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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协 会
湘地信协发〔2020〕17 号

关于开展无人机航测驾驶航空器系统操作手（UTC）培训班

（第一期）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

我省作为国家级全域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改革示范省，无人机市

场需求持续旺盛，为抢抓机遇，进一步提升我省地理信息行业低空

遥感影像快速获取能力，促进无人机新技术在地理信息保障服务中

的广泛应用，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现决定组织开展“无人机航测

驾驶航空器系统操作手（UTC）培训班（第一期）”。该培训班由省

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主办、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南中云图地理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现通知如下：

一、UTC 介绍

UTC 是经中国民航局认证的两大致力于通用航空领域培训的品

牌之一，其培训标准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用航空分会颁布，所有

考官均由协会授权安排。大疆创新 DJI 的全资子公司——慧飞无人

机应用技术培训中心专项负责培训，主要教授专业航测知识及飞行

技术，做到培训与考试分离，通过考试后取得的证书名称为“UTC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具有较高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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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内容

学员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操飞行，学习无人机的规范使用和保养，

了解航测原理和行业发展状况，掌握无人机构成和安全使用方法及

航测软件基本运用；通过基础班初步掌握无人机航测基本作业，能

独立利用无人机和后处理软件进行航测作业，掌握地理位置信息数

据获取、处理、应用等；通过高级班全方位掌握无人机航测系统解

决方案，成为专业的无人机航测工程师（详细内容及课程表见附件

1、附件 2）。

三、 培训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26 日（为期 4 天，遇天气情况恶劣

则顺延）

地点：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培训中心（玉兰苑 A 栋）11 楼。

四、 培训对象

年龄须是 18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无红绿色盲等妨碍安全

驾驶的疾病及生理缺陷的无人机行业应用技术人员及广大航拍爱好

者。

（一）湖南省自然资源系统使用无人机的相关专业人员（如自然

资源调查与监测、自然资源督察、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建设工程规

划管理、生态修复、耕地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用途管制、规划编

制、自然资源权益等）

（二）其他从事无人机航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广大航拍爱好者。

五、培训费用

按照 UTC 全国统一培训价格收取。

（一）培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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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班：4500 元/人，统一考核颁发“两证一书”：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操作手合格证（UTC）；测绘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

（Ⅰ级）；慧飞学员培训证书。

2、高级班：9800 元/人，除了颁发基础班的 3 个证书外，外业

进行 M300RTK 专业无人机培训，内业还可在以下后处理软件中任选

4 门：三维模型裸眼采集、三维模型建模、DOM 正射影像生产、DSM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2.5 维模型制作、立体采集、激光点云数据后

处理、环绕飞行精细化模型制作等专业航测二三维软件的学习。

（二）住宿及餐饮

1、住宿地点: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培训中心（玉兰苑 A

栋）9、10 楼。

2、就餐地点: 学院一食堂三楼学苑餐厅。

六、费用收取

（一）培训费用由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统一收取。

1、费用收取统一开具相关发票；

2、付款账号如下：

开户名：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账号：1806 1901 0400 1364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区支行

（二）食宿费用在学员报到时现场收取（暂按 4 天收取），其

中住宿费收费标准为：标双，280 元/间/晚，单间,220 元/间/晚；

伙食费标准为 100 元/人/天，学员凭票据回原单位报账。

七、报名方式

此次培训班因人力、场地有限，限报 32 人。按照报名时间顺序

取前 32名，超过 32 名的顺延到第二期，时间暂定为 2021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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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报名邮箱：741396489@qq.com（回执表见附件 3）

方式二、报名二维码（见右方）：

八、其他须知

（一）学员须提供 1 寸证件照两张 ，用于办理结业证书、学员

证 。

（二）为贯彻新冠肺炎防控工作要求，请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做

好个人防护措施。

九、联系人及报名方式

（一）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费用收取咨询）

彭海燕 13469056069

（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培训场地咨询）

宋 强 13487890000

（三）湖南中云图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培训技术咨询）

佩 佩 15111362805

附件 1：培训内容

附件 2：基础班培训课程表

附件 3：高级班培训课程增加的内容

附件 4：参会回执

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20 年 12 月 5日

mailto:388177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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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培训内容

（1）了解航测原理和行业发展状况，理解无人机安全使用知识，

掌握无人机构成和安全使用方法，通过实例初步掌握无人机航测基

本作业；了解航测软件基本运用，能用无人机和软件进行航测作业。

（2）根据客户需求可增加航测专业知识，通过实际操作使客户

熟练掌握像控点布设、像控点的选择、控制网布设、控制点测量、

调绘等的操作要求；内业可增加三维模型裸眼采集、三维模型建模、

DOM 正射影像、DSM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2.5 维模型制作、立体采集、

激光点云数据后处理、环绕飞行精细化模型制作等专业航测二三维

软件的学习。

附件 2：基础班培训课程表

无人机测绘技术基础班培训课程表

上课时间：9:00——12:00；14:00——16:00

日期 地点&责任教员 课程 目标

第

一

天

理论教程

责任教员：廖梨

（UTC 慧飞长沙

麓谷分校教员，

8 年航测工作经

验，精通无人机

航测内外业处

理，培训经验丰

富）

无人机与航空摄影基础知

识讲解

了 解 航 测 原

理，了解无人

机构成及软件

的基本应用，

理解无人机安

全使用知识，

通过实例初步

掌握无人机的

使用。

教学机型与软件的相关介

绍

无人机任务作业及实例分

享

无人机使用维护及安全作

业讲解

第 外业实训

责任教员：范瑞

无人机试飞&安全飞行训

练

掌握无人机安

全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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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

&赵付永（二人

均为 UTC 慧飞长

沙麓谷分校教

员，外业培训经

验丰富）

起降悬停训练

手动航线飞行训练

异地紧急降落等飞行练习

第

三

天

外业实训

责任教员：范瑞

&赵付永

环绕拍摄训练&无人机外

业数据采集

能用无人机和

软件进行测绘

作业

航测三维模型生产及正射

影像制作

理论教室/实训

场地

责任教员：廖黎

介绍内外业案例及延伸课

程

了解行业发展

现状，强化培

训课程

课程补习强化

第 四

天

理论教室 理论考核

实训场地 实操考核

附件 3：高级班培训课程增加的内容（第一项为固定课程，第二项

到第九项后处理软件学习可以任意选择 4 门）

1） 、外业安排 M300RTK 专业级无人机培训，

2） 、三维模型裸眼采集；

3） 、三维模型建模；

4） 、DOM 正射影像；

5） 、DSM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

6） 、2.5 维模型制作；

7） 、立体采集；

8） 、环绕飞行精细化模型制作；

9）、三维激光点云数据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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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操作手（UTC）培训班”参会回执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