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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不涵盖中国所有民用无人机企业。本报告对未涵盖企业不具
有任何偏见。

民用无人机市场正在迅速发展，由于大部分企业未对外公布营业收
入、利润等信息，本报告在数据上或存在偏差。

尽管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文信息的准确性，但本报告将不对任何人
因依赖本报告或其中的信息、观点或结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
任或义务。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帮助GIO掌握无人机市场发展状况，提供决策参考。

研究方法：
◦ 本报告涵盖了174家民用无人机研制型企业，以及28家具备中国航空器

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OPA)无人机培训资质的企业机构。两者有部分
重叠。

◦ 这些企业的注册资金都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注册所在地都在中国，包
括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

◦ 本报告所评选的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TOP 10，评选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企业的营收规模、创新能力、团队背景、扩张速度等。

◦ 本报告还涵盖了46个无人机相关的研究机构。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分布
研制型企业成立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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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分布
研制型企业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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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分布
研制型企业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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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分布
研究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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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分布
培训资质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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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投资分析
应用领域可行性分析

Source: Accenture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投资分析
投融资分析

公司名称 融资时间 融资金额 投资形式 投资方

广州极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000万美元 A轮 成为资本

北京亿航创世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000万美元 A轮 纪源资本

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000万人民币 增资扩股 雷柏科技

北京亿航创世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1月85万美元 众筹 众筹参与者

青岛宏百川金属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2015年3月7000万人民币 增资扩股 宗申动力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投资分析
相关上市公司

序号企业名称 概要

1 佳讯飞鸿
2014年9月9日公告称，拟使用自有资金3800万元购买北京臻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臻迪智能是一家专业提供智能无人系统、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系统、虚
拟仿真系统等技术咨询服务及开发为一体的综合高科技企业。

2 天下图 天下图是综合空间信息服务提供商，号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航空遥感中心、全国最
大的无人飞行器遥感中心、世界最大的像素工厂数据自动化处理中心。

3 伊立浦

2013年10月，收购并增资直升机公司东营德奥，进入通用航空领域发展共轴双旋翼
直升机和无人机。
2014年5月20日公告称，拟分别收购瑞士Mistral Engines SA航空发动机公司85.6%
的股权、德国SkyTRAC/SkyRIDER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
2014年7月20日，与Schiebel Aircraft GmbH签订合作协议，获得其无人机系统的
中国独家代理权。
2014年8 月16日公告称，收购R30共轴双旋翼直升机资产包。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投资分析
相关上市公司

序号 企业名称 概要

4 赛为智能
2012年5月，成立子公司合肥赛为智能，研发的民用小型锂电型无人机，主要用
于我国林业防火、电力巡检、农业植保等领域。
2014年3月称，合肥赛为智能无人机项目正处于产品样机测试阶段，未投放市场。

5 金通灵
2014 年7月14日公告称，拟与自然人李冰、林峰共同出资设立江苏金通灵航空科
技有限公司，开拓国内外无人机动力系统及无人机市场。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
资550万元，占股55%。

6 隆鑫通用

2014年8月23日公告称，与清华大学教授王浩文先生、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拟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专门从事无人直升机整机系统及零部件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业务。
2015年3月24日年报称，2015年公司完成无人机整机平台的各项测试及试飞工作
完成无人机产品量产条件准备，力争实现无人农业植保机的商业化试运行及无人
机产品上市销售。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投资分析
相关上市公司

序号企业名称 概要

7 美亚柏科
2015年3月27日年报称，无人机项目的市场方向将以行业应用为主，前期市场行业
主要涉及警用、新闻媒体宣传部门等，产品已经在安保支援、赛事直播、新闻报道、
地理测绘、智能交通等多个领域积累了成功应用经验。

8 山东矿机

2014年11月4日，无人机验证机进行了首轮试飞工作，该无人机验证机首飞成功，
达到了预期效果。
2015年2月17日公告称，根据无人机公司发展需要及长远发展战略，公司日前与高
级工程师张涪生沟通后双方同意不再设立2013年合作议案中的合资公司，双方自愿
解除合资协议，所涉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

9 山河智能

2008年，子公司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机电学科带头人何清华教授
联合成立，主导产品为超轻型载人飞机、动力三角翼、高档游艇、固定翼无人飞机、
航空发动机、航空专用设备等。2008年10月，自主研制生产的轻型飞机、无人机、
动力三角翼产品在长沙顺利下线，并于11月出席珠海航展。
2010年，成立子公司湖南山河航空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用于轻型飞机
的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投资分析
相关上市公司

序号 企业名称 概要

10 雷柏科技

2015年1月20日公告称，与零度智控签订《投资协议书》,拟与其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公司首次以自有资金1800 万元人民币出资,设立完成后,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60%的股
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5000万增资零度,持有零度增资后的10%股权。
此次增资前,公司与零度不存在关联关系。

11 通裕重工
2013年12月2日公告称，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在无人机研发制造、有人机及无人机系统应用等领域展开项目合作。
2014年8月14日公告称，已签署首台农业植保无人机供货合同。

12 宗申动力

2014年9月2日公告称，以天津内燃机研究所“TD0 无人机动力机型”为基础，双方
共投入400 万元开展工程样机的试制。
2015年3月27日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向青岛宏百川增资7000万元，并通过合资公
司等方式，在无人机整机和精密零部件研发、制造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13 七维航测 无人机业务已有近十年的发展历史。主要型号无人机在部队、武警、公安、电力、海
监、测绘、影视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TOP 10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1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2006年 3,000

2 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 2013年 10,000

3 西安爱生技术集团公司 西安 1992年 1,000

4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2002年 3,000

5 广州极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007年 55

6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阳 2012年 1,000

7 河南田秀才植保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2005年 3,600

8 湖北易瓦特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 2010年 6,100

9 广州市红鹏直升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002年 1,428

10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 2010年 5,000



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TOP 10
序号 企业名称 营收规模 创新能力 团队背景 扩张速度

1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 ★★★★★ ★★★★★ ★★★★★

2 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 ★★★★★ ★★★★ ★★★★

3 西安爱生技术集团公司 ★★★★ ★★★★★ ★★★★ ★★★

4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5 广州极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 ★★★★

6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 ★★★ ★★★ ★★★★★

7 河南田秀才植保股份有限公司 ★★★ ★★★ ★★★ ★★★★★

8 湖北易瓦特科技有限公司 ★★ ★★★ ★★★★ ★★★★

9 广州市红鹏直升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 ★★★ ★★★★ ★★★★

10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趋势与机会
1、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或将在3-5年内，迎来第一个行业应用小高
潮。这主要得益于无人机产品的渐趋成熟、低空管理政策的完善、
大玩家尤其是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重量级玩家的深度介入、大批量
飞控手的供应、以及各行各业用户意识的成熟。

2、伴随着民用无人机市场的成熟，生态链上的制造企业、配件企
业、代理企业、服务企业等，都有机会取得突破性的增长。以农业
植保无人机为例，“飞防大队”式的无人机租用服务正在逐步兴起，
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3、随着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标准的出台，农业植保将成为无人
机得到广泛应用的第一个重要阵地。河南、湖南、山东已经走在全
国的前列。以安阳全丰、田秀才、珠海飞羽、山东卫士、无锡汉和、
湖南智航等为代表的农业植保无人机相关企业，正在全国各地设立
无人机4S店（或5S店、7S店）、组建飞防大队并建立培训机构，
有望把手工喷农药的耕作方式变成非主流。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趋势与机会
4、在地理信息领域，无人机与GIS被认为是天生的一对。无人机与
倾斜摄影、三维建模、云计算的组合，将极有可能颠覆传统的数据
采集及数据服务模式。随着软件和硬件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总体
成本的不断下降，以红鹏为代表的无人机企业，将成为地理信息领
域高速成长的新力量。

5、在未来3-5年内，无人机培训学校将为该行业提供数以万计的职
业飞控手。这将从根本上突破行业应用的瓶颈，为无人机在行业里
的成熟应用奠定扎实的基础。

6、消费级市场正在迅速演变为红海，商用级市场将成为民用无人
机企业的福地。无人机从业人员会意识到，企业级市场（包括农业、
电力、测绘、石油矿产、警用、影视、物流、保险等）要比消费级
市场更有盈利前景。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趋势与机会
7、大疆最有可能成为无人机领域的苹果公司。如同苹果公司激活
智能触屏手机的生态圈一样，大疆激活了多旋翼无人机的生态圈。
随着大疆产品的迭代更新和软件开发工具包的发布，大疆的生态圈
逐步完善，从而占据着无人机行业的战略高点，有望赢得丰厚利润。
大疆生态圈里(DJI Inside)的现有企业或即将进入的企业，将很有可
能会有福同享。

8、以大疆为首的民用无人机企业的爆炸式增长，或将继续创造市
场神话，或将继续打破国外研究机构的预期。大疆2014年的营收
约为5亿美元，2015年的营收或将翻番。大疆在全球最大的两大竞
争对手是3D Robotics和Parrot，两者在2014年的总营收约为1.08
亿美元。

9、如果不在企业管理上摔跟斗，先发制人的中国企业有望在未来
10年里继续引领全球民用无人机领域。这得益于快速成长的中国电
子消费产业，尤其是产业供应链和人才市场的成熟。同时，尽管与
民用无人机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中国企业仍然拥有比美
国企业更为宽松的行业应用环境。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趋势与机会
10、有史以来，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更习惯于从地往天的方式。无人
机的出现，将驱使人们更多地采用从天往地的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是颠覆性的，可能带来各种颠覆性的应用。

11、毫无疑问，无人机是现阶段最具破环性的新产品与新技术。无
人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及物联网的充分结合，或将激发更大
规模的商业机会。数据的实时传输与实时处理的成熟，将为民用无
人机的大规模应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12、在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消费级市场（2C）和企业级市场
（2B）的界线将会越来越模糊。真正有野心的、以无人机为主营业
务的企业，不会轻易放弃其中一个市场。对于各行各业的现有用户
和潜在用户而言，无人机将是他们降低成本、规避安全风险、增强
竞争力、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挑战与风险
1、没有核心技术的无人机企业，将没有未来。尽管已经有诸多重
量级企业介入，民用无人机市场仍然饱含机会。尤其是细分行业应
用市场，例如农业、电力、测绘、保险、警用等，依然期待重大的
技术突破和成本突破。只有在技术和成本上有了革命性的进展，行
业应用才会真正步入成熟期。

2、以大疆为首的中国企业占领着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的顶峰，但
是却面临着来自国外企业的诸多挑战。能否科学、智慧地运用团队、
管理、资本和文化的力量，将决定中国企业能否守得住阵地。

3、尽管湖南、河南、山东等地已经通过补贴的形式，推动无人机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但是由于缺乏标准、缺乏飞控人才储备、成本
相对较高等因素，无人机企业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仍需要有足够的耐
心，在考虑到地域因素的同时，尤其需要长远的战略布局。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挑战与风险
4、目前，无人机在农业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植保。但从提高生产力
的深层含义来说，无人机如何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结合，
为农业高层管理者提供决策管理依据，显得尤为重要。显然，这需
要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5、民用无人机企业都意识到飞行的安全问题，并为此采取应对措
施，然而，任何一次无人机应用的重大事故，都有可能对市场发展
产生消极效应。幸运的是，这并不会逆转民用无人机市场广泛应用
的大趋势。

6、无人机将成为行业用户的重要工具，但是行业用户需要预估无
人机对现有业务流程的冲击，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并积极部署业务流
程重组，以实现削减成本、降低安全风险、增强竞争力、提高生产
力的目标。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挑战与风险
7、尽管拥有培训资质的无人机企业已经有28家，且从2015年开始
将有上千人取得无人机驾照，但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飞控手数量依然
十分有限。飞控手群体的成长和成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8、从风险投资的介入程度来看，民用无人机领域才刚刚站在起跑
线上。目前尚没有以民用无人机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这意味着，
尽管前景看好，新进入的民用无人机企业在选择好细分领域的同时，
必须考虑好盈利模式。

9、中国民用无人机企业过于偏重硬件，目前还缺乏在无人机软件
领域的重要企业。在美国，Airware和DroneDeploy已经多次拿到
风险投资。Aireware的目标是成为无人机领域的微软，重在操作系
统；DroneDeploy的目标是要成为无人机领域的SAP或者Oracle，
重在行业应用。



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的挑战与风险
10、不破不立。这句话无论是对民用无人机企业，还是对行业用户，
都同样适用。唯有从思维上先自我革命，才有可能洞悉无人机可能
带来的深层变革，才有可能把握未来的商业机会，成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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