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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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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运行通用要求 

第 1 部分：海岛场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应用于海岛场景从事物流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以下简称“无人机”）运行的

通用要求，包括运营人要求和运行要求，涵盖了运营人、运行程序和手册、无人机系统、运行环境和起

降场地、运行控制、通信保障、导航和无线电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海岛场景中使用小中大型无人机开展超视距物流运行，跨水域场景运行

可参照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MH/T 2011－2019  无人机云系统数据规范 

MH/T 4053－2022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空中交通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数据接口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岛场景  island scenario 

在海岛、海岸固定领土超视距场景下执行的跨海飞行作业。 
注： 其中一个起飞点或降落点是位于岛礁（含半岛）、海上固定设施之上及附近。 

3.2 

运行控制  operation control 

无人机运营人使用于飞行动态控制的系统和程序，对某次飞行的起始、持续和终止行使控制权的过

程。 
注： 包括无人机运营人使用用于飞行运行监控的系统和程序，实时自动获取无人机运行情况、无人机状态等信息，

发现影响安全的不正常情况进行报告和处置的过程。 

3.3 

运行控制系统  operation control system 

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运行要素进行管理，涵盖人员、设备、运行场所、飞行计划、无人机实时运行

状态等内容的计算机软件系统。 

3.4 

应急处置程序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dure 

对无人机失控情况做出的有效反应程序，以减轻对地面或空中第三方的伤害，或将无人机运行恢复

至可控状态。 

4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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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C2链路：指挥和控制链路（Command and Control Link） 

GNS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P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UOM：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系统（Civil UAS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UTC：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5 运营人要求 

5.1 基本要求 

运营人应满足的基本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运营人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取得海岛场景物流运营资质。 

b) 运营人应对物流无人机具有使用权，并按规定在 UOM 中完成实名登记。对于中大型无人机，还

应取得相应的适航许可。 

c) 运营人应根据其运行风险评估结果，对拟使用的无人机投保足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d) 运营人应使用与其运行场景、运行范围/区域和运行复杂性相适应的系统和程序，使用匹配的

通信和数据链等技术手段，自动获取无人机运行情况和状态信息。  

5.2 职责 

运营人职责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对无人机运行负责，遵守局方和运营人自身针对其运行所规定的相关要求。 

b) 编制符合实际运行情况的运行手册，在运行手册中应明确正常运行程序、应急处置程序（ERP）、

运行所需的环境及外部支持系统的最低条件。根据需要对运行手册进行持续修订，以确保其中

的资料信息保持适用。运营人应当及时将有效的运行手册提供给飞行、维修和其他运行人员使

用。 

c) 对与运行安全相关的无人机注册和维修、地理围栏数据和限制、运行人员培训、指挥和控制数

据链路通信、地面站(台)操控、导航、以及包括安全评估在内的飞行计划和飞行管理等关键内

容负责。 

d) 确保参与运行的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与能力，熟悉运行手册及所使用的无人机系统。 

e) 应使无人机保持适航状态，运营人可以通过建立运行控制系统来实现对其无人机运行状态的

监控，该系统具备实施远程监视及操控能力。 

f) 在其运行控制系统中对局方要求的记录采用加密或数字存证等形式记录运行数据，在局方监

管时可随时提供所需数据。 

g)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运行空域和计划申报手续，并获取有关飞行管制部门的批

准。 

h) 在遵守其运行场景适用范围、风险缓解措施要求下安全实施运行。 

i) 运营人应根据所使用无人机的类型和性能参数，选取满足该机型安全运行要求的起飞点及降

落点，并书面声明其符合性。 

j) 满足物流监管相关管理要求，如运输危险品及生物制品还应满足危险品运输相关要求，并书面

声明其符合性。 

5.3 人员资质要求 

5.3.1 基本要求 

运营人应在无人机整个运行过程中，将运行控制置于核心地位。运营人应设置能够有效控制和监督

其整个运行的管理机构，且使用具备资质的管理人员、运行人员及无人机操控员，以保证其安全运行。 

5.3.2 运行主管 



MH/T XXXXX—XXXX 

3 

运行主管应具有民航管理部门要求的运行管理经验,负责运营人飞行运行的组织实施。运行主管应

确保运营人所开展的飞行运行活动符合相应规章和其制定的相关手册规范要求。 

5.3.3 运控人员 

运控人员应符合民航管理部门的要求,负责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及时与运行相

关支持单位进行联络沟通（如气象预报机构、无人机空中交通服务提供方等），并参与对无人机运行情

况的监控。运控人员可由无人机操控员兼任，但需证明/声明兼职人员在飞行全程有充足能力承担运控

人员职责。    

5.3.4 无人机操控员 

无人机操控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负责无人机运行期间操控，确保运行安全。 

b) 应持有相应类别、级别和型别等级的执照。 

对于操控分布式无人机的运营人，其安全操作责任人应当持有相应类别、级别和型别的执照，

其他涉及操控任务的人员无需持有执照，但应完成运营人实施的相关培训。 

c) 运营人可以根据运行需要任命机长。 

d)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规定，无人机操控员应报相关部门备案。 

5.3.5 维修人员 

维修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按民航相关管理部门规定经培训合格或取得相应执照。 

b) 负责无人机维修维护等,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运营人培训合格，能够承担无人机检查、

维修等工作。 

5.3.6 观测员、安全员 

运营人根据需要可设置观测员、安全员。观测员、安全员负责协助无人机操控员维持现场安全、有

效实施飞行。观测员、安全员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运营人培训合格。 

5.3.7 航线勘察人员 

负责拟运行场地及航线的勘察工作，为飞行运行做前期准备。应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并经运营人

培训合格。 

5.3.8 起降点操作员 

负责在起降点执行货物装卸、固定、配平，并做起飞前检查、降落后检查的操作人员。应具备专业

知识和技能，并经运营人培训合格。 

6 运行程序和手册要求 

6.1 基本要求 

运营人应制定运行程序和手册，其中运行程序包括标准运行程序和应急处置程序。 

6.2 标准运行流程 

6.2.1 现场勘察 

应根据运行要求，对飞行区域及周边进行现场勘察，包括地形地貌、气象环境、地表植被、周边机

场、重要设施、建筑物、障碍物、运行环境、人口密度等内容，为起降点的选取、航线规划、应急预案

制定、验证及飞行实施等提供参考。 

6.2.2 航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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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无人机的性能和飞行任务的要求，合理规划航线。航线规划应避开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和

空中危险区，远离人口稠密区、重要建筑和设施、通讯阻隔区、无线电干扰区、大风或风切变多发区。

选取合理的航路点、备降点及起降位置，并制定必要的安全策略。 

6.2.3 飞行申请 

实施飞行前，应向相关飞行管制部门或相应的空中交通服务提供方提交飞行申请并获批。 

6.2.4 飞行前准备及检查 

明确运行相关人员分工、工作流程及安全注意事项，并落实现场安全保障措施，履行确认手续。检

查起降场地周围环境、电磁环境、干扰源和航线气象条件等，确认其满足安全起降飞行要求。起飞前应

进行航前检查，并填写无人机航前检查工作单，确认无人机系统处于适合安全飞行的状态，并核对航线。

起飞前应按规定向当地空管部门报告，获取放飞确认，方可开展飞行活动。 

6.2.5 飞行实施 

无人机应按照预设的航线开展飞行活动，完成起飞、航线飞行、降落的全过程，包括飞行过程中的

应急情况处置。运行人员应与空管部门或空中交通服务提供方全程保持沟通和联络，按规定通报无人机

飞行状态。 

6.2.6 飞行后检查 

飞行后检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降落后，应进行设备外观及零部件检查，按需要准备下一次飞行任务或恢复储运状态并记录。 

b) 飞行结束后，运行人员应记录无人机的状态和运行情况。 

6.2.7 飞行记录及问题上报 

运营人在飞行记录和问题上报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营人应记录并保存每次飞行信息，包括飞行检查信息、飞行记录数据、异常情况等。 

b) 若飞行中发生紧急事件，应按照民航管理部门要求按需上报。 

6.3 应急处置程序 

运营人应针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制定应急处置程序，并配备相应的应急设施设备。应急处置程序

应包括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应急处置流程、紧急情况报告程序、应急培训和演练等内容。运营人应依

照应急处置程序制定应急处置预案，且应涵盖以下情况的内容： 

a) 无人机失事； 

b) 无人机重大空中故障； 

c) 无人机紧急迫降； 

d) 无人机 C2 链路丢失； 

e) 无人机地面发生起火或爆炸； 

f) 无人机控制站受到非法干扰； 

g) 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 

h) 运输货物掉落等； 

i) 运输货物紧急召回； 

j) 机组异常。 

6.4 运行手册 

6.4.1 基本要求 

运营人应编制符合其实际运行情况的运行手册，并保持现行有效。手册内容应符合相应民航管理规

章、运营人运营资质和规范要求。 

6.4.2 运行手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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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手册根据运行实际可包括以下内容： 

a) 无人机重量和平衡限制的程序。 

b) 运营人的运行规范或运行规范相关部分的摘录，包括经批准的运行区域、批准使用的无人机、

操作人员的组成以及批准的运行种类。 

c) 事故报告程序。 

d) 适航检查、符合相关维修要求并得到恢复运行批准的程序，并确保无人机机长了解无人机已经

完成相应要求。 

e) 无人机系统进行起飞前、飞行中及飞行后的检查的程序，并明确要求无人机机长按照操作手册

完成。 

f) 报告和记录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发现的 C2 链路不正常情况的程序。 

g) 确认上次飞行中发现的 C2 链路不正常情况或缺陷是否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h) 无人机需要在非计划地点进行维修、预防性维修和获取服务时需要遵守的程序。 

i) 仪表或设备不工作时的运行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运行所需的设备在飞行中发生故障或失效

时，判断是否放行和继续飞行的程序。 

j) 确保遵守应急处置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相关人员的职责分工。 

k) 经批准的无人机检查大纲。 

l) 紧急情况下将需要他人协助的人员撤离所需遵守的程序。 

m) 考虑起飞、着陆和航路等条件因素进行性能计划的程序。 

n) 满足民航要求的保存和查询维修记录的系统(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下列信

息： 

1) 对所进行的维修工作描述。 

2) 如果维修是由运营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需包括维修人员的姓名及资质。 

3) 批准该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o) 相应的无人机运输和存储程序。 

p) 无人机飞行定位及措施。 

q) 由运营人发出的或局方要求的有关运行的其他程序和政策指令。 

r) 无人机运行需要的天气标准，以及气象资料的获取方式。 

s) 空域申请和飞行计划的申报。 

t) 不同类别无人机对操控员的要求。 

7 无人机系统要求 

7.1 基本要求 

开展运行的无人机系统应处于安全可用状态，保持所安装的仪表和设备正常工作，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两套独立的数据链设备，与地面站或运营人运行控制系统建立通信关系； 

b) 具备空域保持能力； 

c) 具备航行灯； 

d) 具备飞行数据记录、存储能力； 

e) 具备显示无人机的位置、高度、速度、姿态、航向角、能量源和飞行路径等信息的能力； 

f) 具备被识别能力。 

7.2 海岛场景特殊要求 

根据海岛场景的需求，无人机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防盐雾腐蚀相关能力。 

b) 采用单一 GNSS 导航无人机在起降区域定位精度应满足 10 m；采用差分增强定位、地基增强定

位或多种导航手段，应保证进入起飞和降落阶段的精度满足 1 m。  

c) 在飞行期间抗风能力应不低于 6 级，起降阶段抗风能力不低于 4 级。 

7.3 无人机维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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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维修手册 

运营人维护手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营人应编写适用于无人机及其地面保障设备的维修手册，或按照无人机制造厂商发布的使

用维护手册进行定期检查和维修。 

b) 在无人机全生命周期内按维修手册对其进行维修，无人机每次飞行，应进行航前及航后检查，

以保证其始终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c) 运营人应根据海岛场景、海上飞行环境及所运输货物种类、对无人机采取必要的防湿热/湿冷、

防腐、防盐雾、防霉、绝缘等措施，并及时做好维修维护。 

7.3.2 维修记录 

运营人维修记录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营人应以局方可接受的方式对每一项维修工作进行记录和保存，保证记录可追溯和查阅。记

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日期、无人机序列号、维修内容、维修后状态、维修人员、检验人员等。 

b) 维修记录应按照民航部门要求进行保存。 

8 运行环境和起降场地要求 

8.1 运行环境要求 

运营人在正式运行前应对海岛场景的运行环境进行评估，对于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运行环境制定

合理的风险缓解措施。 

需评估的运行环境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a) 地理环境：运行区域内海、海岛、山、航道、低空障碍物（例如灯塔、风力电站等）等信息。 

b) 人文环境：运行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居民住宅区、政府机构、加油加气站等人口密集区或地面重

要建筑设施，包括相应的人口密度信息。 

c) 气象环境：运行区域内影响无人机飞行安全的风速、风向、降水、湿度、大雾、海况等气象因

素，重点考虑无人机防高湿、防盐雾、防腐蚀要求。应结合无人机性能、气象环境制定其飞行

限制。 

d) 电磁环境：运行区域内的电磁辐射源，包括海上无线电通信、海上钻井平台大型电子设备等可

能对航空器导航通信存在干扰的辐射。 

e) 空中交通环境：运行区域内的其他飞行活动，包括通航飞行作业、民航运输、无人机飞行等。 

f) 通信导航监视信号覆盖信息。 

g) 可能影响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其他信息。 

8.2 起降场地要求 

8.2.1 基本要求 

运营人应根据业务需求、运行量、拟使用无人机性能等进行起降场选址和建设。  

8.2.2 场地选址 

起降场地选择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避开军事区域； 

b) 所在空域的限制及空域内其他用户的关系； 

c) 通讯信号及周边高压线塔等干扰源； 

d) 避开人口稠密区和海上船只； 

e) 预期选址的地质条件； 

f) 气象因素； 

g) 噪音影响； 

h) 周边自然生物环境及鸟类栖息、迁徙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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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预期运行类型、货物类型及起降方式、运行量； 

j) 配套基础设施； 

k) 季风及潮汐影响； 

l) 周边障碍物情况。 

8.2.3 场地设计规划 

运营人对起降场地设计规划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根据预期使用无人机类型及其起降方式，确定场地大小、形状、范围。 

b) 根据预期运行量，规划场地内起降点数量。 

c) 规划停泊区。 

d) 与周边障碍物的间隔。 

e) 场地内设计标志标识，且须符合相关规定。 

8.2.4 场地建设 

运营人对起降场地建设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场地大小、数量及间隔应符合运行需要。 

b) 场地道面平整，且强度能满足运行要求。 

c) 道面能防止积水并具有一定抗滑性能，任何方向的总坡度不超过 1.5%。 

d) 用于辅助照明的灯光系统及场地指引灯光。 

e) 可空中识别的降落定位点。 

f) 气象信息采集设备。 

g) 必要的边界围栏。 

h) 消防设备。 

i) 地面引导设备及满足无人机控制精度要求的起降区域范围。 

8.2.5 场地资料 

运营人对起降场地资料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基准点、标高； 

b) 场地的构型、尺寸； 

c) 管理方信息及联系方式； 

d) 周围重要障碍物的名称、类型、顶端高及地理坐标； 

e) 对于有跑道的场地，还应包括跑道的编号、方位（真向和磁向）、长度、宽度。   

9 运行控制要求 

9.1 基本要求 

a) 运营人宜设置满足有效控制和监督其整个运行的人员和系统。运营人可使用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提供的服务来满足其运行控制需求，运营人应当对订约的服务负责。运营人运控系统或第三

方所提供的服务系统应满足本章要求。 

b) 运营人需为运行控制系统指定人员进行管理。如果使用由第三方提供的运行控制服务系统，运

营人应确保该系统提供方的指定人员能够及时受理和解决系统异常问题。运营人应对系统的

稳定性和监控信息可靠性进行周期性的回顾分析，并根据运行实际对系统进行优化改进或升

级。 

9.2 运行控制系统安全和技术要求 

9.2.1 安全要求 

对于运营人所使用的运行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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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扩展性，满足系统升级和扩容的需要。 

b) 系统应配备至少一个可靠的备份系统，确保系统 7×24 h 不间断运行。 

c) 系统应具备规章要求的记录的保存功能，为确保真实性，应采用可靠的数字签名技术或区块链

技术，以便可以对开展的所有活动进行适当存储和可靠的追溯。 

d) 系统应通过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安全能力测试，应至少满足 GB/T 22239－2019 中第 7 章的

要求。 

e) 系统中重要数据，应采用加密等方法进行保护。 

f) 系统应建立防病毒机制，进行防病毒系统管理，及时安装系统补丁。 

g) 系统对灾难性事件应有应急措施。 

h) 系统应配有安全措施确保数据的存储安全。 

i) 系统应提供运行日志与操作日志功能，对异常运行与异常操作进行识别和告警。 

9.2.2 监控要求 

运营人所使用的运行控制系统应具备以下运行监控要素。 

a) 航迹：通过对无人机历史位置的持续显示，获取一段时间内无人机飞行轨迹。 

b) 机组信息：机长信息、地面站位置、地面站工作状态。 

c) 能量源：无人机应装载满足任务要求的能量源和储备，以安全完成计划的飞行并满足偏离计划

运行的额外能量源需求，需要对能量源剩余情况进行监控。 

d) 气象：根据无人机当前飞行阶段，获取起降场及航路气象条件，如云高、能见度、风、降水、

颠簸、积冰等影响运行的天气现象。 

e) 异常：识别无人机偏航、低高度、备降、返航、紧急下降等偏离飞行计划的情况。 

f) 故障监控：影响飞行安全的系统或重要部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故障时无人机产生的告警信息

（以下称“重要故障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动力系统、能量源系统、飞控系统、电气系统。 

g) 飞行任务：与飞行任务相关的信息，包括预定航线、载荷等。 

h) 起降场地：地面起降场相关信息，包括起降场位置，设备设施等相关信息。 

i) 地理围栏：运行区域内地理围栏等相关信息，包括禁飞区、限制区、警示区等相关信息。 
注： 运营人应当制定备份预案应对可能出现的未能及时获取无人机运行信息的情况，以确保对运行的持续监控。 

9.2.3 功能要求 

运营人所使用的运行控制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a) 系统应具备展示无人机运行信息功能。确保无人机运行过程中运行信息被及时接收，无人机与

运行控制系统之间的信息对于无人机实时位置、能量源信息交互频次间隔不超过 1 min，对于

承担地面控制功能的运控系统运营人应根据自身实际采用更短的交互间隔。无人机操控员、运

控人员、维修人员等，应在各自操作界面无障碍的查询到当前无人机的运行限制信息。 

b) 系统应具备重要故障告警功能。当无人机在飞行中的发生重要故障，系统应自动触发告警，并

将相关信息通知运控人员。 

c) 系统应具备基本信息管理功能。包括操控员、无人机等基本信息的了录入、修改、查询、删除，

并具备相应统计分析功能。相应数据字段可参考 MH/T 2011－2019。 

d) 系统应具备起降场地管理功能。起降场地管理功能应包括起降场地信息及起降场地的录入、修

改、删除等编辑维护功能，起降场地信息可包括但不限于起降场点的经纬度、高度、跑道长度

和方向（如有）、设备设施情况等。 

e) 除了无人机通过数据链路自动下发，运行控制系统应具备主动获取无人机航迹信息和能量源

储备量/剩余量的功能，以便于运控人员、维修人员根据运行需要，主动对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和确认。 

f) 系统应具备向飞行管制部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服务系统或行业主管部门报送无人机飞行

动态数据、飞行申请信息等功能；同时，应具备接收飞行管制部门或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服务

系统向其传输的飞行申请批复、空域信息、告警信息等功能。 

g) 系统应具备无人机运行活动管理功能，内容应包括： 

1) 与飞行任务相关的计划管理； 



MH/T XXXXX—XXXX 

9 

2) 操控员及无人机的管理和任务分配； 

3) 无人机实时运行状态的跟踪和监控等。 

h) 系统应具备双向数据实时报送、运行记录查询、冲突告警等功能。 

i) 系统应具备历史数据快速查询、统计和导出功能。运营人应建立监控信息管理制度，保存运行

监控信息，确保可分时段分类查询历史数据、快速筛选定位运行记录，支持信息导出。 

9.3 数据要求 

9.3.1 无人机操控员数据 

无人机操控员数据应满足MH/T 2011－2019的相关要求。 

9.3.2 无人机数据 

无人机数据应满足MH/T 2011－2019的相关要求。 

9.3.3 无人机维修人员数据 

无人机维修人员数据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无人机维修人员数据信息 

序号 字段定义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与长度 

1 realnamea  维修人员真实姓名, 不超过128位 字符串 — 

2 licenseTypea 

维修人员执照： 

0->无维修执照 

1->有维修执照 

int32 数字 

3 licenseNo b 维修人员执照编号, 不超过128位 字符串 — 

4 license b 维修执照图片 文件 — 

5 phonea 移动电话号码 字符串 — 

6 idcardTypea 

身份证件类型： 

0->身份证 

1->营业执照 

2->护照 

3->军人证 

4->警官证 

int32 数字 

7 idcardNoa 证件编号 字符串 — 

8 idcard
a
 证件图片 文件 — 

a
 必填项 

b
 可选项 

 

9.3.4 起降点数据 

起降点数据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 起降点数据信息 

序号 字段定义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与长度 描述 

1 airportnamea 起降场名称, 不超过128位 字符串 — - 

2 airportTypea 

类型： 

0>无跑道 

1->有跑道 

int32 数字 - 

3 alta 海拔高度（高度） int32 数字 
起降场中心点，单位：m，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乘以10的2次方作为参数使用） 

4 lnga 经度 int64 数字 

起降场中心点，使用WGS84坐标，单位：°，

东经为正，西经为负，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乘

以10的7次方作为参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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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起降点数据信息（续） 

序号 字段定义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格式与长度 描述 

5 lata  纬度 int64 数字 

起降场中心点，使用WGS84坐标，单位为°，

北纬为正，南纬为负，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乘

以10的7次方作为参数使用） 

6 Rwyb  跑道长度（如适用） int32 数字 单位：m，取整数 

7 airportAngleb 跑道方向（如适用） Int32 数字 

起降场跑道方向或推荐起降方向，单位为°，

以北向为0顺时针0～359，精确到整体数位置，

无方向要求输入NAN 
a
 必填项 
b 
可选项 

 

9.3.5 交通数据 

运营人运行控制系统向相关空管部门或空中交通管理服务提供方服务系统之间交互的无人机飞行

动态数据、飞行申请数据、空域数据、告警信息数据等交通数据应满足MH/T 4053－2022相关要求。 

9.4 测试要求 

运营人所使用的运行控制系统应满足附录A的要求。 

10 通信保障、导航、无线电要求 

10.1 通信保障要求 

通信保障包含从机载数据链到地面控制端所涉及的数据链、数据中继、数据分发、地面网络等相关

环节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提供状态参数，如数据传输性能、信号强度、接入状态等参数，并在地面站（或运行控制系统）

上显示。 

b) 应合规使用无线电频率。 

c) 海岛场景通信链路应满足起降端信号覆盖率 100%，非人口密集区域航线信号覆盖率不小于 80%；

丢包率小于 10
-3
。 

d) 应防止未经授权的接入，并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 

e) 通信带宽应满足无人机上下行数据和指挥控制指令传输的带宽峰值要求。 

f) 无人机与地面站（或运行控制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时延应不大于 500 ms。 

g) 发生通信链路切换时，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1 s，且应能够自动切换。 

h) 采用地面组网通信或移动网络邻区切换不大于 1 s。 

10.2 导航系统要求 

导航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至少具备 BDSB1/B2 及 GPSL1/L2，双星四频的支持能力。 

b) 在仅接收 BDS 播发的公共服务信号情况下能实现定位功能。 

c) 能提供导航精度、导航性能及导航系统工作状态。 

10.3 无线电管理要求 

频率使用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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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运行控制系统测试要求 

A.1 测试目的 

附录A给出了用以确认无人机运营人运行控制系统客观性指标的测试内容，以确认其是否符合本文

件有关通信、存储、转发、并发等要求。 

A.2 测试环境 

a) 软件测试环境见表 A.1。 

表A.1 建议的测试环境 

终端类别 操作系统 相关应用软件 

服务器端 Linux/Windows Server Java、mysql 

客户端 Windows 10 浏览器 

 

b) 硬件测试环境见表 A.2。 

表A.2 硬件环境 

终端类别 硬件环境 

服务器端（最低配置要求） 

Cpu: Intel E5 2673 V4 

内存: 32G 

硬盘: 1T 

客户端（最低配置要求） 

Cpu: Intel R Core i5 6500 

内存: 16G 

硬盘: 1T 

 

c) 网络环境参见表 A.3。 

表A.3 网络环境 

网络类型 带宽 

局域网 1000 M 

 

A.3 测试方法 

A.3.1 通信能力要求 

通信性能应不低于MH/T 2011－2019中8.1通信等级为2的相关要求，通信稳定性和时延应满足表A.4

和表A.5要求。 

表A.4 通信稳定性 

相关测试点 详细说明 

丢包率 ≤10-3 

关键信息丢包率 ≤10
-5
 

误码率 ≤10-6 

 

表A.5 时延要求 

相关测试点 详细说明 

满足无人机系统与运行控制系统通信时延 管理指令＜300 ms；  网络≤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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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邻区切换时延要求 

相关测试点参见表A.6。 

表A.6 邻区切换时延 

相关测试点 详细说明 

可否满足蜂窝通信邻区切换最低时延 切换时间≤1 s 

 

A.3.3 数据存储能力要求 

测试运行控制系统应具备MH/T 2011－2017中存储等级2级能力，相关测试点参见表A.7。 

表A.7 存储能力等级 2级 

存储能力等级 详细说明 

2级 
2个副本 

电子签名存证 

 

A.3.4 数据转发性能要求 

运行控制系统从无人机系统获取信息并转发至第三方平台接口的时延，对于关键信息转发响应时

间应＜200 ms。 

A.3.5 数据并发性能要求 

测试运行控制系统接受无人机飞行数据的并发性能，对运控系统进行压力测试，相关测试点如下： 

a) 对于目标为实时管理无人机数≤50 架能力的系统，系统应满足每秒能接收不少于 1000 条飞行

数据和每秒能并发上传不少于 250 条飞行数据的能力。 

b) 对于目标为实时管理无人机数＞50 架的系统，系统应具备每秒接收数据＞20 倍管理无人机数

量和每秒上传≥5 倍管理无人机数的能力。系统正常运行期间，服务器 CPU 占用原则上不大于

40%。 
注： 运营人应声明接入其运行控制系统的最大无人机数量。 

A.3.6 数据接口测试 

运行控制系统应对以下接口的功能及数据完整性进行测试： 

a) 地理围栏数据更新接口 

运行控制系统向测试系统请求一次地理围栏数据更新接口，可成功发送请求，并成功获取上次更新

时间之后的变化数据。测试样例见表A.8。 

表A.8 地理围栏数据更新接口测试样例 

接口名称 地理围栏数据更新接口 

接口URL https://mhtest.appbdp.com/api/cloud/supervise/fence/search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参数 

{ 

"header" :  {},  //头信息 

//围栏数据最后一次更新时间 

"last_update_time":  "2017-08-01 15:30.010" 

} 

请求示例 

header： 

{"cpn":"002","ver":"1.0","msg_no":26,"msg_id":30001,"timestamp":"2022-09-22 

10:56:53.423"} 

last_update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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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8 地理围栏数据更新接口测试样例（续） 

请求示例 

2022-09-22 10:56:53.423 

整体请求： 

https://mhtest.appbdp.com/api/cloud/supervise/fence/search?header=%7B%22cpn%22%3A%2200

2%22%2C%22ver%22%3A%221.0%22%2C%22msg_no%22%3A26%2C%22msg_id%22%3A30001%2C%22timestamp

%22%3A%222022-09-22+10%3A56%3A53.423%22%7D&&last_update_time=2022-09-

22+10%3A56%3A53.423 

成功返回示例 

{ 

  "code": "10001", 

  "message": "操作正常", 

  "data": [], 

  "header": { 

    "msg_id": "40001", 

    "msg_no": "19592", 

    "timestamp": "2022-09-22 11:02:14.577", 

    "ver": "1.0", 

    "cpn": "002" 

  } 

} 

 

b) 无人机设备激活校验接口 

运行控制系统向测试系统请求无人机设备激活校验接口，根据无人机登记标识返回无人机是否注

册及结果信息。测试样例见表A.9。 

表A.9 无人机设备激活校验接口 

接口名称 无人机设备激活校验接口 

接口URL https://mhtest.appbdp.com/api/cloud/supervise/uav/check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 

"header" :  {},  //头信息 

"uav_flight_num":  "12345678",  //必填项，飞控序号 

"uav_ident":  "UAS00000111",  //必填项，无人机登记标识编号 

"uav_imei":  "12345678"  //必填项，通信设备编号 

"uav_number":  "12345678"  //必填项，无人机序号 

“factory_name”:”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必填项，厂商名称 

“uavid” : “002ⅠA017110001” //接口1.0中的无人机编号 

} 

请求示例 

header：{"cpn":"002","ver":"1.0","msg_no":35,"msg_id":30002,"timestamp":"2022-09-22 

11:19:41.275"} 

整体请求： 

[ 

  { 

    "name": "header", 

    "type": "string", 

    "value": 

"{\"cpn\":\"002\",\"ver\":\"1.0\",\"msg_no\":35,\"msg_id\":30002,\"timestamp\":\"2022-

09-22 11:19:41.275\"}", 

    "require": "1", 

    "remark": "" 

  }, 

{  

"name": "uav_flight_num", 

    "type": "string", 

"value": "3241231", 

    "requi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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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9 无人机设备激活校验接口测试样例（续） 

请求示例 

    "remark": "", 

    "disable": "0" 

  }, 

  { 

    "name": "uav_ident", 

    "type": "string", 

    "value": "UAS1223134513",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name": "uav_imei", 

    "type": "string", 

    "value": "12341234",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name": "uav_number", 

    "type": "string", 

    "value": "341234",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成功返回示例 

{ 

  "code": "10001", 

  "message": "操作正常", 

  "header": { 

    "msg_id": "30002", 

    "msg_no": "20274", 

    "timestamp": "2022-09-22 11:33:28.897", 

    "ver": "1.0", 

    "cpn": "002" 

  }, 

  "member_truename": "小明" 

} 

 

c) 运行控制系统在无人机起飞时接入通知接口 

运行控制系统向测试系统请求无人机起飞时接入通知接口。测试样例见表A.10。 

表A.10 运行控制系统在无人机起飞时接入通知接口测试样例 

接口名称 运行控制系统在无人机起飞时接入通知接口 

接口URL https://mhtest.appbdp.com/api/cloud/supervise/uav/flight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header" :  {},  //头信息 

"uav_ident":  "UAS00000111"  //必填项，无人机登记标识编号 

“uavid” : “002ⅠA017110001” //接口1.0中的无人机编号 

"uav_number": “SNXXXX” //无人机序号 

“factory_name”:”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必填项，厂商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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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 运行控制系统在无人机起飞时接入通知接口测试样例（续） 

请求示例 

整体请求： 

[ 

  { 

    "name": "header", 

    "type": "string", 

    "value": 

"{\"cpn\":\"002\",\"ver\":\"1.0\",\"msg_no\":10,\"msg_id\":30003,\"timestamp\":\"2022-

09-22 12:11:31.909\"}", 

    "require": "1", 

    "remark": "" 

  }, 

  { 

    "name": "uav_ident", 

    "type": "string", 

    "value": "UAS2313k2j3k1",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name": "uav_number", 

    "type": "string", 

    "value": "djjingling02",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name": "uavid", 

    "type": "string", 

    "value": "002ⅠA01711001",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name": "factory_name", 

    "type": "string", 

    "value": "厂商大疆", 

    "require": "1", 

    "remark": "", 

    "disable": "0" 

  } 

] 

成功返回示例 

{3 items 

"code":"10001" 

"message":"操作正常" 

"header":{5 items 

"msg_id":"40000" 

"msg_no":"159" 

"timestamp":"2022-09-22 12:15:10.357" 

"ver":"1.0" 

"cpn":"002" 

} 

d) 运行控制系统接收无人机飞行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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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或测试无人机向运行控制系统发送无人机飞行数据，应包括实时飞行数据接收和飞行数

据续传接收。无人机状态判断规则，根据心跳接口数据规则，发送间隔5 s，连续6次未收到则认为中断。 

企业可根据要求定义无人机系统接收飞行数据的格式和内容，但基本数据字段应满足MH/T 2011－

2019中10.3.6.1相关要求，并进行飞行数据实时上报/断链补传。 

e) 运行控制系统与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数据接口 

运行控制系统向测试系统请求动态数据上报，数据接口应满足MH/T 4053－2022中6.3相关要求，动

态飞行数据上报更新频率不应大于2 s，传输延迟不应高于1 s。测试样例见表A.11。 

表A.11 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数据接口测试样例 

接口名称 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数据接口飞行数据上报接口（动态数据） 

接口URL https://mhtest.appbdp.com/api/uss/uav/flying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参数 

"orderId": "djjingling0220220922U354Aiiv",//飞行记录编号 

    "flightStatus": "Inflight",//飞行状态 

    "manufacturedID": "",//制造商代码 

    "UAS": "UAS2313k2j3k1",//实名登记号 

    "timeStamp": "20220922121749",//当前时间 

    "aircraftType": "DJjingling",//型号 

    "coordinate": "1",//坐标系类型 

    "longitude": "1200100000",//位置经度 

    "latitude": "449700000",//位置纬度 

    "height": "-999",//真高 

    "altitude": "120",//高度 

    "GS": "10",//飞行速度值 

    "course": "-999"//航迹角 

请求示例 

{"appId": "1234", 

  "format": "JSON", 

  "charset": "UTF-8", 

  "signType": "md5", 

  "sign": "99F268CCDF222EDFB7165D7BCD8135E1", 

  "timestamp": "20220922121754", 

  "version": "1.0", 

  "bizContent": { 

    "orderId": "djjingling0220220922U354Aiiv", 

    "flightStatus": "Inflight", 

    "manufacturedID": "", 

    "UAS": "UAS2313k2j3k1", 

    "timeStamp": "20220922121749", 

    "aircraftType": "DJjingling", 

    "coordinate": "1", 

    "longitude": "1200100000", 

    "latitude": "449700000", 

    "height": "-999", 

    "altitude": "120", 

    "GS": "10", 

    "course": "-999" 

  } 

} 

成功返回示例 

{ "code": 1, 

  "msg": "操作成功", 

  "sign": "", 

  "success": tr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