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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导则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导则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of

China，以下简称中国AOPA）提出、制定、发布、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导则起草单位：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本导则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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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无人机广泛应用于输电线路运行巡视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作业人员安

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经济价值。庞大的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之中，人员结构差异大，对无

人机知识与电力知识掌握水平参差不齐，为提升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包括航空、电力、测绘、通

信等多专业的技能水平，从准入层面对无人机操控员实施电力专业应用进行规范化约束，实现无人

机操控员的多元化与标准化管理，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于2021年建立电力专业无人机操

控员培训考核导则，并按照公文管理程序审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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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培训考核导则

1 范围

本导则描述了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从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电力专业技能、应急处置能力、

等级考核评定与合格证管理等内容。

本导则适用于应用各型无人机对架空输电线路、配电线路、新能源电力设备等开展运行巡视的

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与等级评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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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MD-TM-2009-002《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T/AOPA 0008－2020《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规则》

AC-61-FS-2018-20R2《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DL/T-741-2010《架空输电线路运行规程》

Q/GDW 11383-2015《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系统配置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人机 Unmanned Aircraft

是由控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

3.2

无人机系统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是指由无人机、相关的控制站、所需的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以及批准的型号设计规定的任何其

他部件组成的系统。

3.3

多旋翼无人机 Multi-rotor UAV

是指一种重于空气的无人机，由三个（含）以上旋翼与空气进行相对运动的反作用而获得升力

的无人机。

3.4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VTOL fixed-wing UAV

是指一种重于空气的无人机，垂直起降时由与直升机、多旋翼类似起降方式或直接推力等方式

实现，水平飞行由固定翼飞行方式实现，且垂直起降与水平飞行方式可在空中自由转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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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精细化巡视 UAV fine patrol

应用无人机搭载照相机或光电吊舱，对线路本体、辅助设施及线路通道进行全方位、精细化巡

查并记录可见光缺陷相关信息。

3.6

无人机激光扫描 UAV laser scanning

应用无人机搭载三维激光扫描系统沿输电线路路径进行航飞，获取线路本体及通道高精度、高

密度的激光点云数据。

3.7

无人机红外巡视 UAV infrared patrol

应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相机或红外光电吊舱，对导线连接点、线夹、绝缘子等部件进行温度检测

并记录红外发热缺陷相关信息。

3.8

申请人 applicant

是指申请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的自然人。

4 一般规定

本章规定了申请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的人员的基本条件要求。

4.1 身份要求

4.1.1 申请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中国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包括但不限于电力线路、

测绘地理信息等涉密资料。

4.1.2 申请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或护照等其他合法身份证件。

4.1.3 申请人应年满 18 周岁。

4.2 学历要求

申请人最低学历为大专毕业，电力专科学校毕业人员可适当放宽条件限制。

4.3 身体要求

4.3.1 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够适应电力专业作业环境。

4.3.2 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心态良好，戒骄戒躁，能够冷静对待与处理电力巡视作业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突发事件。

4.4 其他要求

4.4.1 申请人应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电力与无人机行业。

4.4.2 申请人应首先通过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试，具备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方能考取电

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

5 专业技能

本章规定了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应具备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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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应熟悉电力、测绘、通信等专业基础知识，具备精细化巡视、激光扫描

巡视、红外巡视等基本巡检作业与数据分析的能力。

5.1 专业知识

5.1.1 电力知识

a）了解架空输电线路、配电线路、新能源电力设备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运行维护等基本知

识。

b）熟悉杆塔本体、导线、地线、绝缘子、金具、通道等电力设备的概念。

c）熟练掌握电力设备无人机巡检内容、巡检科目与技术方案。

d）熟练掌握无人机航空电力作业危险点、危险源与安全管理规定。

5.1.2 测绘知识

a）熟悉测绘基础知识，了解时间系统、坐标系统、坐标转换等基础知识。

b）熟悉摄影测量、激光扫描、导航定位等作业类型的基本内容与基本流程。

c）熟悉 GPS 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惯性导航系统的原理与功能。

5.1.3 通信知识

a）熟悉通信基础知识，了解无人机通信的基本原理与数据链路的管理监控方式。

b）熟悉无人机机载链路设备、地面链路设备的传输性能和抗干扰能力。

c）熟练掌握无人机图像信号、数字信号的传输方式、波段、频率等内容。

5.2 巡视作业

5.2.1 精细化巡视

a）熟练掌握输电线路、配电线路、新能源电力设备精细化巡检的内容与要求，能够根据任务类

型、任务设备、作业环境制定合适的作业方案。

b）熟练掌握相机的安装、检查、调试和操作流程。

c）熟练掌握相机拍摄方向、距离、角度、拍摄范围及相机参数的调整与优化。

d）熟练掌握无人机对杆塔本体、绝缘子、金具、附属设施等部位的拍摄流程，照片数据应清晰、

无阴影，目标特征明显可辨。

e）熟练掌握精细化巡视缺陷类别与等级判定规则，能够正确识别缺陷并对缺陷进行规范化命名、

描述与分类定级。

f）熟练掌握精细化巡视缺陷的汇总、检查、整理与上报工作。

g）熟悉精细化巡视报告编制规范，能够按照规范要求正确编制精细化巡视总结报告。

5.2.2 激光扫描

a）熟悉输电线路、配电线路、新能源电力设备激光扫描巡视的内容与要求，能够根据任务类型、

任务设备、作业环境制定合适的作业方案。

b）了解三维激光扫描仪、惯性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

c）熟悉激光扫描设备的安装、检查、调试、检校等流程。

d）熟悉激光扫描巡视的范围与重点，能够根据实际环境调整激光扫描设备相关参数，满足作业

方案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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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熟悉激光点云数据解算、处理流程，能够完成激光点云数据的导入、浏览、数据检查等基本

操作。

f）熟悉激光扫描巡视隐患分类与等级判定规则，能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正确判定隐患类型与等

级。

g）熟悉激光点云数据与隐患数据的汇总、检查、整理与上报工作。

h）熟悉激光扫描巡视报告编制规范，能够按照规范要求正确编制激光扫描巡视总结报告。

5.2.3 红外巡视

a）熟悉输电线路、配电线路、新能源电力设备红外巡视的内容与要求，能够根据任务类型、任

务设备、作业环境制定合适的作业方案。

b）了解红外吊舱、双光吊舱的工作原理。

c）熟悉红外吊舱、双光吊舱的安装、检查、调试和操作流程。

d）熟悉红外吊舱、双光吊舱的性能参数，能够根据实际环境调整吊舱焦距、角速度等相关参数，

满足作业方案的技术要求。

e）熟悉红外巡视隐患分类与等级判定规则，能够正确识别缺陷并对缺陷进行规范化命名、描述

与分类定级。

f）熟悉红外照片、视频数据的剪辑、整理与上报工作。

g）熟悉红外巡视报告编制规范，能够按照规范要求正确编制红外巡视总结报告。

6 应急处置

本章规定了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应具备的无人机应急处置能力。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应熟练掌握应急操作手册内容与要求，熟练掌握应急操作程序，建立应

急操作清单，在面对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采取正确处置措施，规避风险及次生灾害。

6.1 危急情况

需要处置的危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动力系统故障

b）飞控系统故障

c）电气系统故障

d）地面站操作系统故障

e）无人机操纵系统故障

f）下行通信链路故障

g）起落架故障

6.2 紧急情况

需要处置的紧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导航系统故障

b）上行通信链路故障

c）控制站显示系统故障

d）任务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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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应急程序

6.3.1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在面对 6.1 与 6.2 所述的突发事件时，应能够冷静处置，熟练掌握应急

程序，需要执行的应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一键返航操作

b）动力装置重启操作

c）备份系统切换操作

d）应急迫降操作

6.3.2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在遇到坠机情况时，应能够根据应急操作手册要求，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响应，需要执行的应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人身伤害应急处理

b）坠机设备回收与处置

c）次生灾害应急处理

d）汇报与报案

e）舆情控制

7 考核评定

本章规定了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的考核方式与评价标准，评定合格的申请人可以向中

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申请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

7.1 考核内容与方式

7.1.1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考核包括以下科目：

a）电力专业理论考试

b）电力专业技能考核

7.1.2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考核方式包括专业理论考试与专业技能考核两类，申请人应按本导则

规定，提前至少 14 个日历日提出考核申请，并于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各项考试。

7.1.3 理论考试以计算机答题的方式进行，技能考核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认定的具有

考官资质的考核人员现场评定。

7.1.4 两项考核科目为递进关系，须顺次进行。

7.2 考核成绩判定

7.2.1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考核科目满分均为 100 分，专业理论考核以计算机答题成绩判定，及

格分为 90 分，专业技能考核由考核人员评定，及格分为 80 分。

7.2.2 专业技能考核主要判定标准如下：

a）按照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安全正确的完成指定考核动作与程序。

b）具备良好的判断能力。

c）具备良好的心态与应急处置能力。

7.2.3 两项考核成绩须全部达到及格分数线，方可评定为考核通过。

7.2.4 考核科目第一项未通过，即终止考试，不能继续进行下一科目考核。

7.3 补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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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补考科目为未通过科目及后续考核科目。

7.3.2 参加补考的申请人补考日期应与上一次考核日期间隔至少 28 个日历日，并应提前 14 个日历

日提出补考申请。

7.4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培训单位资质要求

7.4.1 申请获取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培训资质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a）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资格。

b）取得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含无人机操控员培训。

c）申请单位和组织机构法人无失信情况。

d）申请单位至少 10 名所属员工已取得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颁发的民用无人机驾驶

员合格证，且合格证在有效期内。

e）具有 10 架（套）及以上无人机及相机、吊舱、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作业设备。

f）具备 1 个及以上开展电力专业无人机技能培训的训练场地，场地宜为具备自有空域资源的通

用航空机场。

7.4.2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培训考核原则上每 2 年开展一次集中申请。

8 合格证管理

8.1 合格证申请

8.1.1 按照本导则规定，完成两项考核科目且成绩合格的申请人可依规向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

员协会无人机管理办公室申请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

8.2 合格证有效期

8.2.1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有效期为两年。

8.2.2 合格证持有人应在合格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向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无人机管理办

公室提出合格证续期申请。

8. 2. 3 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续期后，申请人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有效期应同步顺延。

8.2.4 未在有效期内提出续期申请的持有人在有效期满后不得继续从事电力专业无人机作业。

8.3 合格证变更与补发

8.3.1 在本导则颁发的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上显示的个人信息应与本人身份一致，信息变

更应向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无人机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写明变更原因与变更内容，

审核通过后方可完成变更。

8.3.2 在本导则颁发的电力专业无人机操控员合格证发生损坏或者遗失时，合格证持有人应及时向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无人机管理办公室提出补发申请，在合格证补发之前，不得从事电

力专业无人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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