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疆农业

用科技开启未来农业新篇章



关于大疆创新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创新）成立于 2006 年，专注

于无人机系统研发和生产，致力于通过打造世界一流产品，重新定义“中国

制造”, 为无人机消费、行业用户以及专业航拍应用提供性能最强、体验最佳

的革命性智能飞行平台和解决方案。

大疆创新总部 14 楼接待区



关于大疆农业

中国有 20 亿亩耕地，我国不发达的植保现状和航空植保的先天优势，带来了

巨大的无人植保机市场。作为全球无人机领先者，大疆创新于 2015 年 11 月正

式推出农业植保机，这标志着我们进入农业无人机领域。

大疆农业



大疆创新全力打造智能高效的农业植保机，致力于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植保成本。

1
卓越产品·高效作业

MG 系列 非凡成就



用全新的技术开启未来农业的篇章。大疆 MG 系列专为农业植保设

计，集成先进的飞控、可靠的内循环冷却系统、便携的折叠机身和操

控简易的定制遥控器，为你提供高效、安全、便捷的植保作业工具。

系列
农业植保机

卓越产品 高效作业



卓越产品 高效作业



大疆创新用科技开启未来农业新篇章，2016 年，我们在全国包括台湾在内的 30 个省、市、自

治区建立了销售渠道和服务站点，并依托经销商和用户，组建了大量的区域植保联盟和飞防团队。

截止 2016 年 10 月底，大疆 MG 系列农业植保机国内销量达 2500+ 架（含台湾）。

2500+ 架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 服务点 200+ 植保队

深圳总部

新疆石河子市农业运营中心

新疆阿拉尔市农业运营中心

卓越产品 高效作业



经典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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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上空的守护者

传统农机人的转型

新疆棉花脱叶剂植保

水生作物植保案例陡峭坡地 手动飞行

精准喷洒消灭陕西玉米虫害

高效：年作业超 15000 亩次／台

无人机辅助向日葵授粉



无人机辅助向日葵授粉 陡峭坡地 手动飞行

无人机辅助授粉，将有取代或大大减少专门使用蜜蜂授粉的可能性。在作物开花前、初花期，

MG-1 辅助 8000 亩向日葵人工授粉。

初秋时节，是茶叶虫害的潜伏期，面对地形陡峭的茶园，飞手们只能采用手动作业模式，大疆农业

植保机以其出色的稳定性，在坡度约 60°的茶地圆满完成了任务。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

陕西省渭南市精准喷洒消灭陕西玉米虫害

大疆农业派出12架飞机施援，从7月31日至8月6日，飞手们每天作业11小时，累计作业30500亩，

平均每天每架飞机作业超过 363 亩。

高效：年作业超 15000 亩次 / 架 

大学生谈成回乡创业，尝试了很多行业，最终选择做飞防植保，创建福利丰飞防队。今年 5 月购买

了 6 台大疆农业植保机，一年作业超 9 万亩次，平均每架飞机作业超 1 万 5 千亩次。

湖北省松滋市

经典应用案例



新疆棉花脱叶剂植保

大疆农业植保机一遍施药，达到了拖拉机二次施药相同的脱叶效果，此外，无人机施药时螺旋桨形

成的气流能够让上、中、下部叶片均匀着液。

经典应用案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州 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烟草上空的守护者

烟草传统作业一般采用背负式或拖挂式，叶片容易被折断，相比之下，使用多旋翼植保机作业对烟

叶损害较小。2016 年 6 月，2 架 MG-1 对汝阳县的 1000 亩烟草进行了四次植保作业，虫口减退

率达到 93.76%。



传统农机人的转型 水生作物植保案例

张捷原先自营传统农机公司，因传统农机无法深入某些特殊地形，并且自重大，遇黏土地机器下陷

严重，所以他不断尝试新的植保机械。2016 年 4 月，张捷自购了 7 架大疆农机，为江苏盐城东台

市的农户治理桑树虫害。

传统的莲花植保，需要农户划着小船载药到池塘各处喷洒，湖心莲花密集处打药难度很大，整体植

保效率低下。资兴市莲花开花、结子期，大疆农业为 800 亩莲花做植保，有效地预防了青虫，莲

子亩产提高一倍。

经典应用案例

江苏省盐城东台市 湖南省资兴市



打造农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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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药平台

关怀计划

孵化器计划

慧飞培训

金融服务

慧飞毕业生从业案例



大疆创新研发并生产专为农业植保领域设计的高效、安全、便捷的植保作

业工具。产品方面，我们拥有从生产到销售和售后的全链条服务。人才培

养方面，我们有从培训到推荐入职，再到供需平台接单的服务。此外，大

疆创新在农业领域深耕、打造产业链，为农户提供分期购机、植保服务贷款、

关怀计划，多重保障为农业植保机械化保驾护航。

打造农业生态系统

农户可通过“大疆农业”微信服务号一键下单，植保队注册后可接单

为农户提供服务。

打药平台

扫描二维码 关注大疆农业 即可一键下单

关怀计划对正常使用和操作大疆农业植保机过程中，由于人为或意外

而造成的机身损失提供维修服务。用户将享受高价值的大疆官方维修，

此外，该计划为用户提供备用机政策，解决农忙时期快速植保的需求。

关怀计划

孵化器计划

大疆农业将在我国地形复杂区域投放农业植保机，辅助本地植保服务

商工作，推进全国农业机械化进步。



金融服务

● 分期购机

众安保险联合农分期为大疆用户提供分期购机服务（目前覆盖江苏、

安徽、山东、江西、河南）：针对信用良好的农户，农分期给予一定

的授信额度，农户可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分期购机，以此解决农户资金

不足的问题。

服务流程：农户通过代理商向农分期提出申请 > 农分期上门调查 > 

初审、终审通过，众安承保履约险 > 分期款项支付给无人机经销商 > 

无人机经销商收到货款，安排发货 > 农户分期还款

打造农业生态系统



● 植保服务贷款

大疆联合农金圈向用户提供植保服务贷款：农户可向农金圈全国合

作经销商申请大疆植保队的植保服务，并且由农金圈向农户提供植

保服务分期贷款。目前农金圈业务已遍布全国 27 个省市及自治区，

合作农资经销商已达到 800 多家，辐射农户超过 5000 户，辐射种

植面积超 2000 万亩。

金融合作伙伴

打造农业生态系统



2016 年 6 月，大 疆 成 立 慧 飞 无 人 机 应 用 技 术 培 训 中 心（Unmanned Aerial 

Systems Training Center），慧飞专注于无人机在各行业的应用，拥有飞行、工程、

植保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最新的无人机设备，提供新飞手入门、行业进阶、设备维护等

全方位培训。此外，慧飞还为无人机农业植保设置定制化课程。



慧飞的认证是全球认可的职业认证，在迅猛发展的

无人机应用领域先人一步。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

慧飞拥有 120 名教员，培养了 600+ 名专业飞手。

飞手毕业后服务于农业、航拍等领域。

慧飞无人机应用技术培训中心校区

120名教员     ｜     600+名专业飞手

慧飞培训

北京

哈尔滨

济宁

天津

呼和浩特

南京

杭州

郑州

南昌

合肥

重庆

阿拉尔

乌鲁木齐

兰州

武汉

福州

广州

厦门

佛山
深圳

西安

长沙

株洲湘潭

郴州



慧飞毕业生从业案例

30 岁，辽宁盘锦人，9 号无人机大队创始人。

30 岁，安徽安庆人，植保无人机飞手。

从慧飞毕业后成立 9 号无人机大队，在辽宁、吉林、河北、山东、湖南、江西、

广东、云南等多地累计完成 20 余万亩地的植保作业。9 号无人机大队目前有

25 名植保队员，15 台大疆植保机，先后在辽宁盘锦、吉林白城、江西吉安、

云南昆明开设了办事处，并在泰国、乌克兰开展无人机植保宣传，未来将在

全球范围内使用大疆植保无人机开展植保业务。

做植保前从事汽车销售 5 年，出于个人兴趣报名慧飞培训，零基础入学，

毕业后通过慧飞提供的就业信息，成功求职成为植保无人机飞手。先后在

安徽、湖南、江苏、江西等多地开展植保工作，个人每天可完成 200 到

350 亩地的植保作业。投入植保行业后，月收入突破万元，经济收入相较

之前大幅提升，工作价值得以体现，获得了各地农民的认可，现在为人更

为自信，对植保工作充满激情。

田欣宇

董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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