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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七届）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暨展览 

暨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航空展无人机展区 
 

千亿级市场 

2015 年全球无人机大约销售 58.7 万架，其中军用无人机约占 3%，民用无人机展 97%。

民用无人机销量中，专业级无人机销量月 17.1 万架，小飞机无人机销量约 39.9 万架。据

预测，到 2020 年大众消费类无人机市场空间 260 亿元，专业发烧类市场空间 40 亿元；行

业应用类市场空间 815 亿元，总体上 2020 年行业产值将超过千亿。 

现实挑战 

军警市场成为国内无人机主流市场。国内无人机市场需求 90%来自于军方和警方，而

其他方向需求仅占 10%，机型以无人靶机和带有电子光学/红外线侦察平台的无人侦察机为

主。由于受到诸多对消费级无人机发展因素的干扰，诸多无人机厂商为解决企业生存与发

展问题努力争夺军警市场，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无人机行业的平衡发展。 

无人机在农林植保行业的发展多不赚钱。因为植保机的竞争对手不是飞机而是廉价劳

动力。在中国的农业视角中，雇用人力洒农药的成本并不高；其次，无人机喷洒农药只能

洒到作物的顶部，根部很难覆盖，效果不见得好；另外飞机的维护费用相对较高，如果不

能保证 100%的无事故率，成本很难降下来。现在的农林植保仍然依靠政府的扶持和补贴来

降航空作业成本，实现盈利；如果政府补贴减少，则意味着成本上升和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消费机无人机企业融资额下滑。全球无人机行业 2016 年 Q3 的融资次数和融资金额均

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仅有 8家企业获得了 5500 万美元的融资。无人机产业的投融资很有

可能步入暂时的“萧条期”。 

发展机遇 

工业级市场仍是蓝海。工业级无人机行业，从行业应用的层面来看，部分企业已经完

成了“从 0 到 1”的积累，在电力巡线、国土测绘、影视拍摄、禁毒、航测、警用安防、

农业等领域建立各自优势的企业出现，但是这远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下游服务市场商机盎然。从无人机产业链来看，目前大部分无人机企业集中在产业

链中端，随着竞争加剧，无人机整机制造的毛利率会不断下滑。同时，在无人机应用领域

多元化的背景下，将会涌现大批企业进入无人机应用服务环节，向市场提供定制化、专业

化服务，此外，租赁服务、维修保养服务等市场空间也会逐步打开，服务环节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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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硬件制造的 2倍以上，因此预计到 2020 年，无人机服务的市场规模在 300 亿元以上。 

积极开拓“一带一路”为新兴市场。在国际无人机市场中，对中国有利的是第三世界

国家的无人机市场，由于无人机在国防安全、国内安保及国家资源勘查方面能够提供简单

易行的执行方案，第三世界国家对无人机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自行研发制造能力有限，

绝大多数依赖进口。中国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各型无人机在上述市场中有着较强的竞争力。 

2017 年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关键年，无人机产业将步入升级转型新时期。如何按照无

人机产业“微笑曲线”的发展趋势实现其健康发展，让无人机产业链步入健康、有效、盈

利的运营模式，需要整合来自军方、政府、用户、制造商、投融资机构、运营与服务企业

等各方资源。“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暨展览”协同“北京国际航空展”愿意

承担起这一行业职能，充分吸收历届办展办会的经验，进一步整合民航、通航、航空工业、

全航空产业资源，在国内外业界同仁指导和支持下，为积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模式、引

进新技术、建立新合作，推动中国无人驾驶航空器事业稳健发展贡献力量！  

一、展会名称：2017（第七届）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暨展览 

二、展会地点：国家会议中心（近鸟巢） 

三、展会时间：2017 年 9 月 19 日—22 日 

 

项

目 

地点 

 

9月 

16日 

9月 

17日 

9月 

18日 

9月 

19日 

9月 

20日 

9月 

21日 

9月 

22日 

会

议 

国家会议

中心多功

能厅 

展商

代表

报到 

展商

代表

报到 

展商

代表

报到 

参会代

表报到 
论坛   

展

览 

国家会议

中心4号馆 

展商

代表

报到 

搭建 

布展 

搭建 

布展 

展览 

开幕 

展览 

展示 

展览 

展示 

展览展

示，下午

14 点后

撤展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国家空管委办公室 

公安部警用航空管理办公室 

主办单位：中国航空学会 

北京航展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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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家测绘局 

支持单位: 中国气象局 

  农机化协会农用航空分会 

海外支持：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澳大利亚分会 

协办单位: 国家空管法规标准研究中心 

无人机特种技术重点实验室 

光电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北京华进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学会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专委会 

中国航空学会无人机及微型飞行器分会 

五、展会主题：创新引领，融合共赢 

六、展览规模：展览面积 6000 平米，专业观众超 20000 人。 

七、观众组成： 

展会期间将邀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装

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参谋部航空局、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科技部、商务部、测绘局、林业局、中国气象局相关部

门及国土、海事、农业、环保、电力、海关、石油、地震、民政、贸易、遥感等应用部门

到会指导，来自航空、航天、兵器、船舶、高校、科研院所展示无人机当前优秀成果技术

及产品。内容涵盖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学、研、商、用各环节单位。 

八、展览范围： 

气动、结构、总体、设计、材料类。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无人潜航器 无人船 无人车 

飞艇 空天无人飞行器 靶机 无人动力伞 无人艇 无人驾驶器 复合材料 涂层 起落架 天

线罩等 



 

 5

控制导航类。导航定位设备（GPS  GNSS 惯导 陀螺  组合导航  磁力计） 自动控制

系统 自动驾驶仪 飞控计算机 飞控软件及硬件 仿真系统 测速装置 控制仿真 虚拟视景

系统 舵机伺服机构等  

任务载荷类。图像设备 视频设备 红外探测 激光测距 全景摄影机 多功能光学稳定平

台 电视摄像机 红外扫描仪 微光电视摄像机 分幅照相机 航空视频记录器 孔径雷达 光

电吊舱传感器 电子对抗任务载荷等 

能源动力类。电源 发动机 电机 电池 螺旋桨 减速箱 电子燃油控制等 

通信及数据链技术类。无线链路 卫星数字数据链路发射 地面控制站 设备车 接收机 

发射机 通信系统 机载设备 转发器等 

发射与回收类。发射装置  发射器 回收伞 阻拦网 回收系统 自动起飞及着陆系统 刹

车系统  减震装置等 

九、场馆路线图 

国家会议中心 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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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航空展展位图暨第七届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峰会暨展览展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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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峰会暨展览展位分布图 

 

 

 

 

 

 

 

 

 

 

 

 

 

 

 

 

 

 

 

 

十一、专业观众入场登记 

参观展览的观众需提前在官网 www.beijingaviation.com 进行预登记方能参观。 

十二、其他 

同期活动。同期活动将在官网持续更新 

官方网站。www.beijingaviation.com    www.uas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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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细则 

 

一、参展程序 

1、选订展位，详细填写《参展合同》，签字、盖章后传真或邮寄至展会组委会； 

2、参展单位在报名之日起 7 日内支付 50%的参展订金，其余展位费用在 2017 年 8 月 15

日前一次性付清； 

3、组委会在收到全部展位费后，将向参展单位发出《参展确认函》（参展单位凭《参展确

认函》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布展）； 

4、组委会将向参展单位发出《参展商指南》，详细介绍展前有关事宜； 

5、展览截止报名时间：2017 年 8 月 20 日。 

二、展位规格及收费标准 

国内企业 标准展位（3X3 米） 室内光地（36 平米起） 

26800 元/个 2800 元/平方米 

国外企业 标准展位（3X3 米） 室内光地（36 平米起） 

USD 3500/个 USD 500/平方米 

标准展台提示 

基本配置：三面白色展板（角位为两面）、展位地毯、一张问讯台、两把折椅、两支射

灯、一个 220V/5A 电源插座、参展单位楣板（展板高 2.42M）。以下为标准展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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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光地提示 

不提供任何展具及设施，由参展商自行设计搭建展台，展馆收取的特装管理费及水电

费等由参展商自行承担。（展会前十个工作日申报） 

三、宣传推广 （见参展商手册） 

四、汇款方式 ——组委会指定账户 

公司名称：北京华进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0200 0227 1900 6796 995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潘家园支行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 302 号 805 室 

    纳说人识别号：110105718787017 

五、组委会联系方式 

北京华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 302 号华腾大厦 805 室 

联系人：张  宁 17701135686    李玉民 13661105371 

邮  箱：zhangning@cpbjlf.com  liyumin@cpbjlf.com  

电  话：010-87730641           传  真：010-87730640 

 

中国航空学会 

地  址：北京市安外北苑 2 号院中国航空学会 

联系人：余策  安向阳 

电  话：010-84924387 84923943   传  真：010-84923942 

邮  箱：yuce@csaa.org.cn  anxy@csaa.org.cn 

中国航空学会官网  http://www.csa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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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特色 

【一】 展品齐全 专业性强 

 “中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暨展览会”自 2006 年首次举办，已成功举办六届，

是集学术交流、展览展示、商业洽谈于一体的高层次、大规模的综合性专业活动，在我国

无人机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二】政府重视 行业聚焦 

展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主办，中国气象局支持，中国航空学

会无人驾驶航空器专委会、北京华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承办。科学技术部、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装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参谋部航空局、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

家测绘局、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相关部门及国土、海事、农业、环保、电力、海关、

石油、地震、民政、贸易、遥感等应用部门代表观展参会，涵盖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学、

研、商、用各环节单位。 

【三】名企云集 商机无限 

百余家国内无人机企业济济一堂，世界无人驾驶航空器领军公司倾力支持，各地方政

府现场洽谈，一对多量身订制无人机地区发展内容，商业洽谈，客户交流，集中采购，在

一个平台上延伸出带来无限商机，最大程度满足不同领域对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的诉求。 

【四】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  

此次展览向美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

家的众多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院校、研发团队发起邀请，真正形成国际化的交流和碰撞。

此外，展会期间还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团参观展览。 

【五】各界关注 专业权威 

此次展会集学术交流、展览展示、商业洽谈于一体的高层次、大规模的综合性专业活

动。会议和展览在我国无人驾驶航空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历次会议平均参会代表超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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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展单位近百家，参观展览的专业观众达到两万人。邀请政府、军方、优秀企业对行

业内热点问题剖析讨论，诚邀世界无人驾驶航空器翘楚企业介绍经验，共同交流。 

【六】广泛宣传 延伸境外 

百余家合作媒体，纵贯行业内外，全称跟踪报道。引入 ShowNews 和 ShowDaily，全场

免费发放，最大程度扩展影响力。 

【七】服务完善 提供便利 

1. 展会筹备运作期间为展商开设网上展厅，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介绍展商的产品、

服务等信息； 

2. 展会期间设立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区，根据展位面积为展商提供资料，择优可免费展

示其产品资料，并设立洽谈区方便用户与展商的沟通； 

3. 特设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公室，按照《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协助展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摒弃剽窃、假冒、伪造、盗版行为，为展商营造公平、

宽松、和谐的交流贸易环境； 

4. 每天印制发放现场报道——《ShowNews》《ShowDaily》，及时、有效地发布展会

动态，并进行全场地覆盖式发放，把展商信息传递至目标客户。 

5. 协助提供酒店优惠价格，运输和各种语种的翻译； 

6. 参展期间 24 小时保安及清洁。 

媒体支持 

专业媒体：中国航空报、环球飞行、航空知识、航空学报、无人机、国际航空、航空科学

技术、宇辰网、现代军事、兵工自动化、测控技术、兵器知识、中国民用航空网、测控在

线、民航资源网、航空制造网、中国传感器交易网、中国机器人网、中国智能化网 

大众媒体：新华社、新华网、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CCTV、China 

Daily、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搜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技日报、环球网、

人民网、网易、新华网、中新网、北极星智能电网、中国复合材料、中国警察装备网  

自媒体：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航空展  无人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