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地区无人机飞行管理 
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深圳地区无人机飞行活动，引导从事

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合法飞行，提高飞行管理效

率，维护飞行秩序，确保空防和军民航飞行安全，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深圳地区试点区域：  

以 深 圳 市 行 政 管 辖 区 为 主 ， 具 体 范 围 ：

N22.77807E113.6376-N22.8362379E113.87257-N22.813324

7E113.9725456-N22.764957E114.0364036-N22.7905385E11

4.2095757-N22.8093102E114.3315926-N22.8071236E114.4

36718-N22.6963889E114.5983333-N22.5052778E114.65388

89-N22.425E114.5066667-N22.5836848E114.402557-N22.5

481653E114.2460018-N22.5468966E114.1677243-N22.4059

963E113.8422543 十四点连线范围内。 

第三条  无人机飞行管理应当坚持安全为要，降低飞行

活动风险；坚持需求牵引，适应行业创新发展；坚持分类施

策，统筹资源配置利用；坚持齐抓共管，形成严密管控格局。 

第四条  无人机是指机上没有驾驶员进行操作的遥控

驾驶航空器和自主航空器。 



第五条  南部战区空军参谋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深圳

地区无人机飞行管理试点工作，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

解决飞行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各单位各部门依据有

关规定和相关职责分工负责无人机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无人机系统 

 

第六条  无人机分为国家无人机和民用无人机。民用无

人机，是指用于民用航空活动的无人机；国家无人机，指用

于民用无人机之外的无人机，包括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

察飞行任务的无人机。 

根据运行风险大小，民用无人机分为微型、轻型、小型、

中型、大型。其中： 

微型无人机，是指空机重量小于 0.25 千克，具备高度

保持或者位置保持飞行功能，设计性能同时满足飞行真高不

超过 50 米、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40 千米/小时、无线电发

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要求的遥控

驾驶航空器。 

轻型无人机，是指同时满足空机重量不超过 4千克，最

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7 千克，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100 千米/

小时，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

能力的遥控驾驶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无人机。 

小型无人机，是指空机重量不超过 15 千克或者最大起

飞重量不超过 25 千克的遥控航空器或者自主航空器，但不



包括微型、轻型无人机。 

中型无人机，是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25 千克不超过 150

千克，且空机重量超过 15 千克的遥控航空器或者自主航空

器。 

大型无人机，是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150 千克的遥控航

空器或者自主航空器。 

第七条  中型、大型无人机，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

门依法实施适航管理。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生产企业规

范、产品制造标准、产品安全性，应当符合国务院工业主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 

除微型无人机以外的民用无人机，应当按照国务院工业

主管部门规定具备唯一产品编码。  

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投放市场前，应当经依法设立

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投放市场后，发现存在缺陷的，其生

产者、进口商应当依法实施召回。 

第八条  销售除微型无人机以外的民用无人机的单位、

个人应当向公安机关备案，并核实记录购买单位、个人的相

关信息（购买者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无人机的型号、产

品序号等），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备。 

物流、寄递企业在收寄民用无人机以及发动机、控制芯

片等重要零部件时，应当登记交寄物品以及寄件人和收件人

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报备。 

购买除微型无人机以外的民用无人机的单位、个人应当

通过实名认证，配合做好相关信息核实。 



第九条  民用无人机登记管理包括实名注册登记、国籍

登记。 

除微型无人机以外的民用无人机应当向国务院民用航

空主管部门实名注册登记，根据无人机有关管理规则进行国

籍登记。 

登记管理相关信息，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与飞

行管制、公安、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共享。 

民用无人机登记信息发生变化时，其所有人应当及时变

更；发生遗失、被盗、报废时，应当及时申请注销。 

第十条  使用民用无人机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并取得经营许可。 

第十一条  民用无人机生产者应当在微型、轻型无人机

的外包装，按照国务院工业主管部门要求显著标明守法运行

说明和防范风险提示，在机体标注无人机类型。 

第十二条  从事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飞行活动和利

用轻型无人机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

务院保险管理部门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险。 

第十三条  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飞行安全，保

障重大任务，处置突发事件，军队及其授权单位、武警部队、

海关、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配备和使用反无人

机的干扰、截控、捕获、摧毁等设备。 

禁止未经授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合法飞行的无人机实

施干扰、截控、捕获、摧毁等活动。 

第十四条  国家无人机的分类、定型、登记、识别、保



险等管理办法，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章  无人机驾驶员管理 

 

第十五条  轻型无人机驾驶员应当年满 8周岁，未满 14

周岁应当有成年人现场监护；小型无人机驾驶员应当年满 16

周岁；中型、大型无人机驾驶员应当年满 18 周岁。 

第十六条  操作微型无人机的人员需掌握运行守法要

求。 

驾驶轻型无人机在相应适飞空域飞行，需掌握运行守法

要求和风险警示，熟悉操作说明；超出适飞空域飞行，需参

加安全操作培训的理论培训部分，并通过考试取得理论培训

合格证。 

独立操作的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其驾驶员应当取

得安全操作执照。 

分布式操作的无人机系统或者集群，其操作者个人无需

取得安全操作执照，组织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及管理

体系应当接受安全审查并取得安全操作合格证。 

第十七条  无人机驾驶员应当接受民航深圳监管局、深

圳市公安机关以及军航飞行管制部门进行的身份和资质查

验。 

第十八条  无人机驾驶员受到酒精类饮料、麻醉剂或者

其他药物的影响，损其工作能力的，不得驾驶无人机。 

因故意犯罪曾经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担任中型、



大型无人机驾驶员。 

   

第四章 飞行空域 

 

第十九条  无人机飞行空域划设应当遵循统筹配置、灵

活使用、安全高效原则，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社会效益和公

众利益，科学区分不同类型无人机飞行特点，以隔离运行为

主、兼顾部分融合飞行需求。飞行空域应当明确水平、垂直

范围和使用时限。 

第二十条  未经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批准，微型

无人机禁止在以下空域飞行： 

（一）真高 50 米以上空域； 

（二）空中禁区以及周边 2000 米范围； 

（三）空中危险区以及周边 1000 米范围； 

（四）机场、临时起降点围界内以及周边 3000 米范围

的上方； 

（五）国界线或者实际控制线到我方一侧 3000 米、香

港边境线至深圳一侧 100 米范围的上方； 

（六）军事禁区以及周边 500 米范围的上方，军事管理

区、设区的市级（含）以上党政机关、监管场所以及周边 200

米范围的上方； 

（七）卫星地面站（含测控、测距、接收、导航站）等

需要电磁环境特殊保护的设施以及周边 1000米范围的上方，

气象雷达站以及周边 500 米范围的上方； 



（八）军工重要科研、生产、试验、存储设施保护区以

及周边 500 米范围的上方，实施一、二级实物保护的核设施

控制区，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大型企业和储备可燃

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基地以及周边 100 米范围的上方，发

电厂、变电站、加油站和大型车站、码头、港口、大型活动

现场以及周边 50 米范围的上方，高速铁路以及两侧 100 米

范围的上方，普通铁路和国道、省道以及两侧 50 米范围的

上方； 

（九）军航超低空飞行空域。 

上述微型无人机禁止飞行空域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会同

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确定具体范围，每半年根据情况

更新一次，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设置警示

标志。 

第二十一条  划设以下空域为轻型无人机管控空域： 

（一）真高 120 米以上空域； 

（二）空中禁区以及周边 5000 米范围； 

（三）空中危险区以及周边 2000 米范围； 

（四）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区，民用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水

平投影范围的上方； 

（五）有人驾驶航空器和大型无人机临时起降点以及周

边 3000 米范围的上方； 

（六）国界线或者实际控制线到我方一侧 5000 米范围

的上方，香港边境线至深圳一侧 500 米范围的上方； 

（七）军事禁区以及周边 2000 米范围的上方，军事管



理区、设区的市级（含）以上党政机关、监管场所以及周边

500 米范围的上方； 

（八）卫星地面站（含测控、测距、接收、导航站）等

需要电磁环境特殊保护的设施以及周边 2000米范围的上方，

气象雷达站以及周边 1000 米范围的上方； 

（九）军工重要科研、生产、试验、存储设施保护区以

及周边 1000 米范围的上方，实施一、二级实物保护的核设

施控制区及周边 200 米范围的上方，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

险品的大型企业和储备可燃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基地以及

周边 150 米范围的上方，发电厂、变电站、加油站和中大型

车站、码头、港口、大型活动现场以及周边 100 米范围的上

方，高速铁路以及两侧 200 米范围的上方，普通铁路以及两

侧 100 米范围的上方，高速公路以及两侧 50 米范围上方； 

（十）军航低空、超低空飞行空域； 

（十一）深圳市人民政府会同南部战区空军确定的管控

空域。 

未经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批准，轻型无人机禁止

在上述管控空域飞行。管控空域外，无特殊情况均划设为轻

型无人机适飞空域。 

植保无人机适飞空域，位于轻型无人机适飞空域内，真

高不超过 30 米，且在深圳市政府明确的农林牧区域上方。 

第二十二条  每年 5月 31 日、11 月 30 日前，深圳市人

民政府汇总各方需求向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提出轻

型无人机管控空域划设申请；6月 30 日、12 月 31 日前，南



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予以批复，并通报民航中南地区空

管局。 

临时关闭部分轻型无人机适飞空域，由深圳市人民政府

提出申请，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进行审批，并通报民

航中南地区空管局。临时关闭期限通常不超过 72 小时，关

闭生效时刻 24 小时前发布。遇有重大活动和紧急突发情况

时，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根据需要可以临时关闭部分

轻型无人机适飞空域，生效时刻前 1小时发布。 

第二十三条  无人机执行以下七种通用航空任务飞行，

应当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办理任务申请和审批手续： 

（一）进出我国陆地国界线或者外籍无人机飞入我国领

空的； 

（二）穿越台湾海峡两岸飞行情报区分界线和飞入香

港、澳门地区的； 

（三）进出香港边境线或者越过我国海上飞行情报区

的； 

（四）进入空中禁区、空中危险区、空中限制区（飞行

训练使用的空中限制区除外）的； 

（五）从事涉及军事设施航空摄影或者遥感物探的，以

及涉及重要政治、经济目标和地理信息资源航空摄影或者遥

感物探的； 

（六）从事跨越国边境航空摄影、遥感物探等情况的； 

（七）外籍无人机或者由外籍人员驾驶我国无人机使用

未对外开放的机场、空域、航线的； 



符合上款规定的微型无人机在禁止飞行空域外、轻型无

人机在其适飞空域内飞行，不需办理任务申请和审批手续。 

 

第五章 空域申请 

 

第二十四条  任务审批类。无人机作业单位和个人在取

得任务审批许可后，在飞行实施 5个工作日前向南部战区空

军飞行管制部门进行空域申报。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

综合民航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意见后，应当在飞行实施 2个

工作日前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单位或

者个人。 

非任务审批类。除微型无人机在禁止飞行空域外、轻型

无人机在适飞空域内，无人机作业单位和个人应在飞行实施

5 个工作日前向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进行空域申报。

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综合民航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意见后，应当在飞行实施 2个工作日前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

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十五条  飞行空域申请内容通常包括： 

（一）组织该次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 

（二）飞行任务性质； 

（三）无人机类型、架数； 

（四）起飞、降落和备降机场（场地）； 

（五）飞行时间； 

（六）飞行空域、航线及飞行高度；  



（七）飞行空域性质; 

（八）其他特殊保障要求。 

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提交有效任务批准文件和必要资质

证明。 

第二十六条  隔离空域划设。无人机通常与有人驾驶航

空器隔离运行，划设隔离空域，并保持一定间隔。微型无人

机禁止飞行空域外的空域、轻型无人机适飞空域不影响隔离

空域和有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空域的划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可不划设隔离空域： 

（一）根据任务或者飞行课目需要，国家无人机与有人

驾驶航空器在同一空域或者同一机场内的飞行； 

（二）经过充分安全认证的大型无人机飞行； 

（三）中型无人机不超过真高 300 米飞行和经过充分安

全认证的中型无人机其他飞行； 

（四）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

监视能力的小型无人机，在轻型无人机适飞空域及上方不超

过真高 300 米飞行； 

（五）轻型无人机在适飞空域上方不超过真高 300 米飞

行。 

真高 300 米以下的隔离空域与其他空域间隔，应当低于

现行空域间隔；跨越真高 300 米及以上的隔离空域间隔与其

他空域间隔，应当不低于现行空域间隔。 

隔离空域申请，由申请人在拟使用隔离空域 5个工作日

前，向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提出；南部战区空军飞行



管制部门应当在拟使用隔离空域 2个工作日前作出批准或者

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单位或者个人。 

申请内容主要包括：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无人机类型及

主要性能，飞行活动性质，隔离空域使用时间、水平范围、

垂直范围，起降区域或者坐标，飞入飞出隔离空域方法，登

记管理的信息等。 

无人机隔离空域的使用期限，应当根据飞行的性质和需

要确定，通常不得超过 12 个月。 

因飞行任务需要延长隔离空域使用期限的，应当报南部

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同意。 

隔离空域飞行活动全部结束后，空域申请人应当及时报

告有关飞行管制部门，其申请划设的隔离空域即行撤销。 

已划设的隔离空域，经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同意

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也可以使用。 

 

第六章 飞行运行 

 

第二十七条  无人机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试点区域内除微型无人机以外的民用无人机能按要求接入

综合监管平台，并协助有关部门对无人机进行管控。接入综

合监管平台的无人机飞行，应自动向平台报送飞行动态信息

及识别、产品、登记、驾驶员等监管信息。民用无人机飞行

动态信息与军航飞行管制部门、公安机关共享。 

第二十八条  从事需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



或者个人实施飞行前，应当向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提

出飞行计划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微型无人机在禁止飞行空域外飞行，无需申请飞行计

划。轻型无人机在适飞空域内、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150 千

克的植保无人机在深圳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农林牧区域内飞

行，无需申请飞行计划，但需实时向综合监管平台报备飞行

计划和动态信息。 

第二十九条  微型、轻型无人机飞行计划申请。微型无

人机在禁止空域内和轻型无人机在管控空域内飞行，必须先

取得空域使用许可。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在拟飞行前 1 天 15

时通过综合监管平台提出飞行申请，军航飞行管制部门应当

在飞行前 1 天 21 时前予以答复，并分发给公安机关和民航

管理部门，获准飞行的用户必须主动向综合监管平台报送无

人机的位置和动态信息。 

第三十条  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飞行计划申请。使

用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必须先取得空域

使用许可。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在拟飞行前 1 天 15 时前通过

综合综合监管平台向军航飞行管制部门提出；军航飞行管制

部门应当在拟飞行前 1 天 21 时前予以答复，并分发给公安

机关和民航管理部门，获准飞行的用户必须主动向综合监管

平台报送无人机的位置和动态信息。 

第三十一条  使用无人机执行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医

疗救护或者其他紧急任务的，可于计划起飞前 30 分钟通过

综合监管平台向南部战区空军飞行管制部门同时提出飞行



计划和空域使用申请，飞行管制部门应当优先快速办理，通

常于起飞前 10 分钟前批复，并分发给公安机关和民航管理

部门，获准飞行的用户必须主动向综合监管平台报送无人机

的位置和动态信息。 

第三十二条  飞行计划申请内容通常包括： 

（一）组织该次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 

（二）飞行任务性质； 

（三）无人机类型、架数； 

（四）通信联络方法； 

（五）起飞、降落和备降机场（场地）；  

（六）预计飞行开始、结束时刻；  

（七）飞行航线、高度、速度和范围，进出空域方法； 

（八）遥控、遥测、信息传输频率； 

（九）导航方式，人工介入操控程度，智能自主控制程

度；  

（十）安装二次雷达应答机的，注明二次雷达应答机代

码申请； 

（十一）应急处置程序； 

（十二）其他特殊保障要求。 

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提交有效任务批准文件和必要资质

证明。 

第三十三条  申请并获得批准的无人机飞行计划，组织

该次飞行活动的用户应当在无人机起飞 1小时前向南部战区

空军飞行管制部门报告计划开飞时刻和简要准备情况，经放



飞许可方可飞行；飞行中实时掌握无人机飞行动态，保持与

军航飞行管制部门通信联络畅通；飞行结束后，及时报告飞

行实施情况。 

微型无人机在禁止飞行空域外和轻型无人机、最大起飞

重量不超过 150 千克的植保无人机在深圳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农林牧区域内飞行，不需飞行管制部门许可。 

第三十四条  无人机飞行应当避让有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主动避让地面、水上交通工具。轻型无人机在适飞空域

内、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150 千克的植保无人机在深圳市人

民政府确定的农林牧区域内飞行，应主动避让有人驾驶航空

器、国家无人机和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飞行；微型无人

机飞行，应当保持直接目视接触，主动避让其他航空器飞行。 

夜间或者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飞行的无人机应当开启

警示灯并确保处于良好状态。 

未经飞行管制部门批准，无人机不得通过地面基站进行

中继连续飞行、分布式操作，不得携带化学品、危险品、爆

炸物，不得使用轻型无人机从事货物运输，不得在移动的车

辆、船舶、航空器上（内）驾驶除微型无人机以外的民用无

人机。 

组织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国家保

密相关规定，不得利用无人机从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

恐怖滋扰活动，不得利用无人机从事间谍、窃密、反动宣传、

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侵犯他人隐私等非法活动。 

禁止境外无人机或者境外人员单独驾驶境内无人机从



事测量勘查以及对敏感区域进行拍摄等飞行活动。发现其违

法飞行，飞行管制部门责令立即停止飞行，并通报外事、公

安等部门及时处置。 

 

第七章  责任与处置 

第三十五条  与无人机飞行有关的单位、个人负有保证

飞行安全的责任，应当遵守有关规章制度，积极采取预防事

故措施，保证飞行安全。违反本试行办法及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由有关部门按规定从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工信、公安、民航等有关部门负责对无人

机生产经营企业、所有者、驾驶员从事无人机活动进行行业

监管，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向社会公

布，严格限制其从事无人机飞行活动。 

两架及以上无人机同时飞行发生飞行安全问题的，由组

织该次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直接

目视视距内与直接目视视距外飞行发生飞行安全问题的，由

组织无人机直接目视视距外飞行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主要

责任。组织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存在明显过错的

除外。 

无人机与有人驾驶航空器混合飞行发生飞行安全问题

的，由组织无人机飞行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主要责任。有人

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存在明显过错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无人机飞行发生特殊情况，组织该次飞行

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作为飞行安全的责任主体，有权作出及



时正确处置，并遵从军民航空管部门指令。组织民用无人机

飞行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降落后 24 小时内向民用航空

管理机构提交书面报告。 

对空中不明情况和违法违规飞行，军队、武装部队、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单位依法组织查证处置，其他相关

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八章  其他 

 

第三十八条  深圳地区从事无人机飞行活动时，申请单

位、个人自行提供通信、气象、现场指挥等保障服务，并对

活动安全负责。 

第三十九条  从事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应当

制定安全保障措施、应急处置办法，严格按照空域使用类别

和批准的飞行计划组织实施，并按规定报告飞行动态。 

第四十条  从事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应当确

保飞行活动负责人的通信畅通，出现紧急情况时逐级上报。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

条例（征求意见稿）》为参考，国家上位法出台后，本办法

视情作相应修订。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9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