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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eBee的四个理由

绘图能力更强、更精确 无需任何飞行技巧 安全设计 完整的解决方案
   

 

“相比其他的测绘工具，
eBee给了我最高的投资回
报率”

——塞尔维亚GeoGIS咨询公司
创始人TosaNinkov博士&教授

 

eBee单次自动飞行面积多
达12平方公里（4.6平方英
里），当飞行至小块区域
上方，以较低高度飞行，
可以以1.5厘米/像素超清
解析度获取图像。

eBee是现今市面上操作最
为简易的微型专业无人机
，全球已有过万用户。只
需将eBee抛向空中便可起
飞，并可自行拍摄图像和
着陆。如果需要，您还可
以手动更改eBee的飞行路
线和控制其着陆。

由于使用了超轻材质，
eBee仅重700克（1.5磅）
，将其撞击力降至最低。
同样出于安全考虑，eBee
采用了后置螺旋桨设计，
加上senseFly先进的飞控技
术，eBee可以智能管理大
多数有损安全的动作与行
为。

eBee配置包含有测绘所需
的所有工具：一款高分辨
率的RGB相机、电池、无
线电调制解调器和eMotion
飞控软件（我们引以为傲
的飞行规划与控制软件）
。eBee还配有一个坚固的
手提运输箱（可提上飞机
）。您还可以使用我们专
业的图像处理软件，比如
Pix4Dmapper，来处理和
分析eBee获取的图像。



规划飞行

eBee最早定义了飞行规划和管理的标准，这多亏了其深受赞誉的
eMotion飞控软件。

只需选择或创建您偏爱的基础底图，在底图上设置作业区域；然
后标明您需要的地面分辨率（可设置低至1.5 厘米/ 像素每像素
的解析度）以及图像重叠率。

剩下的就可自动完成：eMotion自动生成完整的飞行路径，在
GPS航点基础上，计算飞行高度，并实时显示飞行轨迹。

为确保成功完成任务，eMotion软件还提供了飞行前模拟操作功
能。在模拟的风力和风向下进行虚拟飞行。您可以借助此功能
预先检查飞行计划是否可靠，提升您的信心并确保任务顺利完
成!



 
 

安全第一   

——美国佛蒙特大学空间分析实验室主任
         Jarlath O’Neil-Dunne先生。

eBee始终以“安全第一”为设计理念，从超轻型
材质和减震构造，到内置的多个安全性能模块无
不围绕此理念。eMotion飞控软件甚至还有一个
3D飞行规划功能。在设置飞行航点高度时，
eMotioin使用了真实的高程数据(如上图)，以求达
到最一致的地面分辨率和最高程度的安全飞行。

“因为有完整的工作流程，eBee使我们可以专注
于数据使用，而不是花费精力去担心飞行操作和
数据处理。我们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使用过eBee
作业，我非常认可这个产品的可靠性。”



飞行

没有比操控eBee更简单的了：摇晃三下启动马达，然后抛向空中
即可—无需弹射架或其他附件！

eBee的eMotion软件显示飞机重要的飞行参数，它实时显示飞机电
量和图像获取的程度，而内置于自动驾驶仪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则
在飞行中分析机载IMU和GPS数据来控制和优化飞行的各个方面。
senseFly拥有专利的飞控软件还可智能管理飞机有损安全的行为，
提升安全和防护性能。

想要调整作业？您可在飞行中重新规划飞行路线和降落地点；或
在紧急情况下，立即点击此地盘旋，返航或降落。



+220,000
+65,000 

+2,700,000

已飞航次（架次）

已飞航时（小时）

已飞距离（公里）

 

“eBee是我使用过的无人机里整体
性能最好的。它可以在高海拔地区
飞行，在不稳定的风力条件下稳定
运行，而且它不需要其它工具来辅
助它起飞和降落。” 

——智利WSdata3D公司联合创始人
         Eric Romersa先生



创建

处理 正射镶嵌

格式: geoTIFF, KML瓦片(png/kml)

使用举例: 地图底图、2D测量、地籍管理、
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规划、
林业管理、市场营销

“我们在很多不同项目上都使用eBee：测图、道路和铁路项目、
电网、水坝和建设项目、新能源项目等。对我们来说，eBee是目
前市面上最有效的无人机—它是用户友好、质量、价格、售后和
软件的完美结合体。”

——土耳其ArtuHarita公司总经理Diner Yılmaz先生

使用eMotion 的飞行数据管理器来预处理
、地理标记和整理飞行图像，然后将整理
好的图像导入专业图像处理软件，比如
Pix4Dmapper Pro,来创建一系列有价值的
输出成果。

只需点击几下，您就可以将eBee获取的高
分辨航空影像转换成带地理信息的正射影
像。



三维网络

等高线

谷歌地图

 

 

数字表面模型(DSMs)

 

点云

索引地图  
geoTIFF (tiff ), shp

Wavefront (obj)

dxf, shp

 KML瓦片（png/kml）

 

格式： geoTIFF (tiff )

使用举例： 洪泛区分析、阳光/信号覆盖评估、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空间分析

格式： las, laz, ply, ascii

使用举例： 3D线&物体表面区域测量、
体积计算（如储备物资）

数字表面模型（DSM）是正射镶嵌处理的
基础部分。它指包含了地表建筑物、桥梁
和树木等高度的地面高程模型。将地面上
的物体去除后还可生成数字地面模型（
DTM）

点云是物体表面的点数据集合，每个点都包
括三维坐标（XYZ）和颜色信息（RGB）。
点云分类后可用于具体分析，比如地面、建
筑与植被。除在地面遮蔽的植被方面，点云
与使用激光雷达的输出成果很类似，并多用
于几何与CAD制图相关的工作中。

其他成果：



全自动
• 创建您的飞行规划
• 将eBee抛向空中
• 飞行、获取图像&自动着陆

最佳范围
• 最长50分钟的飞行时间
•  飞行覆盖范围达12平方千米

绿色科技
• 无刷电子马达
• 可充式锂电池
• 安全的后置螺旋桨

——非洲ICARUS AT公司总监Theo Wolmarans先生

*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est conditions: target ground resolution of 30 cm (11.8 in) / pixel, no wind, moderate weather temp. (18 °C/64.4 °F), new fully charged battery, �ight altitude of 1,000 m (3,280 ft) above ground level,  take-o� at approx. sea level, 
take-o� point in centre of desired coverage area.

“eBee让我可以为客户提供前
所未有的经济可靠服务。我的
eBee已经无故障飞行了182个航
次，充分证明了即使在非洲艰
难的操控环境中eBee也能胜任
测绘工作。”



 1820万像素静态照相机
• 由eBee自动驾驶仪完全控制
• 自动获取图像与地理标签
• 多种相机可选（如热红外相机）

2.4 GHz无线电通信
• 通过USB地面调制解调器与eMotion
飞行规划软件建立通信
•约3千米的通讯距离

机载人工智能
• 通过惯性测量单元&机载GPS
  进行数据分析
• 优化eBee飞行的各个方面

同类型无人机中重量最轻
• 超轻型EPP泡沫机身&机翼
• 0.69千克起飞重量
• 动能低于被踢的足球



附件

WX RGB S110 RGB

技术参数

分辨率 1820万像素

距离100米时的
      地面分辨率

 2.75厘米/像素

传感器尺寸 6.16 x 4.63毫米

像素间距 1.26 微米

图像格式 JPEG

标配

技术参数

分辨率 1200万像素

距离100米时的
     地面分辨率

 3.5厘米/像素

传感器尺寸 7.44 x 5.58 毫米 

像素间距  1.86微米

图像格式 JPEG&RAW

与所有的eBee照相机一样，该款1820万
像素的照相机可以通过自动驾驶仪控
制。它可以获取可见光谱中的常规图
像数据，自动设置曝光参数。

这款1200万像素的S110 RGB照相机可以
获取可见光谱中的图像数据。虽然分辨
率略低于WX RGB相机，但它可以手动
调整曝光参数并可以输出RAW格式的图
片文件。



thermoMAP Sequoia 无线电追踪器

 

技术参数

分辨率 640 x  512像素
距离75米时的地面分辨率 14厘米/像素

现场温度 -40度-160度

温度分辨率 0.1度

温度标定 自动，飞行中

输出格式 TIFF图像+MP4视频

重量 约134克

操作高度 75 – 150米

•  四个120万像素的多光
   谱相机
•  高达1帧/秒
•  一个带滚动快门的1600
    万像素的RGB相机
•  64GB内置存储
•  5瓦（最高12瓦）
•  72克

• 带有与主体同样滤片的
  四个光谱传感器
•  GPS 
•  惯性测量单元&磁力计
•  SD卡
• 1瓦
•  35克

主体 光照传感器 技术参数

电池寿命 高达7天

运行温度 -15度-51度

范围 最远20千米

频率 UE / AUS / NZ (433.050
-434.750 MHz) 
型号410

the rmoMAP是一款热红外相机，其
快门可在飞行中进行辐射定标。相
机可获取热敏视频和静态图像，您
可以使用它创建完整的地区热敏地
图（例如：评估矿场配水道或检查
太阳能面板的功能）。

Parro t公司的Sequo ia相机是世界上最小
，最轻的多光谱传感器。它可在一次飞
行中捕捉四个光谱带与RGB图像。 
Sequo ia与eBee兼容,是senseF ly公司专
利产品eBee集成工具包中的重要附件。

如果您计划在极端的条件下飞行eBee ,  
如在强风，山区，视野外，或大面积
区域飞行，那么这个附件会成为防止
飞机丢失的最后一道防护。它由eBee
电池槽边上的一个小型发射器与一个
可手持的接收器组成。



Content and images non contractual © 2016 senseFly

我们研发并生产用于专业应用的无人机。

安全、超轻、易用、高度自动化的数据收集工具在世界
多个行业广泛应用，包括农业、测量、GIS、工业调查、
矿业与人道主义援助等。

senseFly创立于2009年，一个机器人技术研发的团队迅
速发展为测量无人机行业的引领者。今天我们依然在情
景感知系统的研发道路上领跑，帮助专业人士更快更好
的做决定。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senseFly官网www.sensefly.com. senseFly
公司隶属Parrot集团，也是小型无人机联盟的成员。

在哪里可购买eBee?

请登录www.sensefly.com/about/where-to-buy找到离您最近的分销商

senseFly SA 
Route de Genève 38
1033 Cheseaux-Lausanne
Switzerland 

关于senseFly

eBee RTK 
The survey-grade  
mapping drone

eBee Ag 
The precision  

agriculture drone

albris 
The intelligent mapping  

& inspection drone



硬件

翼展 96厘米
重量（含标配相机&电池） 约0.69千克

马达 低噪音、无刷、电动
无线电通信距离 最远3千米

可拆卸机翼 是的
相机（标配） WX RGB (1820万像素) 
相机（可选） S110 NIR/RE/RGB, Sequoia, thermoMAP

软件

飞行规划&控制软件（标配） eMotion
图像处理软件（可选） Pix4Dmapper Pro

操作

自动3D飞行规划 是的
巡航速度 40-90千米/时

风阻 高达45千米/时
最长飞行时间 50分钟

最大范围（单次飞行） 12平方千米
自动降落 直线降落（5米内的误差）

多架无人机操作 是的
地面控制点 可选

倾斜影像 0-50度

输出成果

地面采样距离(GSD) 低至1.5厘米/像素
绝对水平/垂直精度(w/GCPs) 低至3厘米/5厘米

 绝对水平/垂直精度(no GCPs)  1-5米

 eBee配置包内容：
•  eBee机身（含所有电子设备&

内置自动驾驶仪） 

• 一对可拆卸机翼

• WX静态相机（含SD卡、电池、
USB数据线&充电器）

•  2.4 GHz USB无线电调制解调器
（含USB数据线）

• 两个锂聚合物电池包&充电器
• 备用螺旋桨

• 带泡沫保护垫的携行箱

•  遥控器&附件（确保安全飞行）
• 用户手册

• eMotion软件下载密码（可在
my.senseFly上免费获取）

 



EN

For eBee updates
subscribe to our newsletter at 

www.sensefly.com


	01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