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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专业评审组： 序号：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编号： C15-4002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项目
名称

项目名称 彩虹四无人机科技创新与应用

公布名 彩虹四无人机科技创新与应用

主要完成人 李锋，欧忠明，石文，李平坤，刘凯，周乃恩，罗小云，李峰，黄伟，胡浩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审查机构

学科分类

名称

1 航空系统工程 代码 5906510

2 飞行器控制、导航技术 代码 59035

3 指挥与控制系统工程 代码 4131015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飞机制造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交通运输业

任务来源 企业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CH-4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院科【2009】27号）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48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0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0年1月1日 完成：  201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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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2号院中国航空学
会320房间

邮政编码 100012

联 系 人 安向阳 联系电话 010-84923943

电子邮箱 anxy@csaa.org.cn 传    真 010-84923942

提名意见：
        中空长航时察打无人机已成为现代高科技战争的重要装备，适于战场实时情报获取及对地面时敏目标
精确打击，提高远程、大纵深作战效率和长时间威慑压制能力，降低作战成本。民用方面，适于执行多载
荷等复杂任务，市场前景广阔。
        本项目创新地提出了察打一体无人机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法，奠定了该无人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
；全球首创无人机全飞行包线即察即打技术，大幅提高对时敏目标打击能力，增强自身安全性；突破自动
占位及远程攻击技术，极大简化操作流程，提升作战效率；提出了低成本高可靠容错飞行控制技术新途径
，解决了可靠性和成本的矛盾；提出了基于机载IP网络架构的多任务载荷集成新方法，具备无人机“互
/物联网+”广泛应用的条件。本项目还攻克了先进气动设计、机体复合材料设计制造、目标自动跟踪及抗
遮挡、起落架全电控制、高性能动力系统设计等关键技术。
        彩虹四无人机在总体设计理念、指挥控制和系统应用等方面有重大创新，核心关键技术有重大突破
，系统复杂度很高，促进了国内无人机技术发展，综合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全球无人机著名品牌
。军事方面，在多国实战中得到长期检验并取得诸多重大战果；民用方面，在国内海洋、海事、测绘、应
急通信、森林防火等行业实现示范应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材料完整，附件齐全，完成人排序无异议。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
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
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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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是无人机技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多种先进技术

综合集成的一次技术跨越，是全球无人机领域的一个制高点，在全球反恐、打

击反政府武装及主权国家之间低烈度对抗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 年中国

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立项研制彩虹四（CH-4）无人机系统，2013 年国防科

工局立项。立项的目的：（1）研制一型国际上技术领先的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

机，占领技术制高点，占据高端无人机国际市场，提高我国无人机在全球的影

响力；（2）利用其技术领先优势和特点，探索大型高端无人机在国民经济领域

中的应用，实现军民融合。 

该系统包括无人机 3 架，地面控制站 1 套，卫星通讯控制站 1 套，任务载

荷（含光电侦察平台、SAR 雷达和 AR-1 导弹等）以及相应的综合保障设备。

CH-4 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 1350kg，最大使用半径 2000km，轻载 100kg 状态航

时 40h，最大装载 345kg 状态下航时 12h。该系统率先实现了大扇面角发射导弹，

全包线高度攻击和远程打击，所有技术指标和效能均等同或超过美国捕食者 A

无人机，特别是对地攻击效能大幅度高于捕食者 A。该系统具有装载能力强、留

空时间长、使用半径大等特点，现已是国际上著名的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

具有很高的全球影响力。 

该项目的科技创新点主要包括：（1）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总体设计理念

和方法；（2）无人机全飞行包线即察即打技术；（3）无人机自动占位及远程攻

击技术；（4）低成本高可靠容错飞行控制技术；（5）基于机载 IP 网络架构的多

任务载荷集成技术。该项目还攻克了先进气动设计、机体复合材料设计制造、

目标自动跟踪及抗遮挡、起落架全电控制、高性能动力系统设计等关键技术；

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48 件，发表论文 32 篇，发布标准 17 项，项目获得中国航空

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国防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CH-4 无人机已成功出口沙特、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出口整机 30 余架、创收

近 7 亿美元。累计飞行超过 1000 架次和 10000 小时，发射武器 400 余发，实战

命中率 96%，演示和训练命中率 100%。该系统不仅在国际反恐维稳中得到广泛

应用，同时利用其长航时、重载及自动化程度高的优势，在我国实现了大型高

端无人机海洋监测、遥感测绘、海事交通管理、应急通信和森林防火等方面的

应用。 

该系统现已成为全球无人机中的佼佼者，处于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知名

品牌之列。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据不完全统计，该系统在国内外权威机构和

媒体上亮相近 300 次，其中全球著名的专业杂志《简氏防务》、美国《航空周刊》

等均给予很高评价。2014 年和 2015 年 CH-4 分别被网上评为“我国十大振国利

器”和“最让国人扬眉吐气的十大武器”，2016 年被《环球时报》评为“2015

年中外十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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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点 1：提出一种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法 

所属学科分类： 

航空系统工程（代码：5906510） 

支撑证明材料： 

发明专利：一种 CFD 数值模拟与风洞试验相结合的气动预测方法，授权号

ZL201510492981.0 

发明专利：恒速螺旋桨变距 PID 控制系统，授权号 ZL201210430996.0 

发明专利：一种无人机电子履历记录装置，授权号 ZL201210293526.4 

实用新型：一体化复合材料操纵面结构，授权号 ZL201420790621.X 

标准：无人机系统研制程序，标准号 Q/QJA  140-2013 

标准：低速固定翼无人机总体设计规范，标准号 Q/QJA  424-2016 

标准：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气动设计方法，标准号 Q/QJA  425-2016 

标准：无人机复合材料构件通用规范，标准号 Q/QJA  141-2013 

标准：对位芳纶纸蜂窝芯材规范，标准号 Q/QJA  417-2016 

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是一新概念，其总体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准则是什

么？针对这个问题，项目组提出了“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航时和载弹量同时

最大化”和“人在无人机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决策”的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

设计理念和准则。 

项目组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平台的核心性能指标是载弹量和航时均应较

大，即无人机可挂载较多武器在任务区长时间压制是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效

能的主要体现。为实现这种创新的总体设计思想，项目组首创放宽约束条件下

功率最小化无人机平台总体设计方法，解决了载弹量和航时同时最大化的难题。

具体的技术途径是以载弹量和航时为最优目标，同时放宽常规飞机设计时的一

些性能约束条件（飞行速度、爬升率等），进行更复杂的综合优化技术，采用数

学优化技术在不同发动机及其耗油率、气动特性、结构、推力系统效率和起飞

重量等参数之间迭代。在新的总体设计方法框架下，提高气动特性、结构和推

进系统效率将成为提高无人机平台性能的主要因素。项目组成功突破高升阻比

气动布局、大展弦比机翼气动弹性预测等关键技术，全机最大升阻比达 24。该

系统确定了大比例使用复合材料的设计原则，采用先进的 Z-pin 技术和传统预浸

料-热压罐工艺相结合，使结构重量较金属结构减小约 30%。该系统在国内首次

应用起落架全电控制技术，起落架重量轻、维护简单成本低。推进系统采用恒

速桨优化匹配技术、低阻发动机短舱设计和主动温控技术，将续航特性提高 10%。 

4

201
8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图 1.CH-4 无人机 

重新定义了人在无人机系统的作用是决策而非操控，即人的主要作用是任

务管理，是发现识别目标和下达攻击指令。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主要任务是

对地面多种目标进行攻击，因此对地面目标的发现、快速识别及攻击决策是其

主要任务。若像常规无人机那样把人定位为操纵飞行平台为主，或一人操纵平

台一人操纵载荷的方式，难以高效完成发现、快速识别和攻击决策的任务。该

系统将人在回路的作用调整为主要控制载荷，飞行平台按自动模式辅助载荷操

作便于发现识别目标，人的作用是确认目标及是否攻击，决策攻击后飞行平台

自动进入最佳攻击模式。无人机采用自动跟踪、触屏操作、鼠标点选等方式实

现目标的快速锁定及航路自动生成，大幅度降低了对使用和操纵人员的要求。

操纵人员经 1~2 个月培训后即可上岗，这表明该系统具有很高的自动化水平、

易操作性和可靠性。 

科技创新点 2：无人机全飞行包线即察即打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 

飞行器控制、导航技术（代码：59035） 

支撑证明材料：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激光半主动导引头的抗后向散射方法，授权号

ZL201310035410.5 

项目首创无人机全飞行包线任意高度可攻击技术，实现真正的即察即打。

由于光电侦察平台、武器和无人机有效匹配存在许多技术问题，如导弹本身搜

索角、导弹和侦察载荷匹配问题等，因此无人机在任意高度（主要指大高度）

发射制导武器存在较大困难，一般采用下滑高度的攻击模式，如美国早期的捕

食者 A 无人机，然而这一模式带来自身生存能力和作战半径减小等许多不利问

题。该无人机设计目标之一是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大高度、大扇面角攻击的模式，

真正实现即察即打。根据这一思想，总体设计准则是将飞行平台、侦察载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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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武器性能指标综合优化，寻求合理的平衡点。项目组科学设计了无人机平

台和武器的匹配性，在设计中充分权衡无人机巡航高度与导弹的发射高度、无

人机的侦察距离与导弹的打击距离等指标和性能。通过研制全球首个无人机专

用对地攻击导弹 AR-1，采用导引头优化技术，使 AR-1 导弹射向角范围达到±

25°，满足 500~5000m 相对高度发射要求，保证了平台-侦察载荷-武器各项指标

的匹配和兼容，扩大了无人机攻击使用包线，实现无人机攻击高度与侦察高度

的完美统一。通过无人机同导弹的匹配设计，使其具备±25°大扇面角攻击能

力。 

 

图 2.CH-4 无人机发射 AR-1 导弹 

科技创新点 3：无人机自动占位及远程攻击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 

飞行器控制、导航技术（代码：59035） 

支撑证明材料： 

发明专利：基于无人机的导弹攻击航路规划方法，授权号 ZL201510603389.3 

发明专利：对地面移动目标动态定位的无人机系统和方法，授权号

ZL201310666989.5 

无人机攻击时精度受导弹尾烟、逆/反光及风速风向等影响较大，这是无人

机使用激光制导武器对地攻击的一个难题。项目组首创无人机自动占位攻击技

术，利用在线航路优化技术，依据目标、无人机及武器发射条件等多种信息，

自动实时规划攻击航路，实施自动占位攻击。这种自动攻击模式可根据风速、

风向和航向等规避导弹尾烟和逆光等不利影响，以最优方式攻击，实战命中率

96%。该技术可简化操纵流程，缩短响应时间，降低操作负担，有效地解决了受

环境影响无人机攻击目标精度下降的难题。 

系统配置卫通链路，采用针对活动目标的卫通链路延迟补偿方法，实现超

视距测控与信息传输，有效提升了无人机作战效能，能在千里之外进行侦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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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导弹攻击，同时高清光电载荷使得目标定位和打击精度大幅提高。 

 

图 3 CH-4 无人机 

科技创新点 4：低成本高可靠容错飞行控制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 

飞行器控制、导航技术（代码：59035） 

支撑证明材料： 

发明专利：针对长航时无人机的简易余度飞控系统故障重构方法，授权号

ZL201310526186.X 

发明专利：一种飞行器阵风减缓自适应前馈控制系统，授权号

ZL201510494812.0 

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是一种低成本武器，但要求较长航时及高可靠性，

一般采用多余度控制系统，但是多余度控制带来设备成本及重量的增加以及系

统结构的复杂化，无疑降低了无人机系统的效费比，因此可靠性与成本等因素

的矛盾也是这类无人机面临的一个难题。 

按照总体设计的新理念，针对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有可能面临低烈度对

抗和多种危险环境（低成本十分重要）以及作战时间一般在 10 小时的特点，彩

虹四无人机系统飞行控制采用了一种低成本容错技术。无人机的传感器系统配

置不采用硬件的相似余度，而是采用了非相似的信息冗余技术，即传感器本身

虽然都是单余度结构，但最大限度的利用机载两个或者几个完全不同传感器间

的冗余信息相互备份，形成传感器信息的冗余，可以形成具有冗余信息的非相

似余度配置。该技术在单余度系统的基础上，仅通过较少的改动，适当补充关

重的机载传感器设备，完备了传感器系统的信息备份，通过信息冗余实现可容

错的传感器系统，达到提高无人机系统整体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目的。传感器信

息冗余技术也大大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成本，而且与单余度飞行控制系统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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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继承性。 

针对关键的操作机构，该系统采用了双冗余物理舵面下的重构控制技术，

设计了重构控制回路，具有强鲁棒性，能自适应单个舵机故障，并消除故障影

响，使控制器在正常状态和故障状态均能够保持一定的工作性能，满足无人机

的安全飞行。无人机任务飞行已超 10000 小时，充分验证了该技术的可靠性。 

科技创新点 5：基于机载 IP 网络架构的多任务载荷集成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 

指挥与控制系统工程（代码：4131015） 

支撑证明材料： 

发明专利：无人机任务载荷控制器系统，授权号 ZL201310695912.0 

在军民融合的大背景下，该系统军民应用可以说是军民融合的典范。传统

的军用无人机系统通常都是定制化设计，具备优异的性能指标以及特定的应用

场景，但其交互性、开放性相对较差。结合该系统大载荷、长航时的任务特点，

突出系统同型异构的应用扩展能力。创新性地将传统一对一的控制接口及一对

一高速数据接口的载荷集成形式引入了以太网 IP 网络构架，实现控制、高速数

据一体化共信道传输，将无人机、地面指挥控制站组合成为一个具备多层交换

能力的局域网，可实现与互联网的无缝对接，成为互/物联网的一个节点。为适

应机载多任务载荷同装的需求，机载数据接口模块化可重构，实现目前常用的

同步 422、Camera link、LVDS.HD-SDI 等接口及接口外设的灵活组合。无人机

系统可同时集成光电吊舱、激光雷达、AIS、语音电台、多光谱仪等多种任务载

荷，突破了传统无人机有载重、有空间、无接口的尴尬局面，为以后大型无人

机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应用拓展奠定技术基础，更为大型无人机接轨互联网+提

供可能。 

 

图 4.CH-4 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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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局限性 

2010 年，彩虹四无人机开始研制，当时主要针对全球反恐维稳的察打一体

化需求，主要考虑高性能、低成本、操作简单、使用维护方便，受到技术支撑

限制，存在目标识别依靠人工，载荷操作人员工作负担重的不足。 

彩虹四无人机研制过程中，提出了以载荷、武器操作而非飞行平台操控为

中心的设计新理念与系统设计方法，重新定义了人在无人机系统中的作用。无

人机起降和飞行完全自主控制，系统使用以任务载荷操作为中心。限于当时的

技术水平限制，目标发现、识别主要依靠载荷操作员完成，在十余个小时的任

务飞行中，操作人员负担较重。目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动目标识

别技术逐渐成熟，未来，该技术应用于彩虹四无人机系统，将大大减轻载荷操

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和负担，提高目标识别的快速性和准确性，大幅度提高综合

使用能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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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一) 彩虹四无人机科技成果鉴定评价（附件 1） 

中国航空学会组织 “彩虹四无人机技术创新与应用”科技成果鉴定会意见

“系统军民融合通用性好，综合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其中飞行性能、

载重能力、即察即打等方面达到同类装备的国际领先水平。”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CH-4武装无人机系统”科技成果鉴定会意见“该

成果技术先进、系统复杂、难度很大，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综合技术水平国

际先进，在飞行性能、载重能力、安全高度即察即打等方面在同类武装无人机

中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二) 彩虹四无人机相关科技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四项（附件 2-4） 

2017 年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7 年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工信部军民【2017】326 号） 

2016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  

2016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三) 科技查新报告四篇（附件 5-8） 

主要结论“从查到的国内外公开报道文献分析来看，没有查到能够覆盖本

项目技术特征的非专利文献和专利文献报道。因此，本项目具有新颖性。” 

(四) 国际著名专业刊物和机构评价（附件 9-14） 

简氏防务周刊“CH-4代表了中国无人机行业发展的最高水平。CH-4无人机

列装伊拉克军队，并执行了一系列打击任务。” 

美国航空周刊“这一致命打击显示出，中国在成为军事装备主要出口大国

的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CH-4无人机表明中国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已趋近世界

先进水平。” 

(五) 用户评价（应用证明 6-7，附件 15） 

伊拉克国防部长“CH-4 将会对打击恐怖主义发挥非常好的作用。这些飞机

技术非常先进，将会对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做出极大贡献。在阿拉伯地区，这

是第一次采用如此大规模的武装飞机，在战场上会发挥重大作用。”（伊拉克共

和国电视台，2015 年 10月 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海事局“彩虹四无人机挂载海事专用设备进行了海事

应用飞行演示，这是我国首次将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应用于海事监管领域，其载

荷能力强、续航时间长、测控距离远、系统可靠性高维护简单，使用方便、成

本低廉，是一型性能优良、稳定可靠的无人机系统，适合沿海通航环境监测、

通航秩序监管及海洋应急等海事应用。” 

广元市测绘地理信息局“彩虹四无人机系统在广元市展开大型无人机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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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多传感器综合测绘系统实际应用，为广元新区规划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地理

信息数据，也是国内大型无人机综合测绘系统首次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克服了首次军地合作磨合时间短、沙漠戈

壁气象条件复杂等不利因素，发挥了 CH-4 无人机系统快速部署、运输保障方便、

环境适应性强的技术特点，较好完成了航天员搜救演练任务。” 

(六) 彩虹四与国内外同类无人机比较 

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是一种新概念，目前国际上只有美国和中国可设计

制造实用化产品，即中国的彩虹、翼龙和美国的捕食者系列。目前使用最广泛

的是 1000kg 级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全球只有三型，即中国的彩虹四、翼龙

-1和美国的捕食者 A。 

表 1. 彩虹四与国内外 1000kg 级无人机综合性能对比表 

指标 

型号 

CH-4 

彩虹四 
翼龙-1 

MQ-1 

捕食者 A 

CH-4综合性能 

比较结论 

最大起飞重量（kg） 1350 1200 1043 国际领先 

最大任务载荷重量

（kg） 
345 200 340 国际先进 

实用升限（m） 7500 6000 7620 国内领先 

最大续航时间（hr） 40 20 40 国际先进 

武器挂载能力 4×50kg 2×50kg 2×50kg 国际领先 

即察即打功能 具备 不具备 具备 国际先进 

自动攻击占位能力 具备 不具备 不具备 国际领先 

高高度攻击能力（km） 5 3 4.5 国际领先 

大发射扇面角攻击  ±25︒ ±5︒ ±20︒ 国际领先 

操作人员专业要求 简单培训 飞行员 飞行员 国际领先 

与国内同类型的翼龙-1 无人机相比，彩虹四无人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方面：一是续航性能国内领先；二是任务载荷能力国内领先；三是武器发射

使用灵活。与美国察打一体化无人机相比，彩虹四主要性能数据指标与捕食者 A

无人机相当，在侦察打击无人机最重要的二项指标——载荷能力和航时对比上

占优，同属国际领先水平，但武器挂载数量、对地即察即打和全域打击能力超

过了捕食者 A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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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推广应用情况 

（1）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走向国际舞台，参加多国大规模反恐行

动，取得突出战绩。彩虹四无人机已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参加

大规模反恐行动，累计创收近 7 亿美元，尚有十余个国家洽谈购买及合作事宜。

A 国反恐行动中，其即察即打能力在行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及时准确摧毁

恐怖组织车辆、工事、桥梁等诸多关键目标，累计飞行 6000 余小时，发射武器

300 余发。B 国打击反政府武装维稳行动中，承担昼夜持续侦察、空中打击引导、

时敏目标打击、地面部队前出保护等任务，飞行超过 2000 小时，发射武器超过

100 发。C 国用于边境巡逻，守卫其边境附近战乱地带，有效遏制了恐怖组织人

员非法入境，维护了该国安全，任务飞行近 2000 小时。（2）军民融合，推动无

人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行业应用。先后与多个国家部委合作，开展海洋监视、

海事交通管理、应急通信、地理测绘、森林防火等领域高效率、高效费比生产

作业示范应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用户均给予高度评价。（3）

充分发挥空气动力优势，促进无人机概念创新、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其技术

成果应用于彩虹五及国内某新型高性能无人机，大幅度提高其飞行性能和作战

能力。部分成果应用于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该机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

个飞行高度达到临近空间的大型太阳能无人机，促进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进

步，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表 2.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起止时

间 

应用单位联系

人/电话 
应用情况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全系统 2014 年-至今 
王祎 

13911736864 

已交付 

使用 

航天长征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全系统 2015 年-至今 

宋星 

13701184691 

已交付 

使用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

塔河航空护林站 
全系统 2017.5-至今 

徐松泽 

0457-3633119 

示范并 

采购 

中国卫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全系统+ 

专用载荷 
2012.3-2012.12 

林鑫 

18611198383 
示范应用 

国家海洋局 

北海环境监测中心 

全系统+ 

专用载荷 
2015.5-2015.8 

王娟  

0532-58761271 
示范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海事局 

全系统+ 

专用载荷 
2015.6-2015.7 

王松青 

15951286658 
示范应用 

广元市测绘地理 

信息局 

全系统+ 

专用载荷 
2017.12-至今 

张惜杰 

0839-3272291 
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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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经济效益
单位：万元人民币

 

自然年
完成单位 其他应用单位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2015 55,343 7,675 0 0

2016 76,943 10,733 0 0

2017 107,177 15,150 0 0

累    计 239,463 33,558 0 0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彩虹四无人机系统在国内外签订多项产品销售及服务合同，近三年新增销售额累计239463万元，新增
利润累计33558万元，营业利润率14%，创造较为可观的经济价值。以上数据来源于2015-2017年单位财务
决算数据、出口合同、国内采购及服务合同等。

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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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 

（1）“一带一路”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巨大，推动并促进“中国智造”走

向世界 

彩虹四无人机出口“一带一路”多个国家，在国际反恐维稳中发挥重要作

用，加强了我国与出口国的军事交流，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加深了我军

对国外军事发展和需求的了解，极大促进了我国无人机的技术进步，推动并促

进了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拓展。 

（2）国外战果卓著，大幅提升使用国民心士气，为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做出

重大贡献 

彩虹四无人机在多国参与打击恐怖组织和反政府武装行动，取得大量重大

战果，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安全，获得各国高度评价与赞誉。

伊拉克等国政府和军方大力宣传彩虹四无人机战绩，振奋士气，提振民心，打

击敌方气焰，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效益巨大。 

（3）军民融合，国内民用拓展成果显著，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技

术手段 

彩虹四无人机在国内完成了应急通讯、海洋监测、海事管理、森林防火、

遥感测绘等领域的应用作业，获得用户充分肯定，探索出一条高端大型无人机

应用于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新途径。 

（4）国内外顶级刊物和媒体竞相报道，彰显我国无人机全球影响力，打造

亮丽“大国名片”  

彩虹四无人机频频亮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航空周刊》等 50 余

家国外顶级媒体，仅《简氏防务周刊》就先后用 9 篇文章全方位介绍了彩虹四

无人机。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亮相 130 余次，已成

为一张令中国自豪的“大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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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
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专利有
效状态

发明专利

一种CFD数值
模拟与风洞试
验相结合的气
动预测方法

中国
ZL2015
104929
81.0

2017年
06月09日

第
2510
621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王永志、李锋
、李志国、李
广佳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基于无人机的
导弹攻击航路
规划方法

中国
ZL2015
106033
89.3

2016年
11月09日

第
2291
178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张新伟、刘海
龙、王皓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针对长航时无
人机的简易余
度飞控系统故
障重构方法

中国
ZL2013
105261
86.X

2016年
04月13日

第
2021
880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尹永鑫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无人机任务载
荷控制器系统 中国

ZL2013
106959
12.0

2016年
06月01日

第
2090
605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尤向荣、周乃
恩、王诚、蔡
伟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恒速螺旋桨变
距PID控制系
统

中国
ZL2012
104309
96.0

2015年
03月25日

第
1610
476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蔡伟、周乃恩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激光
半主动导引头
的抗后向散射
方法

中国
ZL2013
100354
10.5

2014年
08月27日

第
1470
884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郝治国、王德
爽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对地面移动目
标动态定位的
无人机系统和
方法

中国
ZL2013
106669
89.5

2016年
10月12日

第
2270
910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杨勇、周乃恩
、吴洋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飞行器阵
风减缓自适应
前馈控制系统

中国
ZL2015
104948
12.0

2017年
06月09日

第
2510
994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王永志、李锋
、吴健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无人机电
子履历记录装
置

中国
ZL2012
102935
26.4

2015年
09月09日

第
1782
119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黄伟、李平坤
、李江宏、刘
凯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一体化复合材
料操纵面结构 中国

ZL2014
207906
21.X

2015年
06月17日

第
4372
093
号

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
院

李洪波、胡浩
、张林

有效专
利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权利人
（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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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李锋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1年04月07日 出  生  地 北京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610407423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总体设计

电子邮箱 modico@sohu.com 办公电话 010-68375166 移动电话 13901201633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1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院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总负责人，提出了无人机系统的技术路线，主持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负责重
大技术问题决策，为科技创新点1、2、3做出贡献。
(1)．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总体设计理念；带领项目组创新总体设计方法和流程，实
现整体性能最优；
(2)．重新定义了人在无人机系统中的作用——决策而非操作，带领团队实现了无人机系统的高可靠智能
化飞行和自动占位攻击；
(3)．提出了无人机全飞行包线即察即打的理念，带领团队完成了飞行平台-载荷-武器各项指标的综合匹配
和优化，实现了真正的全高度即察即打。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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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欧忠明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08月19日 出  生  地 江西省赣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619640819277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4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光学测量

电子邮箱 13910751275@139.com 办公电话 010-88534924 移动电话 13910751275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1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主要负责人，负责项目技术路线、技术途径与方案的制定，组织关键技术攻关
，为科技创新点3、5做出贡献。
(1)．负责无人机同机载武器优化匹配，组织无人机自动占位攻击技术攻关，基于机载导弹和炸弹的发射
限制条件进行无人机、光电载荷的优化设计，实现彩虹四无人机在飞行包线内任意高度攻击，极大地提高
了打击效率。
(2)．提出了光学、光电等多种载荷的应用方法，并组织开展无人机和载荷的匹配性设计，使彩虹四无人
机系统载荷应用领域易于拓展，并已完成了多个民用应用。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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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石文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12月29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67122997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96年05月15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sw_6799@sina.com 办公电话 010-68743282 移动电话 13301037668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1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无人机平台总体优化、先进气动布局设计、先进的高性
能动力系统设计等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为科技创新点1做出贡献。
(1)．组织无人机平台总体优化技术路线、技术途径的实施，采用数学优化技术在总体、气动、结构、推
进等参数之间迭代，实现无人机平台整体性能最优。
(2)．带领团队突破高升阻比高升力气动布局、大展弦比机翼气动弹性预测和气动评估的关键技术，全机
最大升阻比达24。
(3)．基于CFD仿真分析和对流换热相关理论对发动机短舱外形、散热器布局及风道等进行优化，实现兼
顾冷却与阻力性能的设计目的。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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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平坤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年05月08日 出  生  地 湖南省郴州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3282219770508561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99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自动控制

电子邮箱 leepinkie@163.com 办公电话 010-68743282 移动电话 13910125652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信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主要参与者，参与了项目技术路线、技术途径的制定和具体实施，组织关键技
术攻关，为科技创新点3、4做出贡献。
(1)．通过无人机航路规划和控制技术，有效解决了无人机机载武器发射过程中的机弹干扰问题。
(2)．提出了低成本高可靠的非相似容错飞行控制方案架构，并组织实施了飞行控制关键技术攻关，在未
增加系统成本的前提下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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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凯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年08月27日 出  生  地 北京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22419790827051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1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空气动力学

电子邮箱 lk5073@163.com 办公电话 010-68743282 移动电话 13691489508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无人机平台总体技术负责人，负责无人机平台总体优化和先进气动布局设计等
关键技术的攻关和实施，为科技创新点1做出贡献。
(1)．成功突破了高升阻比气动布局、大展弦比机翼设计等关键技术，形成大展弦比机翼配置V型尾翼的高
升阻比气动布局，形成高升力、高升阻比、失速特性和环境适应性好以及结构效率高的高性能机翼，取得
全机最高升阻比达24；
(2)．采用数学优化技术在总体、气动、结构、推进等参数之间迭代，实现无人机平台整体性能最优。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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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乃恩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年10月08日 出  生  地 浙江省嘉善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304211981100805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 毕业时间 2003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控制工程

电子邮箱 znexp@126.com 办公电话 010-68743227 移动电话 13366695016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指控、载荷分系统的负责人，制定基于无人机平台的综合优化方案，完成系统
指标分解等，为科技创新点5做出贡献。
(1)．提出了IP架构，并通过地面原理样机测试，验证了架构可行性；
(2)．将该架构应用于大兴安岭防火无人机系统，并推广到测绘应用系统，海洋应用系统等。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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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罗小云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1月27日 出  生  地 江西省南昌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010419630127045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4月30日 所学专业 流体力学

电子邮箱 13811768322@139.com 办公电话 010-88532335 移动电话 13311279085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16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书记

二级单位 第一研究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3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机载武器负责人，组织完成高高度发射、大扇面角打击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的
攻关和实施，为科技创新点2、3做出贡献：
(1)．带领团队研制了全球首个无人机专用对地攻击导弹（射手-1激光制导空地导弹），具备±25°的大扇
面角，500m~5000m的相对高度攻击能力。该导弹的研制成功扩大了无人机使用包线，使无人机攻击高度
与侦察高度完美统一，实现了对时敏目标的即时打击。
(2)．突破了射手-1抗尾烟干扰弹道优化设计技术，该技术可以减小导弹在发射后发动机尾烟对机载光电
载荷干扰从而影响打击精度的问题，为自动占位攻击技术的实现做出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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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峰 性别 男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07月14日 出  生  地 湖北省宜昌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205251978071400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0年07月15日 所学专业 自动控制

电子邮箱 13810817501@163.com 办公电话 010-68743282 移动电话 13810817501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信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飞行控制系统负责人，参与完成了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完成飞行控制系统的关
键技术攻关，为科技创新点4做出贡献。
(1)．根据无人机智能化、低成本、易操作、高可靠性的设计要求，参与制定了非相似容错飞行控制方案
。
(2)．充分利用无人机机载设备的信息，设计有效的逻辑策略，实现了无人机传感器信息非相似融合算法
和故障重构控制技术，大大提高了系统安全可靠性。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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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黄伟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3年07月14日 出  生  地 江西省景德镇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02031983071430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03月15日 所学专业
航空宇航系统工
程

电子邮箱 13811074358@126.com 办公电话 010-88532332 移动电话 18501378129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分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综合保障分系统负责人，提出了基于综合检测的测试和保障系统的设计方案
，为科技创新点1、5做出贡献。
(1)．提出了基于综合检测的测试和保障系统的设计方案，降低了系统保障需求，简化了系统构成，提高
了系统的效费比。
(2)．参与了通用化、模块化多任务地面控制站设计；组织实施了多种载荷集成和技术应用，拓展了无人
机的应用领域。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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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胡浩 性别 男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10月08日 出  生  地 四川省重庆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023219821008751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03月15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huhao309@163.com 办公电话 010-68192942 移动电话 13811473862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信箱 邮政编码 100074

工作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01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彩虹四无人机系统结构系统技术负责人，带领结构设计团队制定了结构系统设计方案，负责结构
系统方案的论证，结构系统方案详细设计和总体指标分解，为科技创新点1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突破了针对大展弦比无人机大比例使用复合材料进行结构设计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机体结构安全可
靠、结构效率高、结构重量轻的目标，大大增加了无人机载荷能力及航时。
(2)．开展Z-Pin等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在零件中的应用研究，极大的提高了复合材料零件的力学性能以及整
体结构效率，为结构减重做出较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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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李锋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传　　真 010-68741197 邮政编码 100074

通讯地址 北京市7201信箱49分箱

联  系  人 肖维忠 单位电话 010-68192611 移动电话 17310503066

电子邮箱 modico@sohu.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依托空气动力学科优势，于1999年开始无人机技术论证和研制工作，积
累了无人机总体、气动、动力、控制、电气、结构、应用等领域的丰富设计及研发经验。
        2010年至2014年，本单位自主完成了“彩虹四无人机科技创新与应用”项目，提出并完成了5项技术创
新：（1）一种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法；（2）无人机全飞行包线即察即打技术；
（3）无人机自动占位及远程攻击技术；（4）低成本高可靠容错飞行控制技术；（5）基于机载IP网络架
构的多任务载荷集成技术。这些创新均由我院独自提出，具有的知识产权由我院独享，己申请并获授权专
利40余项，发表论文32篇，发布标准17项。
       本单位基于本项目的技术创新研制出的彩虹四无人机系统已大量出口到多个国外用户参加反恐维稳行
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得到用户的高度评价，并被国际顶级媒体广泛报导。同时利用彩虹四无人机航时
长、载荷能力大和载荷集成容易的特点，大力推进了光电、通信等多种载荷在无人机的应用，实现了遥感
测绘、海事交通管理等多种载荷的快速集成和示范应用，彰显了大型高端无人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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