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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明传电报 
               签批盖章   王坚 

 

关于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 
管理规定》宣贯工作的通知 

 

西藏区局，各监管局，各机场：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已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经民航局正式颁布并实施（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为确

保所有满足条件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拥有者和生产厂家在8月 31日

前完成登记，请各单位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宣传贯彻好《管

理规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大宣传力度。请各单位积极主动协调地方宣传部门，

在主流媒体上（包括报纸、网站和各种自媒体）广泛宣传《管理

规定》的具体内容和违规的严重后果，力争此项《管理规定》广

泛知晓。 

二、请各单位协调当地通航协会或其他相关部门，尽快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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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基本情况；督促无人驾驶航空器拥有者

按期完成实名注册工作。 

三、请各单位协调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尽快查清本地区无人

驾驶航空器生产厂家情况，督促厂家按《管理规定》完成相关注

册工作。 

四、请各机场在显著位置广泛张贴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注册

宣传广告，尽可能扩大本《管理规定》的知晓范围。 

五、请办公室在管理局政府网站上全文刊载《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六、请各单位在 5月 31 日前将宣贯结果上报管理局。 

     联系人：汪毅飞 

     邮  箱：wangyifei_xn@caac.gov.cn 

     电  话：028-85710152 

附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23 日 

 

 

 

抄送：管理局领导, 办公室、航安办、法规处、通航处、适航处、

公安局。 

承办单位：适航审定处                 电话：028-857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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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1.总则 

1.1 目的 

为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简称民用无人机）的管理，对民用

无人机拥有者实施实名制登记，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1.2 适用范围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最大起飞重量为 250 克以上

（含 250 克）的民用无人机。 

1.3 登记要求 

自 2017年 6月 1日起，民用无人机的拥有者必须按照本管理规定的要

求进行实名登记。 

2017年 8月 31日后，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如果未按照本管理规定实施

实名登记和粘贴登记标志的，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其无

人机的使用将受影响，监管主管部门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1.4 定义 

1.4.1民用无人机 

民用无人机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并从事非

军事、警察和海关飞行任务的航空器。不包括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

球和系留气球。 

1.4.2民用无人机拥有者 

民用无人机拥有者是指民用无人机的所有权人，包括个人、依据中华



 

 2 

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机关法人和其它组织。 

1.4.3民用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 

民用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是指根据无人机的设计或运行限制，无人机

能够起飞时所容许的最大重量。 

1.4.4民用无人机空机重量 

民用无人机空机重量是指无人机制造厂给出的无人机基本重量。除商

载外，该无人机做好执行飞行任务的全部重量，包含标配电池重量和最大

燃油重量。 

2.职责 

2.1 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 

（1）制定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政策； 

（2）管理“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信息系统”（以下简

称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 

2.2 民用无人机制造商 

（1）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填报其产品的名称、型号、最大起

飞重量、空机重量、产品类型、无人机购买者姓名和移动电话等信息； 

（2）在产品外包装明显位置和产品说明书中，提醒拥有者在“无人机

实名登记系统”中进行实名登记，警示不实名登记擅自飞行的危害； 

（3）随产品提供不干胶打印纸，供拥有者打印“无人机登记标志”。 

2.3 民用无人机拥有者 

（1）依据本管理规定 3.2 的要求，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进行实

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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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本管理规定 3.4 的要求，在其拥有无人机上粘贴登记标志； 

（3）当发生本管理规定 3.5 所述情况，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上

更新无人机的信息。 

3.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要求 

3.1 实名登记的流程 

（1）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和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

（https://uas.caac.gov.cn）上申请账户； 

（2）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在该系统中填报其所有产品的信息； 

（3）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在该系统中实名登记其拥有产品的信息，并将

系统给定的登记标志粘贴在无人机上。 

3.2 实名登记的信息内容 

3.2.1 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填报信息 

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填报的信息包括： 

（1）制造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 

（2）产品名称和型号； 

（3）空机重量和最大起飞重量； 

（4）产品类别； 

（5）无人机购买者姓名和移动电话。 

3.2.2 个人民用无人机拥有者登记信息 

个人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登记的信息包括： 

（1） 拥有者姓名； 

（2） 有效证件号码（如身份证号、护照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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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 

（4） 产品型号、产品序号； 

（5） 使用目的。 

3.2.3 单位民用无人机拥有者登记信息 

单位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登记的信息包括： 

（1） 单位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等； 

（3） 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 

（4） 产品型号、产品序号； 

（5） 使用目的。 

3.3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标志 

（1）民用无人机登记标志包括登记号和登记二维码，民用无人机拥有

者在“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完成信息填报后，系统自动给出包含登记

号和二维码的登记标志图片，并发送到登记的邮箱。 

（2）民用无人机登记号是为区分民用无人机而给出的编号，对于序号

（S/N）不同的民用无人机，登记号不同。民用无人机登记号共有 11 位字

符，分为两部分：前三位为字母 UAS，后 8 位为阿拉伯数字，采用流水号

形式，范围为 00000001～99999999，例如登记号 UAS00000003。 

（3）民用无人机登记二维码包括无人机制造商、产品型号、产品名称、

产品序号、登记时间、拥有者姓名或单位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 

3.4 民用无人机的标识要求 

（1）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在收到系统给出的包含登记号和二维码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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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图片后，将其打印为至少 2 厘米乘以 2 厘米的不干胶粘贴牌。  

（2）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将登记标志图片采用耐久性方法粘于无人机不

易损伤的地方，且始终清晰可辨，亦便于查看。便于查看是指登记标志附

着于一个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就能查看的部件之上。 

（3）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必须确保无人机每次运行期间均保持登记标志

附着其上。 

（4）民用无人机登记号和二维码信息不得涂改、伪造或转让。 

3.5 登记信息的更新 

（1）民用无人机发生出售、转让、损毁、报废、丢失或者被盗等情况，

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应及时通过“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注销该无人机的信

息。 

（2）民用无人机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后，变更后的所有人必须按照本管

理规定的要求实名登记该民用无人机的信息。 

4.附则 

4.1 本管理规定由中国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负责解释。 

4.2 本管理规定自 2017 年 5 月 16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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