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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保无人机施药是一种低容量高浓度的低空施药方式袁具有作业效率高尧对人体危害小尧适应性广尧
不受地形限制等特点曰但低容量高浓度的施药方式不仅需要对农药浓度有精准的把握袁同时施药技术尧农药剂型
也会影响防治效果遥 本文介绍了中国植保无人机市场概况袁总结了无人机专用药剂及助剂发展现状和农业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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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esticid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Plant Protection
UAV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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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 protection UAV pesticide application is a low -altitude pesticide application method with low
capac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working efficiency, little harm to human body, wide
adaptability and not restricted by topography.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low capac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need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centration of pesticid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pesticide dosage form
will also affect the control effe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market overview of plant protection UAV in China,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UAV special agents and additives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accurat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U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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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机械用于病虫草害防治由来已久遥 1911 年袁

RMAX 型植保无人机袁之后植保无人机开始逐步引

德国首次利用飞机喷洒农药防治森林害虫曰1949 年袁

起国内科研部门的关注曰2004 年袁农业部南京农业

美国研制出农用固定翼飞机曰1987 年日本研制出农

机械化研究所等机构开始进行关于农用植保无人机

用无人直升机袁到 1990 年日本推出世界第一架用于

的研究与推广工作[2]曰2008 年袁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

喷洒农药的小型植保无人机袁开创了植保无人机用
于田间病虫草害防控的时代 遥
[1]

化研究所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架农用植保无人机曰
2009要2012 年多所研究单位开始探索植保无人机

2001 年袁北京一家公司引进日本公司生 产的

对水稻尧小麦等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曰2013 年国内

基金项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渊CARS-27冤曰河

学术期刊上开始相继发表植保无人机的相关研究

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渊212102110471冤曰西藏

结果[3]袁此后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投入到植

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渊XZ202001YD0002C冤遥
作者简介 胡维月渊1997要冤袁女袁河南周口人袁在读硕士研究
生遥 研究方向院害虫绿色防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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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无人机的开发和应用研究中遥 自 2015 年大疆发布

MG-1 型农业无人机后袁中国的飞防产业开始快速
发展袁植保无人机逐步成为中国智慧农田管理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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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重要机械之一袁中国对植保无人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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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保无人机市场概况
中国总耕地面积约 1.28 亿 hm2袁每年病虫草鼠

需求不断增加遥 但是袁国内相关的产业服务体系尚不
完善袁至 2018 年中国才推出首个植保无人机技术规

害发生面积逾 4.67 亿公顷次袁防治面积达 5.67 亿公

无人机驾驶员认定为正式职业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截至

已经成为世界上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袁但农药有效

2020 年 6 月袁我国现行的农业航空标准有国家标准

利用率只有大约 30%[7-9]袁中国植保机械的发展与农

范标准遥 2019 年 4 月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将

1 项尧农业行业标准 2 项尧民航行业标准 15 项袁主要

以操作规范尧喷洒装备要求尧安全评价尧作业质量及
试验评价方法等要求为主遥

顷次袁年均所需农药 30 万 t 左右遥 20 世纪末袁中国就

药使用水平极不相称遥 因此袁迫切需要新型植保机械
解决中国农药利用率较低的问题遥 自 2010 年以来袁

植保无人机在中国迅速发展袁以植保无人机为应用

目前袁在世界航空机械的研究与发展中袁美国尧

载体的低空低量航空施药技术逐步成为研究热点袁

德国尧欧洲等国家以大型直升机进行农事作业为主袁

高浓度低剂量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农药利

而中国尧日本尧韩国等国家则将研究目标放于小型植

用率遥

保无人机的开发中袁这也与各国的农业结构及农业

国内研发出的植保无人机机型较多袁其中以油

地形有关遥 美国尧德国等国家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的

动多旋翼的机型开发产品最少袁主流植保无人机多

经营方式袁种植种类集中袁利于大型航空机械的使

采用多旋翼电动无人机[7袁10]遥 多旋翼植保无人机机型

用曰中国尧日本等国家受农业经营方式尧种植结构及
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袁普通的农业机械难以适应
多变的农事活动

遥 植保无人机相较于传统农用机

[4-6]

械具有作业效率高尧节水节药尧对人体危害性小尧适
应性广等特点袁可在平原尧丘陵尧林地尧湿地等多种地
形中开展作业袁同时不像地面机械在作业过程中会

以电池为动力袁技术门槛低尧结构和技术相对简单[11]遥
以目前市场上部分主流植保无人机技术参数渊表 1冤
来看袁大疆植保无人机整机重量 9.8耀26.3 kg袁作业效

率能高达 16.00 hm2/h袁作业箱容积 10~30 L袁可装备
喷头数量最多达 16 个袁雾化粒径在 110耀265 滋m 范

围内遥 电动多旋翼植保无人机工作效率高袁能适应多

对作物产生损害遥 相信未来几年内袁植保无人机的发

种作业环境袁同时其相较于其他机型更易于操作与

展依旧迅速袁针对植保无人机的研发与应用也将日

维修袁相信未来几年内袁中国植保无人机仍将以电动

益增加遥

多旋翼植保无人机为主遥
表 1 大疆农用植保无人机型号技术参数对比

无人机型号
大疆 T30

作业效率/
2
渊hm窑
h-1冤

最大喷洒流量/
渊L窑min-1冤

整机重量/
kg

最大起飞
重量/kg

喷头数量/
个

6.67

1.80耀3.00

13.0

26.8

4

16.00

大疆 T10
大疆 T20
大疆 T16

26.3

16

30.0

10.0

110耀265

130耀265

防护
等级
IP67
IP67

3.60耀6.00

21.1

47.5

8

15.1耀20.0

130耀265

IP67

6.00

0.450耀0.525

9.8

24.8

4

10.0

130耀250

IP67

3.60耀4.80

注院数据引自 DJI 大疆创新官方网站遥

18.5

据不完全统计袁当下中国有 300 多家植保无人

机生产厂家尧2 000 家以上的企业从事农用无人机生

产与服务[12-13]遥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初步统计
数据显示袁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旬袁全国专业化防治

组织中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约 8 万架袁作业面积大约
5 300 万 hm 遥预计几年内袁植保无人机市场从事飞防
2

员培训派遣服务尧无人机维修保养物流服务尧喷洒植
96

66.5

雾化粒径/
滋m

12.00
10.00

大疆 MG-1P

7.20耀8.00

作业箱容积/
L

42.0

8

15.1耀16.0

130耀265

IP67

保服务尧无人机租赁销售尧专用农药研发销售等的人
员需求量将超过 40 万人[2]遥

2

无人机专用药剂及助剂发展现状
植保无人机作业原理主要是利用自身旋翼产生

的风场使雾化后的雾滴向靶标生物运动袁但雾滴向
靶标运动过程中袁易受温度尧湿度和自然风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袁产生蒸发和飘移等造成环境问题袁这就需

胡维月等院中国农用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研究进展
要开发具有强沉降性尧耐挥发性尧抗飘移性等特点的

国内对有人驾驶飞机已有标准规定航空静电喷雾器

低毒高效农药制剂降低雾滴飘移风险[14]遥

的设备组成尧主要技术指标及注意事项等[23]袁但缺少

的 1/30袁药剂浓度相对较高袁若施用不当很容易造成

规范袁且各研究人员选用的机型尧旋翼数量尧技术参

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用水量仅为传统施药方式

对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系统整机的详细说明和操作

农药残留尧环境污染等问题遥 2020 年袁通过比较背负

数各不相同袁这就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借鉴性遥 中国

式喷雾器和植保无人机在水稻田内喷施吡蚜酮后的

现阶段应重视基础性研究和延续性试验袁解决载重尧

残留量发现袁植保无人机施药后农药残留量更高[15]曰

静电系统与播撒和飞控系统的整机协调性差尧基础

积分布对害虫防治效果及残留量的研究中发现袁无

转向对技术系统的整体研究[24]遥

2021 年袁研究人员在茶园测试无人机施药的雾滴沉

性研究欠缺等问题袁把单一强调对雾滴带电的实现

人机施药相比传统机械施药农药利用率更高袁但均

静电喷雾技术具有能够增加药剂雾滴沉积尧减

匀性较差且农药残留水平高[16]遥 因此袁植保无人机使

少飘移和降低施药量等方面的优势袁可以有效解决

用普通农药进行喷洒时袁安全间隔期应相应延长袁而

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方面的问题袁实现无人机的精

高残留尧分解性较差的农药则不适宜植保无人机的

准施药遥

施用遥 此外袁一些农药制剂类型还会造成雾化喷头堵

3.2 农药变量喷雾技术

塞等问题遥

变量喷雾技术是通过分析农田作物的实际情况袁

国外针对植保无人机低容量高浓度喷雾特点袁

有针对性地调整喷施量和喷施方式袁以最小农药

要超
已经研制出适合无人机喷施的飞防专用剂型要要

喷施量达到最佳防治效果遥 变量喷雾技术工作过程

低容量液剂袁这种剂型相比其他剂型雾滴更小尧渗透

主要涉及农田信息获取尧数据处理与控制及对执行

性更强尧药液覆盖率更高遥 在日本袁飞防专用药剂登

动作的感知等袁现阶段研究的变量喷雾技术主要有

记已有 266 种袁韩国也已登记 110 种[17-18]遥 长久以来袁

2 种类型袁即基于处方图的变量喷雾技术和基于实时

改良袁只注重无人机本身的性能质量袁而忽视了药剂

息调整作业模式曰后者则是作业过程中实时获取农

对防治效果的影响遥 目前袁国内飞防专用药剂和助剂

田信息袁并快速进行判断从而实现变量喷雾[25-26]遥 有

中国植保无人机研究重心偏向于无人机技术参数的

的研制和试验尚处于起步阶段遥 截至 2018 年袁中国

感知的变量喷雾技术遥 前者是根据分析后的农田信

研究表明袁目前搭载变量喷雾技术的机械相比于传

登记的超低容量液剂仅有 12 种袁中国植保无人机所

统喷药方式节药 50%以上袁对靶识别成功率达 60%

不能完全适应无人机的作业要求[3]遥 因此袁为了促进

航空植保变量喷雾是全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袁

使用的农药则多为常规地面机械使用的药剂袁其并

以上[27]遥

中国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技术的发展袁必须加快推

在美国尧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有一定的研究与发展袁中

进植保无人机专用药剂的开发和应用研究袁相关部

国对植保无人机变量喷雾也相继进行了探索性研

门也应建立完善的植保无人机施药标准与安全监管

究[28]遥 早在 2014 年袁国内就有学者设计了利用 PWM

体系[7袁16]遥

3 农业精准施药技术研究进展
3.1 航空静电喷雾技术

技术控制的无人机机载农药变量喷洒系统袁但没有

结合无人机作业参数进行变量喷雾[29]曰2017 年袁虽开
始设计关于飞行速度和施药流量自动匹配的植保无

静电喷雾技术是通过接触式尧电晕式及感应式

人机动态变量施药系统袁但没有研究控制算法对控

等充电方式使雾滴带电袁在高压静电的作用下袁带电

制效果的影响 [30]曰到 2019 年袁开始有学者关注飞行

药液能够主动吸附于作物靶标的正反面袁达到吸附
效果

遥 中国航空静电喷雾技术研究始于 2005 年袁

[19-20]

而无人机静电喷雾技术研究始于 2015 年[21-22]遥 目前袁

速度的变化对施药均匀性的影响袁设计了基于神经
网络 PID 的自适应无人机变量喷雾系统 [31]曰最新的

研究中袁高锐涛等 [32] 设计了基于变量施药处方图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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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解译系统袁为植保无人机变量喷雾技术的发展

使用的植保无人机型号各不相同袁对照参考性不强袁

提供了理论参考遥

缺乏针对性袁技术发展与国外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

目前袁国内对变量喷雾技术在精准施药上的应

距遥 无人机精准施药关键技术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

用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袁将变量喷雾技术应用到植

研究袁尚需广大研究人员进一步开发和推广应用遥

保无人机上的相关研究报道更少袁加强对植保无人

5

机变量喷雾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将会有效改善现阶段

[1] 郑加强袁徐幼林.环境友好型农药喷施机械研究进展与

的植保作业问题遥
3.3 雾滴飘移控制技术
雾滴飘移是农药在使用过程中通过空气向非靶
标运动的现象袁包括飞行飘移和蒸发飘移遥 飘移会造
成环境污染袁甚至会危及人类身体健康尧蜜蜂养殖
等遥 因此袁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雾滴飘移与沉积行为
的因素 遥
[33]

2018 年袁研究人员采用油动单旋翼植保无人机

探索了不同施药量棉花苗期喷雾雾滴沉积分布的规

律 [34]袁之后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喷雾参数及助剂类
型对农药雾滴沉积分布的影响[35-36]曰除了关于喷雾参

数及助剂类型的研究外袁还有学者开始利用风洞环
境模拟无人机飞行喷雾试验袁进行雾化喷头尧喷雾助
剂等对喷雾飘移影响的研究 [37-38]曰最新的研究中袁研
究人员开始更多地关注植保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不

同侧向风尧环境风速尧飞行参数等对雾滴沉积和飘移
的影响程度[39-41]遥

中国对植保无人机喷雾飘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

阶段袁深入研究不同因素对农药飘移的影响尧下风向
的雾滴飘移规律以及农药飘移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对提升农药利用率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42]遥

4

结语

中国植保无人机的发展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起
步较晚袁最初的研究多是基于地面机械设备的相关
硬件和施药技术进行再开发遥 因此袁有些设备和技术
并不能与植保无人机完美兼容袁尤其在施药技术方
面袁植保无人机虽然能有效提高农药利用率袁但农药
雾滴飘移尧均匀性差尧农药残留等问题以及缺乏专用
农药制剂都制约着植保无人机的进一步推广和应
用遥 目前袁国内在精准施药关键技术方面已经有关于
农业航空静电喷雾技术尧农药变量喷雾技术尧雾滴飘
移控制技术的研究袁但由于研究不够深入且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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