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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人机远“飞”北美、欧洲、
日本等地，赢得了海外消费者点赞

2018 年 9 月，张艺谋导演的水墨风影片 《影》 登陆
中国各大影院。在境州攻城的情节中，沛国武将田战和
沛王之妹青萍藏身于伞刀，带领伞刀军队从狭窄的青石
板斜披急冲而下。动作场面气势恢弘，镜头从数十米的
高空极速降落，带来强烈视觉震撼，让观众连呼过瘾。

这样一组镜头是如何拍摄出来的？答案是借助大疆
Inspire2无人机。面对狭窄布景区的高机位俯拍，升降机
等巨型设备显得灵活性不足，体型小巧、能够灵活变换
位置的无人机派上了大用场。

导演张艺谋说：“未来有无人机，拍摄现场可能就不
需要那么多人手和重型设备了。”

除了传媒影视行业，无人机的应用已十分广泛。快
递运送、农林植保、灭火巡海、地图测绘、新闻报道，
无人机正大显身手。

农业方面，截至 7月 12日，大疆植保无人机 2019年
累计作业面积已突破1亿亩次。大疆公关总监谢阗地为记
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人工背负式喷洒作业 1 亩地需要 30
分钟计算，1 亿亩地全部采用人工作业需花费 5000 万小
时。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仅用119.9万小时，便能完成同
样的工作任务，平均每小时作业83亩，效率提升超过40
倍。

目前，大疆植保无人机全国保有量超过3万台，飞防
作业版图南至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北到黑龙江省大兴
安岭加格达奇区，南北横跨3804.7公里。

在能源电力巡检方面，截至今年5月，大疆行业应用
无人机在中国电力巡线里程上已累计服务超过 40 万公
里；在应急救援方面，仅2018年，救援人员直接使用大
疆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拯救了超过200人的生命；在新闻
报道方面，国内外媒体争相购入无人机进行航拍。

广泛的应用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航空分析公司
Teal Group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未来 10年全球民
用无人机市场销售额有望增长2倍，达到143亿美元。

作为无人机主要生产国之一，中国无人机在满足国
内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赢得了海外消费者点赞。在今
天，中国无人机已经远飞北美、欧洲、日本等地，在世
界各地完成着不同的使命。

今年 4 月，巴黎圣母院燃起的大火牵动了全世界的
心。鲜为人知的是，扑救过程中，中国无人机立下了大
功。巴黎消防队发言人加布里埃尔·普卢斯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这些无人机使我们能够以尽可能好的方式运用
现有救火手段。”

参与火灾扑救的是两架大疆民用无人机。它们配备
了热像仪，能够提供实时火情航拍图像，便于消防员追
踪火势蔓延情况并追溯火源位置，指导救火。无人机拍
摄的影像还为消防水带的放置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在北美，2018年，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恩森那达
警方引入了一架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协助执法。

警方对案件的反应速度快了，有人报警，无人机能
在更短时间内到达现场，拍下证据。盗贼从进门到得手
的一系列操作，原本是要赶在警方到来之前完成，现在
却要和无人机抢时间。作为警队的新成员，Inspire 1到目
前为止参与过500次抓捕行动。它的加入，让恩森那达的
入室抢劫案件在4个月里减少了30%。

目前，大疆生产的无人机有近80％出口海外，“中国
制造”无人机已经飞向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
景，未来的中国无人机又将飞向何处？

“文”能让你看美景，“武”能助警
抓小偷。无人机×5G碰撞出火花

今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中国广电发放了4张5G牌照。业界普遍认为，中
国的5G商用元年到来了。这一崭新的通信技术将如何赋
能无人机产业？

3 月 31 日，中国联通在上海崇明岛完成了面向商用
的5G工业无人机中低空、超视距、高速飞行试验。中国
联通研究院高级专家周晓龙介绍说：“这次试验重点验证
了5G的中低空覆盖、高速移动性、基站切换、边缘计算
协同等性能，是首次以正式商用为目标的5G工业无人机
应用案例。”

那么，5G究竟能为无人机产业带来哪些看得见、摸
得着的效果呢？

中国信通院 2018 年发布的 《5G 无人机应用白皮书》

指出：“目前 4G 网络已经能够支持无人机部分场景的通
信需求，但同样具有很多挑战，4G 网络在带宽、时延、
干扰协同上都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5G 正是针对带
宽、时延等痛点，与无人机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北京世园会上，中国电信5G体验馆为游客直接体验
5G与无人机的“跨界合作”提供了机会。走进中国电信
5G 馆，戴上 VR （虚拟现实技术） 眼镜，可以过一把

“5G 瘾”。跟随 5G 无人机拍摄的高清画面，世园会园区
永宁阁、中国馆等主要建筑和绚丽多姿的百草群芳，生
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犹如乘着无人机在空中飞翔盘旋。

“5G 技术的商用将给无人机行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5G的高带宽和低时延两大技术特点上，可满足
5G 无人机实时操控和 4K/8K 视频实时回传，还能支持
VR/AR 技术，给用户带来超高清、沉浸式的体验。”周晓
龙说。

除了视频娱乐外，5G无人机还能帮警察“抓小偷”。
深圳市宝安塘头派出所辖区面积25.48平方公里，辖

区人口12.3万人，而实际在岗民警仅46人。面对警力少、
治安压力大的情况，塘头派出所想到了向科技借力。

今年3月，塘头派出所与中国电信合作，启动全国首
个“5G+无人机科技警务”示范应用。警用摩托车装配
上更智能的5G设备、警用无人机在空中自动巡逻，警务
人员也佩戴上了更先进的AR眼镜。地空兼顾、点面俱全
的巡逻力度，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搭载 5G 技术的警用无
人机可在自动巡检监控中，实现4K画质的图像传输，便
于警务人员识别犯罪嫌疑人特征；无人机可在制高点观
测整个事件，对目标进行全面全程跟踪及拍摄；根据不
同案件和事件，无人机可在不同角度、不同距离和不同
光线条件下作业，准确传递现场信息。”目前塘头派出所
与无人机企业联合制定的警用无人机巡逻航线图已有多
条航线。

塘头派出所给人们描述了未来的出警模式：通过无
人机固定航线的巡航，发现警情后，警用摩托车出动追
击，发现嫌疑人混入人群，戴上AR眼镜，通过后台人脸
识别系统的指挥实施精确抓捕。

目前5G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摸索中，周晓龙
表示：“相关问题还需得到解决。比如，一般的 5G 基站
是向地面覆盖的，5G无人机需要特殊的基站对空域进行
覆盖；5G 无人机现在靠的是通用的 5G CPE （客户前置
设备，目前用于将 5G 信号转换成 WiFi 信号） 来进行通
讯，未来需要专业终端和5G通信模组来提高集成度，并
针对5G无人机的特点进行优化。”

打通空军、民航、地方政府信息
渠道，让无人机“无”忧“无”虑

近年来，无人机在各行各业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让它着实成了人们的好帮手。然而，无人机飞行的安全
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社会。机场、高铁、军事基地等敏感
地带的“黑飞”行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在
人员密集处的飞行让一些老人和孩子感到恐慌，在居民
区的飞行导致市民担心隐私被偷拍……要使无人机行业
健康发展，消费者安心购买和使用相关产品，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至关重要。

2018年，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对一起无人机“黑
飞”案件作出一审判决，4名被告人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该航拍行
为未向中部战区申请飞行空域、飞行计划，被空军雷达
检测发现为不明空情，致使空军出动战斗机查证并将其
迫降。部队先后出动官兵千余人，多部战斗机、雷达、
车辆参与处置，华北地区民航多架次航班延误或被迫修
改航线。无人机违法、违规、无序飞行的负面新闻成为
行业发展的一抹阴影。

国家和地方已相继出台一系列管理规定，规范无人
机的生产、销售、飞行。

在买卖环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
规定》要求在中国境内最大起飞重量为250克及以上的民
用无人机拥有者必须按规定实名登记。在飞行方面，《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 提
出，微型无人机在禁飞空域外飞行，无需申请飞行计
划，轻型、植保无人机在相应适飞空域飞行，无需申请
飞行计划，但需向综合监管平台实时报送动态信息。针
对飞行计划申报难、手续繁琐的问题，随着无人机综合
监管平台的建立，相关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在企业经营
方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

（暂行）》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的准入条件进行了
大幅简化，仅保留企业法人、经实名登记的无人驾驶航
空器、经认证的培训能力 （培训类） 和地面第三人责任
险等基本许可条件。

深圳作为“无人机之都”，去年11月上线了深圳地区
无人机综合监管平台。这是中国首个空军、民航、地方
政府三方数据联通的管理平台，用户操作申请及无人机
飞行状态数据可实现三方同步。平台建立协同管理机
制，打通空管、民航和地方政府 （公安） 三方，既方便
了有关部门进行管理，更方便了用户的飞行申请，用户
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局无人驾驶航空器空中交通管理信息
服务系统就可一站式完成飞行申请。

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管理平台、监管方式不断完善
和无人机经营企业、消费者懂法守法意识不断提升，无
人机无序飞行的问题有望得到根本解决。业内人士认
为，用好无人机不仅不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隐
患，而且能替代人从事高危、高空作业，让生产作业更
加安全。

5G 技术创新正在给无人机应用提供更
深层次可能。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无人机要
飞得更高、更快、更远，需要更完善的通信链
路，更快速的图像传输、远程低时延控制等能
力。5G的诞生对无人机来说可谓如虎添翼。

不过，任何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创
新长期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相关监管措施
往往滞后于技术创新速度。无人机也是一
样。当无人机辅以 5G 技术翱翔天空时，由
此可能加剧的“黑飞”现象也值得关注。

按照相关规定，无人机只能在低空且专
门分配给无人机系统运行的隔离空域飞行，
不能在有人驾驶航空器运行的融合空域飞
行，飞行前还要向空管部门申请飞行空域和
计划，得到批准后才能行动。除此之外任何
飞行都叫“黑飞”。但是，当前很多无人机
飞行并未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导致未经

许可闯入公共及敏感区域、意外坠落、影响
客机正常起降、碰撞高层建筑等“黑飞”事
件时有发生。

“黑飞”引发的危险显而易见。据介
绍，一架重量为 0.5千克至 50千克的消费级
无人机，若与高速飞行的航空器相撞，会造
成航空器不同程度损伤，严重的可能造成机
毁人亡的惨剧。此前，由于操控不当，已有
很多无人机致使多架次民航飞机避让、延
误，甚至还出现闯进军事禁区，撞击建筑

物，伤及无辜百姓，窃听、偷拍陌生人的家
庭隐私等事件。

随着5G等技术不断创新应用，无人机的
未来前景会更好，这也让监管显得更加迫切。

加强监管创新是必要的。根据相关规
定，无人机飞行需要提前报备，这既涉及民
航部门，也涉及军事机构。任何环节“卡
壳”都会导致飞行计划泡汤。这种“离地三
尺，都要报备”的监管方式，对于“低慢
小”的无人机来说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接

下来，对于如何更好提高空域资源利用率、
如何分类划设空域、如何简化审批程序、如
何加强运行管理等问题，需要我们在全面推
开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充分考
虑、科学论证、大胆改革。

相关立法也要跟上。无人机运用特别是
娱乐化应用场景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
但各地出台的监管措施还是显得有些“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当下，需要深入研究出台无
人机管理专门法律的必要性、重要性，把无人

机真正管起来，从而既促进无人机产业良性
发展，又控制“黑飞”现象蔓延。

同时，还应创新监管手段，督促相关企
业合规合法生产经营。应从研发生产、销售
物流、使用监管到报废回收的全产业链角
度，通过法律、管理、技术等多维度协同研
究、综合施策，确保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
可持续发展。

总之，无人机要飞得更高、更安全，离
不开法治护航。期待相关法规制度的出台，
能为遏制“黑飞”提供可靠依据，让无人机
更好服务人们的生活。

当无人机遇上 5G
张鹏禹 曹瀛月

当无人机遇上 5G
张鹏禹 曹瀛月

你是否也想拥有一台无人机？
如今，无人机已日渐成为科技潮人的标配。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毕业庆典，无人机航拍视角带来的全新摄影体验让人叹为观止，欲罢不能。在日常生活娱乐外，

无人机在农业、工业、特种作业和军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全球无人机销量逐年增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中心发布的《中国
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预测，2019年全球无人机市场个人无人机出货量将达336.3万台，商用无人机将达34.4万台。无人机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生活。

随着5G商用时代来临，无人机全新的应用场景正在出现，5G与无人机相遇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发展无人机，监管须先行
彭训文

发展无人机，监管须先行
彭训文

8月13日，无人植保机在四川省青神县南城镇百花村毛豆田进行农药喷洒防治病虫害作业。
张忠苹摄 （人民图片）

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森林消防员正在进行无人机操作与使用训练。
屈先磊摄 （人民图片）

大疆M210 V2无人机在进行桥梁巡检作业。 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