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个月，不断有无人机制造商裁员
的消息传来，让人不禁开始质疑无人机行
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行业短暂爆发
之后，迎来了重新洗牌与规模缩减。

经过两年的快速发展，无人机行业出
现了哪些问题？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
里？带着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了相关的从业者和技术专家。

裁员潮席卷而来

国内外数家无人机制造商裁
员的消息接二连三，资本市场对
无人机的投资规模也在放缓

从去年 12 月到今年 1 月，国内外数家
无人机制造商裁员的消息给无人机市场泼
了盆冷水。2016年12月，智能无人机公司
亿航被曝裁员，亿航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营
销官熊逸放表示离职的员工人数约 70 人，
占员工总人数20%。

国内排名第二的无人机厂商零度智控
紧随其后。以专业级无人机起家的零度智
控自 2015 年开始进入消费级无人机领域，
其推出的首款口袋无人机 DOBBY 被业内
认为是 2016 年最受关注的无人机之一。
2016年9月份，零度智控宣布获1.5亿元人
民币 B 轮融资。但就在 2017 年的第一天，
零度智控确认公司人员发生调整，实际离
职人数134人，约占员工总人数的25%。

即便是作为无人机市场独角兽的大
疆，业绩也不理想。无人机市场 2016 年三
季度跟踪报告指出，大疆的市场份额首度
出现下滑。据透露，大疆去年的销售额虽
有增长，利润却已经下滑。

在国外，不利消息也接连传来。英国
媒体报道，GoPro 公司计划裁员 200 人，占
员工总数的 15%。报道称，GoPro 在 2016
年一直处于亏损之中。

2017年1月11日，法国科技公司Par-
rot发布季度业绩预告，透露旗下无人机业
务在该季度创造的营业收入低于预期目
标，宣布已经与员工代表谈判，将会裁撤无
人机业务部 290 名员工，约占总员工数量
34%。1 月 12 日，美国无人机制造公司
Lily Robotics宣布停业倒闭。

2015 年被称为无人机元年，当时无人
机被誉为继智能手机之后最被看好的终端
市场，世界范围内许多知名厂商，如英特
尔、高通、小米、腾讯、京东等纷纷涉足无人
机领域。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得资本的追
捧。但到了 2016 年，这一趋势开始放缓，
到了2017年尚未见到好转的迹象。

盛誉之下现危机

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规模有
限，又形成巨头垄断。安全问题
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提到无人机，绕不过去大疆这个公司，
它的出现降低了无人机的成本和使用门
槛，真正推动无人机进入巨大的个人消费
市场，使“每个人都能飞行”“到手即飞”成

为现实，大疆也发展成为无人机领域无出
其右的霸主。

但是，无人机毕竟不是手机，市场规模
有限。龙脉无人机创始人吉正自 6 岁起学
习航模，20 岁获得全国模型公开赛遥控直
升机组冠军，曾是中国国家航模队专业运
动员。他告诉记者，无人机第一批玩家就
是最早的航模爱好者，属于专业人员，现在
大部分在航拍公司、农林植保等领域从业，
或在无人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这部分人
的规模约 1 万人，再加上后来市场培养起
来的消费者，规模在 20 万至 30 万人之间。
无人机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功能相
对单一，这无疑限制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规模的扩增。

政府的“禁飞令”更是给无人机行业的
发展套上一道枷锁。近来无人机侵入机
场、影响航班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出于安
全因素的考虑，多地对无人机的飞行高度
和范围设定限制。比如，北京明确禁止无
人机在六环以内起飞。有网友甚至表示，
无人机终将“生于航拍、死于闯祸”。

市场规模有限的前提下，国内无人机
市场几乎所有的闪光灯都聚焦在大疆一家
身上。吉正表示，无论是技术创新、产品设
计、供货渠道乃至市场口碑，大疆实际上已
经形成了对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绝对垄
断。“经过数年的发展，大疆的产品线种类
丰富，消费级、准专业级、行业级无人机门
类齐全，在行业内无人可及。在这种情况
下，留给其他无人机企业的发挥空间十分
有限。”吉正说。

对消费者的素质培养不足，也给无人
机行业的发展埋下隐患。前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三研究院多旋翼无人机总体设计师
赵雲超告诉记者，无人机属于航空器的一
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和巡航导弹、火
箭、人造卫星等飞行器并称的军用装备。
现在，体积越来越小的无人机逐步民用化，
于是很多消费级客户就把它当成玩具一
样，在没掌握飞行技巧且不懂工作原理的

情况下就敢随意起飞，甚至有时候在人群
密集或者敏感地区飞行，从而导致事故
发生。

同时，在专业的操作领域，存在极大的
人才缺口。“市场不缺那种只会推油门起飞
无人机的低端飞手，缺的是能熟练操作无
人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能救下飞机、在飞
机出现故障或损坏时能维修好飞机的全面
人才。”赵雲超说。

前两年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资本追
逐，不少无人机企业盲目扩大规模。但事
实证明，扩充员工数量并没有带来足够有
影响力的产品，反而加重了无人机厂商的
负担。零度智控 CEO 杨建军就表示，裁员
的原因在于一年来人员急剧增加，管理半
径超出能力范围，裁员也是出于公司运营
成本的要求。

未来仍值得期待

技术创新脚步不停，消费级
无人机仍有发展，工业级无人机
更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尽管负面消息不断，但还是有许多人
对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持乐观态度。赵雲超
认为，消费级无人机的时代刚刚来临。“有
越来越多的朋友向我咨询航拍无人机的各
种问题，同时也有更多人愿意花几千元甚
至上万元去购买这种设备。”赵雲超说。

赵雲超认为，受制于现阶段消费级无
人机的市场规模，有些企业退出或者转型
是正常的，最终行业的发展还是会回归到
产品为主的正常轨道上。“消费级无人机永
远不可能变成手机那样人手一台甚至人手
两台，但是当市场成熟到一定程度并且产
品的一些技术瓶颈得以突破时，它会成为
像单反相机那样的数码奢侈品。到那个时
候，客户对无人机的认识一定更加深刻，同
时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会更加完善。”赵

雲超表示。
也有专家认为，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只

是前奏，无人机真正的主流应用还在工业、
农业等方面。普华永道发布的“无人机技
术商业使用报告”显示，无人机在农业领域
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324 亿美元，在基础设
施领域也有 452 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在自
身功能局限尚难破解的情况下，找寻新的
技术合作者在工业、农业等领域站稳脚跟，
正成为目前无人机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事实上，无人机行业也并非停滞不前，
技术的迭代更新仍在进行。在 2017 年美
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无人机展位
相较去年增加了33%。高通在展会上发布
了全新的无人机技术，大疆也展示了一系
列提升用户使用体验的产品。在工业级领
域，技术创新的范围更广，在能源方向（电
池）、控制模式方向（垂直起降）和驱动模式
方向（油动直驱多旋翼）等都有创新。

北京晟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氢燃料
电池无人机动力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公司
创始人张浙闽告诉记者，之所以会选择在
工业级无人机领域创业，正是看好工业级
无人机的发展前景。“从去年开始，工业级
无人机有很多厂家进入新三板，今年还会
有，说明资本市场正在向工业级无人机靠
拢。”张浙闽表示，与消费级无人机相比，工
业级无人机有一定的门槛，它的专业性会
经过很多监管和把控，产量也不像消费级
那样多，质量性能相对更加稳定。

关于无人机的发展前景，赵雲超预测，
未来无人机行业的发展格局将更加细分
化，会有若干家大型公司引领技术和行业
标准，其余中小企业将会转型成应用层面
的公司，分工也将更加明确。

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培训，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赵雲超表示，航空科
普教育迫在眉睫，在 3 月份他将推出一本
无人机综合性科普图书《无人机入门宝
典》，希望对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基础知识的
普及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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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近来，，电池领域技术创新不断电池领域技术创新不断。。美国美国
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液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液
流电池流电池，，使用的电解液无毒使用的电解液无毒、、无腐蚀性无腐蚀性、、酸酸
碱度呈中性碱度呈中性，，寿命可以超过寿命可以超过 1010 年年。。该团该团
队表示队表示，，这种液流电池不仅可用于智能手这种液流电池不仅可用于智能手
机领域机领域，，还可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还可用于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
新型能源应用领域新型能源应用领域，，其安全性与寿命皆优其安全性与寿命皆优
于目前的电池产品于目前的电池产品。。

实际上实际上，，液流电池并非新技术液流电池并非新技术，，早在早在
上世纪上世纪 6060 年代就已经出现年代就已经出现。。对于风能对于风能、、
太阳能这种间歇性太阳能这种间歇性、、不稳定的可再生能不稳定的可再生能
源源，，液流电池可以提供有效的存储方案液流电池可以提供有效的存储方案。。
但现在的液流电池在多次充放电循环后但现在的液流电池在多次充放电循环后
储存能力会下降储存能力会下降，，需要对电解质定期维需要对电解质定期维
护护。。针对正在使用的电解液所具有的腐针对正在使用的电解液所具有的腐
蚀性蚀性，，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改变了电解液的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改变了电解液的
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把溶剂换成水把溶剂换成水，，并使并使pHpH值呈中值呈中
性性，，每充放电每充放电 10001000 次储存能力只会损耗次储存能力只会损耗
11%%。。电解液酸碱度呈中性后电解液酸碱度呈中性后，，由于没有由于没有
腐蚀性腐蚀性，，电池其他部件也可以更换为更廉电池其他部件也可以更换为更廉
价的材料价的材料。。研究人员正在与几家公司合研究人员正在与几家公司合
作作，，准备将新技术向工业应用转化准备将新技术向工业应用转化。。

另一种电池也取得了技术突破另一种电池也取得了技术突破。。美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透露正在与透露正在与
迈阿密大学合作迈阿密大学合作，，研制一种新型固态电研制一种新型固态电
池池。。这种固态电池的体型比传统锂电池这种固态电池的体型比传统锂电池
更小更小，，可以用在可以用在““立方体卫星立方体卫星（（CubeSatsCubeSats））””
等微型卫星上等微型卫星上。。

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
体电解液的电池体电解液的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较低它的功率密度较低，，能能
量密度较高量密度较高，，同样的电量同样的电量，，固态电池体积固态电池体积
比传统锂电池更小比传统锂电池更小。。该电池的主要研发该电池的主要研发
者之一者之一、、NASANASA 肯尼迪太空中心探索研究肯尼迪太空中心探索研究
与技术理事会首席研究员卢克与技术理事会首席研究员卢克··罗伯森表罗伯森表
示示，，新电池所占空间仅为现有电池的三分新电池所占空间仅为现有电池的三分
之一之一，，因此可节省出大量空间因此可节省出大量空间。。该电池也该电池也
能应用于其他领域能应用于其他领域，，““这一技术能用于卫这一技术能用于卫
星的桁架结构以及国际空间站上星的桁架结构以及国际空间站上，，商业应商业应
用可能包括用于汽车车架或桌面电池充用可能包括用于汽车车架或桌面电池充
电器上电器上””。。

而该电池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体积上而该电池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体积上，，
如果使用合适的结构元件如果使用合适的结构元件，，它还具备防它还具备防
撞撞、、防潮防潮、、防燃等性能防燃等性能。。研究团队希望该研究团队希望该
技术能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储能方法技术能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储能方法，，在在
多个领域实现应用多个领域实现应用，，尤其是航天领域尤其是航天领域。。

点评点评

在移动时代在移动时代，，电池技术成为重中之电池技术成为重中之
重重，，甚至可以说没有电池就没有移动时甚至可以说没有电池就没有移动时
代代。。然而然而，，续航能力薄弱等问题制约了电续航能力薄弱等问题制约了电
池的进一步发展池的进一步发展。。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
更加有效的电力能源更加有效的电力能源。。

电池领域不断诞生的成果预示着未电池领域不断诞生的成果预示着未
来将会出现更多的新技术来将会出现更多的新技术，，提升电池的利提升电池的利
用率用率、、续航能力等要素续航能力等要素。。在电池技术的发在电池技术的发
展道路上展道路上，，既需要稳妥成熟的前行既需要稳妥成熟的前行，，也需也需
要大胆前卫的创新要大胆前卫的创新，，二者结合才可能更好二者结合才可能更好
地推动移动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地推动移动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电池技术突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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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火爆难掩隐忧，发展前景遭到质疑——

无人机：想展翅畅飞不容易
本报记者 周明阳

2 月 2 日，国航一航班机组在绵阳机场
跑道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导致5个航班延
误、3 个航班备降。据警方调查，附近有人
操控“黑飞”无人机。而仅在 2 月 2 日、3 日
两天，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就连续发现4
起无人机非法飞行事件，其中一起最严重
的无人机离空中客机仅有 50 至 70 米，对飞
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这些由无人机“黑飞”引起的安全事
件，令人细思极恐。民航客机靠快速转动
的涡轮发动机提供推力，一旦与无人机相
撞，将给飞机造成严重影响，假如无人机被
吸入发动机，更是将导致发动机起火爆
炸。另外，由于无人机出现故障或使用者
操作不当造成的“炸机”“坠机”事件也时有
发生，如果是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飞也许
只是丢失一台机器，但是如果是在人流密

集的景区，后果不堪设想。
自从无人机开始普及，就一直有人呼

吁有关部门出台措施，限制危害飞行安全
和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尤其是那些有着
多年专业经验的无人机使用者，面对一起
起事故更是痛心疾首，一方面他们深知无
人机操作不当的巨大危险性，另一方面他
们为行业的发展感到忧心：一旦因为个别

“害群之马”导致国家出台严格禁止个人使
用无人机飞行的管控措施，无人机在消费
级的应用将就此画上句号。

对于无人机引发的安全事故，无人机
厂商在设计产品时已经有所考虑。比如大
疆为每一台无人机都配备了卫星定位模
块，在全球范围内收录了超过 6800 座主要
机场的地理坐标信息。以机场每条跑道两
端的中点为圆心、半径最高 4.5 公里各划定

一个圆形区域，两个圆及两圆之间组成的
近似椭圆范围被设定为禁飞区域，无人机
在禁飞区内无法起飞，从外部闯入禁飞区
的无人机则会立即自动下降至地面；从半
径为 4.5 公里的禁飞区边缘再向外延伸 2.5
公里划圆、外加跑道两端 15 公里延长线设
定为限飞区，无人机在限飞区内飞行的高
度受到强制限制。对于无人机隐私和特殊
区域的授权规定，大疆也内置了模块，一旦
在需要当地法律授权的限制区域起飞时，
无人机也将自动弹出提示。

大疆在无人机里内置的模块已经杜绝
了威胁航空安全和涉及隐私的飞行，大部
分正常起飞的情况是不会有安全问题的。
然而，并不排除有一些人私自改动安全程
序，在禁飞区内使用。当前无人机行业发
展最重要的是提高使用者的素质，提高用

户对无人机的理解认识以及操作技巧。无
人机是一项需要专业技术的运动，具有一
定危险性。有专业使用者就这样提醒：“航
模爱好乐趣多，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
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在使用无人机时，
首先，用户需要理解无人机只是一个能搭载
设备的会飞的工具，并且需要具备一定的安
全意识；其次，用户需要掌握较熟练的飞行
技巧，并且知道在什么环境或条件下无人机
容易出现工作异常；最后，用户需要知道无
人机在出现工作异常后如何抢修应急。

从国家层面，对无人机进行监管势在
必行。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美国
FAA 针对在美使用无人机拍摄有着详细的
规定，并且要求所有使用者都必须注册无
人机执照，将注册生成的代码贴在无人机
上，对无人机禁飞的区域也有详细规定。
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于消费
级无人机的管理法律法规尚不明确，对于
影响民航安全的行为也并未有明确的制裁
措施。因此，应早日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将
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结合，使无人机走
上良性发展道路。

该给无人机念念紧箍咒了
杨 舟

由无人机“黑飞”引起的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加之“炸机”“坠机”频发，使得无人机的安全使

用成为影响无人机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无人机进行监管势在必行。国家应早日出台相关

管理办法，将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结合，使无人机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图③ 亚拓 ALIGN MR25

穿越机，常搭配3D眼镜使用。

③③

①①

②②

图图①① 大疆大疆首款紧首款紧

凑型折叠无人机凑型折叠无人机““御御””

MavicMavic ProPro，，被业内人士被业内人士

称为称为““地表最强消费级地表最强消费级

无人机无人机””。。

图图②② 零度指控的零度指控的

明星产品明星产品 DOBBYDOBBY 口袋口袋

无人机无人机。。

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