于7千克的无人机。

（17）轻型无人机，是指空机质量大于7千克，但小于等于116千克的无人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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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马力平飞中，校正空速小于100千米/小时（55海里/小时），升限小于3000米。

（18）小型无人机，是指空机质量小于等于5700千克的无人机，微型和轻型无人

机除外。

（19）大型无人机，是指空机质量大于5700千克的无人机。

5、管理机构

无人机系统分类繁杂，所适用空域远比有人驾驶航空器广阔，因此有必要实施分

类管理。

（1）下列情况下，无人机系统驾驶员自行负责，无须证照管理：

A．在室内运行的无人机；

B．在视距内运行的微型无人机；

C．在人烟稀少、空旷的非人口稠密区进行试验的无人机。

（2）下列情况下，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由行业协会实施管理：

A．在视距内运行的除微型以外的无人机

B．在隔离空域内超视距运行的无人机；

C．在融合空域运行的微型无人机；

D．在融合空域运行的轻型无人机；

E．充气体积在4600立方米以下的遥控飞艇；

（3）下列情况下，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由局方实施管理：

A．在融合空域运行的小型无人机；

B．在融合空域运行的大型无人机；

C．充气体积在4600立方米以上的遥控飞艇。

6、行业协会对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的管理

（1）实施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管理的行业协会须具备以下条件：

A．正式注册五年以上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并具有行业相关性；

B．设立了专门的无人机管理机构；

C．建立了可发展完善的理论知识评估方法，可以测评人员的理论水平；

D．建立了可发展完善的安全操作技能评估方法，可以评估人员的操控、指挥和

管理技能；

E．建立了驾驶员管理和统计系统，可以清晰管理和统计持证人员；

F．已经在民航局备案。

（2）行业协会对申请人实施考核后签发训练合格证，在（2）款所述情况下运行

的无人机系统中担任驾驶员，必须持有该合格证。

（3）训练合格证应定期更新，更新时应对新的法规要求、新的技术、新的知识等

内容实施必要的培训，如需要，应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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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协会每六个月向局方提交报告，内容包括训练情况、技术进步情况、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事故和事故征候、训练合格证清单等。

7、局方对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的管理

（1）执照要求：

A．在融合空域3000米以下运行的小型无人机驾驶员，应至少持有私用驾驶员执

照（仅带有轻于空气航空器等级的除外）；

B．在融合空域3000米以上运行的小型无人机驾驶员，应至少持有带有飞机或直

升机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

C．在融合空域运行的大型无人机驾驶员，应至少持有带有飞机或直升机等级的

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级；

D．在融合空域运行的大型无人机机长，应至少持有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E．在融合空域运行的充气体积在4600立方米以上的遥控飞艇驾驶员，应至少持

有带有飞艇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

（2）对于完成训练并考试合格人员，在其驾驶员执照上签注如下信息：

A．无人机型号；

B．无人机规格，包括小型、大型和飞艇；

C．职位，包括机长、副驾驶。

（3）熟练检查

驾驶员应对每个签注的无人机型号接受熟练检查，该检查每12个月进行一次。检

查有局方可接受的人员实施。

（4）体检合格证

持有驾驶员执照的无人机驾驶员必须持有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人员体

检合格证管理规则》（CCAR-67FS）颁发的有效体检合格证，并且在行使驾驶员执

照权利时随身携带该合格证。

（5）航空知识要求

申请人必须接受并记录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提供的地面训练，完成下列与所申请无

人机系统等级相应的地面训练课程并通过理论考试。

A．航空法规以及机场周边飞行、防撞、无线电通信、夜间运行、高空运行等知

识；

B．气象学，包括识别临界天气状况，获得气象资料的程序以及航空天气报告和

预报的使用；

C．航空器空气动力学基础和飞行原理；

D．无人机主要系统，导航、飞控、动力、链路、电气等知识；

E．无人机系统通用应急操作程序；

F．所使用的无人机系统特性，包括：

1）起飞和着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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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能：

i)飞行速度；

ii)典型和最大爬升率；

iii)典型和最大下降率；

iv)典型和最大转弯率；

v)其他有关性能数据（例如风、结冰、降水限制）；

vi）航空器最大续航能力。

3）通信、导航和监视功能：

i)航空安全通信频率和设备，包括

a.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包括任何备用的通信手段；

b.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C2），包括性能参数和指定的工作覆盖范围；

c.无人机驾驶员和无人机观测员之间的通讯，如适用；

ii)导航设备；

iii)监视设备（如SSR应答，ADS-B发出）；

iv）发现与避让能力；

v）通信紧急程序，包括：

a.ATC通信故障；

b.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故障；

c.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观测员通讯故障，如适用；

vi）遥控站的数量和位置以及遥控站之间的交接程序，如适用。

（6）飞行技能与经历要求

申请人必须至少在下列操作上接受并记录了培训机构提供的针对所申请无人机系

统等级的实际操纵飞行或模拟飞行训练。

A．对于机长：

1）空域申请与空管通讯，不少于4小时；

2）航线规划，不少于4小时；

3）系统检查程序，不少于4小时；

4）正常飞行程序指挥，不少于20小时；

5）应急飞行程序指挥，包括规避航空器、发动机故障、链路丢失、应急回收、迫

降等，不少于20小时；

6）任务执行指挥，不少于4小时。

B．对于驾驶员：

1）飞行前检查，不少于4小时；

2）正常飞行程序操作，不少于20小时；

3）应急飞行程序操作，包括发动机故障、链路丢失、应急回收、迫降等，不少于

20小时。

（7）飞行技能考试

A．考试员应有局方认可的人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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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用于考核的无人机系统由执照申请人提供；

C．考试中除对上述训练内容进行操作考核，还应对下列内容进行充分口试：

1）所使用的无人机系统特性；

2）所使用的无人机系统正常操作程序；

3）所使用的无人机系统应急操作程序。

8、运行要求

（1）常规要求，下面的操作限制适用于所有的无人机系统驾驶员：

A．每次运行必须事先指定机长和其他机组成员；

B．驾驶员是无人机系统运行的直接负责人，并对该系统操作有最终决定权；

C．驾驶员在无人机飞行期间，不能同时承担其它操作人员职责；

D．未经批准，驾驶员不得操纵除微型以外的无人机在人口稠密区作业；

E．禁止驾驶员在人口稠密区操纵带有试飞或试验性质的无人机；

（2）运行中机长要求

A．在飞行作业前必须已经被无人机系统使用单位指定；

B．对无人机系统作业在规定相应技术条件下负责；

C．对无人机系统是否作业在安全的飞行条件下负责；

D．当出现可能导致危险的情况时，必须尽快确保无人机系统安全回收；

E．在飞行作业的任何阶段有能力承担驾驶员的角色；

F．在满足操作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需要转换职责角色；

G．对具体无人机系统型号必须经过培训达到资格方可进行飞行。

（3）运行中其它驾驶员要求

A．在飞行作业前必须已经被使用单位指定；

B．在机长的指挥下对无人机系统进行监控或操纵；

C．协助机长进行：

1）避免碰撞风险；

2）确保运行符合规则；

3）获取飞行信息；

4）进行应急操作。

9、咨询通告施行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有关融合空域部分待空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后方

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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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

1.目的

近年来，民用无人机的生产和应在国内外蓬勃发展，特别是低空、慢速微轻小

型无人机数量快速增加，占到民用无人机的绝大多数。为了规范此类民用无人机的运

行，依据CCAR-91部，发布本咨询通告 。

2.适用范围及分类

本咨询通告适用范围包括：

2.1 可在视距内或外操作的、空机重量小于116千克、 起飞全重不大于150千克的

无人机 ，校正空速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

2.2起飞全重不超过5700千克，距受药面高度不超过15 米的植保类无人机植保类

无人机；

2.3充气体积在4600立方米以下的无人飞艇；

2.4适用无人机运行管理分类；

 

注： 1、实际运行中，Ⅰ、Ⅱ Ⅰ、Ⅱ Ⅰ、Ⅱ 、Ⅲ、Ⅳ类分类有交叉分类有交叉时， 按照较

高要求的一类分类；2、对于串、并列运行或者编队的无人机，按照总重量分类；3、地方政

府 （例如当地公安部门（例如当地公安部门 ）对于 Ⅰ、Ⅱ Ⅰ、Ⅱ Ⅰ、Ⅱ 类无人机重量界限

低于本表规定的，以地方政府的具体要求为准。

分类 空机重量（千克） 起飞全重（千克）

Ⅰ 0＜W≤1.5

Ⅱ 1.5＜W≤4 1.5＜W≤7

Ⅲ 4＜W≤15 7＜W≤25

Ⅳ 15＜W≤116 25＜W≤150

Ⅴ 植保类无人机

Ⅵ 无人飞艇

Ⅶ 可100米之外超视距运行的Ⅰ、Ⅱ类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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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Ⅰ类无人机使用者应安全使用无人机，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必按照本咨询

通告后续规定管理。

2.6 本咨询通告不适用于无线电操作的航空模型，但当航空模型使用了自动驾驶

仪、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或自主飞行设备时，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管理。

2.7 本咨询通告不适用于室内、拦网内等隔离空间运行无人机，但当该场所有聚集

人群时，操作者应采取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3.定义

3.1 无人机(UA: Unmanned Aircraft)，是由控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

行)的航空器，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RPA: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3.2 无人机系统(UAS:Unmanned Aircraft System)，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系统

(RPAS: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是指由无人机、相关控制站、所需的

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以及批准的型号设计规定的任何其他部件组成的系统。

3.3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由运营人指派对无人机的运行负有必不可少责任并在飞行

期间适时操纵无人机的人。

3.4 无人机系统的机长，是指在系统运行时间内负责整个无人机系统运行和安全的

驾驶员。

3.5 无人机观测员，由运营人指定的训练有素的人员，通过目视观测无人机，协助

无人机驾驶员安全实施飞行。

3.6 运营人，是指从事或拟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组织或者企业。

3.7 控制站(也称遥控站、地面站)，无人机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用于操纵无人机

的设备。

3.8 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C2: Command and Control data link)，是指无人机和

控制站之间为飞行管理之目的的数据链接。

3.9 视距内运行(VLOS: Visual Line of Sight Operations)，无人机驾驶员或无人

机观测员与无人机保持直接目视视觉接触的操作方式，航空器处于驾驶员或观测员目

视视距内半径500 米，相对高度低于120米的区域内。

3.10 超视距运行(BVLOS: Beyond VLOS)，无人机在目视视距以外的运行。

3.11 融合空域，是指有其它航空器同时运行的空域。

3.12 隔离空域，是指专门分配给无人机系统运行的空域，通过限制其它航空器的

进入以规避碰撞风险。

3.13 人口稠密区，是指城镇、村庄、繁忙道路或大型露天集会场所等区域。

3.14 重点地区，是指军事重地、核电站和行政中心等关乎国家安全的区域及周

边，或地方政府临时划设的区域。

3.15 机场净空区，也称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为保护航空器起飞、飞行和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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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根据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要求划定的空间范围。

3.16 空机重量，是指不包含载荷和燃料的无人机重量，该重量包含燃料容器和电

池等固体装置。

3.17 无人机云系统(简称无人机云)，是指轻小型民用无人机运行动态数据库系

统，用于向无人机用户提供航行服务、气象服务等，对民用无人机运行数据(包括运营

信息、位置、高度和速度等)进行实时监测。接入系统的无人机应即时上传飞行数据，

无人机云系统对侵入电子围栏的无人机具有报警功能。

3.18 电子围栏，是指为阻挡即将侵入特定区域的航空器，在相应电子地理范围中

画出特定区域，并配合飞行控制系统、保障区域安全的软硬件系统。

3.19 主动反馈系统，是指运营人主动将航空器的运行信息发送给监视系统。

3.20 被动反馈系统，是指航空器被雷达、ADS-B 系统、北斗等手段从地面进行

监视的系统，该反馈信息不经过运营人。

4.民用无人机机长的职责和权限

4.1 民用无人机机长对民用无人机的运行直接负责，并具有最终决定权。

4.1.1 在飞行中遇有紧急情况时：

a.机长必须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应急措施。

b.在飞行中遇到需要立即处置的紧急情况时，机长可以在保证地面人员安全所需

要的范围内偏离本咨询通告的任何规定。

4.1.2 如果在危及地面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违反当地规章或程序的措

施，机长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有关地方当局。

4.2 机长必须负责以可用的、最迅速的方法将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地面财产

重大损失的任何航空器事故通知最近的民航及相关部门。

5.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资格要求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应当根据其所驾驶的民用无人机的等级分类，符合咨询通告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AC-61-FS-2013-20)中关于执

照、合格证、等级、训练、考试、检查和航空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并依据本咨询通告

运行。

6.民用无人机使用说明书

6.1 民用无人机使用说明书应当使用机长、驾驶员及观测员能够正确理解的语言文

字。

6.2 Ⅴ类民用无人机的使用说明书应包含相应的农林植保要求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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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禁止粗心或鲁莽的操作

任何人员在操作民用无人机时不得粗心大意和盲目蛮干，以免危及他人的生命或

财产安全。

8.摄入酒精和药物的限制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在饮用任何含酒精的液体之后的 8 小时之内或处于酒精作用之

下或者受到任何药物影响及其工作能力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的情况下，不得驾驶无人

机。

9.飞行前准备

在开始飞行之前，机长应当：

9.1 了解任务执行区域限制的气象条件；

9.2 确定运行场地满足无人机使用说明书所规定的条件；

9.3 检查无人机各组件情况、燃油或电池储备、通信链路信号等满足运行要求。对

于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应确认系统是否接入无人机云；

9.4 制定出现紧急情况的处置预案，预案中应包括紧急备降地点等内容。

10.限制区域

机长应确保无人机运行时符合有关部门的要求，避免进入限制区域：

10.1 对于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应该遵守该系统限制；

10.2 对于未接入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应向相关部门了解限制区域的划设情况。

不得突破机场障碍物控制面、飞行禁区、未经批准的限制区以及危险区等。

11.视距内运行(VLOS)

11.1 必须在驾驶员或者观测员视距范围内运行；

11.2 必须在昼间运行；

11.3 必须将航路优先权让与其它航空器。

12.视距外运行(BVLOS)

12.1 必须将航路优先权让与有人驾驶航空器；

12.2 当飞行操作危害到空域的其他使用者、地面上人身财产安全或不能按照本咨

询通告要求继续飞行，应当立即停止飞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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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驾驶员应当能够随时控制无人机。对于使用自主模式的无人机，无人机驾驶

员必须能够随时超控。

12.3.1 出现无人机失控的情况，机长应该执行相应的预案，包括：

a.无人机应急回收程序；

b.对于接入无人机云的用户，应在系统内上报相关情况；

c.对于未接入无人机云的用户，联系相关空管服务部门的程序，上报遵照以上程

序的相关责任人名单。

13.民用无人机运行的仪表、设备和标识要求

13.1 具有有效的空地C2链路；

13.2 地面站或操控设备具有显示无人机实时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的仪器仪

表；

13.3 用于记录、回放和分析飞行过程的飞行数据记录系统，且数据信息至少保存

三个月（适用于Ⅲ、Ⅳ、Ⅵ和Ⅶ类）；

13.4 对于接入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应当符合无人机云的接口规范；

13.5 对于未接入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其无人机机身需有明确的标识，注明该无

人机的型号、编号、所有者、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出现坠机情况时能迅速查找到无

人机所有者或操作者信息。

14.管理方式

民用无人机分类繁杂，运行种类繁多，所使用空域远比有人驾驶航空器广阔，因

此有必要实施分类管理，依据现有无人机技术成熟情况，针对轻小型民用无人机进行

以下运行管理。

14.1 民用无人机的运行管理

14.1.1 电子围栏

a.对于Ⅲ、Ⅳ、Ⅵ和Ⅶ类无人机，应安装并使用电子围栏。

b.对于在重点地区和机场净空区以下运行Ⅱ类和Ⅴ类无人机，应安装并使用电子

围栏。

14.1.2 接入无人机云的民用无人机

a.对于重点地区和机场净空区以下使用的Ⅱ类和Ⅴ类的民用无人机，应接入无人

机云，或者仅将其地面操控设备位置信息接入无人机云，报告频率最少每分钟一次。

b.对于Ⅲ、Ⅳ、Ⅵ和Ⅶ类的民用无人机应接入无人机云，在人口稠密区报告频率

最少每秒一次。在非人口稠密区报告频率最少每30秒一次。

c.对于Ⅳ类的民用无人机，增加被动反馈系统。

14.1.3 未接入无人机云的民用无人机运行前需要提前向管制部门提出申请，并提

供有效监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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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民用无人机运营人的管理

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运营人应当对无人机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

15.无人机云提供商须具备的条件

15.1 无人机云提供商须具备以下条件：

15.1.1 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

15.1.2 建立了无人机云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

15.1.3 建立了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运营人数据库和无人机运行动态数据库，可以

清晰管理和统计持证人员，监测运行情况；

15.1.4 已与相应的管制、机场部门建立联系，为其提供数据输入接口，并为用户

提供空域申请信息服务；

15.1.5 建立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分享机制，建立与其他无人机云提供商的关键数据

共享机制；

15.1.6 满足当地人大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遵守军方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发

布的通告和禁飞要求；

15.1.7 获得局方试运行批准。

15.2 提供商应定期对系统进行更新扩容，保证其所接入的民用无人机运营人使用

方便、数据可靠、低延迟、飞行区域实时有效。

15.3 提供商每六个月向局方提交报告，内容包括无人机云系统接入航空器架数，

运营人数量，技术进步情况，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事故和事故征候等。

16.植保无人机运行要求

16.1 植保无人机作业飞行是指无人机进行下述飞行：

16.1.1 喷洒农药；

16.1.2 喷洒用于作物养料、土壤处理、作物生命繁殖或虫害控制的任何其他物

质；

16.1.3 从事直接影响农业、园艺或森林保护的喷洒任务，但不包括撒播活的昆

虫。

16.2 人员要求

16.2.1 运营人指定的一个或多个作业负责人，该作业负责人应当持有民用无人机

驾驶员合格证并具有相应等级，同时接受了下列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或者具备相应的经

验：

a.理论知识。

(1)开始作业飞行前应当完成的工作步骤，包括作业区的勘察；

(2)安全处理有毒药品的知识及要领和正确处理使用过的有毒药品容器的办法；

(3)农药与化学药品对植物、动物和人员的影响和作用，重点在计划运行中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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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以及使用有毒药品时应当采取的预防措施；

(4)人体在中毒后的主要症状，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和医疗机构的位置；

(5)所用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和操作限制；

(6)安全飞行和作业程序。

b.飞行技能，以无人机的最大起飞全重完成起飞、作业线飞行等操作动作。

16.2.2 作业负责人对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每一人员实施

16.2.1 规定的理论培训、技能培训以及考核，并明确其在作业飞行中的任务和职

责。

16.2.3 作业负责人对农林喷洒作业飞行负责。其他作业人员应该在作业负责人带

领下实施作业任务。

16.2.4 对于独立喷洒作业人员，或者从事作业高度在15米以上的作业人员应持有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

16.3 喷洒限制

实施喷洒作业时，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喷洒的物体对地面的人员和财产造成

危害。

16.4 喷洒记录保存

实施农林喷洒作业的运营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保存关于下列内容的记录：

16.4.1 服务对象的名称和地址；

16.4.2 服务日期；

16.4.3 每次作业飞行所喷洒物质的量和名称；

16.4.4 每次执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任务的驾驶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合格证编号

(如适用)，以及通过知识和技术检查的日期。

17.无人飞艇运行要求

17.1 禁止云中飞行。在云下运行时，与云的垂直距离不得少于120米。

17.2 当无人飞艇附近存在人群时，须在人群以外30米运行。当人群抵近时，飞艇

与周边非操作人员的水平间隔不得小于10米，垂直间隔不得小于10米。

17.3 除经局方批准，不得使用可燃性气体如氢气。

18. 废止和生效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2016 年12月 31 日前Ⅲ、Ⅳ、Ⅴ、Ⅵ和Ⅶ类无人

机均应符合本咨询通告要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运行的Ⅱ类无人机也应符合

本咨询通告要求；2017年12月31日前适用无人机均应符合本咨询通告要求。

当其他法律法规发布生效时，本咨询通告与其内容相抵触部分自动失效；飞行标

准司有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的变化、科技进步、社会需求等及时修订本咨询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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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在创新型公司之间的竞争里，专利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日，大疆创新

就“目标跟踪的系统和方法”与“可更换的云台”两项技术侵权向美国法院提请昊翔

Yuneec侵权诉讼，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无人机行业目前还属于野蛮生长期，难免出

现不规范现象。专利是保护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手段，怎样申请专利、保护专

利、善用专利是无人机企业的当务之急。

1、了解专利

目前国内的专利主要分为三种，具体如下表所示。

专利分类表

2、专利申请

无论申请哪一种专利，在专利申请阶段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申请专利前可登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址为：http://www.sipo.gov.cn/）进行咨询。

专利申请分为以下几步：首先，登录相关网站，查询需要申请的专利是否已被

其他个人或企业申请。其次，确认没有被注册后即可准备文件。（注意：申请文件各

部分的第一页必须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制定的表格。这些表格可以在专利局受理

大厅的咨询处索要，也可以向各地的专利局代办处索取或直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下载。）第三，将申请文件面交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或代办处）的受理窗口或

寄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国防专利分局专门受理国防专利申请，

同时缴纳申请费用。注意：专利局在受理专利申请时不接收样品、样本或模型。）第

名称 针对对象 时效（年） 条件 示例

发明
针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
所提出的新技术方案

20
能取得专利的发明
可以是产品或方法

大疆创新的巡航定位装
置、系统和方法

实用
新型

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
合提出的技术方案

10 必须是产品专利申请
易瓦特发明的具有冷却
系统的柔性排气通道

外观
设计

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
其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
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10
线条、图案或色彩的
平面设计，也可以是
产品的立体造型

一电科技设计的浮筒

无人机会刊.indd   55 2016/6/8   15:39:12



• 56 •

四，申请通过后就可以授予专利，此时要根据相关规定缴纳专利费用。

依据专利法，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包括受理、初审、公布、实审以及授权五

个阶段。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审批中不进行早期公布和实质审查，只有

受理、初审和授权三个阶段。

除此之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专利法第一款第九条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

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

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这

是由于实用新型的审查速度通常要快于发明，因此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

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应当在申请时分别说明。如果不说明的话，

就会按照第九条的规定，仅授予实用发明专利，不授予发明专利。

我国在专利权法上实行的是申请优先原则，即两个独立完成发明创造的人，谁先

提出申请就把专利权给谁。不过没有申请的人或后提出申请的人可以继续使用该发明

创造，但不得使用该发明创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不能用它获利。

如果两个独立完成发明创造的人同时提出申请，则这两人进行协商，以协商结果

为准。如果协商不成，则此发明创造的专利不会授予这两个人，驳回该申请。

3、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情况

下面就无人机领域的专利申请进行梳理，由此可知该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这对

产业发展方向、市场规模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人机领域涉及的专利申请数量总计545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3152件，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2064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242件；发明专利申请占比为57.75%，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占比为37.82%，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占比为4.43%。目前已经被授予专利权

的发明专利申请为604件，授权比例为19.16%，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宇辰网）

 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情况图

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 发明专利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4%

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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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张图给出了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也印证了近年来我国无

人机行业的快速增长和无人机技术快速突破的现实。

 

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图

4、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分布

下图是我国无人机领域专利区域的分布情况。

 

（来源：北京隆源智信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无人机区域专利分布情况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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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津南区 5.00%

广东省/深圳市 19.90%

四川省/成都市 14.90%

北京市/海淀区 10.67%

陕西省/西安市 5.84%

广东省/广州市 6.69%

江苏省/苏州市 8.04%

北京市/西城区 8.21%

江苏省/无锡市 10.25%

湖北省/武汉市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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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无人机领域前十位申请单位的整体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在无人机领域中

居首位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工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也在其列，说

明高校是我国无人机领域的主要技术开拓者。国家电网的申请量仅次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国家电网从2010年才开始介入无人机领域，但其发展较快，技术优势主要表现

在高压输电线巡检、清除异物等方面。

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排名前十单位

（统计截止2015年12月，来源：北京隆源智信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另外，从技术来源角度统计分析发现，96.37%的专利申请属于国内申请，只有

198件约占3.63%的申请来自国外，如美国、法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德国等发达

国家/地区，参见下图。而这其中美国的申请79件，占国外申请量的41%，欧洲紧随其

后为14%。总体来看，国外无人机生产企业尚未对我国展开大规模专利布局。

 

从技术来源角度分析我国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情况图

序号 申请单位 专利量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67

2 国家电网 205

3 西北工业大学 182

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9

5 清华大学 118

6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97

7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91

8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9

9 北京理工大学 84

10 深圳一电 74

US 41%

EP 14%
WO 13%

FR 12%

JP 5%

KR 5%

其他 5%

IL 3%

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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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分析也并没有发现国外大型飞机、直升机制造商如波音公司、霍尼韦

尔公司、贝尔直升机德事隆公司、欧洲直升机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通用原子公司、泰雷兹集团、空中客车公司以及诺思罗普·格鲁

门公司等在中国进行大量专利布局，这或许由于他们担心核心技术、技术秘密被公开

或所在政府禁止其向国外申请专利有关。

从无人机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来看，深圳大疆创新无疑是最多，远超其他企业。

在消费无人机领域，目前确实还没有企业能在专利持有数量上与大疆创新比肩。

无人机企业专利申请情况

（数据来源：宇辰网）

深圳作为全球无人机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凭借其强大的制造优势，连续四年

（2012-2015年）实现超高速增长，企业广泛分布全市6大区，南山最多，龙岗、龙华

企业如春笋般发展。目前无人机具有产业规模大、总体设计与集成首当其冲，服务仅

为起步的局面，据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无人机企业专利

数已突破1000项，大疆创新和一电科技约占4/5。

深圳无人机企业创新十强及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资料来源：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杨忆）

公司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有效 在审 无效

大疆 169 275 120 401 160 3

极飞 13 17 10 42 13 0

亿航 6 2 15 17 6 0

易瓦特 31 115 22 140 28 0

智能鸟 10 22 2 25 9 0

天途 0 8 0 8 0 0

昊翔 9 12 21 34 7 1

安尔康姆 8 22 3 23 7 3

排名 企业名称
专利总数

（授权和实审）
已授权
专利

实审中
专利

授权发明
专利

1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2006） 505 361 144 2

2 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2005) 370 301 69 9

3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2014） 22 17 5 -

4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2012) 18 16 2 1

5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2014) 13 10 3 -

6 深圳前海探鹿科技有限公司(2015) 10 6 4 -

7 深圳市华业农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2013) 10 10 - -

8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2008) 9 9 0 -

9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 9 8 1 1

10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2009) 8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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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企业外，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如智航无人机、诺亚星辰、普宙飞行器、深

圳大学、禾苗通信、智璟科技、飞马机器人、吉田无人机、昂德环球、保千里、天鹰

兄弟、彩虹鹰、前海云端无人科技，都是比较注重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综上所述，总体分析而言，随着无人机在民用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大量企业、

个人进驻无人机领域中。因此，无人机专利申请数量急剧增长，同时技术和应用也

得到快速扩张。但整体还是以研究为主，缺乏核心专利，在关键技术上与国外仍有不

小的差距。唯一庆幸的就是，目前国外尚未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专利申请、布局，所

以，国内无人机企业应把握机会加强专利申请、布局和应用，同时积极寻求在国外进

行专利的申请、布局以占领国外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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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标准

长期以来，虽然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但是市场规范还缺少统一标准。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协会秘书长徐明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近年来，通过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无人机系统产业市场规模在

逐年增加。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标准的引领和规范，中国无人机系统产

业亟须标准提升，打造高效产业链、规范市场秩序。”

关于标准的制定，徐明还表示，国内的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每类标准侧重点不同。国家标准是强制性的，是产业的底线，

关注的是国家安全、有效监管等方面的标准。行业标准树立行业门槛和标杆，关注的

是行业准入、研制生产等标准。团体标准贴近市场，是市场选择的事实标准。企业标

准重点关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015年12月22日，“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协会理事会及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

召开。来自工信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标准委、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等59家单

位的160位代表参加了大会。《无人机系统术语》和《民用无人机系统分类及分级》两

项团体标准于当天通过技术委员会的审查，这也是我国首批无人机系统的团体标准。

深圳作为无人机产业发展的前沿和基地，2015年1月，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在深

圳初创伊始便利用组织优势成立国内无人机业界首个标准化委员会，并联合20余位各

界专家和联盟成员对相关技术规范和飞行模式技术标准推进方案达成共识。6月17日，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中国无人机通用技术标准》发布会在深圳举行，而后相继推出

《固定冀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标准》、《单旋冀直升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标准》、

《多轴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标准》、《电池动力单轴农用植保无人机系统通用标

准》、《多轴农用植保无人机系统通用标准》、《公共安全无人机系统通用标准》及

《消防用多旋冀无人机系统技术要求》八项标准。2016年1月，由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

会牵头起草，深圳一电、九星智能、智璟、科卫泰、华越、艾特航空、彩虹鹰等无人

机企业参与的《民用无人机通用技术要求》、《单旋冀直升无人机技术要求》和《固

定冀无人机技术要求》三项标准获得深圳市发改委技术标准文件立项项目。         

附：《中国无人机通用技术标准》

     《单旋冀直升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标准》

     《固定冀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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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人机通用技术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无人机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分级与代号、技术要求、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无人机系统的设计、制造、运输、贮存、使用和维修等过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JB5433-2005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GJB3060-97　《无人机电气系统通用规范》

GJB6703-2009　《无人机测控系统通用要求》

GJB2018　《无人机发射系统通用要求》

GJB2019-94　《无人机回收系统通用要求》

GJB2023　《飞行控制计算机通用规范》

GJB5200　《无人机遥测系统通用规范》

GJB5201　《无人机飞行控制与管理系统通用规范》

GJB5435　《无人机强度和刚度规范》

GJB1014　《飞机布线通用要求》

GJB 451A-2005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语》 

GJB 9001B-2009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JB 150.18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冲击试验

GJB 1362A-2007　《军工产品定型程序和要求》

GJB 1909A-2009　《装备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要求论证》

GJB 450A-2004　《装备可靠性工作通用要求》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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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 150.1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JB 150.3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3部分：高温试验

GJB 150.4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低温试验

GJB 150.5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5部分：温度冲击试验

GB/T 2423.38-200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R水试验方法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

验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

验抽样计划

GJB 150.11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1部分：盐雾试验

GJB 150.16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6部分：振动试验

GJB 572A-2006(K)　飞机外部电源供电特性及一般要求

GJB 899A-2009　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无人机

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的航空飞行器的简称。它通常由机体、动力装置、航

空电子电气设备、任务载荷设备等组成。

3.2 无人机系统

以无人机为主体，配有相关的分系统，能执行特定任务的一组设备。无人机系

统通常由无人机机体、任务载荷设备、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分系统、地面指挥控制

站、发射与回收分系统、保障与维修分系统等组成。

3.3 多轴无人机

具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旋转轴，能垂直起降，自由悬停的飞行器。

3.4 单轴旋翼直升机

具有一个旋翼轴，能垂直起降，自由悬停的飞行器。

3.5 固定翼无人机

由动力装置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由机身的固定机翼产生升力，在大气层内飞

行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

3.6 地面控制站

用于实现任务规划、链路控制、飞行控制、载荷控制、航迹显示、参数显示、图

像显示和载荷信息显示、以及记录和分发等功能的设备。

3.7 任务设备

用于实施各种任务及信息传输、信息对抗或辅助等任务的无人机机载设备。

3.8 发射与回收分系统

与发射（起飞）和回收（着陆）有关的设备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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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成与主要技术参数

无人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或由详细规范规定：

4.1 飞行性能包括

（1）速度指标：最大平飞速度，巡航速度，最小速度等。

（2）高度指标包括：实用升限，最大使用高度，最低飞行高度等。

（3）续航时间：最大续航时间。

（4）飞行半径：一般指无人机从发射到返航的飞行半径，对于发射（或起飞）后

不返回的无人机，可另行规定航程要求。

（5）机动飞行性能包括：最小转弯半径，最大爬升率，最大下降率。

（6）起飞着陆性能

4.2 重量指标包括：最大起飞重量，最大任务载重。

4.3 几何尺寸包括：全机长，翼展长，机高。

4.4 飞行姿态平稳度包括：俯仰角平稳度，倾斜角平稳度，偏航角平稳度。

4.5 航迹控制精度

4.6 地面站控制半径

4.7 定位精度包括：无人机定位精度，目标定位精度。

4.8 环境适应性包括

4.8.1 气候环境：存储温度范围，工作温度范围，湿热，盐雾，淋雨，发射和飞行

中承受风力环境，低气压。

4.8.2 力学环境：冲击，加速度，振动，运输。

4.9 发射（起飞）与回收（着陆）方式

4.10 发射（起飞）速率

4.11 展开与撤收时间

4.12 安全性

4.13 保障性：可靠性，维修性。

4.14 电磁兼容性

4.15 抗干扰性

4.16 互换性

4.17 耐久性与寿命特性

4.18 隐身性与目标特性：视觉隐身，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声隐身。

5、分类、分级与代号

5.1 分类

5.1.1 无人机系统（以下简称无人机系统）按平台构形分类，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固定翼无人机

（2）单轴旋翼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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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轴无人机

5.1.2 无人机按重量分类（按民航法规）：

（1）微型（0千克-7千克）

（2）轻型（7千克-116千克）

（3）小型（116千克-5700千克）

（4）重型（大型）（5700千克以上）

5.2 分级

无人机系统按续航时间可分为：

（1）短航时：续航时间60分钟以内

（2）中航时：续航时间大于1h，不大于6h

（3）长航时：续航时间大于6h

5.3 代号

无人机系统代号由 领域主代号、产品专业区分代号、分类代号、分级代号、能源

方式代号、指标代号、企业名称代号和企业自定代号组成。

行业领域主代号：例如用“警察police”的首个大写字母“PL”表示警用。

产品专业区分代号：用“无人机”的英语大写字母缩写“UAV”表示。

分类代号：用分类的平台构形表示。固定翼fixed wing用“F”表示、单轴旋翼

single shaft rotor用“S”表示、多轴无人机multi rotor用“M”表示。

分级代号：用分级的续航时间表示。近航时Short用“S”表示、中航时middle-

distance用“M”表示、长航时Long用“L”表示。

能源方式代号：无人机使用电池能源用“E”表示，使用燃油能源用F u e l 

power“F”表示，使用混合能源用“M”表示。

指标代号：用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表示，微型用M表示，轻型用L表示，小型

用S，大型（重型）用H表示。

企业名称代号：三位字母表示、代表企业唯一性的字码。

企业自定代号：二位数字或字母表示。

分类代号：用“F”“S”“M”表示。

产品专业区分代号用“UAV”表示无人机。

领域主代号：例如警用用“PL”表示。

企业自定代号。

企业名称代号。

指标代号：用“M”“L”“S”“H”表示。

能源方式代号：用“E”“F”“M”表示。

分级代号：用“C”“M”“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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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XX公司生产的农业植保无人机系统，多轴无人机，续航时间45Min，能

源方式电池，最大起飞重量3.1Kg，企业代号ABC，企业自定义号50，表示为：AG-

UAV-M-C-E-M-ABC-50。

示例2：XX公司生产的警用无人机系统，固定翼，续航时间5小时，能源方式燃

油，最大起飞重量155.6Kg，企业代号EFG，企业自定义号3A，表示为：PL-UAV-

F-M-O-S-EFG-3A。

6、通用技术要求

6.1 系统组成

无人机系统由以下部份组成：

（1）无人机：机体、动力装置、航空电子电气设备等；

（2）任务设备：图像采集设备、中继设备、电子侦测设备、投送设备、救援和辅

助设备等；

（3）控制站分系统：无线电遥控设备、无线电遥测设备、无线电定位设备、信息

传输设备、中继转发设备、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综合显示系统、地图与飞行航迹显

示设备、任务规划设备、记录与回放设备等；

（4）地面保障分系统：起飞（发射）和着陆（回收）设备或装置、基层级保障维

修设备、中继级保障维修设备，基地级保障维修设备等。

6.2 无人机技术要求

6.2.1 外形尺寸。无人机需在设计规范中明确出包含机长、机高尺寸。多轴无人机

需增加轴距及桨叶尺寸。固定翼无人机需增加翼展尺寸。

6.2.2 外部颜色与标牌

6.2.2.1 外部颜色。无人机外部主体颜色应在产品标牌及包装上标明。订购方如有

要求，可按详细规范执行。

6.2.2.2 标牌。标牌应标明产品的代号、名称、系列号、出厂日期和生产单位。

6.2.3 重量。无人机应在产品设计规范中明确以下重量指标。包括：

6.2.3.1 全机重量。全机重量包括任务重量、能源重量和空机重量。无人机因装载

不同可分为最大起飞重量和正常起飞重量。

6.2.3.2 任务重量。任务重量为执行任务所需的设备、以及为保证其正常工作所需

的能源和可拆卸的辅助装置的重量。对不同 任务所需的任务设备及其重量应在产品规

范中给出。

6.2.3.3 能源重量。按产生动力的能源可分为燃油、电池、混合和其他。

燃油重量分为最大载油量（最大载油量系指机内油箱满载时的燃油重量）、不可

用燃油量（不可用燃油量是指不能用于飞行的残余燃油）和任务燃油量（任务燃油量

是根据执行规定任务所需的油量）。在具有外挂副油箱条件下，还应给出带副油箱时

的最大载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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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重量分为最大起飞电池重量和正常起飞电池重量。

6.2.3.4 空机重量。空机重量包括机体重量、动力装置和其它动力源重量、机载传

感器、回收装置机载部分以及保证无人机飞行控制所需的机载设备的重量。

6.2.4 速度

6.2.4.1最大平飞速度。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在水平直线

飞行条件下，把动力推力加到最大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最大平飞速度需满足下表1要求：

表1  最大平飞速度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最大平飞速度（km/h）≧ 60 40 30

6.4.1.2 巡航速度。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采用程控巡航飞

行，最大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巡航速度最低需满足下表2要求：

表2  巡航速度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巡航速度（km/h）≧ 40 40 20

6.2.5 最大飞行高度。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在相对高度下

能爬升到的最大飞行高度。

最大飞行高度需满足下表3要求：

表3  最大飞行高度最低能力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最大飞行高度（m）≧ 2000 800 500

6.2.6 最大续航时间。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保持滞空最大

时间。

最大续航时间需满足下表4要求：

表4  最大续航时间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最大续航时间≧ 1h 45min 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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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飞行半径。飞行半径是指无人机携带正常 任务载荷，在不进行空中能源补

充，自起飞点起飞，沿指定航线飞行，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原起飞点能达到的最远单

程距离。

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的飞行半径需满足下表5要求：

表5  最大飞行半径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飞行半径（km）≧ 15 20 5

6.2.8 飞行姿态平稳度。无人机飞行姿态平稳度的俯仰角平稳度、倾斜角平稳度误

差±3.5°、偏航角平稳度误差±3°。

6.2.9 航迹控制精度。航迹控制精度是水平航迹、垂直航迹与预设航线误差。

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的航迹控制精度需满足下表6要求：

表6  航迹控制精度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水平航迹（m） 10 10 10

垂直航迹（m） 10 10 10

6.2.10 地面站控制半径。地面控制站能遥控无人机最远距离。

固定翼无人机、单轴旋翼无人机、多轴无人机的遥控距离需满足下表7要求：

表7  地面站遥控距离

类型 固定翼无人机 单轴旋翼无人机 多轴无人机

遥控距离（km）≥ 5 5 5

6.2.11 抗风能力。无人机在有风环境能起飞及相对高度150米空域保持正常飞行，

所能承受最大风力。抗风等级最低不小于4级风。

6.3 任务设备要求

6.3.1 基本功能设备要求。无人机挂载的任务设备根据不同的行业应用有很大不

同。具体指标依据产品设计规范，需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6.3.1.1 高清侦察设备应按详细规范明确拍摄容量、分辨率焦距、视场角度、重

量、体积、互换性、环境适应性等要求。

6.3.1.2 红外侦察设备。红外侦察设备应按产品规范明确工作波长、分辨率、拍摄

容量、视场焦距输出精度、制冷方式、启动时间、重量、体积、互换性、环境适应性

等要求。

6.3.1.3 微光侦察设备。微光侦察设备应按产品规范明确最低照度、分辨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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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重量、体积、互换性、环境适应性等要求。

6.3.1.4 云台。为减少无人机姿态运动对光电侦察设备的影响，保证侦察质量，光

电侦察设备一般需安装在云台上。

云台应按产品规范明确功能、方位和俯仰角、最大角速度、稳定精度、重量、体

积、互换性、环境适应性等要求。

6.3.1.5 数据保密功能。产品若具备数据保密功能，应在产品设计规范中注明。

6.3.2 扩展功能设备要求。扩展功能是通过无人机投放或挂载不同任务设备完成对

应的任务。应在产品设计规范中注明是否具备扩展功能。

6.4 控制站分系统要求

控制站分系统分为车载型和便携型两种，包括飞行操纵与管理、综合显示系统、

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任务规划等，其内容可以根据任务需要来配置。参考GJB2023

和GJB5201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应在产品设计规范中注明以下内容：

6.4.1 飞行操纵与管理。飞行操纵与管理主要完成起飞前无人机测试和功能检查，

无人机起飞（发射）、巡航飞行、执行任务和着陆（回收）等过程的操纵控制，各种

设备协调管理，统一发出系统时钟，飞行状态监视，工作方式切换，故障诊断与处理

等。

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的功能与性能应满足产品规范要求。

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应特别注意人机工程和操纵使用性能，也包括操作方便性和

舒适性、按键位置合理性。对于影响飞行任务完成的操作键，如打开挂载、一键返航

等，应用醒目的颜色特别标注，防止误操作。

6.4.2 综合显示系统。综合显示系统用于显示飞行参数和任务参数，为操纵员监控

无人机飞行和任务设备状态，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处理提供依据。

综合显示系统通常采用液晶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一般所符合下列要求：

（1）飞行参数应显示无人机的飞行状态：高度、速度、航向、飞行航迹坐标、飞

行姿态、剩余电量、飞行时间、卫星导航数量等的数据显示。

（2）任务参数应显示任务设备工作状态。

（3）综合显示的数据要以图形和数字显示。显示做到综合化，形象化和实用化，

以减轻操纵手的分析、综合和判断负担。

（4）对于飞行故障状态或任务段备故障状态要以声、光或红颜色特别提示，以引

起飞行操纵手注意。

6.4.3 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用于地图显示，包括地图自动漫

游，无人机预定飞行航迹与实时飞行航迹显示功能。地图航迹显示应平滑实时、导航

指令与参数的输入界面而及其它控制软面板设计应易于人工操纵。

6.4.4 任务规划。任务规划用于生成无人机飞行航线。

任务规划具有的主要功能为：自动或人工生成任务计划，任务计划的编辑与输出

等。

任务规划设备应符合产品设计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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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地面保障分系统要求

6.5.1 起飞（发射）系统。参照GJB2018《人机发射系统通用要求》，起飞（发

射）系统应能根据任务需求，安全可靠地完成无人机发射（起飞）任务；对起飞（发

射）场地面积要求、周围环境要求需在产品设计规范中明确注明。

部份无人机的起飞（发射）系统还需具有以下要求：

（1）起飞（发射）重量、最大允许使用过载、失速速度等；

（2）在满足功能、结构接口，以及便于装卸、维护等条件，应按最小的重量和最

小的气动阻力来设计发射装置，其重量、阻力限度在产品规范中规定；

（3）起飞（发射）系统与无人机、辅助设备的机械、电气接口应符合产品规范要

求；

（4）起飞（发射）系统应留有测试口和检修口，便于检测和维护；

6.5.2 着陆（回收）系统。参照GJB2019《无人机回收系统通用要求》，着陆（回

收）系统应能安全可靠性地使飞行中的无人机减速和着陆（回收）；对着陆（回收）

场地面积要求、周围环境要求需在产品设计规范中明确注明。

部份无人机的着陆（回收）系统还需具有以下要求：

（1）回收（着陆）重量和进度、失速速度、回收场地、回收机的匹配要求等。         

（2）在满足功能、结构接口，以及便于接卸、维护等条件下，应按最小的重量和

最小的气动阻力来设计回收装置装益，其重量、阻力限度在产品规范中规定；

（3）回收（着陆）系统与无人机、辅助设备的机械、电气接口应符合产品规范要

求；

（4）回收（着陆）系统应留有测试口和检修口，便于检测和维护。

6.5.3 保障与维修设备。具体要求依据产品设计规范要求。

6.5.3.1 要求。保障与维修设备一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1）配备的保障设备的品种和数量应合理、使用和维护方便；

（2）配备保障人员的数量、专业、技术等级应合理；

（3）备件和文件应满足使用与维修装备的需要。

6.6 标识

6.6.1 设备外表面上应有明显的标牌，标牌应标明标准中规定的相关内容。

6.6.2 设备外表面应有产品编号。

6.6.3 设备的开机、关机和功能键等操作按键应标有清晰、明确的标识。

6.6.4 标识应采用通用符号或中文进行标注，标识应不易被擦除，且不应出现卷

边。

6.7 快速展开能力

快速展开能力需对飞行操纵人员接收到任务，将无人机系统快速展开，操纵无人

机起飞，从接收任务到无人机起飞这段时间需在规范中明确。

6.8 电磁兼容性

参照GJB1389A-2005、GJB1210-1991和GJB / Z25-1991，实现无人机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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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分系统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以及系统与系统外部电磁环境的兼容。

6.9 环境适应性

6.9.1 气候环境适应性。无人机系统按表8规定进行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试验

过程中不应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设备应能正常工作。盐雾试验后设备表面不应有锈

蚀。淋雨试验中，无人机应能正常飞行。

表8  使用环境对应的气候环境条件

项目 额定值 试验时间 状态

高温
工作 （50±2）℃ 2h 工作状态

贮存 （60±2）℃ 48h 非工作状态

低温
工作 （-40±2）℃ 2h 工作状态

贮存 （-40±2）℃ 4h 非工作状态

湿热

在低温高湿（温度30℃，湿度95%）和高温高湿
（温度60℃，湿度95%）间在24h循环方式：
低温高湿2h升到高温高湿-高温高湿保持6h-高温
高湿8h降至低温高湿-低温高湿保持8h

5个循环 工作状态

恒定极值
温度冲击

最低温度（-10±2）℃
最高温度（30±2）℃

暴露时间：24h
转换时间：1min
循环次数：3次

工作状态

盐雾 参照GJB150.11规定，符合产品设计规范要求 96h 非工作状态

淋雨 参照GJB150.8规定，符合产品设计规范要求 30min 工作状态

6.9.2 机械环境适应性

6.9.2.1 振动

试验时试件应通电工作。若不能通电，则试前试后均应做满功率功能检查，包括

机械功能和电气功能检查，各项性能均应达到设计文件规定的技术指标。

振动功率谱形和加速度谱均方根值见图1。

图1   随机振动验收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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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X，Y，Z三向；

时间：对三轴进行振动，每轴振动5min。

安装要求：试件一律与振动台面刚性连接。

6.9.2.2 冲击。无人机系统的冲击能力需在规范中明确，冲击能力需按G J B 

150.18A标准制订对应频率、量级、冲击方向和冲击次数等要求。

经冲击实验后，设备内部线路、电路板和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松动或接触

不良现象。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6.9.2.3 包装跌落。包装跌落按GJB150.18A标准要求进行，包装跌落要求按下表9

进行。跌落实验后各项性能均应达到设计文件规定的技术指标。

表9  推荐的跌落高度

包装所重kg 类型 跌落高度cm 最大试件速度变化量cm/s

0～9.1 人工装卸 76 772

9.2～18.2 人工装卸 66 769

18.3～27.2 人工装卸 61 691

27.4～36.3 人工装卸 46 600

36.4～45.4 人工装卸 38 546

45.5～68.1 机械装卸 31 488

68.2～113.5 机械装卸 26 447

≥113.6 机械装卸 20 399

6.10 可靠性

可靠性参照GJB899A《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要求，采用标准型定时试验统计

方案简表的方案号17，试验参数要求如下：

α（生产风险）=β（使用风险）=20%，D（鉴别比）=3.0，MTBF下限 1θ 为

10h，试验时间为4.3× 1θ ,试验总时间43h。

可靠性试验时间包括地面联试和空中飞行时间，空中飞行时间不得小于试验总时

间的一半。

6.11 维修性。维修性需在规范中对产品在规定的条件和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

程序和方法进行维修时，保持和恢复到规范的状态进行要求。需在规范中对无人机和

任务设备可更换单元明确注明。

6.12 安全性。在规范中对无人机遇到异常状况，可采用自动返航、应急回收、

一键返航、自动降落、自动复飞等安全机制。安全机制功能要求需在产品规范明确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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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标志应制在标牌上，再将标牌牢固地固定到产品上去；或者通过金属冲压、电化

浸蚀、雕刻、模制、锻、铸等方法直接将标志加到产品表面；也可用型板印制、丝网

印制、移图印花法或其他适用的方法将标志直接加到产品上。

无人机系统应在适当位置装有清晰、耐久的铭牌，并在其上注明：

（1）产品名称

（2）产品代号和注册商标

（3）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4）制造编号（或出厂日期）或生产批号

7.2 包装

产品的包装盒内应有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及相关的附件。

根据产品体积大小，选用规格适当的包装箱。包装箱上应有厂名、产品型号、名

称、数量、生产日期、质量及防护要求（如“小心轻放”、“防潮”等）。

7.3 运输

包装设计时应满足存储、装箱和运输要求。经包装的产品应能承受汽车、火车、

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运输而不致损坏。在运输时应严密遮盖，避免淋雨受潮、暴

晒，避免与腐蚀性物品混装运送。

7.4 贮存

经包装的产品应储存在环境温度为-5℃～+40℃，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无腐

蚀性气体，通风干燥、避光的库房内，应离地面250mm以上，不应与腐蚀性物品一起

贮存。

7.5 随机文件

随机文件一般包括：技术说明书、使用维修说明书、软件用户手册、产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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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旋冀直升无人机系统
通用技术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分级与代号、技术要

求、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系统的设计、制造、运输、贮存、使用和维修等

过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JB5433-2005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GJB3060-97　《 无人机电气系统通用规范》

GJB6703-2009　《无人机测控系统通用要求》

GJB2018　《无人机发射系统通用要求》

GJB2019-94　《无人机回收系统通用要求》

GJB2023　《飞行控制计算机通用规范》

GJB5200　《无人机遥测系统通用规范》

GJB5201　《无人机飞行控制与管理系统通用规范》

GJB5435　《无人机强度和刚度规范》

GJB1014　《飞机布线通用要求》

GJB 451A-2005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语》 

GJB 9001B-2009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JB 150.18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冲击试验

GJB 1362A-2007　《军工产品定型程序和要求》

GJB 1909A-2009　《装备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要求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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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 450A-2004　《装备可靠性工作通用要求》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JB 150.1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JB 150.3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3部分：高温试验

GJB 150.4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低温试验

GJB 150.5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5部分：温度冲击试验

GB/T 2423.38-200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R水试验方法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

验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

验抽样计划

GJB 150.11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1部分：盐雾试验

GJB 150.16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6部分：振动试验

GJB 572A-2006(K)　飞机外部电源供电特性及一般要求

GJB 899A-2009　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无人机

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的航空飞行器的简称。它通常由机体、动力装置、航

空电子电气设备、任务载荷设备等组成。

3.2 无人机系统

以无人机为主体，配有相关的分系统，能执行特定任务的一组设备。无人机系

统通常由无人机机体、任务载荷设备、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分系统、地面指挥控制

站、发射与回收分系统、保障与维修分系统等组成。

3.3 单轴旋翼直升机

具有一个旋翼轴，能垂直起降，自由悬停的飞行器。

3.4 地面控制站

用于实现任务规划、链路控制、飞行控制、载荷控制、航迹显示、参数显示、图

像显示和载荷信息显示、以及记录和分发等功能的设备。

3.5 任务设备

用于实施各种任务及信息传输、信息对抗或辅助等任务的无人机机载设备。

3.6 发射与回收分系统

与发射（起飞）和回收（着陆）有关的设备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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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系统的技术指标

无人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或由详细规范规定：

4.1 飞行性能

（1）速度指标：最大平飞速度，巡航速度，最小速度等。

（2）高度指标包括：实用升限，最大使用高度，最低飞行高度等。

（3）续航时间：最大续航时间。

（4）飞行半径：一般指无人机从发射到返航的飞行半径，对于发射（或起飞）后

不返回的无人机，可另行规定航程要求。

（5）机动飞行性能包括：最小转弯半径，最大爬升率，最大下降率。

（6）起飞着陆性能

4.2 重量指标：最大起飞重量，最大任务载重。

4.3 几何尺寸：全机长，旋翼直径，机高。

4.4 飞行姿态平稳度：俯仰角平稳度，倾斜角平稳度，偏航角平稳度，旋翼轴前倾

角，桨叶扭转角。

4.5 航迹控制精度

4.6 地面站控制半径

4.7 定位精度：无人机定位精度，目标定位精度。

4.8 环境适应性

（1）气候环境：存储温度范围，工作温度范围，湿热，盐雾，淋雨，发射和飞行

中承受风力环境，低气压。

（2）力学环境：冲击，加速度，振动，运输。

4.9 发射（起飞）与回收（着陆）方式

4.10 发射（起飞）速率

4.11 展开与撤收时间

4.12 安全性

4.13 保障性：可靠性；维修性。

4.14 电磁兼容性

4.15 抗干扰性

4.16 互换性

4.17 耐久性与寿命特性

4.18 隐身性与目标特性：视觉隐身，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声隐身。

5、分级与代号

5.1 单旋翼直升无人机按重量分类（按民航法规）

（1）微型（0千克-7千克）

（2）轻型（7千克-11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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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型（116千克-5700千克）

（4）重型（大型）（5700千克以上）

5.2 分级

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系统按续航时间可分为：

（1）短航时；续航时间60分钟以内

（2）中航时；续航时间大于1h，不大于6h

（3）长航时；续航时间大于6h

5.3 代号

无人机系统代号由 领域主代号、产品专业区分代号、分类代号、分级代号、能源

方式代号、指标代号、企业名称代号和企业自定代号组成。

行业领域主代号：例如用“警察police”的首个大写字母“PL”表示警用。

产品专业区分代号：用“无人机”的英语大写字母缩写“UAV”表示。

分类代号：用分类的平台构形表示。固定翼fixed wing用“F”表示、单轴旋翼

single shaft rotor用“S”表示、多轴无人机multi rotor用“M”表示。

分级代号：用分级的续航时间表示。近航时Short用“S”表示、中航时middle-

distance用“M”表示、长航时Long用“L”表示。

能源方式代号：无人机使用电池能源用“E”表示，使用燃油能源用F u e l 

power“F”表示，使用混合能源用“M”表示。

指标代号：用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表示，微型用M表示，轻型用L表示，小型

用S，大型（重型）用H表示。

企业名称代号：三位字母表示、代表企业唯一性的字码。

企业自定代号：二位数字或字母表示。

示例1：XX公司生产的 农业植保无人机系统，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续航时间

45Min，能源方式电池，最大起飞重量3.1Kg，企业代号ABC，企业自定义号50，表

示为：AG-UAV-S-C-E-M-ABC-50 。

示例2：XX公司生产的 警用无人机系统，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续航时间5小时，

能源方式燃油，最大起飞重量155.6Kg，企业代号EFG，企业自定义号3A，表示为：

PL-UAV-S-M-O-S-EFG-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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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功能要求

单旋翼无人直升机由单旋翼无人直升机分系统、任务设备分系统、地面控制分系

统及综合保障分 系统四个分系统组成：

6.1 单旋翼无人直升机分系统

由机体结构、旋翼系统、传动系统、动力系统、飞行控制系统、操纵系统、通信

系统等组成; 相关设备应符合GJB5433-2005有关要求，并作为设计依据，以上具体技

术参数应由详细规范确定。

6.1.1 机体结构。包括单旋翼带尾桨无人直升机，共轴无人直升机等，具体参数应

在产品设计使用规范中详细说明。

6.1.2 旋翼系统。由于不同的机型的气动布局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对于气动部件形

状、安装部位、部件配置、参数选择等应在产品设计应用规范中详细注明。

6.2 任务设备分系统

根据任务不同，包括侦察设备、中继设备或电子对抗设备等，具体性能指标应

根据设计应用要求在产品应用设计规范中注明；具体指标应符合GJB6703-2009和

GJB3060-97的基本参数指标。

6.3 地面控制分系统

由无人机地面站、任务设备显控单元、地面通信系统等组成；包括无线电遥控、

无线电遥测、无线电定位、信息传输、中继转发、飞行操纵与管理、综合显示系统、

图像显示、地图与飞行航 迹显示、记录与回放、情报处理与通信等设备; 具体性能指

标应根据设计应用要求在产品应用设计规范中注明；具体指标应符合GJB6703-2009

和GJB3060-97的基本参数指标。

6.4 综合保障分系统

包括地面保障设备和储运车辆，主要有供电设备、燃油箱、抽油泵、燃料、测频

仪、调试用 具、专业工具、安保设施等。

6.4.1 地面电源设备要求。无人机的地面电源设备需符合GJB 572A-2006 (K)标准

要求。

6.4.2 地面装卸设备要求。无人机系统的设备装卸以箱体为主，如有特殊装卸要求

需在产品规范中说明，装卸设备需具备安装与维修无人机的工具，可靠性需符合产品

设计规范要求。

7、飞行控制与管理

7.1 目标定位精度

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系统的目标定位精度包括无人机定位精度和目标定位精度两项

指标。无人机定位精度主要取决于导航控制系统的精度，不能低于10米（≤10）。                      

目标定位精度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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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类型 目标定位精度 备注

无人机

微型 ≤5m (CEP, 30米相对高度）

轻型 ≤10m (CEP, 150米相对高度)

小型 ≤30m (CEP, 2500米相对高度）

大型 ≤30m (CEP, 5000米相对高度）

表1 系统目标定位精度要求

7.2 系统起飞准备时间与撤收时间

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系统的机动能力主要体现在系统起飞准备时间与撤收时间。

技术要求如下。

设备 类型 系统展开与撤收时间 备注

无人机

微型
起飞准备时间：≤5min,(白天，2人操作）

撤收时间：≤3min,(白天）

轻型
起飞准备时间：≤10min,(白天，3人操作）

撤收时间：≤5min，（白天）

小型
起飞准备时间：≤60min,(白天10人操作）

撤收时间：≤20min，（白天，10人操作）

大型
起飞准备时间：≤180min,(白天）

撤收时间：≤120min,(白天）

表2 系统目标定位精度要求

7.3 速度

单旋翼直升无人机的最大平飞速度及巡航速度见下表。

设备 类型 最大平飞速度（km/h) 巡航速度（km/h)

无人机

微型 10 5

轻小型 50 30

小型 80 50

大型 120 80

表3 无人机速度

7.4 飞行姿态控制精度

桨叶扭转角在-5°到-6°之间，旋翼轴前倾角不大于8°，横滚角度、俯仰角度

控制精度误差±3.5°。

航向角的控制精度误差在±3°。水平航迹与预设航线误差不大于10米，垂直航

迹与预设航线误差不大于10米。

7.5 最大续航时间，悬停时间

是指单旋翼直升无人机在标准任务载荷的条件下从起飞到降落的最长时间。具体

指标应根据产品设计应用规范在产品手册中注明。悬停时间不少于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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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高度指标，具体指标应根据产品设计应用规范在产品手册中注明

——实用升限：是指无人机能够达到的最大平飞高度。

——最低飞行高度：是指无人机能够安全水平飞行的最低高度。

7.7 续航能力、高度、飞行半径要求 

具体要求下表4。

类型 续航能力 ≥（h)
高度≥（m)

飞行半径≥（km) 备注
巡航高度 实用升限

微型 0.5 30 (相对高度） 100 10

轻型 1 100 500 100 

小型 2   300 1000  500

大型 2   500 4000    500

表4  续航能力、高度、飞行半径要求

7.8 任务设备分系统功能要求

根据不同行业应用的任务要求，挂载的任务设备也不同，功能要求也不同。

7.8.1 稳定转台功能要求。为减少无人机姿态运动对光电侦察设备的影响，保证侦

察质量，光电侦察设备一般安装在稳定转台上。稳定转台的功能、方位和俯仰角，角

速度等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7.8.2 传感器设备功能要求 固定翼无人机的可见光、红外任务载荷的分辨率，识别

距离，视场角等指标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7.9 地面控制分系统功能要求

地面控制分行系统包括飞行操纵与管理、综合显示系统、地图与飞行 航迹显示、

任务规划、数据实 时处理与记录回放等，其内容应根据任务需要来配置。地面站控制

半径不低于5公里。

7.9.1飞行操纵与管理。飞行操纵与管理应符合GJB5201的有关规定，或由详细规

范确定；

（1）主要完成起飞前无人机测试和功能检查，无人机起飞、巡航飞行、执行任务

和着陆（回收）等过程的操纵控制，各种设备协调管理，统一发出系统时钟，飞行状

态监视，工作方式切换，故障诊断与处理。

（2）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的功能与性能应满足产品规范要求。 

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应特别注意人机工程和操纵使用性能，也包括操作方便性和

舒适性、按键位置 合理性。对于影响飞行任务完成的操作键， 如打开挂载、一键返航

等，应用醒目的颜色特别标注，防止误操作。

（3）飞行控制与管理设备应符合详细规范所要求的无人机高度、操纵性、飞行和

环境条件；应根据无人机用途满足相应飞行品质等级。

7.9.2 综合显示系统。综合显示系统用于显示飞行参数和任务参数，为操纵员监控

无人机飞行和任务设备状态，进行分析 综合和判断处理提供依据。 综合显示系统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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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用液晶显示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一般所符合下列要求：

（1）飞行参数应显示无人机的飞行状态：

高度、速度、航向、飞行航迹、坐标、飞行姿态、剩余电量、 飞行时间、卫星导

航数量等的数据显示。

（2）任务参数应显示任务设备工作状态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用于地图显示，应符

合产品设计规范要求。

7.9.4 任务规划。任务规划用于生成无人机飞行航线，航线数量不少于3条。任务

规划设备一般应符合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数据实时处理与记录回放设备一般

应符合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7.9.5 强度和刚度要求。在飞行、地面状态下，无人机的强度和刚度要求应符合

GJB5435-2005和下列有关要求，或由详细规范确定

8、电磁兼容性

无人机系统的设备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会对环境中的其他 设备产生不

能承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9、环境适应性

9.1 气候环境适应性 

无人机系统的设备按表3规定进行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状态

改变，试验后设备应能正常工作。盐雾试验后设备表面不应有锈蚀。淋雨试验中，无

人机应能正常飞行。

项目 额定值 试验时间 状态

高温

循环工作 (55士2)℃ 72h 工作状态

恒温工作 (55士2)℃ 2h 工作状态

循环贮存 (60土2)℃ 168h 非工作状态

恒温贮存 (60±2)℃ 4h 非工作状态

低温
工作 (-40土2)℃ 2h 工作状态

贮存 (-40±2)℃ 4h 非工作状态

恒定湿热 (40±2)℃, RH(93±3)% 4h 工作状态

恒定湿热贮存 (40±2)℃， RH(93±3)% 48h 非工作状态

淋雨  中雨 水滴尺寸2.9 ± 0.3mm 30min 工作状态

温度冲击 恒定极值温度冲击
最低温度（-10±2)℃
最高温度（30士2)℃

暴露时间2h
转换时间：3min
循环次数：3次

工作状态 

表5  使用环境对应的气候环境条件

注：淋雨实验项目针对固定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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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机械环境适应性

无人机系统的设备按表6规定的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后，设备内部结构单元不应产

生永久性的 结构变形、机械损伤、电气故障和紧固部件松动。 设备内部线路、电路板

和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 松动或接触不良现 象。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存储的数

据不应丢失。

项目 无人机系统 状态 实验标准

振动

无人机分系统、任务设备分系统
运输 GJB150.16A A.2.2.6

工作 GJB150. 16A A.2.3.3

地面控制分系统、地面保障分系统
运输 GJB150.16A A.2.2.3

工作 GJB150.16A A.2.3.13

冲击
无人机分系统、任务设备分系统、
地面控制分系统、任 务设备分系统

工作 GJB150.18A 7.2.1

运输 GJB150. 18A 7.2.2

自由跌落 GJB150.18A 7.2.3

表6  使用和运输阶段对应的机械环境条件

10、安全性

10.1 绝缘电阻。无人机系统的设备的电源输入端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

置）、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经过相对湿度为 93%、温

度为4℃、16h的受潮预处理后应不小于5MΩ。

10.2 抗电强度。具有充电器接口的设备，其充电器或电源适配器电极或与之相连的

其它导电电路与易触及部件之间 施加1500V、50Hz试验电压，试验中不应出现 击穿

现象。

试验后设备应无故障，功能应正常。

10.3 泄漏电流。具有充电器接口的设备泄漏电流应符合GB 16796-2009中5.4.6的

要求。

10.4 防过热。应符合GB 16796-2009中5. 6的要求。

11、维修性 

系 统 具 有 基 地 级 保 障 和 基 层 及 两 级 维 修 体 制 。 基 层 级 平 均 修 复 时 间

（MTTR)≤0.5h。

12、可靠性

一般应规定可靠性指标，具体特征量及数值由产品标准给出，其平均无故障时间

与寿命如：（1）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50h；（2）寿命：≥3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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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13.1 标志。无人机应在适当位置装有清晰、耐久的铭牌，并在其上注明：

（1）产品名称；（2）产品型号和注册商标；（3）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4）制

造编号（或出厂日期）或生产批号。

14、黑匣子时间记录要求

无人直升机飞行时，黑匣子可记录无人直升机飞行时的数据量>50小时。

15、包装

产品的包装盒内应有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及相关的附件。 根据产品体积大

小，选用规格适当的包装箱。包装箱上应有厂名、产品型号、名称、数量、生产曰

期、质量及防护要求（如“小心轻放”、 “防潮”等）。

16、运输

无人机设计时应满足存储、装箱和运输要求。经包装的产品应能承受汽车、火

车、轮船、飞机 等交通工具的运输而不致损坏。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水、防尘，避

免机械损伤。

17、储存

经包装的产品应储存在环境温度为-5℃～+40℃，相对湿度小于等于 80%，无腐

蚀性气体，通风良好的库房内。

18、交付与培训

18.1 交付。产品交付应在订购方指定地点进行或按合同规定，产品应具有技术说明

书和使用维护说明书。

18.2 培训。培训一般应分为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产品厂家提供培训教材，必要

时提供培训录像片；应具有培训考核，通过考核人员可获得上岗证，持有上岗证的人

员可获得独立操作产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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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冀无人机系统通用技术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翼无人机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标 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翼无人机系统设计、制造、运输、存储、安装、使 用和维修等

过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JB5433-2005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GJB3060-97　《 无人机电气系统通用规范》

GJB6703-2009　《无人机测控系统通用要求》

GJB2018　《无人机发射系统通用要求》

GJB2019-94　《无人机回收系统通用要求》

GJB2023　《飞行控制计算机通用规范》

GJB5200　《无人机遥测系统通用规范》

GJB5201　《无人机飞行控制与管理系统通用规范》

GJB5435　《无人机强度和刚度规范》

GJB1014　《飞机布线通用要求》

GJB 451A-2005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语》 

GJB 9001B-2009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JB 150.18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冲击试验

GJB 1362A-2007　《军工产品定型程序和要求》

GJB 1909A-2009　《装备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要求论证》

GJB 450A-2004　《装备可靠性工作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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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JB 150.1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JB 150.3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3部分：高温试验

GJB 150.4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低温试验

GJB 150.5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5部分：温度冲击试验

GB/T 2423.38-200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R水试验方法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

验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

验抽样计划

GJB 150.11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1部分：盐雾试验

GJB 150.16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6部分：振动试验

GJB 572A-2006(K)　飞机外部电源供电特性及一般要求

GJB 899A-2009　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3、术语和定义

3.1 无人机

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的航空飞行器的简称。它通常由机体、动力装置、航

空电子电气设备、任务载荷设备等组成。

3.2 无人机系统

以无人机为主体，配有相关的分系统，能执行特定任务的一组设备。无人机系

统通常由无人机机体、任务载荷设备、无线电测控与信息传输分系统、地面指挥控制

站、发射与回收分系统、保障与维修分系统等组成。

3.3 固定翼无人机

由动力装置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由机身的固定机翼产生升力，在大气层内飞

行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其结构通常包括机翼、机身、尾翼和起落架等。飞行器飞行

改变高度和速度并进行转弯、爬升、俯冲横滚等运动， 通常靠副翼、升降舵、襟翼等

来完成。

3.4 地面控制站

用于实现任务规划、链路控制、飞行控制、载荷控制、航迹显示、参数显示、图

像显示和载荷信息显示、以及记录和分发等功能的设备。设置在地面的控制站称为地

面控制站。

无人机会刊.indd   85 2016/6/8   15:39:14



• 86 •

4、固定翼无人机系统的技术指标

固定翼无人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或由详细规范规定：

4.1 飞行性能

（1）速度指标。最大平飞速度；巡航速度；最小速度等。

（2）高度指标。实用升限；最大使用高度；最低飞行高度等。

（3）续航时间。最大续航时间。

（4）飞行半径。一般指无人机从发射到返航的飞行半径；对于发射（或起飞）后

不返回的无人机，可另行规定航程要求。

（5）机动飞行性能。最小转弯半径；最大爬升率；最大下降率。

（6）起飞着陆性能；

4.2 重量指标。最大起飞重量；最大任务载重。

4.3 几何尺寸。全机长；翼展长；机高。

4.4 飞行姿态平稳度。俯仰角平稳度；倾斜角平稳度；偏航角平稳度。

4.5 航迹控制精度

4.6 地面站控制半径

4.7 定位精度。无人机定位精度；目标定位精度。

4.8 环境适应性

（1）气候环境：存储温度范围；工作温度范围；湿热；盐雾；淋雨；发射和飞行

中承受风力环境；低气压。

（2）力学环境：冲击；加速度；振动；运输。

（3）生物环境：霉菌；其他。

4.9 发射（起飞）与回收（着陆）方式

4.10 发射（起飞）速率

4.11 展开与撤收时间

4.12 安全性

4.13 保障性：可靠性；维修性。

4.14 电磁兼容性

4.15 抗干扰性

4.16 互换性

4.17 耐久性与寿命特性

4.18 隐身性与目标特性：视觉隐身；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声隐身。

5、分类、分级与代号 

5.1 分类

5.1.1 固定翼无人机系统（以下简称固定翼）按重量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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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型（0千克-7千克）

（2）轻型（7千克-116千克）

（3）小型（116千克-5700千克）

（4）重型（大型）（5700千克以上）

5.2 分级

固定翼无人机系统按续航时间可分为：

（1）短航时；续航时间60分钟以内

（2）中航时；续航时间大于1h，不大于6h

（3）长航时；续航时间大于6h

5.3 代号

无人机系统代号由 领域主代号、产品专业区分代号、分类代号、分级代号、能源

方式代号、指标代号、企业名称代号和企业自定代号组成。

行业领域主代号：例如用“警察police”的首个大写字母“PL”表示警用。

产品专业区分代号：用“无人机”的英语大写字母缩写“UAV”表示。

分类代号：用分类的平台构形表示。固定翼fixed wing用“F”表示、单轴旋翼

single shaft rotor用“S”表示、多轴无人机multi rotor用“M”表示。

分级代号：用分级的续航时间表示。近航时Short用“S”表示、中航时middle-

distance用“M”表示、长航时Long用“L”表示。

能源方式代号：无人机使用电池能源用“E”表示，使用燃油能源用F u e l 

power“F”表示，使用混合能源用“M”表示。

指标代号：用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表示，微型用M表示，轻型用L表示，小型

用S，大型（重型）用H表示。

企业名称代号：三位字母表示、代表企业唯一性的字码。

企业自定代号：二位数字或字母表示。

分类代号：用“F”“S”“M”表示

产品专业区分代号用“UAV”表示无人机

领域主代号：例如警用用“PL”表示

企业自定代号

企业名称代号

指标代号：用“M”“L”“S”“H”表示

能源方式代号：用“E”“F”“M”表示

分级代号：用“C”“M”“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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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XX公司生产的 农业植保无人机系统，固定翼无人机，续航时间45Min，

能源方式电池，最大起飞重量3.1Kg，企业代号ABC，企业自定义号50，表示为：

AG-UAV-F-C-E-M-ABC-50 。

示例2：XX公司生产的 警用无人机系统，固定翼，续航时间5小时，能源方式燃

油，最大起飞重量155.6Kg，企业代号EFG，企业自定义号3A，表示为：PL-UAV-

F-M-O-S-EFG-3A。

6、基本参数和功能要求

6.1 系统组成

固定翼无人机系统由无人机分系统、任务设备分系统、地面控制分系统、及地面

保障分系统四个分系统组成：

（1）无人机分系统：机体、动力装置、航空电子电气设备等；

（2）任务设备分系统：侦察设备、中继设备、救援和刑事打击设备等；

（3）地面控制分系统：无线电遥控、无线电遥测、无线电定位、信息传输、中继

转发、飞行操纵与管理、综合显示系统、图像显示、地图与飞行航 迹显示、记录与回

放、情报处理与通信等设备;

（4）地面保障分系统：无人机飞行任务的维修设备、通讯设备、承载设 备、起

飞和着陆装置、供电系统、运输、保养检修等设备。

6.2 系统总体参数要求

6.2.1 外形尺寸固定翼无人机的外形尺寸，包括全机长，翼展长，机高等，需在产

品设计应用规范中注明。

6.2.2 颜色。固定翼无人机外部主体颜色应根据不同行业用途加以区分，并在产品

外包装及产品说明书中标明。

6.2.3 重量。固定翼无人机系统无人机重量包括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任务载重。需

根据其产品应用设计要求在产品技术规范中注明。

固定翼无人机系统地面控制站及综合保障分为车载型和便携型两种。 车载型应具

备自行能力, 便携型应满足如下重量要求。

设备 重量（单位：Kg) 备注

地面控制站 ≤10

综合保障 ≤12

表1 地面控制站重量要求

6.2.4 目标定位精度。固定翼无人机系统的目标定位精度包括无人机定位精度和目

标定位精度两项指标。无人机定位精度主要取决于导航控制系统的精度，不能低于10

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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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精度技术要求如下。

设备 类型 目标定位精度 备注

无人机

微型 ≤100m (CEP, 30米相对高度）

轻型 ≤100m (CEP, 150米相对高度)

小型 ≤30m (CEP, 2500米相对高度）

大型 ≤30m (CEP, 5000米相对高度）

表2 系统目标定位精度要求

6.2.5 系统起飞准备时间与撤收时间。固定翼无人机系统的机动能力主要体现在系

统起飞准备时间与撤收时间。

技术要求如下。

设备 类型 系统展开与撤收时间 备注

无人机

微型
起飞准备时间：≤5min,(白天，2人操作） 

撤收时间：≤3min,(白天，2人操作）

微小型
起飞准备时间：≤10min,(白天，3人操作） 

撤收时间：≤5min，（白天，3人操作）

小型
起飞准备时间：≤60min,(白天，10人操作） 

撤收时间：≤20min，（白天，10人操作）

中型及以上
起飞准备时间：≤180min,(白天） 

撤收时间：≤120min,(白天）

表3 系统目标定位精度要求

6.3 固定翼 无人机分系统参数要求

6.3.1 速度。固定翼无人机的最大平飞速度及巡航速度见下表。

设备 类型 最大平飞速度（km/h) 巡航速度（km/h)

无人机

微型 20 10

微小型 80 50

小型 150 100

中型及以上 200 150

表4 无人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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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飞行姿态控制精度。横滚角度、俯仰角度控制精度误差±3.5°；航向角的控

制精度误差在±3°。

6.3.3 最大续航时间。是指固定翼无人机在标准任务载荷的条件下从起飞到降落的

最长时间。

具体指标应根据产品设计应用规范在产品手册中注明。

6.3.4 高度指标。具体指标应根据产品设计应用规范在产品手册中注明。

（1）实用升限：是指无人机能够达到的最大平飞高度。

（2）最低飞行高度：是指无人机能够安全水平飞行的最低高度。

6.3.5 续航能力、高度、飞行半径要求。要求下表5。

无人机类型 续航能力 ≥（h)
高度≥（m)

飞行半径≥（km) 备注
巡航高度 实用升限

微型 0.5 150 (相对高度） 1000 10

轻型 1 500 2000 100

小型 2 1000 4000 500

大型 2 2000 4000 500

表5 续航能力、高度、飞行半径要求

6.4 任务设备分系统功能要求

根据不同行业应用的任务要求，挂载的任务设备也不同，功能要求也 不同。

6.4.1 稳定转台功能要求。为减少无人机姿态运动对光电侦察设备的影响，保证侦

察质量，光电侦察设备一般安装在稳定转台上。稳定转台的功能、方位和俯仰角，角

速度等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6.4.2 传感器设备功能要求 固定翼无人机的可见光、红外任务载荷的分辨率，识别

距离，视场角等指标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6.5 地面控制分系统功能要求

地面控制分行系统包括飞行操纵与管理、综合显示系统、地图与飞行 航迹显示、

任务规划、数据实 时处理与记录回放等，其内容应根据任务需要来配置。地面站控制

半径不低于10公里。

6.5.1 飞行操纵与管理。飞行操纵与管理应符合GJB5201的有关规定，或由详细规

范确定；

（1）主要完成起飞前无人机测试和功能检查，无人机起飞（发射）、巡航飞行、

执行任务和着陆（回收）等过程的操纵控制，各种设备协调管理，统一发出系统时

钟，飞行状态监视，工作方式切换，故障诊断与处理。

（2）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的功能与性能应满足产品规范要求。 

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应特别注意人机工程和操纵使用性能，也包括操作方便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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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性、按键位置合理性。对于影响飞行任务完成的操作键， 如打开挂载、一键返航

等，应用醒目的颜色特别标注，防止误操作。

（3）飞行控制与管理设备应符合详细规范所要求的无人机空速、高度、操纵性、

飞行和环境条件；应根据无人机用途满足相应飞行品质等级。

6.5.2 综合显示系统。综合显示系统用于显示飞行参数和任务参数，为操纵员监控

无人机飞行和任务设备状态，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处理提供依据。综合显示系统通常

釆用液晶显示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一般所符合下列要求：

（1）飞行参数应显示无人机的飞行状态：高度、速度、航向、飞行航迹坐标、飞

行姿态、剩余电量、飞行时间、卫星导航数量等的数据显示。

（2）任务参数应显示任务设备工作状态。

6.5.3 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用于地图显示，应符合产品设计

规范要求 

6.5.4 任务规划。任务规划用于生成无人机飞行航线，航线数量不少于3条。

任务规划设备一般应符合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数据实时处理与记录回放设备一般应符合要求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规范。

6.5.5 强度和刚度要求。在飞行、地面、发射和回收状态下，无人机的强度和刚度

要求应符合GJB5435-2005和下列有关要求，或由详细规范确定：

6.5.5.1 飞行状态

（1）在飞行状态下，无人机的强度和刚度应能承受由操作系统和突风扰动引起的

载荷；

（2）在使用载荷下，不允许有影响工作的弹性变形；在设计极限载荷下不应损

坏。

6.5.5.2 发射状态

（1）对于助推发射方式，应由起飞助推器峰值推力向前分量单独作用或由惯性载

荷共同作用而构成发射载荷；

（2）惯性载荷应以带助推器时的重量计算；

（3）对于弹射起飞的无人机，使用载荷根据弹射器产生的加速度峰值确定；

6.5.5.3 回收（着陆）状态

（1）伞降回收时应按减震装置的性能规定回收着陆载荷，安全系数应由详细规范

规定。

（2）轮式起降结构的着陆载荷应按GJB5435.4-2005中的3.2确定；

6.6 地面保障分系统

6.6.1 地面电源设备要求。无人机的地面电源设备需符合GJB 572A-2006 (K)标准

要求。

6.6.2 地面装卸设备要求。无人机系统的设备装卸以箱体为主，如有特殊装卸要求

需在产品规范中说明，装卸设备需具备安装与维修无人机的工具，可靠性需符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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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要求。

6.7 标识 

（1）设备外表面上应有标识图案。

（2）设备外表面应有产品编号。

（3）设备的开机、关机和功能键等操作按键应标有清晰、明确的标识。

（4）标识应采用通用符号或中文进行标注，标识应不易被擦除，且不应出现卷

边。

6.8 电磁兼容性

无人机系统的设备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会对环境中的其他 设备产生不

能承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6.9 环境适应性

6.9.1 气候环境适应性。无人机系统的设备按表6规定进行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设备应能正常工作。盐雾试验后设备表面不应

有锈蚀。淋雨试验中，无人机应能正常飞行。

项目 额定值 试验时间 状态

高温

循环工作 (55士2)℃ 72h 工作状态

恒温工作 (55士2)℃ 2h 工作状态

循环贮存 (65土2)℃ 168h 非工作状态

恒温贮存 (65±2)℃ 4h 非工作状态

低温
工作 (-20土2)℃ 2h 工作状态

贮存 (-40±2)℃ 4h 非工作状态

恒定湿热 (40±2)℃, RH(93±3)% 4h 工作状态

恒定湿热贮存 (40±2)℃， RH(93±3)% 48h 非工作状态

淋雨
降雨强度

100±20mm/h 
水滴尺寸2.9 ± 0.3mm 30min 工作状态

温度冲击
恒定极值温度冲击

最低温度（-10±2)℃
最高温度（30士2)℃

暴露时间：2h 
转换时间：3min 
循环次数：3次

工作状态

高温循环冲击 (2±2)℃、（15±2)℃ 工作状态

表6 使用环境对应的气候环境条件

注：淋雨实验项目针对为电动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

6.9.2 机械环境适应性。无人机系统的设备按表7规定的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后，

设备内部结构单元不应产生永久性的 结构变形、机械损伤、电气故障和紧固部件松

动。设备内部线路、电路板和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 松动或接触不良现象。试验

后应能正常工作，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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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无人机系统 状态 实验标准

振动

无人机分系统、任务设备分系统
运输 GJB150.16A A.2.2.6

工作 GJB150. 16A A.2.3.3

地面控制分系统、地面保障分系统
运输 GJB150.16A A.2.2.3

工作 GJB150.16A A.2.3.13

冲击
无人机分系统、任务设备分系统、地面控制分系
统、任务设备分系统

工作 GJB150.18A 7.2.1

运输 GJB150. 18A 7.2.2

自由跌落 GJB150.18A 7.2.3

表7 使用和运输阶段对应的机械环境条件

6.10 安全性

6.10.1 绝缘电阻。无人机系统的设备的电源输入端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

接通位置）、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经过相对湿度为 

93%、温度为4℃、16h的受潮预处理后应不小于5MΩ。

6.10.2 抗电强度。具有充电器接口的设备，其充电器或电源适配器电极或与之相

连的其它导电电路与易触及部件之间 施加1500V、50Hz试验电压，试验中不应出现 

击穿现象。试验后设备应无故障，功能应正常。

6.10.3 泄漏电流。具有充电器接口的设备泄漏电流应符合GB 16796-2009中5.4.6

的要求。

6.10.4 防过热。应符合GB 16796-2009中5.6的要求。 

6.11 维修性。系统具有基地级保障和基层及两级维修体制。基层级平均修复时间

（MTTR)≤0.5h

6.12 可靠性。一般应规定可靠性指标，具体特征量及数值由产品标准给出，其平

均无故障时间与寿命如：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50h；寿命：≥300小时。

7、黑匣子时间记录要求 

无人直升机飞行时，黑匣子可记录无人直升机飞行时的数据量>50小时。

8.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无人机应在适当位置装有清晰、耐久的铭牌，并在其上注明：

（1）产品名称；

（2）产品型号和注册商标；

（3）制造厂名称或代号； 

（4）制造编号（或出厂日期）或生产批号：不得使用不干胶作为无人机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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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包装

产品的包装盒内应有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及相关的附件。 根据产品体积大

小，选用规格适当的包装箱。包装箱上应有厂名、产品型号、名称、数量、生产曰

期、质量及防护要求（如“小心轻放”、 “防潮”等）。

8.3 运输

无人机设计时应满足存储、装箱和运输要求。经包装的产品应能承受汽车、火

车、轮船、飞机 等交通工具的运输而不致损坏。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水、防尘，避免机械损伤。

8.4 储存

经包装的产品应储存在环境温度为-5℃～+40℃,相对湿度小于等于 80%，无腐

蚀性气体，通风良好 的库房内。

9.交付与培训

9.1 交付

产品交付应在订购方指定地点进行或按合同规定，产品应具有技术说明书和使用

维护说明书

9.2 培训

培训一般应分为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 产品厂家提供培训教材，必要时提供培训

录像片；应具有培训考核，通过考核人员可获得上岗证，持有上岗证的人员可获得独

立操作产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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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ASSOCIATION LEAGUE
协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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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联盟简介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Shenzhen UAV Indust ry Assoc ia t ion，缩写为

“SUIA”），2015年10月注册成立。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由从事无人机生产、经销、

应用、技术研究、软硬件综合平台等知名企业、科研院校、媒体等自愿组成的行业非盈利

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本着凝聚协会成员共识，为行业利益服务的宗旨，坚持为会员企业打造以产、学、

研、工程多赢的产业平台，整合产业链优质资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不断完善业内技术

标准，提高行业整体竞争能力，加强行业内外的合作，增进企业间的监督和自律，维护行

业与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共同利益，促进企业、科研管理部门的联合，推进无人机产业

的健康协调发展，提升深圳及中国无人机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

目前协会现有92个会员单位，创建了无人机竞速联盟、无人机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和

无人机技术专家委员会。自成立至今，同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两个技术委员会和部分会

员单位，发布了八项无人机通用技术的团体标准，举办了两届无人机展览会、四届无人机

应用创新论坛多场政企考察交流、新技术新产品评审会，无人机产品应用演示、技术研讨

会和创新论坛等活动。同中国20多个省市进行无人机技术应用考察和推广，并同美国、

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泰国、斐济、非

洲等多个国家无人机行业组织和企业交流合作。协会积极促进行业联合、产品应用推广，

不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企业拓宽发展空间。提高企业抗风能力，引领行业跨越式发

展，走向高科技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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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由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六十

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天津现代国

防科技学院、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深圳市乾坤公共安全研究

院等21家机构及企业共同发起，于2015年1月7日在深圳成立。联盟共设理事长、副理

事长及秘书长，第一届理事长由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鸿担任、秘书长由中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会长杨金才先生担任。目前联盟成员共50家企业单位，遍布

全国多个省市，如，北京零度、深圳一电、九星智能、科比特、华越、艾特航空、高

科新农、哈瓦国际、深圳智航等。其中，深圳无人机企业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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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会员名单

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翼睿翔天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科大智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泽众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厦门狄耐克物联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创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禾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真电机有限公司

深圳一信泰质量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井智高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交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隆源智信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当代侠峰电机有限公司

江苏三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翼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易飞无人机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航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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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特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莲花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科龙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洲际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安金狮科创有限公司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瑞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哈尔滨伟方智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智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国英成电联合实验工程中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长沙中部翼天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大秀天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云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圣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实验室

珠海银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

贵州博伟科技测绘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澄星航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天空竞技场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易瓦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中海航投资集团

贵州翔宇鸿途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天浩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昂特尔太阳能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美嘉欣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立丰航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中部芯空微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

深圳天空竞技场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易瓦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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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29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新湖路28号哈瓦国际航空产业园

电话：0755-29539766

传真：0755-82264003

邮箱：anne@harwar.com

网址：www.harwar.com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工业级无人机研发与制造的

创新性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另在德国不莱梅市成立了研发中心。哈瓦研发的

MEGA系列无人机双冗余工业级飞控系统、全天候运转的动力系统，可搭载36倍光学

变焦可见光设备、HD、4K高清高速摄像系统等超高精度模块化的光电载荷。

哈瓦设计的MEGA系列无人机为IP45防护等级、经过流体和空气动力学测试，在

力矩刚度与抗风整流性能方面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哈瓦MEGA机体选用航天级3K全

碳纤维材料一体成型配合航空专用镁合金、钛合金等尖端材料和工业级传感器芯片技

术，使得飞行系统通过了严格的电磁兼容与抗震性能、高低温以及高海拔综合性能极

端环境等检验检测，并已获得多项行业技术专利。目前我们的产品在公共安全、工业

应用、紧急救援、影视工业等四大领域的广泛应用，涵盖警察执勤，反恐，边防、紧

急救援、医疗救助，自然灾害，消防安全、地理测绘，环境监测，农林、工业监控、

电力红外检测、石油天然气管道巡线、电影电视航拍等核心领域。哈瓦国际已成为多

国政府部门和知名企业信赖的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应用载荷

展位号：7C39

广州长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3栋902

电话：020-38937909

传真：020-38937780

邮箱：service@spacearrow.com

网址：spacearrow.com

广州长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依靠前沿技术驱动，研发和生产先进无人机产品，

致力成为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核心业务为研发销售无人机系统和相关设备。公

司的产品线包括多种飞行控制系统、远程跳频遥控系统、自动跟踪天线系统、地面站

设备以及多个型号的固定翼/多旋翼/垂直起降无人机.长天航空明星产品有SAV20垂直

起降固定翼无人机、SAF20长航程固定翼无人机、SAC6治安无人机、SAC6T反恐无

人机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SAV20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SAF20长航程固定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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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01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丽山路大学城创业园1403室

电话：0755-86550265-8002

传真：0755-86550265-8003

邮箱：youyinguav@126.com

网址：www.youyinguav.cn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专注于微小型固定翼无人机完整系统及相关

核心技术开发的高科技公司，于2011年成立，注册资本1500万元，公司拥有由1名博

士、5名硕士、10名本科组成的核心研发团队。

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均来自雷达、通讯和无人机技术相关行业，并具有相关行业

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对无人机行业相关前沿技术有独特的认知和理解。这为优鹰

科技秉承的“跨界开发、集成创新”理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优鹰科技的核心团队成员，从2007年起就开始了对无人机前沿技术的跟踪、消化

及研发。通过几年的开发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借助于技术和人才优势，优鹰科技已

完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链路一体化飞行控制系统、链路一体化无人

机盒式地面站、无人机PC地面站、机载数据链路中继器、1080 60P全高清低延时远距

离图传系统、机载图传中继器、机载百公里级图传发射机、地面图像接收终端、机载2

轴增稳云台和多款微小型完整无人机系统的开发及试飞测试。

所开发的产品和模块均具有完全独立和自主的知识产权。

主要产品信息：固定翼无人机控制系统/地面站软件/多功能网络高清接收机

展位号：7D02

翼通航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天琴大厦B栋12C座

电话：15996422726

翼通航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无人机系统核心组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化的高新科技企业。无人机广泛应用于航空摄影、影视航拍、广

告航拍、电力拉线、航空遥感、国土监察、城市规划、森林防火、交通管理、空中侦

察、抗震救灾等多个行业。翼通航空以创新为目标，以优异的产品赢得顾客的信赖。

并以不断创新的理念开发新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机身、链路系统、图传系统、载荷系统设计。

展位号：7D03

广东天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花园路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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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69-22464422

传真：0769-22451899

邮箱：thdz@tian-hao.co

网址：www.th-dz.cn

广东天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总部位于东莞市松山湖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主要从事高精尖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所生产的多用途升降

器均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承保。公司以其雄厚的实力、高端

的技术、专业的团队和规范的管理，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公司又与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等院

校建立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此增强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

2010年11月，公司已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以及ISO14001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此外，公司也获得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称号，是中国消防协会会员单位、广

东省消防协会会员单位、美国消防协会会员单位、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单

位。

主要产品信息：军警民多用途爬绳机器人

展位号：7D06

深圳市双优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村第二工业区5栋

电话：0755-86052627

传真：0755-86052663转811

邮箱：xo1918@126.com

网址：www.u2-u2.cn

深圳市双优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坐落在有深圳硅谷之称的南山

高新技术产业带。公司主要服务于：交通、码头、航空、铁路和公共安全等政企大型

行业客户，提供语音，视频等互联网+ 的集群通信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 数字对讲机/4合1警用对讲终端（集成了：手机，数/模对讲机，

执法记录仪，全球对讲）

展位号：7D08

常州常探机器人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常州高新区空港产业园粤海工业园 

电话：0519-86625551

传真：0519-82077770

邮箱：13775232000@126.com

网址：www.ctjqr.com/www.ctrobot.com 

无人机会刊.indd   103 2016/6/8   15:39:15



• 104 •

常探机器人以“科学即探索，探索即研发，研发即创造，创造即效益”为企业宗旨，

不断探索领先科技，不断创造新的产品，同时也以改进现有落后技术为己任。以“机

器人+探测器”为研发生产主线，致力于创造更多更好的特种机器人。如：自发电永动

消防水炮、耐高温自发电永动灭火机器人、耐高温消防排烟机器人、耐高温救援机器

人，毒气探测机器人，耐高温污染采样机器人等各种社会急需的机器人产品为主。

主要产品信息： 火凤凰永动消防灭火机器人 火凤凰救援机器人 常探毒气探测机器人

展位号：7E09

深圳圣丽迪亚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洪湖大厦612

电话：0755-82237216

传真：0755-82237216

邮箱：szana326@163.com

网址：www.klopman.com

本公司成立于2006年，在防护服装，专业背包生产积累了丰富经验。引进

Klopman国际防护服装，专为最严苛的工作环境而设计，提供多功能选择，防泼，

防水；防污，防油；防雨，抗风，通爽，快干四合一；防紫外线；防蚊；抗菌；防静

电；阻燃，防热，防火等各种功能。EN ISO 11612防热防火服装，EN ISO11611焊

装及配工序使用的防护服，EN ISO14116防护服——防热防火——限制火焰蔓延的

材料，材料组件及防护性能，EN ISO 15025：2002防火限制火焰蔓延，EN 15614：

2007野外消防员防护服，ISO15384野外消防员防护服，EN 471：2003高可视度服

装。适应客户需求。Klopman安全防护服耐久性出众，穿着舒适，便于活动，让员工

更为自信，在恶劣环境中也能感觉安全，让人放心。Klopman最高的质量管理标准，

包括ISO 9001:2008认证及在现场进行的快速EN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 Klopman防护服，应急背包

展位号：7D11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律第七工业区2栋八楼C区

电话：0755-23242821 23242783

传真：0755-23244316

网址：www.leishen-lidar.com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面向全球提供激光雷达、激

光传感及机器人解决方案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致力于向全球提供先进的导航避障激

光雷达、激光成像雷达、无人驾驶激光防撞雷达、激光测距机、特种机器人、特种光

纤激光器、特种光纤放大器等产品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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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由激光行业著名企业家和激光技术专家胡小波先生创

立，一期投资5000多万，集合国内顶尖的激光雷达专家、激光器专家、软件专家、光

学专家、电子及自动化专家组成专业化研发团队，目前具有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多项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平台

支持下，公司产品快速跻身于世界激光雷达行业的前列。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雷达、激光传感及机器人解决方案

展位号：7D16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汇潮工业区B栋四层

电话：0755-27472763 27472703

传真：0755-27472764

网址：www.4008628110.com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

于研发制造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警用装备，“生命权高于一切”，以非上海非致命

的研发主导为方向，依靠科技手段改进文明执法的能力，提高文明执法形象。视维稳

强警为己任，坚持科技强警的研发使命，向科技要警力，提高实战高效的单兵作战能

力。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器材、治安器材、刑事技术器材、保安器材、道路交通安全

器材、消防器材、安全防范产品、激光器的研发、生产及产品的销售。

展位号：7D20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南座3A17

电话：0755-83849417

传真：0755-83849434

邮箱：sales1@sinosun.cn

网址： www.sinosun.cn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从事无线通信、数据传输和视频应用领域的产品

开发、生产销售和工程组网等服务。

在消化吸收近十年国外行业领先厂商的无线数据传输设备的基础上，结合各领

域的应用特点，依托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力量，华夏盛开发生产具有目前最先进

水平的数字数传电台、简易数传电台、通用数传模块、高速跳频电台、工业无线以太

网络、网络高清图传电台/模块、GNSS/RTK无线数据链、通用射频功放、无线I/O模

块、通用声码器、多串口复接复分模块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水/电

力/热网/煤气/铁路/交通、公安/安防/部队、路灯/地震/气象/环保、GPS、测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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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冶金/化工及工业过程控制自动化等数据采集控制，工业无线以太网络，远距离视

频传输，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和机器人控制多通道无线数据链。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数传电台、简易数传电台、通用数传模块、高速跳频电台、

工业无线以太网络、网络高清图传电台/模块、GNSS/RTK无线数据链、通用射频功

放、无线I/O模块、通用声码器、多串口复接复分模块等

展位号：7F74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15号

电话：028-86180656

传真：028-86180656-613

网址：www.timestech.org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无人机侦查与遥感系统、无线图像传输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三大业务。公司已取得的企业资质和荣誉有：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GJB-9001B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建设创新型企业、成都

市四上规模企业、四川省名优产品、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创新基金支持企业、

成都市重点新产品立项企业、军工保密资质、国际CMMI认证、无线电发射设备准

销证、通信指挥车改装资质、安防设计施工壹级资质等。产品已广泛用于全国各地公

安、武警、消防、军队、电力等领域以及部分海外国家。并参加了上百次军、警、政

府等部门重要演练和救援保障活动，典型活动有：汶川大地震、雅安芦山大地震、奥

运安保、中巴联合作战演习、天津爆炸事故空中侦查、琼粤桂跨海消防演练、四川消

防大型救火演练、四川公安装备实战演练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侦查与遥感系统、无线图像传输系统、卫星通信系统

展位号：7E30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28区大宝路49-1号金富来商务大厦1楼

电话：0755-83142770-5705

传真：0755-83142770

邮箱：elaine.gao@emdoor.com 

网址：info.emdoor.com

亿道，成立于2002年，目前拥有两百多人的研发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嵌入式产

品开发的高科技公司，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行业定制及终端产品方案公司之一。

亿道信息，2016年4月，获批在“新三板”挂牌（837171），让以高新技术为

主导的亿道信息，提高了自身的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飞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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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道信息积极致力于行业终端技术的持续发展，自主研发全坚固工业三防平板电

脑，防尘防水等级高达IP65~IP68， 美军标MIL- STD-810G防震耐冲击，包含3G，

WiFi，蓝牙 4.0，北斗，GPS，NFC，RFID，一维码/二维码扫描，身份证，指纹等技

术。

亿道信息也为不同行业客户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行业平板解决方案和服

务，帮助客户在数字社会获得成功。行业定制产品超 50款，广泛应用于军工、教育、

物流、车载、金融、广告、智能家居等相关行业。亿道的行业平板设备、IT设备和解

决方案以及智 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 EM-I82: 8寸高亮度显示屏

展位号：7E40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芙蓉路琦丰达大厦23楼

电话：0755-85251667

传真：0755-85250979

邮箱：info@art-tech.cn

网址：www.art-tech.com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是中国航模产业最早和注

册资本最高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历经十二年的沉淀与发展，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航

模产品和遥控设备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龙头企业，是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强，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多的航模企业，为推动我国航模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2009年，艾特航空便投入巨资设立无人机事业部，自主研发电力巡线、森林

防火等系列无人机，备受省领导和军方认可。目前，公司经营总部占地3000多平方、

工厂经营场所面积上万平方。艾特航空科技注重产品研发与设计，始终坚持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与国内外著名航模经销商联合研究开发新产品，生产的产品以外形美观、

技术先进、适用性强、安全环保、质量优良等优势，畅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

司实施严谨的I S O9000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将产、供、销、

人、财、物有机地协调统一，产品均通过CE、FCC等认证。同时，艾特航模通过自身

的技术积累，现已掌握多项国际航模业核心技术，拥有外观、实用新型及发明专利30

多项。

主要产品信息：接收机、发射机、飞机模型、横列双桨直升机、仿真飞机模型、

微型机械陀螺仪、无刷电动机控制器、四通道横列双桨直升机等。

展位号：7E44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环大道9018号大族创新大厦C区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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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36988868

传真：0755-26619963

邮箱：wangxu@genew.com

网址：www.genew.com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是一

家专注于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震有科技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

力，以顾客满意为生存基础，已从一家软交换和应急调度的行业细分龙头成长为国际

领先的综合通信设备供应商。

目前，震有科技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覆盖软交换、接入网、光网络、应急调度及

无线通信。主要服务客户包括电力、运营商、军队、公安、矿业等行业。公司拥有完

善的全球市场运营和销售体系、领先的专业级通信研究所和完整的技术支撑网络，通

信产品及解决方案在国内外赢得广泛赞誉。

主要产品信息： 综合应急指挥调度系统有机融合软交换、预案系统、GIS、卫星

定位、无线集群、卫星通信、短波/超短波通信、视频监控、视频会议、移动单兵等系

统

展位号：7E46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坪山新区江岭路6号

电话：0755-66634738

传真：0755-66634609

邮箱：ninestar@sznsi.com

网址：www.sznsi.com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无人机行业应用核心技术研发、

集成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有别于传统航模无人机集成企业，本公司无人

机系统源于电动载人机技术，技术团队自2006年至今始终坚持不懈的坚持为公安、武

警、国土、电力等用户进行电动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的产品引进、技术研发以及实

际应用推广工作，属于国内电动无人机项目最早期的参与者。2014年6月，通过改制、

扩展重组，并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更名重新注册成立。

主要产品信息：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四轴八旋翼无人机

展位号：7F01

深圳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28号通产集团综合楼3楼

电话：0755-26606502

传真：0755-26606502

无人机会刊.indd   108 2016/6/8   15:39:15



• 109 •

[会刊]

网址：www.icna2015.com

深圳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创建于2014年8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成立。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国内首家无人机领域以品牌运营、技术研

究、产品销售、行业服务为一体的开放性公共服务平台和最完善的服务生态圈。ICNA

洲际通航是无人机领域知名品牌，为中国文物安全委员会立体安防无人机领域指定供

应商。目前公司创建了“洲际通航无人机创客空间”、“洲际通航汉来航空学院”，

并获得《中航飞校授权证书》《优秀无人机企业》，是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常务理事

单位和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F07

承德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德润大厦B座8层

电话：010-58793030-236

传真：0314-2555218

邮箱：yyuav@yyuav.com

网址：www.yyuav.com

鹰眼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我国第一家多功能警用无人机系统专业制造商。

鹰眼科技在业内首次提出“察、打、管、控、救、通”一体化概念，研发出集

“三机一车”、36款功能模块于一体的警用无人机系统，既可满足空中昼夜侦察，也

可满足反恐处突、森林防火、禁种铲毒、大型活动安保、群体性事件处置、应急防控

等多种实战需求。近年来，在公安部及地方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鹰眼科技积极参

与公安部警用无人机技术标准起草，承建我国第一家警用无人机联合实验室，并成为

2015年公安部科技成果推广引导计划唯一无人机项目立项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鹰眼警用无人机系统，三机一车，十八个功能模块

展位号：7E34

深圳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智园A5栋6楼

电话：4001-828-528

邮箱：sdos03@jttuav.com

网址：www.jttuav.com

深圳智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秉承“共生、创新”的理念，专注于

无人机智能控制系统和无线影像音视频传输技术的研发和制造。公司研发的集成式多

旋翼智能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军警空中侦察、公共安全监管、空中安保、

抢险救灾、环境检测、农业植保、专业航拍、科学考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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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高效的研发和业务团队，以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多年无人机行业应用实践

沉淀。凭借多年的技术，产品研发和市场沉淀与经验积累，获得电动载人飞机技术、

无人自主飞行控制技术、自动图像跟踪识别技术、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等多个领域的

技术成果及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拥有先

进的全环境实验室，建立了资深行业背景的研发团队和运营管理机制，得到业界高度

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集成式多旋翼智能无人机系统

展位号：7F26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南路63号院56号楼

电话：010-51219388

传真：010-51219388

邮箱：info@chinaeagleuav.comv

网址：www.chinaeagleuav.com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无人机智能控制系统及机载设备技术研发，

无人机平台建设以及无人机整机集成，在无人机型号和机载设备的小型化和多功能

化方面不仅研发出多个系列的固定翼无人机、旋翼无人机，还通过和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军装备研究院和总装备部轻武器研究所、国家海洋局、海

科院、国家电网、林业局、测绘局等等合作。通过多年的实际行业应用，公司目前在

“低空、小型、慢速”无人机应用领域属技术领先型的高端无人机系统硬件供应、产

品使用推广、整机系统保障、专业技术培训等综合性的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平台建设/无人机整机集成

展位号：7G16

长沙中部翼天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螺丝塘路1号德普企业公元6栋D座109-2

电话：0731-88288775-803

传真：0731-88288776-808

邮箱：663191929@qq.com

网址：cciacorp.com

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金450万元，位于长沙市星沙经济开发区螺丝塘

路1号德普企业公元办公区，环境优美，靠近黄兴大道三号地铁口，交通便捷。其中办

公面积500平米，实验室面积450平米。现有员工30来人，其中博士学历5人，大学本

科和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占80%左右。公司主要从事无人机无人车及机器人等各种智

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拥有作风稳健的技术生产人员和优秀的经营管理人员，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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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让同行尊重，让客户信赖”的理念，提供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是企业

永恒的追求。公司将抓住机遇，加大自主产品创新，加快国际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

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大中小型多旋翼无人机（空中机器人）；无人农机、无人越障

车；水上无人艇、水下无人深潜器（水面、水下机器人）、航天员陪伴机器人、专用

服务机器人、工业机械手等，广泛应用于国土安全、警用侦查、反恐、消防、高速公

路巡视、广场监控、跟踪抓捕、应急抢险；工业电力巡线；农业植保、影视航拍、农

田作业、农作物自动化采摘、水上无人搜救、水下探测、生活陪伴服务等。

展位号：7F57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60栋2楼

电话：0755-28603299

传真：0755-28603266

网址：www.gl-uav.com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无人机研发、销售，专业

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技术资源，通

过产学研合作，重点推出农业植保、航拍航测、灾害救援等应用领域工业级无人机产

品，并提供相关应用技术服务。其工厂位于东莞市凤岗镇雁田围兴路1号沧龙工业大

厦，建筑面积近4000平米，并拥有10万级无尘车间一座。

全球鹰无人机拥有国内最顶级的无人机专家顾问团，并依托北航，配备最专业

的无人机飞行团队，强大的无人机培训师资力量可以让学员快速掌握无人机驾驶、维

修技术，顺利取得国家民航总局认证的无人机驾驶资质，顺利执行农业植保、航拍航

测、灾害救援等各种任务。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F66

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丰工业城C3栋二层

电话：0755-27364977 27474379 27364894

传真：0755-27364601

邮箱：mail@keweitai.com

网址：www.keweitai.com

近年来，科卫泰基于多年在无线通信、视频编解码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在专业微

型无人机相关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发力。先后在复合材料成型工艺、无人机飞行控制

系统、无人机 数据链通信系统、低延时视频传输系统、无人机机器视觉系统、微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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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云台、地面站软 件及一体化控制系统、地面站自动跟踪天线系统等诸多方面进行

长期的技术研究和投入，公司立场为行业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微型无人机系统解决方

案及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无人机数据链通信系统

展位号：7F90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80

传真：0755-88309165

邮箱：yt.sun@cps.com.cn

网址：www.chyuav.com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无人机的高科技企业。高集

成度的设计，成熟的多模式飞控系统、多元操作智能控制，高效的动力合成系统使整

机具有超高安全性，同时，可另加设备如机载拍摄设备、远距离图像、机载雷达等，

实时观看回传视频，可以手控飞行和自动巡航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反恐防暴、群体性事

件、安全监控、抢险救灾、巡逻巡视、航拍摄影、公共安全、交通监管、交通执勤取

证、勘探勘测、环境监测、气象监测、记录取证、商业拍摄等。为客户提供可靠的产

品和优质的技术和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研发、生产无人机

展位号：7F73

深圳市鼎创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高新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三号裙楼209室

电话：0755-83595158

传真：0755- 83995136

邮箱：liyangjuan@aeroxf.com

网址：www.sunflyuav.com

深圳鼎创旭飞科技公司位于深圳南山区，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

单位，具有15年的军用级无人机系统研发和行业应用的技术经验沉淀。公司专注于工

业级无人装备系统技术及产品应用，形成了以无人机应用为主的核心技术和配套子系

统、运营服务与解决方案相结合的经营发展模式。目前已开发出“旭飞”民用品牌无

人机系列产品，包括固定翼、多旋翼三大类共10个型号，技术和可靠性居于行业领先

地位。目前主要行业客户为公安，电力，农业植保等行业性大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固定翼；四旋翼；六旋翼；农业植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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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F86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特发信息港A栋8楼

电话：0755 82788881

传真：0755-82788882

网址：www.wayulink.com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是植保无人机、无人机、农用无人机、农业无人

机、电动无人机、油动无人机、无人机电池、测绘无人机、警用无人机、航拍无人机

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

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F86

深圳市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特发信息港A栋8楼

电话：0755-82788881

传真：0755-82788882

网址：www.szgkxn.com

深圳市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进入无人机农业航空植保领域的专业公

司。2011年率先提出利用无人机进行杂交水稻辅助授粉的概念，主办了中国首次无人

机辅助授粉的现场评议，推动了无人机在中国农业植保领域的发展和应用。2012年初

公司组建了专业的技术团队，开始了无人机航空植保服务的基础研究。与总参60所开

展合作，并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唯一的“杂交水 稻全程机械制种试验

研究”的战略合作伙伴，承担了无人机田间作业的全部植保任务，经过近两年的时间

建立起最全面的无人飞机的作业规范。

公司主要从事农业航空飞行平台及任务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从业人员的培

训、自主开发出国内首款15KG大载荷的电动无人植保作业机，在同类产品中具有载荷

大、飞行时间长、作业效率高、性能稳定等技术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测绘无人机

展位号：7F87

北京华力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68号紫金大厦710室

电话：010-62256468

传真：010-62275663

邮箱：wangyunhua@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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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力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是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优秀科技创新型的知名企业。公司以研发、生产、系统集成、市

场营销和高端光电产品专业维修为定位。所开发的光缆自动切换保护系统、光缆状态

监测系统、光缆应急抢修系统、光纤到户系统深得用户肯定。自主创新型产品“多功

能光缆收放机”和“应急轻型光缆收放车”为国内首创，辅件产品光纤熔接机、光纤

端面检查仪等已得到用户的认可和支持。公司拥有健全的产品技术服务体系，不仅为

客户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产品，还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应急轻型光缆收放车适用2-4芯带连接器的野战光缆，标配500

米/盘的缆盘，布放速度0~10km/h。多功能光缆收放机适用通用野战光缆，标配盘

长1000米/盘或3000米/盘的缆盘，布放速度0~20km/h。两种产品都可快速铺设和回

收光缆。自动向线路上喂送，光纤上无残留应力，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按需要变换，

可车后铺设也可车两侧铺设，智能判断布放速度，自动刹车语音提示、清晰准确，轻

便、灵活，可载于各种车辆内。

展位号：7F95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6号TCL工业研究院大厦A座412室

电话：0755-86556710

传真：0755-86556710

网址：www.smd-uav.com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2015年10月，智航获得顺

丰速运和北极光联合投资。智航坚持“越智能·越简单”的设计理念，由一批北航博

士、硕士组成的核心研发团队以改善无人机产品体验为终极目标，致力于打造操作简

单、实用的无人机。智航在成立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开发了八旋翼“凌云”、四旋

翼“幻影”、“天眼”等一系列行业突破性产品，并取得了多项国际专利。智航具备

警用、倾斜摄影、物流运输、消防、应急救灾等多套成熟无人机行业应用案例，其中

倾斜摄影解决方案为12·20深圳光明滑坡事故提供全方位数据支持。智航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享受飞行带来的乐趣，“做人人飞得好的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G09

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塘头路口一电科技园

电话：0755-29518999

传真：0755-27358999

网址：www.a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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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1999年，于2005年重新登记注册， 注册

资本2亿元人民币，员工近1500人，是集专业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电子科技企

业，公司总部坐落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一电科技园”，拥有近10万平米的现代化研

发生产基地，并在深圳 市光明新区筹建了近10万平方米的“光明一电科技产业园”，

旗下有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一电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AEE

立足于中国，布局于海外，积极拓展全球销售渠道，已在美国、 欧洲、亚太等发达国

家及地区成立了分公司，产品以自主品牌畅销全球5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与国内外

最具实力的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民用无人机、商用无人机、警用无人机、 军用无人机、运动摄像

机、执法记录仪等

展位号：7G24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MC）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88号大族激光科技中心17F

电话：0755-86075682

传真：0755-23286506

网址：www.mmcuav.com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MC）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成为无人机行业应

用专家，专业从事多旋翼无人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在北美、深圳、南

京、哈工大设立四大研发中心，构建分层有序的研发体系，不断改进现有产品以满足

客户需求，不断探索创新构建持续技术和产品优势。

科比特航空多旋翼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电力巡线、电力架线、公安警用、空中侦

查、森林防火、应急救援、石油石化、测绘勘探、国土监察、城市规划、农业植保等

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提供专业的电力、公安、消防、石化、农业等行业服务/无人机培

训资质机构（多旋翼无人机驾驶员培训）

展位号：7E10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北科大厦8楼

电话：0755-86536289

传真：0755-86950281

邮箱：sales@gdu-tech.com

网址：www.gdu-tech.com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无人机的高科技企

业，公司在无人机飞行控制，图像稳定，动力系统设计，红外图像技术方面拥有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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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淀，为无人机产品技术的持续研发和无人机应用的不断完善提供坚实后盾。

公司致力于引导技术革新，不断扩展无人机的使用外延，探索发掘新的应用领

域，为消费者提供稳定可靠的无人飞行器。现今，我们不仅能提供广泛应用于航空拍

摄、测绘、勘探、搜救、高空数据处理的无人机产品，且能为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定

制化的系统解决方案。

展位号：7F70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嘉华大厦D座1102室

电话：010-82824357/9 62976309

传真：010-82824358

邮箱：qy@boyayingjie.com 

网址：www.boyayingjie.com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公安部金盾工程建

设资质、军工机密级保密资质、IC卡及IC卡读写机具全国工业品生产许可证、ISO-

9001认证、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计算机系统集成、安防工程等企业资质；是

公安部装财局采购目录企业、公安部居民身份证读写机具定点生产企业、解放军总后

勤部采购目录企业、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长期合作企业；是国内唯一一家把中国

实用法学与当今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北斗定位通信技术、智能

机器人技术、（DNA、虹膜、指纹、指静脉、人脸特征比对）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和无

线通讯技术进行有机结合并获得专利、应用到公安管理信息化、军队信息化、民用信

息化、社会安全防范和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高科技公司。

主要产品：警用智能无人侦查直升机

展位号：7D13

深圳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B座17楼

邮编：518040

电话：0755-83022233

传真：0755-83023799

深圳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航东升”），是一家致力于无人

机飞行器开发及相关配套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科技公司。翼航东升以系

列固定翼无人机、系列多旋翼无人机、系列固定翼靶机和像真机、空地一体应急侦察

指挥系统及无人机专用光电吊仓为主打产品，并面向客户的需求，个性化定制无人机

及任务达成系统化解决方案。

无人机会刊.indd   116 2016/6/8   15:39:15



• 117 •

[会刊]

深圳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航东升”），是一家致力于无人

机飞行器开发及相关配套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科技公司。翼航东升以系

列固定翼无人机、系列多旋翼无人机、系列固定翼靶机和像真机、空地一体应急侦察

指挥系统及无人机专用光电吊仓为主打产品，并面向客户的需求，个性化定制无人机

及任务达成系统化解决方案。

展位号：7D09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珠路203号1101A

电话：020-32068870 

传真：020-32068887 

邮箱：keii@keii.com.cn

网址：www.keii.com.cn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红外光电产品及红外系统集成

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各型机载红外光电及可见光成像系统，重量更轻、

功能更强，可搭载于各种常用直升机及无人机。最新研发的红外有机气体检漏设备可

在复杂的生产环境下实时准确地检测出易燃易爆气体泄漏点，为快速定位泄露点提供

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适用于装置复杂并对泄露隐患特别敏感的石油化工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载荷

展位号：7D21

深圳市维斯德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百旺第二工业园3栋4楼

电话：0755-29499682

传真：0755-29499682

邮箱：wsd@szweiside.com

网址：www.szweisde.com www.szweiside88.com

深圳市维斯德技术有限公司（维斯德）致力于纳米氧化锆陶瓷、氮化硅陶瓷和碳

纤维材料的结构件及外观件的研发和制造。目前公司已经拥有现代化厂房2200平米，

员工近百人，其中具有十年以上行业经验的工程和设计研发成员有十七人，覆盖设计

研发，工程、机械、贸易等领域；并拥有专业的制造设备近百台，包括精雕CNC、车床、

磨床、铣床、钻床、注塑机、真空机、真空炉等；具备从模具设计开发，产品开发制备，

外观工艺处理，高标准产品质量检验等一整套解决方案的能力。成立伊始，便得到业

内客户的认可和肯定。与之相关产品的配套技术服务也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 碳纤维无人机配件，（螺旋桨/ 动力桨/ 机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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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22

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三旗上奥世纪中心7A楼6－1701

电话：010-57147023

传真：010-57147023

邮箱：xueyongzhe@topotek.com

网址：www.topotek.com

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于北京成立，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高清

变倍数字摄像机的科技型公司。在深圳设有产品分公司；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无人机

航拍、穿越机花式表演、无人机商业摄影、视频会议摄像机和虚拟现实等领域。

公司研发人员拥有多年国内外知名高科技公司工作经验，在自动对焦技术、高清

图像处理技术、一体化摄像机应用研发技术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国内外各

种变焦镜头、各种图像前端芯片都有深入研究。经过五年的发展，公司多项技术目前

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 无人机高清变焦摄像机，配套增稳云台

展位号：7C18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2078号笋岗仓库区602栋 

电话：0755-83319558

传真：0755-83240609

邮箱：180651079@qq.com

网址：www.szsafety.org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安全生产培训，安防产品

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安全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的企业，企业注册资金1050万元。管理

团队的主要骨干来自原深圳市安监局属下机构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学会的专家。

公司具有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资质证书”，是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我市最早的“三级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具有初级

安全主任、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以及电工、焊工、制冷工、高处作业特种作业

类的培训资质。

2010年5月起受深圳市应急办委托运营深圳市现代安全实景模拟教育基地。安全

教育基地营运以来，教育队伍累计培训来基地体验学习人员三十多万人次，其中企业

专项安全生产培训、安全讲座百余次，培训两万多人次。

主要产品信息：消防安全体验设备、家居安全体验设备、建筑安全体验设备、交

通安全体验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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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F72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北斗路34号文华花园裙楼406

电话：0755-82581006

传真：0755-82581006

邮箱：srvf2013@126.com

网址：www.srvf.cn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SRVF)，其前身为深圳山地救援队，由深圳市登山

户外运动协会于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中发起，是一支自发组织，全部成员均为志愿者

的民间专业救援队。联合会下设信息指挥中心、特勤部、行政外联部、技术部、培训

部、志愿者部、山地救援队、高空救援队、医疗辅助队、城市搜救队、水上救援队等

部门。对所有队员实行较强的纪律和规范化管理。历时六年的发展，现有372名队员，

400余名志愿者。自2008年建队以来，多次对广东省、深圳市乃至外省市发生的各类

户外事故实施救援行动，共参与山野环境的救援行动和大型自然灾害救灾行动48次，

帮助和营救身处困境的市民近百人，同时响应了2010年云贵旱灾、2013年雅安地震、

2013年汕尾潮南与英德水灾、2014年粤北水灾、海南风灾、云南地震、尼泊尔地震、

光明坍塌等各种大型自然灾害的救援、救助工作。

作为一支公益志愿者队伍，我队平时的工作重心除了救援、救灾以及自身队伍

救援技能训练之外，还非常重视在市民中开展安全知识宣导工作，五年多来累计开展

面向市民的公共讲座逾近百场次，内容包括户外基本常识、野外环境下的各种危险识

别、预防及自救互救、安全用电、预防恶劣天气灾害、地震安全急救知识、户外事故

分析与户外风险管理等内容，讲课受众超过一万人次，并通过各项安全宣导活动向市

民派发我队自行编制的《安全知识手册》累计近五万册。

展位号：7A01

深圳市安邦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电话：0755-29976996

传真：0755-23993969

邮箱：sales@police21.com

网址：www.police21.com

安邦国际致力于打造全球顶级军警装备采购平台，经营有平台Police21.com，汇

集全球主要的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11种语言版

本，面向全球军队、警察、执法、安防等专业采购团体，将中国优质的军警及安防用

非武器类产品直接输送给最终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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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在军警方面的广泛应用，安邦国际于2015年底启动了无人机的研发，

且以农用植保机及小型消费机为起点，开始积累技术经验，同时，Police21.com开辟

了无人机及机器人专用频道，力求将更多的无人机产品快速推介给海外专业用户。

主要产品信息：消费类无人机；农业用植保机；同时寻找军警及工业用无人机代

理（主要面向海外市场）。

展位号：7D17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3号清华紫光科技园C座1层

电话：0755-26981000

传真：0755-26981500

邮箱：3dp@sunshine-laser.com

网址：www.sunshine3dp.com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300227。公司以激光技术为主要依托，为全球制造业和加工业提

供相关产品和应用服务，是同类产品及服务类别最全面、最专业的精密激光技术应用

企业。

公司从2011年开始就关注工业3D打印，并于2015年成立了深圳光韵达3D打印创

新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工业3D打印的行业应用。目前，光韵达3D打印事业部已经成为

专业的增材制造/3D打印创新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多个行业内领先的3D打印创

新应用技术与服务经验，可提供技术咨询、产品数据处理、快速原型制造、小批量制

造、终端零部件制造到产品后处理的全链条技术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高效

的金属、尼龙3D打印技术服务，帮助客户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展位号：7E15

深圳市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吉华路254号长江大厦A306

电话：13530311710

传真：0755-89799901

邮箱：641915277@qq.com

网址：www.szsos.org

深圳市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是由深圳市义工联消防安全组在响应深圳市社

会组织建设局而发起组织创建，由深圳市消防安全组大组长姜海同志，于2012年初开

始筹备，并于5月份入住深圳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进行正式筹备，2013年12月2日

经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成立。深圳市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作为深圳志愿者的公

益应急安全救援服务工作的重要力量，是一支有着多年参与深圳公益宣传、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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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安全应急救援、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海事演练、医疗急救、志愿服务，社区

联防的义工服务经历和经验的志愿者安全应急救援团队。目前有义工三千人，应急安

全服务骨干近千人，管理人员数十人。

在各级领导关心和义工们的努力下，2014年3月，深圳市智慧海义工安全应急分

队应运而生，在技能的培训和队员素质的提高前提下，又具备了全方位应急能力，这

标志着深圳有了一支更加专业的志愿者应急队伍。在2012年深圳韦森特特大台风、

2014年“7.18”海南特大台风、2014年“8.03”鲁甸6.5级地震抢险救灾及2015年

12.20光明新区渣土滑坡事件中积极参与，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深圳志愿者的爱，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智慧海精神，在灾区发挥了志愿者专业救援队的作用。未来的路还很长，

这需要我们全体队员和各级爱心单位和爱心市民一起走，也希望有爱心的人士和团队

加入我们，为建设志愿者之城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城市交通文明劝导活动、城市灾难应急救援服务、海事应急安全

宣传倡导活动、野外防灾减灾拓展、助残义卖义捐、警民防暴治安巡逻、安全讲座、U

站服务、安全应急救援逃生知识普及项目等。

展位号：7D07

深圳市昂特尔太阳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区研发楼F3栋8层

电话：0755-82563830

传真：0755-82563831

邮箱：peter@suntel.cc

网址：www.suntel.cn

深圳市昂特尔太阳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初，专门从事太阳能发电系

统和核心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公司一直专注于边侧型高倍聚光太阳能(SHCPV)

发电系统的研发，汇集了美国、日本、台湾的半导体精英，多年来投入了近6000万

元研发资金，组成了半导体业界专业力量雄厚、技术领先的研发团队，自团队组建以

来，经过所有成员将近3年的不懈努力，研发出了更科学、更精密的聚光光学原理，

并将其特性发挥到极致。先后分别成功研发出2000倍、光电转换效率高达30.25%，聚

光型太阳能系统(SHCPV)和非追日便携式聚光发电装置均处于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

前，公司已拥有边侧型高倍聚光太阳能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已有4项获得授

权，1 项处于公布阶段，另外3项外观设计专利已获得授权。

目前，公司研发的“边侧型高倍聚光模组”技术已取得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深圳市科联专家服务中心、深圳市风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宫崎大学研究

院等权威机构的检测认证，并荣获中国科技部授予“中国好技术”称号。同时，本技

术现已在全国多个地区成功装机太阳能样板工程，并与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其中与深圳市中国南方电网、河北君龙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云南鼎兴

东川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已签订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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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合同总额达几亿元。

为了让边侧型高倍聚光太阳能系统能迅速产业化，昂特尔始终专注于高新科技生

产领域内的新型材料开发和生产制程优化创新，充分利用现有的研发生产成果，势必

将昂特尔发展成为一个太阳能产业领域最具核心领先技术、核心关键产品和完整产业

链的新型能源环保型的中国高新技术领军企业。

展位号：7E31

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B栋2楼01/02单元

电话：0512-62720387

传真：0512-62720387

邮箱：market@hivintek.com

网址：www.hivintek.com 

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

注册资金1000万，是一家致力于红外热成像和智能监控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专

业型公司。

公司设有专门的技术研发中心，拥有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于2013年获得苏州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颁发“领军人才”称号，2014年获得“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荣誉

称号，并已通过IS9001质量体系认证。同时产品还获得了CE及FCC等多项国际认证。

公司本着“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做好的产品和服务”的理念，融合红外与安防行

业的前沿技术，整合经验丰富的市场、销售、服务团队，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通过

完善市场分析、合理产品定位、优化营销方案、强化配套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长

期稳健、系统增值的服务体系，构建公司健康成长的常青基业。

展位号：7D18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科技产业园建业中路7号

电话：0757-29218893

传真：0757-28393206

邮箱：helihong@cnuav.com

网址：www.cnuav.com www.microdrones-asia.com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德国microdrones全

球最高联盟合作伙伴，从事md4系列专业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制造、应用解决方案研发

和亚洲市场的推广、销售与服务。过去几年，md4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已经成为中

国和亚洲市场上最受政府和行业用户欢迎的专业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在武警、公安、

电力、海洋、测绘、石油、消防、交通等多个行业也得到广泛应用，在专业多旋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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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细分市场占有率、品牌和技术遥遥领先。

主要产品信息：md4-1000工业级四旋翼无人机系统

展位号：7D19

深圳一信泰质量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祥路1号宝能科技园6栋A座16楼

电话：0755-28230888

传真：0755-28230886

邮箱：info@uttlab.com

网址：www.uttlab.com

深圳一信泰质量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第三方质量技术服务机构，为电子电器、

医疗、纺织、玩具等产品提供测试、认证、咨询及验货等服务，测试能力涵盖电磁兼

容、射频、安全、化学等领域。深圳一信泰质量技术有限公司秉承“公正”、“准

确”的质量方针，为行业提供测试认证、实验室工程、研发顾问、供应商评估、生产

线优化等专业质量技术服务。

 深圳一信泰质量技术有限公司坐落于深圳市龙华新区宝能科技园，总面积达1500

平方米，其中实验室面积1000平方米，分为电磁兼容、射频、安全、化学、物理五大

实验区。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射频RF, 电磁兼容EMC, 安全Safety,电池Battery，化学

Chemical等检测、认证、技术咨询服务。

展位号：7D24  

北京晨轩未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6号院27号楼   

电话：010-53025572

邮箱：18601129812@163.com

网址：www.chenxuanweilai.com

北京晨轩未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芯片、电子元件等产品。公司尊崇

“踏实、拼搏、责任”的企业精神，并以诚信、共赢、开创经营理念，创造良好的企

业环境，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本，我

们始终坚持用户至上，用心服务于客户，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内存DDR，云台处理器MCU，场效应管驱动MOSFET Driver， 

场效应管MOSFET，马达Motor，闪存Flash，主处理器MCU/DSP，无线接收

Receiver，陀螺仪Gyroscope，加速度传感器G-Sensor，磁阻传感器M-Sensor，气

压传感器Pressure Senso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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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E08

深圳市星火心肺复苏急救知识推广协会

地址：深圳市桂园北路70号

电话：13923784307

邮箱：13923784307@139.com

网址：www.aedmap.cn

2015年5月17日，深圳市星火心肺复苏急救知识推广协会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举行。协会成立后，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了多场讲座，近1000名

师生学习了心肺复苏（CPR+AED）知识和技能。协会积极促成深圳市国泰安公司、

深圳市血液中心献血车、梅林一村、深圳火车东站、深圳体育馆、笋岗社区、水榭春

天小区等处的AED设置和相关急救培训。

协会学习台湾的先进经验，推广其把公共场所建设成“安心场所”的办法：在场

所设置AED，为70%以上的员工进行CPR+AED培训。

深圳“安心场所“普及了，自然就成了“安心城市”，就是“心肺复苏之城”！

协会的努力得到深圳市、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5年一期项目：《梅林一村心肺复苏急救推广和公

共场所AED项目》的社会性、非营利性、效益性、区域性、创新性得到专家认可，是

2014/2015两年四期800多个申报项目中唯一按照申报金额全额资助的项目。

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5年二期项目：《福田试点医院门诊大堂AED、学校

/媒体急救培训和急救推广协会能力建设项目》获得高分通过，将请专家论证在福田区

人民医院、深圳市中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堂设置AED并

配合相应宣传的可行性和实施办法。

深圳市政府“民生微实事”第二期入库项目：《社区心肺复苏急救推广和公共场所

AED项目》。全市642个社区均可而且应该应用“民生微实事”专项资金采购该项目。

展位号：7D10a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珩田路484号

电话：0592-6682605  

传真：0592-6077125

邮箱：46526188@qq.com

网址：www.zhhhk.net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隶属厦门中海航集团，是公司集合国内无人

机技术专家与职业教育专家、科研机构而专门成立的专业从事包括无人机、机器人等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生产与培训教育的公司。坐落经济特区厦门，曾参加过国家

级无人机应用技术课题研究，同时，公司与具有“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Of China(AOPA-China)”认可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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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训练机构”培训资格的企业深入合作。研发的无人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得多项专利。厦门中海航集团（www.csnajt.com)是集船舶

投资、船务船员管理、船舶物流管理、生物能源产业、教育投资管理、校企合作联合

办学、国际留学教育咨询、人力资源劳务派遣、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及高端行业技能实

习、就业多元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企业实际注册资金1.2亿人民币。集团主

营投资、教育、贸易、运输四大版块业务。目前集团旗下九家全资子公司，十一家分

公司，八家控股公司，两家参股职业院校。公司研发的无人机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训

练、影视航拍、农业植保、电力石油管道巡查、遥感测绘等行业。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依托国内国际航空院校相关专业的技术培养与

人才优势，将无人机技术研发与无人机教育的课程体系相结合，开展无人机职业技术教

育培训，分别开设了：中国AOPA无人机驾驶员、机长课程，无人机航拍工程师课程，

无人机农林植保工程师课程、多旋翼无人机技术工程师课程，军警消防行业应用VIP

班、民用无人机研发工程师课程。公司秉承“以诚信合作为本、以素质技能为先、以专

注特色为恒、以人才就业为标”的发展理念，培养认证型、应用型的航空技术人才。

展位号：7F55

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752-7123777

传真：0752-7123777

邮箱：haiyan.pan_airace@foxmail.com

网址：www.airace.com.cn

泰一科技作为中国工业级无人机领域的领先企业，始终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无人

机系统（UAS）研发与应用的推广事业，泰一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促进无人机技术在智

慧城市领域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泰一科技先后被推荐或评选为“中国无人机任务系统及技术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单位、“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经多年深耕，泰一科技已形成集无人机整机开发与销售、数据采集与挖掘、数

据应用平台开发、解决方案提供和综合服务推广五位一体的上下游联动业务体系。

泰一科技通过重点客户直销的形式，结合自身无人机航空遥感及遥感影像自动处

理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构建空地一体的数据采集和应

用体系，服务于智慧城市运营机构，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准确高效的数据支持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prophet

展位号：7D05

深圳市唯真电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雪象中浩二路八号 唯真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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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33620888 33620010

传真：0755-89600011 33620001

邮箱：wzmotor@wzmotor.com.cn

网址：www.wzmotor.com.cn

深圳市唯真电机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二十年的专业开发和生产

微特电机经验，具有很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在深圳、合肥拥有2个生产

基地，已获得40多项国家级专利。产品广泛应用于无人机、服务型机器人、汽车系

统、视听音响、办公设备、通讯设备、数码相机、家用电器、办公家具、电动工具、

医疗器械、智能家居（智能门锁/智能窗帘）、安防监控、智能电机继电器、个人护

理、银行设备、航模、卫浴电器、平衡车、电动车、自动化控制设备(Auto-control 

equipment)、仪器仪表(instrument)等众多行业。　　

公司汇聚了一批电机业界的企业管理、品质管理、生产管理、和技术开发的专

业人才，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公司已取得了IS0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

QS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IS014001环境质量体系认证、ISO/TS16949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和通过了VDA6.3标准认证以及SONY公司的GP认证。

通过严格的管理、诚信的服务，使公司赢得很多长期、稳定的客户，诸如：

CONTINETAL、ZF FRIEDRICHSHAFEN AG、CLARION、ALFMEIER、

PHILIPS、AXIS、ALLEGION、PANASONIC、SONY、OMRON、TAMRON、

LG、 SAMSUNG、OKIN、LINAK、SAECO、SHINWA、TOSHIBA 、TOTO、

KOHLER、DOOYA 、FORYOU、HUAWEI、KEURIG等全球知名企业均直接或间

接采用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销售区域已覆盖欧洲、美洲、日本、非洲、东南亚、西

亚(west Asia)、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澳洲等。

公司本着真诚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与国内外

的供应商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使公司步入了良性发展阶段，为实现唯真公司持续

发展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展位号：7D23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总参六十所）

地址：南京市黄埔路2号     

邮编：210016          

电话：025-80848901   

传真：025-84829875

邮箱：328642056@qq.com     

网址：www.nrist.com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拥有职工1300余名，占地1000余亩，固

定资产3.6亿元，年产销过10亿元，集论证、研发、生产、保障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研究所，形成了无人机系统、实兵对抗训练系统、模拟仿真训练系统和靶标靶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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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支柱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军事训练、农业植保、电力巡线、海洋观测、航空测

绘、国土勘查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研究所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和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取得总装武

器装备承制资格。30余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拥有发

明专利数十项，建有一个研发基地、两个现代化生产试验基地，一个轻型无人机试飞

基地。拥有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等各类科技人才四百余名；无人直升机

半物理仿真实验室、10米法EMC测试暗室、发动机实验室、检靶技术实验室等多个先

进实验室。研究所各类产品的研发紧贴部队训练和农业植保等行业需求和发展方向，

围绕无人机总体设计、小型涡喷动力、互动式三维仿真、农药喷洒、农作物授粉等核

心应用需求，积极推进专业学科建设与专项技术攻关，不断推陈出新，具备重大项目

研发攻关与批量生产的能力。

作为国内最早研制生产无人机的单位，南模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陆续生产

各型无人机近万架，九十年代，又加快无人机技术创新步伐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

呈现出多机种、多用途、系列化发展趋势，目前Z-3N型无人直升机作为农用型无人机

的主打产品，市场已遍布海内外，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保障得到用户的一致

好评。

展位号：7E01

中国联通深圳市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5号联通大厦

电话：0755-36508271

传真：0755-36502233-8271

邮箱：nizw@chinaunicom.cn

网址：www.10010.com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简称“深圳联通”）是隶属于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的深圳本地分公司。深圳联通始终秉持“求是精神”，打造超卓

网络，提速全民信息化生活。4G时代，联通平滑过渡强势出击，“双4G、双百兆、全

兼容”，依托于“FDD-LTE +TDD-LTE+ WCDMA”三网协同, 自由切换、无缝连

接,以峰值速率150Mbps继续领跑4G时代

主要产品信息：

深圳联通下属的物联网运营中心，专业运营物联网专用网络，提供物联网专用芯

片、模组和终端，打造物联网开放平台，推广物联网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物联网在

各行业的规模应用。

在应急救援领域，与合作伙伴联合推出新一代消防生命体征监护仪及其运营服

务，可快速、无创监测一氧化碳中毒，氰化物中毒、一氧化氮中毒及吸入过量二氧化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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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18号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西座14层

电话：0755-26656677

网址：www.dji.com/cn/contact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JI大疆创新)成立于2006年11月，以

“The Future of Possible”（未来无所）不能为主旨理念，致力于成为全球飞行影像

系统先驱。公司发展至今，除中国大陆以外，还在香港、美国、德国、荷兰、日本设

有办公室，全球员工人数超过4000人，客户遍布百余个国家。

DJI大疆创新从商用自主飞行控制系统起步，之后陆续推出飞控系统、云台、多旋

翼飞行器、小型多旋翼一体机等产品系列，目前占据全球70%以上市场份额，在行业

中独占鳌头，重新定义了“中国制造”的内涵。

DJI大疆创新的产品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影视、农业、地产、新闻、消防、救援、

能源、遥感测绘、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并不断地融入新的行业应用。遵循“激极尽

志，求真品诚”的企业精神，DJI大疆创新始终以最尖端技术和最可靠产品引领产业革

命，极致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

展位号：7C01

深圳市翼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9号航天大厦A2008

电话：0755-83107448

传真：0755-83114009

翼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E.Drone Aviation TechCo.Ltd）,成立于2015 年，是中

国首家研制应用类无人机的高科技企业。其研制的无人机应用于农业、工业、警用、

民用等领域。公司立足于全球科技前沿之城——中国深圳，在美国硅谷设立创新中心

与芯片研发中心，

在北京、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供应链遍布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带。公司立志打造

世界先进的智能无人机技术，为用户真正做到高效、低成本的智能应用。

展位号：7C01

翼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9号航天大厦A座20楼

电话： 0755- 83107448

传真：0755- 83114009

翼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efly drone）,成立于2015 年，专注于体育竞技飞

行器的研发、制造与营销，公司设立研发事业部，制造事业部，飞手俱乐部及赛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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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公司自筹备以来，在中国北京、深圳、广州获得10余项体育竞技飞行冠军，并

于2016年3月作为中国制造企业唯一代表队赴迪拜参加“世界无人机大奖赛”并取得团

体优异成绩。

展位号：7C01

深圳市富斯遥控模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福田区华丰大厦16楼

电话：0755-83282965

传真：0755-83281360

深圳富斯遥控模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遥控模型的设计、开发和销售的

企业。我们拥有自主研发品牌，同时为客户提供一流的OEM服务。企业创立初期就坚

持"品质优先，价值服务，创新产品"的经营理念，以诚信为原则、市场为导向，坚持"

创新、创新、再创新"的策略，努力为市场提供款式新颖、品质优良的产品。

展位号：7C01

深圳市好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23号文锦广场文安中心1109

电话：0755-2550433

传真：0755-25504333

网址：www.hobbywing.com

深圳市好盈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好盈科技）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产品设计、研发

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目前，我们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遥控模型所使用的各种电子

控制设备。

好盈科技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推出的各项电子产品均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

权，同时，我们坚持不断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并紧密追踪国际电子技术发展，从而在

遥控模型电子控制设备开发领域保持着技术领先优势。

好盈科技的产品遵循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追求产品品质的优化。同时，我们

根据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完善产品功能、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

品组合，以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好盈科技有限公司倡导“持续创

新、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共创价值”的企业文化，“让客户满意”是好盈科技存在

的理由，也是推动好盈科技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展位号：7C01

珠海市世飞联体育运动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安平路80号1单元401房

电话：1370231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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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13702315797

邮箱：13702315797@hotmail.com

珠海市世飞联体育运动策划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安平路80号1单

元401房，交通方便，欢迎社会各界光临指导，共同为中国文化艺术事业而努力。我们

主要从事：体育组织，如想了解日常开展的业务活动与我们进行合作，欢迎你与我单

位的李波电话咨询。

展位号：7C01

超音速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口岸大道火车站出口斜对面5栋

电话：0769-81091556

传真：0769-81091557

网址： www.cysmodel.com

超音速模型科技有限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开始涉及舵机开发及制造，集开发、

设计、生产于一体，推出各类舵机及模型相关产品。通过近多年不断的技术吸收、改

进及有关模型专业人士的大力指点，公司的舵机生产技术日趋完善。公司在管理上本

着“质量、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不懈追求产品性能和品质的完美，并积极推动产

品的更新，以满足市场不断发展的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舵机类、数码舵机类、齿轮产品类。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埝头工业园

电话：010-89761977

网址：www.ttaviation.com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天途)，注册资本2224万元，是

具有在北京空中禁区内飞行经历并受政府及企事业机构委托从事无人机产品研制、系

统集成和服务的民营企业。 公司主营国际国内领先的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

无人机和载人旋翼机等航空飞行器的研发、销售、租赁及服务。为国内外政府、事业

单位及企业客户提供无人机空中遥感、电力巡检、空中安防、空中检测、石油管道巡

检、空中护林、航空摄影传输等无人机产品和服务。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认证。

2012年，被北京市昌平区科委评为科技研发中心。天途是国内优秀的无人机系统

整合及服务机构，自2008年汶川地震起为公安系统、电力系统、测绘系统等提供无人

机系统及服务。目前为国家“十一五”、国家“十二五”、国家973项目提供无人机产

品及系统集成。目前是国内首批PICC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承保无人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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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交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南京江宁区秣周东路12号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五楼

电话：025-51865761/3  87159778

传真：025-51865762

邮箱：markets@ttrd.com.cn （市场部）  supports@ttrd.com.cn（技术支持）

网站：www.ttrd.com.cn

经营范围：南京交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由多年留学北美的技术团队2004年成立

于南京，多年来公司坚持创新务实，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整合国内清华大学、南京

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资源，在各界的大力关心与支持下，攻克了多项技术

难关，取得了一大批技术攻关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交研科技专注于视听核心编码算法和高端智能化研发，在高清视频智能监控、视

频与声音行为分析、大数据量视频存储和海量数据快速检索等技术方面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在数字高清监控与显示、专业音视频会议系统、平安城市安防监控、LED显示

与节能照明等众多领域研发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达30余项，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国家软件企业认证、ISO9001质量认证、安防产品生产销售许可证等。

交研科技目前现已形成了集安防监控、高清显示、数字会议、专业扩声、建筑节

能等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近年来公司先后承担了宁波平

安城市，河南高速公路监控，江苏高速公路，贵州智慧园区、重庆平安校园、浙江某

市数字公路等等一大批重点安防项目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铸成大厦B座501室

电话：18611888968

传真：010-51581586

网址：www.ltfy.com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轻型民用无人机最大最专业的供应商，集无人

机集成销售，技术培训，航拍服务三位一体。是中国航空运动管理中心下属的北京市

模型运动协会俱乐部会员单位。同时也是民航局下aopa全国第一批拥有无人机驾驶员

执照的的培训机构。

公司旗下拥有：蓝天航模俱乐部、蓝天飞扬航拍事业部、无人机驾驶员培训机构，

以及专业的线上供应团队。跟京东，亚马逊，苏宁，国美等一流的电商建立了紧密的合

作关系。无人机驾驶员培训机构拥有一流的无人机教官团队，培训教练内容按照国际

航空体育飞行标准。蓝天飞扬航拍事业部作为小型航拍无人机拍摄领域的顶尖航拍团

队长期与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卫视，中影，新影及港台欧美的导演、摄影机构长期合作！

作为小型航拍无人机拍摄领域的顶尖航拍团队蓝天飞扬，圆满拍摄了《狼图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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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央视大型史诗纪录片《小城故事》《神秘的西夏》、《东方帝王谷》、《水脉》、

《全景新疆》、《发现之旅》、《天阵》、《爱在苍茫大地》、《蓝调海之恋》《北国风光》

《一兵一卒》、《新跨越》等电影电视记录片及广告片！

于2008年牵手大疆创新，成为大疆中国区一级授权代理，提供大疆飞控、大疆航

拍机、大疆phantom、大疆s1000、大疆禅思z15云台、大疆多轴飞控A2，多旋翼航

拍器，航拍云台等大疆全系列产品的前期销售、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租赁及培训、

维修售后等全系列一条龙服务。在无人航拍机应用，无人机航拍服务方面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跟多个国家科研企业，院校，军队公安武警海监等有密切合作，圆满完成拍

摄过国内国际多部知名影视剧。 我们拥有一支成熟的专业队伍，我们恪守严谨、务

实的航空理念，严格售前售后服务从而让顾客更满意，一如既往地为广大客户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是我们追求的宗旨。

深圳市灵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塘朗同富裕工业城10栋4楼

电话：0755-86027860-8998

传真：0755-86027865

邮箱：zym@szltzn.com

网址：www.szltzn.com

深圳市灵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入驻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区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的

以研发、生产、销售高端移动监控设备的技术型生产企业。公司以技术起点高、研发

投入大、创新能力强为发展特点，为全球移动监控需求单位提供移动监控设备和配套

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移动应急监控车

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街道锦绣文化科技城9栋3-4层(观光路与观平路交叉口)

电话：0755-29500181（20线）

传真：0755-29500213 29500160

邮箱：dowse@szdowse.com

网址：www.szdowse.com

经营范围：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安防产品研发制造领

导企业，系经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东视电子专注于安防产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服务并提供前端、后端、软件管理平台的整体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技术积

累，现已实现产品的高清化、网络化、智能化、系统化。公司每年将超过30%的利润

投入研发，现已获得多项专利证书。

公司拥有多条流水线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通过规范的生产流程和严格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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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手段来确保品质。产品从开发到生产经过严格的可行性测试和性能稳定性测试。

全部机型经过严格的环境测试，包括高低温、湿度、盐碱、黄化等。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欧盟CE等认证，并获得“中国平安城市建筑优秀

推荐品牌”、“智慧城市推荐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新锐产品”、“安全自动化会

员单位”等殊荣。

东视电子秉持“锐意进取、变革创新、质量为本、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奉

行精益求精，卓越品质的质量方针，不断为客户创造附加值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解

决客户的后顾之忧，为守护社会安全做最好的产品，全力打造安防行业的世界知名企

业！

厦门狄耐克物联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2号

电话：0592-5768380

传真：0592-5768350

邮箱：msw@dnake.com

网址：www.dnake-iot.com

厦门狄耐克物联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智慧社区专业平台系统，依托于狄

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对讲行业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实力，专注社区平台商业模式研

究、平台级系统产品开发、服务整合推广，形成智慧社区、智能家居、智慧酒店整体

解决方案，推动中国智慧，惠及社会民生。

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和创新环境培养，为百余名研发人员提供了宽

松的工作环境和个性化管理方式，实现企业管理的严谨性与研发自由创新的统一。同

时，公司积极保持与台湾、韩国业界的交流与合作，与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福

州大学相关机构建立基础技术研究合作关系，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确保公司

在智慧社区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公司秉承“诚信为本，服务至上，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市场经营

服务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铺建68个营销售后服务网点，建立优质完善的售前、售

中、售后服务体系，力争做到专业、专职、专心、专注的系统产品营销服务，打造行

业服务标杆。

在未来的发展中，物联智慧将持续完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服务网点建设，携手

行业合作伙伴，专注致力于住宅建筑智能领域系统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社会创造财

富、为经营团队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发展机会，为客户创造价值。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北区朗山二号路航天微科研楼C座

电话：0755-86026442（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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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6026152

邮箱：sales@sunell.com.cn

网址：www.sunell.com.cn

景阳科技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从事专业安全技术防范领域的技术研发及市场

服务。作为中国主流的厂商，景阳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高品质的产品和专

业的服务。

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分支机构遍及南非、新加坡、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

都、西安、昆明、沈阳、杭州、南昌、济南、武汉、哈尔滨、长春、大连、天津、郑

州、温州、长沙、福州、南宁、乌鲁木齐、海南、合肥、太原和青岛等。

公司汇集了国内一流的研发技术精英，结合多年的市场经验，构筑了高水平的

研发技术平台。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拥有多项专利，多个产品获

得 技术创新奖，其中部分技术居于全球安防行业领导行列。景阳现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深圳市百强软件企业和诚信企业、深圳市南山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实训基 地，

是中国安全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和中国智能

高清视频监控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被评选为深圳市十大书香企业、深圳 市知名品

牌、中国安防十大品牌、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中国安防行业知名品牌、中

国公安部政府工程推荐品牌、中国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和中国监所安 防行业推荐品

牌，并荣获深圳市政府重大项目证书、金融采购行业供应商最佳用户满意度奖等。

景阳推行先进的企业管理体系，构建了信息化的办公管理系统。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I S 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以及 OHSAS18000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产品完全符合无铅环保标准(RoHS)，并通过了欧洲CE认证、美

国FCC认证、中国公安部CMA认证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用安防产品认证等，旨在给客

户提供高品质且富有竞争力的产品。

景阳提供的优质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安、金融、司法、交通、电讯、机场、

港口、邮政、电力、学校、医院和智能建筑等。产品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

英 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爱尔兰、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巴西、智

利、阿根廷、沙特、阿联酋、黎巴嫩、土耳其、马来西亚、泰国、以色列、南非、 埃

及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秉持厚德载福、做人为本、广结善缘、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仅重视企业的发

展，更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景阳科技衷心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

北京正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立汤路威尼斯花园2区17-4栋

电话：010-56142693 57282749

传真：010-84801871转805

网址：www.sagetown.com.cn

北京正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无人飞行器以及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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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通讯技术研发、设备生产的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

备部全军采购网入网企业。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雄厚的研发实力、成熟的产品体系以及众多领域

的精彩案例。秉承源自军工科研的优秀传统，公司始终致力于提高无人飞行器和无线

通讯产品的先进性、可用性与可靠性，努力把军工技术推向民用，并力争成为国内无

人机和企业级无线通讯领域的领跑者。

十几年来，正唐科技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产品，包括中低空长航时无人机、飞行器数据链、飞行器群空中无中心组

网系统、飞行器群远程（100公里+）低空遥测系统、飞行器群远程（200公里）视频

语音数据传输系统、高清/标清图像电台、高速跳频电台、无线应急通讯系统、油田专

用无线宽带多媒体传输系统，等等。凭借在飞行器设计、软件无线电、高清图像处理

和高速（数个马赫）移动传输、抗恶劣环境设计方面的突出技术优势和丰富的研发经

验，正唐科技公司成为众多军工科研单位和大型国企的合作伙伴或合格供应商，公司

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航天返回舱监测、多型导弹、无人机视频传输与测控、空地远程

（数百公里）视频传输、奥运安保、应急通讯、公安技侦、国家电网无人机巡线等领

域，受到来自军工、部队、公安、企业等高端客户的广泛认可和青睐。

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国际大厦16楼

电话：0755-29672038

传真：0755-29672008

邮箱：protruly@protruly.com.cn

网址：www.protruly.com.cn

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定位于提供高端电子视像方案、产品、技术、服务，自成立

以来一直专注于研发精密光机电成像+仿生智能算法，以高端的图像采集、分析、显

示、处理技术为产品主要研发方向，主营业务为电子视像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

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保千里已确立以精密光机电成像+仿生智能算法为核心的竞争

优势。凭借其对精密光机电成像+仿生智能算法的深刻理解，保千里已成为电子视像领

域技术较为全面的企业之一。

深圳市盛禾无人飞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山庄A36

电话：0755-21613325

传真：0755-21613325

网址：www.shengheuav.com

是一家集农用无人直升机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公司。本公司无人植

保机产品其实用性和高效性在全国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正在顺应中国经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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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业现代化，解决劳动力价值迅速上涨、生产所需劳动力日益短缺的现状。公司

目前与湖南农业大学植保院、湖南大方植保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采用“农药+植保机”

的合作模式，将产品推广到全国，本公司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采用植

保机对植物授粉项目，取得成功。植保无人机前景广阔，形势一片大好。

深圳市创翼睿翔天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电话：15018091808

射频识别系统及其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应用网络产品的销售；物联网系

统工程集成、施工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基于位置的信息系统及系统集成及

其施工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及下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

遥感；无人机航空摄影；影像数据服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校区：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29号

邮政编码：210016

将军路校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29号

邮政编码: 211106

经营范围：学校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在航空科技领域，为共和国贡献了若干个

第一，包括我国第一架无人驾驶大型靶机、第一架无人驾驶核试验取样机、第一架高

原无人驾驶机、第一架无人驾驶直升机、第一架微型飞行器等，自主研制的“天巡一

号”微小卫星成功发射。近年来，面向国家和国防重大科技需求，学校承担国家各类

重大科技计划项目1000余项。在基础研究方面，学校创立的直升机广义涡流理论、

振动理论和方法、飞机制造协调准确度与容差分配理论等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影

响；在航空航天领域，学校参与了所有航空主机、发动机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有

多项技术在“嫦娥三号”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在国民经济发展领域，学校在先进制造、精密驱动、机电系统等方面攻克了一大

批关键技术难题，为国家和区域重点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学校大力推进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协同创新，先后建立了一批产学研合作研究基

地；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与国外50余所著名高校及一批国际知名研究机构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服务航空航天民航、服务江苏，面向全国、面

向世界”的开放型办学新格局。

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在新的发展时期，南航将坚持“以育人为

本、促进人才辈出，以学术为本，促进学术繁荣，以航空为本、促进特色发展”的办

学理念，继续实施“特色发展，人才强校，开放办学，制度创新”的发展战略，继往

开来，开拓创新，以昂扬的姿态向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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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泽众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科技实业园C7栋

电话：0551-65302188

传真：0551-65302199

网址：www.theone-safety.com

安徽泽众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安全产业

园，注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是安徽省与清华大学省校合作的具体落实，是安徽省和

合肥市重点引进与支持企业，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落地企业、国家“863”公共

安全应急装备基地、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目承担企业、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产业

转化基地、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唯一的成果转化基地，与清华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公司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具有商用密码产品生产、销售资质，是“中国公共安全科

学技术学会”理事单位、“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急装备与产品标准

化工作组”理事单位、“清华大学公共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单位。

公司在应急平台关键技术系统和装备方面，拥有完整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在公共安全与应急理论方法、模型研究、先进技术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公司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致力于推动公共安全与应急装备制造

的产业化，孵化公共安全与应急装备新产品与新技术，满足国内与国际公共安全与应

急装备市场的需求，提供现场应急平台、应急平台一体机、现场协同指挥会商平台、

移动互联在线会商终端、手机工作平台、背负式现场应急平台及复合飞行器应急监测

监控系统、三维电子沙盘、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大中型移动应急平台、核与辐射动态

监测预警处置综合系统、“智慧安全社区”系统、“智慧消防”系统、人防工程运维

与监管平台系统、防灾应急包等公共安全综合应急、监测监控、预测预警、救援指挥

相关系统和装备产品。

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发展迅速，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应急办以及公安消防、人

民防空、安全监管、核应急、石油化工、电监电力、铁路运输、海洋海事、民政救灾

等部门和行业，为减少人民生命与财产损失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1号海鹰科技大厦8层

电话：18500426718

传真：010-63723652

网址：www.hiwingage.com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成立于1961年，

是目前我国集预研、研制、生产、保障于一体，配套最为完备，门类最为齐全的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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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依托军工技术优势、产业基础和品牌效应，走军民融

合发展道路，形成了电力电气、石油地质装备、信息与光电技术、航空装备与制造、

工业装备与自动化、新材料应用、现代服务业等支柱产业，参与了科技奥运、载人航

天、国产大飞机等国家重点项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始终秉承

“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企业使命，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飞航技术研究院。

2012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将分布于北京、沈阳和天津的无人机业务资源全

部整合，组建了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唯一的

无人机产业发展平台，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完善的

科研生产体系，按照“集团化运作、公司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的指导思想，充分利用

三院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航空航天领域无人机产业，面向国土测绘、海洋巡查、电力巡

线、气象探测、应急救援、环保监测、森林防火、警用巡逻等领域的应用需求，大力开

拓国内外市场，全面构建“海鹰”品牌无人机全体系综合解决方案，形成无人机与配套

系统、运营服务与解决方案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打造成为体系合理、功能齐全、技术先

进、快捷高效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无人机及航空通用装备产业发展平台。

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恒特美大厦

电话：0755-28727666  28727166  28727266

网址：www.111uav.com

天鹰兄弟集团总部位于中国经济特区深圳市龙岗区恒特美科技大厦，办公面积达

5000平米。公司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无人机研发工程师和强大的软件技术团队，同时，

公司与美国麻省理工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共同研究无人机智能3D避障自驾控

制技术。

目前在中国境内江西、云南、贵州、新疆、河南、安徽和黑龙江成立了7家分公

司，2016年将在湖北、内蒙、陕西以及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成立分支机构。

公司专注于精准农业和智能农用无人机研究与开发，包括无人机飞防、播种、喷

洒固态肥料和农业数据采集与传输。

公司产品信息：35kg燃油动力无人机、17-25kg电池动力无人直升机、10-15kg

多旋翼等多种机型。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杨林路11号佳讯工业园

电话：0551-65316851 65316852 65316853 65316854

传真：0551-65324168

邮箱：zts1111@163.com

网址：www.jiasunuav.com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专业从事无人机飞行平台、数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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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远程监控系统产品的研发，是一家现代化高科技企业，注册资金5000万元，位于

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员工总数166余人，其中，公司设有三个办事处和一个全资公

司，公司员工中90%以上具有本科学历，其中博士学位3人、硕士学位8人、教授级高

工6人，整个公司充满朝气与活力。为确保公司掌握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公司除

与美国、台湾拥有底层核心技术的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外，还拥有一批以美国硅谷科学

家为首的技术顾问队伍直接参与公司产品开发。通过他们定期来公司进行指导和共同

参与开发，使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即确保产品的先进性和稳定性，又培养出一支掌握国

际领先技术的开发队伍。

公司于2001年6月通过国家高新企业认证,2001年12月通过软件企业认证。

公司2008年再次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2009年通过

ISO9001:2008版《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

公司在安徽与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地震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学院保持了良

好的研发合作关系，目前在建的有安徽省公安厅无人机科学实验室、滁州市公安局技

术侦察无人机应用实验室、滁州学院无人机消防应用实验室。公司为公安部警用多旋

翼无人机技术标准制定企业之一。

广东中安金狮科创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厦村广安保大厦

电话：0755-83611488

网址：www.chinasafeguard.com

广东中安保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正在走向集团化的品牌公司，其属下有“广东中

安保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广东中安保安全护卫服务有限公司”、“中创星联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福保安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福安保拆迁工程有限

公司”、“深圳市兰天宾馆管理有限公司”等各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公司。 

广东中安保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2007年注册成立的。在工商经营范围内主要开

展科技方面的安全服务，是集系统软硬件研发、平台监控运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目

前已成功研发运行的有“车辆智能管理平台”和“保安智能管理平台”，正在研发的

“保安培训考试智能管理平台”也即将面世。此外，公司还从事商务调查业务，受保

险公司或其他客户的委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涉嫌骗保、假冒、信誉等方面的

商务调查。同时公司在2009年向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备案后开展了保安人防

服务业务。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观澜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0号硅谷动力智能终端产业园A15栋5楼

电话：0755-33932291

网址：www.jsdzkj.com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深圳市硅谷动力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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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提供执法记录

仪、采集工作站、电子证据管理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商，已应用于全国30多个省、

市、自治区，公司正积极打造互联网+, 助力中国执法的智能化推进。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OHSAS 18001:2007、IEC 27001:2013、ccc、

国家双软企业、国家AAA级信用体系等高新资质的认证，公司现配备有4台JUKI高速

贴片机和现代化的自动流水生产线，年产能达到50万台。公司目前拥有4项发明专利，

12项软件著作权，并参与起草公安部单警音视频执法记录系统的行业标准。

公司连续三年荣获“中国警用装备十大品牌”称号。 公司秉承“因追求而超越，

因超越而前进”的发展理念，一直致力在广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交通、海

事、城管、卫生、工商等部门中大力推广和应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体验，为

客户创造价值。

深圳洲际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朗山路28号

电话：0755-26606502

传真：0755-26606502

网址：www.icna.com.cn

深圳洲际通航科技有限公司由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领域相关专业毕业的博士、研

究生组成。为应用型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和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大力支持下，专项拓展国内外

应用无人机市场，致力于做无人机应用领域的专业供应商。

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25号W2-B附楼一层

电话：0755-26712909

传真：0755-86110301

邮箱：ier@ieredu.cn

网址：www.ieredu.cn

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是深圳市优先支持建设的先进制造领

域重点实验室之一。实验室依托于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并联合西北工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美国普渡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内外高等院校而建立的国际

合作型产业化研究与开发机构。

重点实验室围绕深圳市和国家航空发展的需求，通过飞行器设计、微机电系统与

仿生学科的实质性交叉、融合，汇集相关领域优秀人才和资源，积极开展微型、仿生

等类型飞行器相关的研究、产业化、咨询、服务、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工作，为深圳

市和国家的微型飞行器研发、产业化和实现深圳航空产业发展目标提供科学理论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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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

微型飞行器是一个涉及空气动力学、能源、材料、仿生、微/电子、控制、导航

和信息传递等多学科交叉的高、精、尖复杂系统。重点实验室以微型飞行器设计、开

发与产业化为核心，主要在微型飞行器设计技术、微型动力与能源装置技术、机载

MEMS电子技术和系统集成与控制技术等方向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是最早加入“深圳虚拟大学园”的国内知名高校之一，

1999年10月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事业法人单位，集科研、成果转化和人才培

养为一体，已经成为学校“产学研”重要的对外窗口和“珠三角”有重要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机构，2009年被深圳市科技工业贸易与信息化委员会评为“优秀研究院”。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官网
地址：成都市高新西区西源大道2006号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科研楼C座 103室

电话：028-61830054

网站：www.uestc.edu.cn

电子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坐落

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西部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四川省成都市。

学校原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由交通大学

（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

华南理工大学）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合并创建而成，1960年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重点

高等学校，1961年被中共中央确定为七所国防工业院校之一，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

技大学，1997年被确定为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2000年由原信息产

业部主管划转为教育部主管，2001年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经过

60年的建设，学校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

培养格局，成为一所完整覆盖整个电子类学科，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以工为

主，理工渗透，理、工、管、文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

深圳中天通用无人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电话：0755-86350101 13808838100 18822810611

深圳中天通用无人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首家无人机销售、

租赁、培训、维保和用户体验的专业平台。公司是由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牵头，联

手多家无人机领军企业共同打造的服务型平台，致力于做制造商与用户之间的桥梁纽

带。主要业务包括，市场拓展、宣传推广、租赁服务、托管销售、飞控培训、维修保

养、技术支持、展会展览、竞速比赛等，公司立争三年内在全国建立33个租赁服务站

和用户体验中心。

无人机会刊.indd   141 2016/6/8   15:39:16



• 142 •

无人机会刊.indd   142 2016/6/8   15:39:19



• 143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43 2016/6/8   15:39:21



• 144 •

无人机会刊.indd   144 2016/6/8   15:39:23



• 145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45 2016/6/8   15:39:24



• 146 •

无人机会刊.indd   146 2016/6/8   15:39:25



• 147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47 2016/6/8   15:39:26



• 148 •

无人机会刊.indd   148 2016/6/8   15:39:28



• 149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49 2016/6/8   15:39:29



• 150 •

无人机会刊.indd   150 2016/6/8   15:39:30



• 151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51 2016/6/8   15:39:31



• 152 •

无人机会刊.indd   152 2016/6/8   15:39:33



• 153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53 2016/6/8   15:39:34



• 154 •

无人机会刊.indd   154 2016/6/8   15:39:36



• 155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55 2016/6/8   15:39:37



• 156 •

无人机会刊.indd   156 2016/6/8   15:39:39



• 157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57 2016/6/8   15:39:40



• 158 •

无人机会刊.indd   158 2016/6/8   15:39:41



• 159 •

[会刊]

无人机会刊.indd   159 2016/6/8   15:39:43



• 160 •

无人机会刊.indd   160 2016/6/8   15:3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