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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載重無人機成為農戶的新寵。

2 農田外的操作員正在操作一台無人機。

■■操作員在稻田邊遙控無人機進行農藥噴灑作業操作員在稻田邊遙控無人機進行農藥噴灑作業。。

消費級無人機 規模3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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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為農業插上翅膀科技為農業插上翅膀
隨着科技在農業生產上的應用，農民們已漸漸脫離了昔

日「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現代化的耕種機器大大

提高了效率。被喻為「中國綠色食品之都」的黑龍江齊齊哈爾

日前舉辦綠博會，記者在會上不僅見識到來自各地參展的綠色

食品，更看到新技術幫助農民解除繁重的工作。其中，一款噴

灑農藥的無人機，把傳統人工噴灑工作的效率提高了90倍，

真正感受到「科技為農業插上了翅膀」。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齊齊哈爾報道

◀無人機可廣泛應用於軍事用途、農業植保、電
力巡檢、地質勘探等多個領域。 網絡圖片

效率提高效率提高9090倍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無
人機全稱為「無人駕駛飛行器」
（Unmanned Aerial Vehicle，簡稱
「UAV」），是利用無線電遙控
設備和自備的程序控制裝置操縱
的不載人飛機。它涉及傳感器技
術、通信技術、信息處理技術、
智能控制技術以及航空動力推進
技術等，是資訊時代高技術含
量的產物。無人機價值在於形
成空中平台，結合其他部件擴
展應用，替代人類完成空中作

業。無人機在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
應用，除軍事用途外，還包括農業
植保、電力巡檢、警用執法、地質
勘探、環境監測、森林防火以及影
視航拍等民用領域，且其適用領域
還在迅速拓展。

應用廣泛 市場競爭激烈
目前，無人機應用領域主要分為三

類，包括消費級應用、工業級應用和
軍事級應用。其中，以多旋翼無人機
為代表的消費級無人機應用市場已進
入快速成長期，近年消費級無人機應
用市場每年有超過50%以上增速，行
業的領軍企業為大疆。消費級無
人機的技術門檻並不高，因此
入門級的消費無人機產品市
場競爭激烈，廠家主要在比

拚飛行器的控制系統、穩定性和低故
障。有統計稱，預計到2025年內地消
費級無人機市場規模將達到約300億
元（人民幣，下同）。
工業級無人機的應用包括農林植

保、勘礦、安防等多個方面，目前工
業級無人機有效續航時間為約20至30
分鐘，單次飛行最遠距離6公里。工
業級無人機單價一般在2萬至8萬元，
最高也可以有數十萬元。預計到2025
年，工業級無人機市場規模約400億
元，其中農林植保約200億元。
不過，目前無人機在推廣和使用過

程中也面臨一些問題，如誤闖禁飛
區、城市和生活區飛行造成干擾等，
對公共安全和個人權益造成一定影
響，各地政策層面在不斷完善和加強
無人機領域的專項管理。

在齊齊哈爾市高標準農田示範區內，站在農
田外的操作員正在熟練操作一台無人機飛

向天空，無人機噴出的白色水霧灑在農作物
上，吸引了很多農戶前來觀看。「無人機最大
載重52斤，4分半鐘完成25畝噴灑作業，是傳
統人工噴灑的90倍。」北京一鍵智農科技有限
公司營銷副總監梁志佳說，公司新產品已成為
齊齊哈爾當地很多企業或農戶的新寵。

大機效率高 客戶最受落
中國是農業大國，但防治與管理大多還要靠
人工作業，特別是有些因氣候或地形所限，讓
人力無法按要求完成農藥噴灑作業，而農用無
人機的出現解決了該問題，在內地農業生產作
業中已開始扮演重要角色。
在齊齊哈爾廣袤的黑土地上，「農機＋農
技」組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梁志佳說，目
前市場上的大載重無人機受到客戶歡迎，「因
為無人機載重越大效率就會越高，效果越
好。」
北京一鍵智農科技在全國很多省份都有佈局
銷售網絡，剛進入齊齊哈爾市場不久就已在該
市的富裕縣銷售6架、泰來縣銷售4架、甘南縣
銷售2架、龍江縣銷售6架無人機，成為全國銷
售增長率最高地區。

遠距離操作 施藥更安全
梁志佳說，「無人機在農業上主要進行農藥
噴灑作業，不重噴，不漏噴成為其特點之一。目
前公司設計的大載重無人機的價格是從9.2萬元

（人民幣，下同）起步，一般整
套的價格會在13.8萬元左右。」
他表示，在齊齊哈爾當地購買的

無人機客戶，主要包括種子和化肥
農藥的代理和供應商，還有一部分
是擁有大面積農田的農戶。「遠距離
遙控可以有效避免人與農藥的接觸，
使農業生產變得更加安全放心，公司
新研究的產品增加了斷點續噴、變量
噴霧、夜間作業、一控多機等功能，讓
無人機已從定量噴灑升級到以飛行速度
調整噴灑流量的變量噴灑模式。」
他說，公司在全國很多省份都有佈局

銷售網絡，但從今年初進駐齊齊哈爾市場
後，這裡的銷售增長率是全國最高的。

作業面積廣 一年可回本
「齊齊哈爾的農作物種植面積大，綠

色食品品種多，是我們選擇這裡的主要
原因。目前已與當地很多縣區合作，現在
主要為購機農戶提供專業的飛行培訓，和
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作業面積。」梁志佳
表示，一台大載重無人機年收入10萬元左
右，也就是說在作業面積充足的情況下一年
就可以收回成本。
梁志佳透露，下一步，公司將專注於
做全球領先的電動單旋翼植保無人飛
機。目前，已在黑龍江、新疆、廣西、
江蘇、山東等地佈局，明年還會在內蒙、
安徽、河南佈局，通過推廣增加市場佔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
蘭 上海報道）內地影遊內容製
作 商 完 美 世 界 ， 旗 下
「V-PERFECT」太空科幻題材
密室快閃店近日正式亮相成都，
成為新晉網紅打卡地。據透
露，未來完美世界還將賦予
「文化產品」更多內涵，構築新
的增長曲線。
落地於成都完美文創公園的
「V-PERFECT」密室快閃店，
被設計成一艘星際登陸艦，可謂
科技範兒十足。體驗者扮演的勇
士，需發揮團結智慧，尋找「蛛
絲馬跡」，一步步解密闖關，最
終走出飛船密室，該活動計劃於
本月20日收官。

積極佈局多元業態
這也是完美世界對外展現的新
形象：正在走更寬廣的線上線下
多元融合創新道路，而不再是單
純的影遊內容製作商。事實上，

近年來該公司不斷向多元業態探
索整合，目前已形成影視、遊
戲、電競、動畫、教育等生態
圈，同時在文學和傳媒領域也有
所佈局，特別是在線下融合發展
方面，更是動作頻頻。
今次「V-PERFECT」密室快

閃店所在的完美文創公園，早前
其實是成都重工業基地，經過產
業升級騰挪後，目前已成為完美
世界第一個產業園區。完美世界
CEO蕭泓表示，接下來會圍繞用
戶需求，構築新的增長曲線，使
品牌更具張力與活力。
如今年輕人無疑是內地文化消

費主力軍，快閃店已成為將創
新、創意觸達用戶的新鮮載體，
其中尤以科幻題材最為吸睛。年
初一部《流浪地球》，不但撬動
了46.55億元人民幣票房，更開
啟「國產科幻大片元年」，體驗
一場超現實的科幻冒險之旅，成
為不少年輕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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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獲保監
局發牌半年的立橋人壽昨續推兩款新產
品，分別為延期年金及定期壽險計劃。立
橋人壽行政總裁李滿能昨於記者會表示，
目前已推出5款產品，望年底前將公司產
品擴至10款，包括人壽、儲蓄和醫療。

冀明年代理增至300人
他強調，旗下產品會以銀髮族為主要目
標客戶，根據政府數據顯示，本港40歲及
以上人口已佔57.1%，人口老齡化趨勢十分
嚴峻。產品銷售暫以經紀公司為主要渠道，
已約簽50間公司，未來會加大代理人團隊
的招納和培訓，望明年年底代理人可由現時
的30人增至300人。

李滿能透露，自7月正式推出產品以來，
保費累計收入達8位數，其中以保費計算，
5年儲蓄保險最受歡迎，因其以美元保單為
主，5年期滿保證回報年利率為3.6%；以保
單計算，則危疾保障計劃最多。他稱年內有
信心再推3至5款新產品，起步階段不會在
意市佔率，重質不重量，以品牌知名度和售
後服務為主。
立橋昨新推延期年金計劃，需繳付5年、第

6年期取每月年金，年期20年，美元和港元的
保證內部回報率最高分別為1.91%和2.4%，投
保年齡介於45至60歲。五年定期壽險計劃保
障年期為5年，每5年續保一次，保證續保至
85歲，且受保人70歲前可轉換至另一份終身
壽險計劃，無需遞交任何可受保證明。

■李滿能強
調旗下產品
會以銀髮族
為主要目標
客戶。

記者
周曉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科技
園公司夥伴企業精銳動力在港開設首間
v-smart機械人商店，由智能機械人進行倉
存管理，往來倉庫及前台之間運送貨品，為
客人帶來全新的一站式購物體驗。全店採用
智能倉存（e-storage）、智能倉庫管理
（e-keeper）、智能銷售（e-sales）及智能收銀
（e-cashier），實現全自動零售管理。客人可
透過前台的電子屏幕或v-smart網站挑選貨
品，然後使用電子支付結賬，實踐全自動化
的消費模式。

擬東南亞建百家分店
繼2018年於科學園設立了全自動、無人

操作的機械人速遞中心後，精銳動力推出另
一概念驗證設施v-smart機械人商店，將原
本應用於機械人速遞中心的智能倉庫管理系
統升級改良，並加入機械人零售應用設定，
建立一套適合店舖場景的零售多元解決方
案。第一家v-smart位於九龍站，首階段的
合作夥伴包括國際知名家居用品連鎖店，讓
客人更靈活地於自動售賣店購買其商品。
精銳動力首席執行官周定漢昨表示，公司

去年成功在科學園設立機械人速遞中心，應
對園區人士及鄰近社區倉儲空間的需求，同
時亦啟發了對本地零售行業和自動機械人結
合的構想。他指，香港零售業一直面對人員
不足的情況，該公司打造機械人零售店，讓

前線銷售人員可專注前台推廣工作。此外，
v-smart機械人商店亦加入物聯網技術，提供
大數據分析以優化零售客戶的營銷策略。
他並期望在數年內，於香港及東南亞市

場建立100家以v-smart系統為骨幹的自動
化機械人店舖。

精銳動力開v-smart機械人商店

立橋保險盼今年續推新產品

■■精銳動力在九龍站開設首間採用全自動精銳動力在九龍站開設首間採用全自動
智能機械人技術的智能機械人技術的v-smartv-smart零售商店零售商店。。

▶密室快閃店被設計成一
艘星際登陸艦，科技范兒
十足。

◀ 完 美 世 界 旗 下
「V-PERFECT」 快 閃
店近日在成都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