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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无人机作业新时代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无人机及相关软硬件系统的自主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培训与售后

服务的专业化高科技公司。

公司具备提供无人机系统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涵盖领域包括：平台总体设计、气动力设计、隐身设计、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航电及控制系统研制、任务载荷系统研制、系统综合集成、总装联调及试验试飞等，具备完备的无人机系统研发技术和

能力。

公司拥有一支以高水平技术带头人为核心的研发团队，凝聚力强、创新力强，有多年大型国企研发经验。技术团队由莫

斯科航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知名航空院校专业技术人才和航空工业、航天科工、

航天科技、中科院、中电科等院所相关领域技术专家共同组成。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Honeycomb Aerospace Technologies (Beij ing) Co., Ltd.



开启无人机作业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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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无人机场巡检系统

蜂巢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可满足行业定点范围内的精细巡检需求，是具备远程操控、自主作业、自动充电、多机协同和

智能数据处理的高智能化装备，降低人员参与程度，解决了用户不能飞、不敢飞、飞不好的应用痛点，在有序的规模化

推广下提供出一种更便捷、智能的解决方案，真正实现全自主无人化作业。

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远程一键操作多机协同作业，进行多舱接力飞行，同时使用 4G/5G/ 微波 / 卫星通信数据传输方式，

搭配多种任务载荷进行长航时飞行，作业范围覆盖数百公里，三重安全策略可有效杜绝摔机情况及次生灾害的发生。

让 巡 检 更 智 能

应用层面
自动化、智能化、便捷化

应用领域广
电力、公路、巡检

云端处理

车载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场

连接 Web/ 电脑客户端 / 手机 app

指挥中心

数据通讯 / 发布飞行任务 / 信息回传

信号基站

4G/5G/ 专网通讯

信号基站

4G/5G/ 专网通讯

跨区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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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航宇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至今已迭代至 3.0，随着系统的不断优化，其作业能力与稳定性显著提升，人员投

入减少，作业效率提高，为多旋翼无人机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有力保障，为诸如森林消防、风力巡检、城市安防、环境保

护、电力巡检等应用领域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智能的解决方案，并已实现了全面的规模化推广。

尺寸

伸展尺寸

重量

输入电压

200×160×110（H）cm    

330×160×110（H）cm  

490kg    

200-240V AC         

轴距

续航时间

最大飞行速度

飞行高度

1200mm    

45min(标准载荷) 

12m/s

3000m    

起飞重量(标准载荷) 

最大载荷能力 

工作温度 

抗风能力

11.5kg    

5kg    

-10℃～55℃    

5级（起降阶段）        
飞行平台

停机坪

降落精度

作业环境

存储环境

通信方式         

厘米级

-20℃～45℃      

-20℃～80℃    

4G/5G/专网

搭载载荷

技术参数

整机展开、撤收、供电等自主完成
智能云端数据处理

巡检更精细
面状精细化巡检

不受距离限制，可扩展 5G 应用
4G/5G

厘米级高精度起降
高精度起降

重量：409g

光学变焦：10 倍，F=4.9~49mm

工作电压：12V

本地储存：最大支持 32G

CAM-M10 单光吊舱

尺寸：105x91x98mm

总像素：4MP

输出方式：1080p micro HDMI/AV

图像传感器：1/3 “ CMOS

CAM-M30Tir 双光吊舱

重量：1230g                                

光学变焦：30 倍 ,F=4.3~129mm

热像仪 :640×480,25mm 镜头 ,25HZ

本地储存：最大支持 128G

尺寸 :127.6×164.5×173.5mm

总像素：2.13MP

输出方式：1080p micro HDMI/AV

图像传感器：1/2.8” Exmor R” CMOS

定制载荷

第三方载荷

气体检测仪喊话器 探照灯

扫 码 观 看产 品 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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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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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搭载

蜂巢航宇垂起固定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第二代产品 2020 年 8 月正式推出。基于更加全面解决各行业智能无人机巡检

系统的应用需求，垂起固定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在多方测试与不断升级之后，有多种版本全面推向市场，为道路巡检、

电力巡检、石油管道巡检、河道环境巡检等长距离带状应用场景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

固定翼智能无人机场

12kg    

2.5kg    

30km/50km

5级（起降阶段）        
飞行平台

停机坪

尺寸

伸展尺寸

重量

输入电压

280×230×140cm﹙高﹚    

517×230×140cm﹙高﹚

1200kg

200-240V AC         

翼展

续航时间

最大飞行速度

飞行高度

3200mm    

100min(标准载荷) 

100km/h

3500m    

起飞重量 

最大载荷能力 

作业半径 

最大抗风能力

降落精度

作业环境

存储环境

通信方式         

厘米级

-20℃～45℃    

-20℃～80℃    

4G/5G/专网

整机展开、撤收、供电等自主完成
智能云端数据处理

厘米级高精度起降
高精度起降

不受距离限制，可扩展 5G 应用
4G/5G

带状化巡检覆盖可达百公里
带状百公里覆盖

CAM-M10 单光吊舱 CAM-M30Tir 双光吊舱 多光谱相机

倾斜摄影相机

重量：1570g                             

图像分辨率：6000×4000

传感器尺寸 :23.2×15.6mm

数据储存：80G

尺寸 :242×199×165mm

总像素：12150 万

输出方式：USB 2.0

曝光间隔：0.8s

重量：474g

光学变焦：视镜头而定 

工作电压：7.2V

本地储存：SD 卡 64G

微单相机

尺寸 :126.9×94.4×48.2mm

总像素：2430 万

输出方式：USB 2.0

图像传感器：Exmor APS HD CMOS

定制载荷

第三方载荷

技术参数

扫 码 观 看产 品 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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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距

续航时间

最大飞行速度

飞行高度

1200mm    

45min(标准载荷) 

12m/s

3000m    

起飞重量(标准载荷) 

最大载荷能力 

工作温度 

抗风能力

11.5kg    

5kg    

-10℃～55℃    

5级（起降阶段）        
飞行平台

停机坪

搭载载荷

技术参数

车载自动无人机场是车辆平台和多旋翼无人机的高度智能结合。将车辆和无人机特点相结合，实现远距离、无视地形的

应急监测功能。该设备作业无需人工过多干预，操控人员在车内即可完成无人机作业的所有操作。无人机监测信息也可

通过车辆转发至后端指挥平台。

该系统适用于边防、警用、森林、环保、石油等需要远距离、低频次、精细化巡检的应用场景。

整机展开、撤收、供电等自主完成
智能云端数据处理

厘米级高精度起降
高精度起降

不受距离限制，可扩展 5G 应用
4G/5G

跨区域作业实现多种可能
高机动性

重量：409g

光学变焦：10 倍，F=4.9~49mm

工作电压：12V

本地储存：最大支持 32G

CAM-M10 单光吊舱

尺寸：105x91x98mm

总像素：4MP

输出方式：1080p micro HDMI/AV

图像传感器：1/3 “ CMOS

CAM-M30Tir 双光吊舱

重量：1230g                                

光学变焦：30 倍 ,F=4.3~129mm

热像仪 :640×480,25mm 镜头 ,25HZ

本地储存：最大支持 128G

尺寸 :127.6×164.5×173.5mm

总像素：2.13MP

输出方式：1080p micro HDMI/AV

图像传感器：1/2.8” Exmor R” CMOS

定制载荷

第三方载荷

气体检测仪喊话器 探照灯

车载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场

车辆品牌

车身形式

燃油形式

发动机

上汽大通T70（可定制底盘）

大双四驱

92号汽油

2.0T

环境感知支持

充电功率

防尘防水

开关时间

支持对环境温度、湿度、风力采集

7A/20A（6S1P*2）

IP55（舱门闭合状态）

≤3分钟

S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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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行软件控制系统

蜂行软件控制系统支持一站多机，可同时控制多架无人机作业，并实时显示无人机飞行数据、飞行轨迹、状态信息等，

使用方便、操作灵活，具备一键起飞、一键悬停、一键降落、一键继续等快速指控按键，且支持对无人机的远程操控以

及对载荷的控制等功能。

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远程监控软件显示部分包含地图信息、无人机实时视频、

停机库监控视频；控制部分包含系统控制及飞行控制和云台控制等。

无人值守操控界面

无人机画面实时回传

蜂巢航宇指挥中心

实现任务管理、设备管理、人员管理及数据管理让无人机有自己的大脑

无人机
任务管理

无人机
作业控制

无人机
实时监控

无人机
数据管理

四大模块

9 10



智能无人机巡检模式

蜂巢航宇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推出以来，经过不断的产品优化与技术更新，在多个领域成功应用。如今，面对不同的巡

检需求和应用场景都已拥有成熟的应用模式，为不同行业推出不同解决方案。

面状巡检多应用于作业区域相对集中的领域，例如森林消防巡检、环境保护巡检、城市安防巡检、风力发电巡检、园区

安防巡检等，主要采用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

100km 100km

10km10km

带状巡检主要应用于作业区域分布较长且长度大于 10km 的领域，例如高速公路巡检、电力通道巡检、边境安防巡检、

河道环境巡检、石油管道巡检等，可采用垂起固定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或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进行。

园区监测实时掌控园区动态，新时
代安防巡检 “哨兵”。

园区安防
高效、精准、全覆盖，为新能源可
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新能源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对森林火情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森林防火

行业应用

面状区域化巡检

带状通道化巡检
做环境执法 “利器 “，有效遏制 “企
业偷排”、“秸秆焚烧” 等不良现象。

环境监测
“天眼 “助力事故、救援等活动，有
效决策、及时行动，维护社会安全。

公共安全
故障检测、应急巡查、电力规划等，
真正实现解放人力、提高效率。

电力行业

加快高速公路数字化、智能化普及，
对道路及车辆有效监管。

高速公路
管道泄漏排查、施工监测、应急指
挥等，真正助力智慧石油。

石油管线
蜂巢航宇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
方案。

方案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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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工电力线巡线往往需要人到现场，有时铁塔过高，在地面很难看清，还需要爬塔走线去巡查缺陷，又因为带电作

业，作业风险高。而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在电力巡检应用中具有自主规划最优飞行航线、一点多角度观测、自主识别故

障缺陷等绝对优势，应用无人机航空遥感技术、丰富的电力巡检手段，代替部分人工作业，降低野外作业职工劳动强度，

大力提高工作效率。

电力巡检应用场景

指挥
中心

4G/
5G数

据通
讯

AI数
据自

动处
理数

据实
时回

传

电网线路通道化巡检实现对变电站周边
输电线路的巡检覆盖

机 载 智能

机 载 智能

巡检信息

经度：116.397128
纬度：39.916527
巡检情况：正常
缺陷识别：正常

AI 4G/5G数据传输

巡检信息

经度：116.397128
纬度：39.916527
巡检情况：发现异常                                                           
缺陷识别：螺丝松动

AI 4G/5G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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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起固定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可以快速、高效、全视角特点开展远距离路面巡查工作，并对匝道口倒车、逆行、违法

停车、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拍摄取证。目前，高速公路路面巡视工作费时费力，无人机不仅可以快速完成高速

公路路面巡视任务，还能保证全天候的不间断巡视频度，极大提高路政部门的工作效率。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部署自由

且不占用有限道路资源，面对紧急情况能够直线飞行直接进入拥堵或事发的高速公路上空观测，以较短时间赶赴事故点

进行监控取证，为调度救援人员和设备提供可靠依据。

高速公路巡检应用场景

高速公路通道化巡检

道路信息

经度：116.397128
纬度：39.916527
路面状况：路面正常
车流量：12辆/分钟

AI 4G/5G数据传输

道路信息

经度：116.397128
纬度：39.916527
路面状况：路面异常
车流量：4辆/分钟

AI 4G/5G数据传输

对长距离道路两侧异常状况及时发现并上报。
道路两侧监测

尽早发现异常现象，为涵洞桥梁的设计、维护等提供可靠依据。
涵洞桥梁监测

实时回传道路车流量状况，便于交通部门有效应对拥堵状况。
交通堵塞预警

利用测绘技术进行建设前期线路选定及后续安全监测、道路巡查。
实时通道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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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可弥补定点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范围有限、不能实时跟踪等缺点，部署至交通繁忙、事故易发、

无人监管路段等，通过高视角拍摄、环绕拍摄巡视路况，现场直播路面状况，有效识别车辆信息、实施监管道路拥堵状

况、判别违章车辆、路面异物告警、拥堵疏导等，为快速发现重要节点通行情况、优化警力配置，突发状况处理等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监测路面状况，排除安全隐患，保障道路安全。
路面状况巡检

拥堵路段实时监控，为交通指挥及时提供信息。
车流量监测

固定区域精确巡检，对违规车辆、人员有效处置。
车辆违规巡查抓拍

快速奔赴指定地点监测，以便应对突发状况。
交通指挥

高速公路精细化巡检

车辆信息

车牌号：HC-6610

速度：50km/h

状态：压路中央实线

车辆所有人：李XX

车辆型号：轿车

年检日期：2020.03.18

违章扣分：0

4G/5G通讯

AI

机 载 智能

高速公路巡检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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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精细化巡检

园区规划应用场景

园区规划建设中，每天有大量的车辆、人员出入，需要随时随地进行巡逻，以便园区安全生产，严防有可疑人士进行非

安全性活动。或有大型集会时，人流、车流密度大，都需应急实时监测以便对突发情况做出处置。而传统的人工巡检对

于房顶、高空等区域已不能满足需求，无法实现安全、高效的巡逻目的。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则可以进行每天不固定时

段空中巡逻，以图像或视频的形式将现场信息发送回指挥中心，为指挥中心提供有效数据作为决策依据，建立园区一体

化巡逻模式。

实时监测 , 对可疑及突发情况做出有效处置。
园区安保

昼夜巡逻，快速预警园区周边异常情况。
环境监测

AI 数据自动处理回传，对路面和车辆状况实时监管。
车辆管制

搭载喊话器等有效载荷疏导人群，提高工作效率。
人员疏散

园区信息

经度：116.397128
纬度：39.916527
车辆状况：违规停车
路面状况：正常

AI 4G/5G数据传输

园区信息

经度：115.397128
纬度：52.916527
夜间情况：发现可疑人员
路面状况：正常

AI 4G/5G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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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速公路数字化、智能化的逐渐

普及，无人机在高速公路领域也展现

出越来越多的应用前景。2019 年 8月，

蜂巢航宇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在兰州

高速 进行常规巡检及精 细化巡检作

业，作业范围从兰州南收费站至西果

园大桥共计 13KM。智能无人机巡检

系统以其全方位视角与机动灵活的特

性，既能全面观察路面情况又大量节

省人力物力，得到了交管部门和高速

公路管养单位的大力认可。

高速公路巡检 公共安全

2019 年 8 月，蜂巢航宇携手中国联通

在陕西榆林参加工信部举办的创客中

国无人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期

间，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进行了油田

巡检应用演示，油气管线泄露 AI 识别、

云端管控、地面异常情况告警、自主

巡检以及探测区域内气体泄漏情况等

多项功能于现场成功展演并荣获创客

中国大赛三等奖。

油田巡检

行业解决案例
INDUSTRY SOLUTION CASE

01 02 03

2019 年 3 月，蜂巢航宇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在浙江金华进行产品展示

及环境监测演示，推出大气监测方案，通过无人机携带大气监测设备完

成大气数据实时监测与回传、自主起降定时定点监测与周期性监测，完

成划定范围内不同高度大气状态数据的监测，并可搭载可见光相机对可

见污染源进行实时排查，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受到义乌环境管理部门的

一致认可与好评。并于 2020 年 6 月向广西环保部门交付智能无人机巡

检系统，用于环保监测及定时的大气污染情况巡检。

环保监测

04

2020 年 4 月蜂巢航宇完成了陆军某部队的营区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交付，专

门针对部队的加密需求将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进行改装，使用专门的 264 加密

图数传链路。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搭载双光光电吊舱，

可见光在白天进行巡防，红外在夜间执行任务。

要地防务

05

2019 年 7 月蜂巢航宇在昆明火车站与当地北京路派出所所长、交警指

挥中心副主任、警航大队队长共同进行了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的现场实

地演练。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对人流量密集区域进行督察巡逻与实时监

测，昆明警方对蜂巢航宇的技术创新以及市场应用等给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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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保障
Service and security

现场技术支持与保障

在飞行现场进行的技术保障工作是指地面设备自检、无人机起飞前状态检查和回收后无人机机体结构的现场简单维护，

包括备附件更换、易损伤件更换，以及其它简单维修。

基地保障

每半年进行一次无人机全系统状态检查和维护，检查完好后再装入包装箱保存。基地维修由专业维修人员

完成。

售后服务

蜂巢航宇承诺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协助用户了解设备使用环境并提供保修 1 年；

质保期内，有设备发生故障或不能正常运转时，24h 内对故障做出响应并给出应急方案，如需要可在 48h 内免费提供上

门技术服务，对非人为操作失误造成的受损零部件免费提供维修、更换服务；在质保期外提供有偿维修服务，保证专用

设备及备附件的稳定供应；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系统优化，并在服务期内免费向用户提供软件升级服务，包括：自动驾驶仪软件升级、地

面控制站软件升级；涉及系统硬件方面的升级工作蜂巢航宇也将与您积极沟通。

培训与产品资料

蜂巢航宇负责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包括理论培训与实操培训。理论培训一般在产品发货前，在供货方所在地进行；实

操培训一般在产品到货后，在使用方所在地进行。

蜂巢航宇将随产品一同提供：产品技术规格书、产品质量说明书、使用维护说明书、装箱清单和备品 / 附件清单等文件。

保险服务

蜂巢航宇可为作业无人机购买保险，包括第三者责任险、损毁险及任务载荷险等。

24h
全天候
服务

放心远航 高效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