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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定高雷达，为无人机等提供机器视觉解
决方案

—— 北醒光子调研报告
计算机视觉/雷达

报告要点：

创办时间

2015.6

 人工智能与各细分领域产业的结合正逐步迈向纵深，计算机视觉发
展态势良好

获投信息

A+轮

获投时间

2016.11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目标之一是使机器能够胜
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近年来，随着运算力
的提升、一些重要算法的发现和大数据的积累等技术支持的不断完
善，人工智能与各垂直领域的结合正逐步加深。其中，计算机视觉作
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中重要的技术应用环节，无论初创公司数量还是获
投数量都在人工智能各细分领域中居于前列，发展态势良好。

创始人

李远

 计算机视觉作为机器的眼睛，硬件的差异将在未来计算机视觉解决
方案的优劣判断中占据较大权重
计算机视觉中，物体的识别主要指对物体进行种类划分以及对同种类
物体的细节判断，而物体形状和方位的确认以及运动轨迹的判断主要
是基于场景来构建角度以便提前进行行为决策。目前主流的视觉识别
硬件有雷达、深度摄像头等。随着算法模型开源逐渐成为趋势，未来
硬件的差异化将在视觉解决方案的优劣判断中占据较大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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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醒光子：具备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注研发适用于植保无人机的
雷达硬件产品

相关研究报告

北醒光子创办于2015年6月，于2016年11月完成B轮融资，主要产品
是适用于植保无人机的雷达等硬件产品，目前已与多家无人机厂商达
成合作。

《以算法为核心，图森未来
聚焦固定路段的大车自动驾
驶技术

北醒光子的雷达产品能够通过识别农作物顶端的高度差别来进行飞行
高度调整，以确保不同高度作物的农药喷洒效果基本一致。此外，北
醒光子还提供SDK套件，帮助企业快速部署应用，提供软硬一体的计
算机视觉解决方案。

—— 图森未来调研报告》
2017.5

《机器之眼，看懂世界 | 计
算机视觉行业研究报告》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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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视觉：机器之眼，人工智能的前哨
1.1 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层有着极强的战略地位
人工智能可使机器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
，它可为各个产业进行赋能。近年来，恰逢各项底层技术的成熟，
人工智能得以产生爆发式的产业落地，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人
工智能与各垂直领域的结合正逐步加深。人工智能包含基础支撑层
、技术应用层和方案集成层，其中技术应用层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和CPU、GPU等关键硬件的支撑，并最终
集成于多类产品和应用场景之中，在产业链中有极强的战略地位。
人工智能基础架构
产品

方案集成层

智慧家居

智慧工业

基础应用技术
语音识别

技术应用层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关键硬件
传感器

基础支撑层

CPU

算法模型
深度学习（CNN、RNN等）

GPU

NPU

路径规划

空间搜索

1.2 计算机视觉作为人工智能中重要的技术应用之一，创业热度较
高
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技术应用层之一——计算机视觉，主要指用计
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以适应、理解外界环境和控制自身运动
。据统计，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初创公司数量与获投数量都居于人工
智能各细分领域前列，获投率达55.2%，发展态势强劲。
各领域人工智能公司数量（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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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36氪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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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人工智能公司获投数量（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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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算机视觉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物体的识别、物体形状与方位
的确认以及物体运动的判断
计算机视觉专注于让机器之眼代替人眼，主要解决的是物体识别、
物体形状与方位确认以及物体运动判断这三个问题。
1）物体的识别：即理解物体是什么。对物体的识别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第一是将不同物体归类；第二是对同类物体进行区分与鉴
别。物体识别要求既能抽象出物体的共同属性，又能识别出相似物
体间的细微差别。

人脸识别

文字识别

物体识别

2）物体形状和方位的确认：判断物体的形状和方位是为了让物体
在视觉的三维空间里得到记忆的重建，进而进行场景分析和判断。

场景重建

3）物体运动的判断：和物体形状方位的确定一样，对物体运动的
判断也是一种对场景的重建和理解，用于进行视觉主体（人或机器
）对场景的分析，并据此做出自身行动的决策，实现视觉主题和场
景的交互。

视觉主体

交互

周围场景

1.4 硬件的差异将在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的优劣判断中占据较大权
重
计算机视觉主要由硬件和算法构成，随着如谷歌等人工智能领域的
巨头纷纷宣布算法开源，算法模型或将逐步走向统一。在此趋势下
，我们认为，未来硬件的差异将在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的优劣判断
中占较大权重。目前比较主流的视觉硬件有雷达、深度摄像头等。
而按照波长或者发射方式的不同，雷达又可分为激光雷达、红外雷
达、超声波雷达和电磁波雷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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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目前主流的深度摄像头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单目结构光摄像头、双
目可见光摄像头和TOF摄像头。
与摄像头相比，雷达属于单色彩系统，无法对物体表面纹理等细节
信息进行勘测，但其优点是可全天候使用，受光照等因素影响较低
。目前，多种传感器的配合使用是主流的视觉解决方案。
激光雷达｜玩家：Velodyne

单目结构光｜玩家：PrimeSense

红外雷达｜玩家：北醒光子
雷达

深度摄像头

双目可见光｜玩家：LeapMotion

超声波雷达｜玩家：康通科技
微波雷达｜玩家：Aerotenna
电磁波雷达

TOF｜玩家：Kinect-2
毫米波雷达｜玩家：德尔福

图示：雷达、深度摄像头分类及代表玩家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 依托无人驾驶汽车等整机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视觉硬件产品的
市场规模得以稳步增长
据国泰君安预计，2035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渗透率达到10%；
Gartner预测称，2020年无人机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12亿美元。由
于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对传感器等硬件产品有直接需求的行业
发展状况良好，我们认为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会在未来较长一段
时间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据美国联合市场研究（Allied Market
Research）预测，到2022年，全球仅激光雷达这一项市场规模将
达9.21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8.5%。
全球车载传感模块市场预测（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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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Yole Dévelop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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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醒光子：专注研发适用于植保无人机的雷达硬件产品，具备地
形跟随功能
北醒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醒光子）成立于2015年，主要提供
基于TOF技术的红外雷达DE-LiDAR产品，包括无人机定高雷达 、
小型避障雷达和多线长距雷达等。另外，北醒光子还提供SDK解决
方案，帮助客户实现后续场景识别和导航的开发。目前，北醒光子
的主要客户集中在植保无人机领域，其雷达产品不同于传统植保无
人机以气压计为标准等高飞行的方式，而是能够通过识别农作物顶
端细微的高度差别来进行飞行高度调整，以确保不同高度作物的农
药喷洒效果基本一致。

图示：装配有北醒雷达的植保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调整效果模拟图

3.1 为植保无人机提供包括红外雷达和SLAM在内的软硬一体化解
决方案
北醒光子的主要产品是红外雷达，其以LED代替激光的技术方案一
方面降低了对人体可能造成的辐射伤害，另一方面能够依据不同的
发射原理使其具备更大的探测范围，再辅以SLAM地图自动测绘避
障算法，构成无人机视觉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北醒光子主推
产品DE-LiDAR TF01 的批量售价可以控制在百元水平1。
3.1.1 TF01产品：可根据探测到的农作物高度调整飞行高度

5

1、2数据来源于北醒光子

北醒光子目前主要产品为TF01，其具备三个特点：对高度改变的敏
感性、稳定的输出能力和较小的范围盲区。目前多数植保无人机采
取的气压感应定高方式只能做到等高飞行，而北醒光子无人机飞控
能够根据TF01发射的红外连续调频波触及到的植物顶部高度来调整
自身飞行高度，此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就不再是相对于地面的高
度，而是相对于农作度生长的最高点。TF01的最远探测距离达10米
，精度达厘米级别，检测角度可定制，扫描频率为500Hz，按照
IP65级别防护设计2，防尘防水抗腐蚀效果较好，目前正在逐步应用
于植保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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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变
化敏感

（图接上页）

输出较

盲区范

稳定

围较小

图示：北醒光子产品TF01

3.1.2 提供SLAM算法SDK套件，帮助企业快速部署应用
北醒光子自主研发的SLAM算法可提供路径规划、避障、地图定位
等多种功能，为客户提供 SDK解决方案，以帮助其实现后续场景识
别和导航的开发，其主要功能包括对空间地图的构建、导航、自动
避障以及其他扩展功能等。

自动建图

手动建图

导航

扩展功能

• 对于封闭空间，

• 对于开放空间，

• 在已知地图中，

• 对于特定需求用

自行探索所有可

通过用户手动控

规划路径并移动

户，根据功能制

到达区域并建立

制探索需要工作

到指定位置

定路线策略，实

二维地图

的区域并建立二
维地图

• 实时更新地图，
并根据新地图自

现地图遍历、精
确运输等功能

动避障
图示：北醒光子SLAM方案

图示：北醒光子基于SLAM算法的建图、寻路和遍历模拟图
来源：北醒光子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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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北醒光子在传统激光雷达的TOF测距原理上做了创新，具有
自行研发的完整算法体系
北醒光子产品在传统激光雷达的TOF测距原理之上，做了一些技术
改进，如设计的基于发光二级管的高效探测光学系统降低了传统激
光雷达的成本，使其可以应用到消费级产品上；采用特有的电子设
计以实现高速信号采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雷达的性能。此外，北
醒光子具有自行研发的完整算法体系，包括不同环境的补偿算法等
。目前北醒光子合作的无人机厂商有拓攻、一飞、极翼、博鹰、常
锋、天翔等。
3.2 未来发展： 研发固态面阵式新型雷达，同时将开拓海外市场
北醒光子未来预计将推出前向固态面阵式雷达产品，以模拟人体观
察世界的方式，发射平面式光波进行环境探测，再配合拟人颈旋转
的方式，加大探测范围，最远距离可达50米。此外，由于其体积较
小，可以更好地融入小型设备中，同时由于不存在可转动的机械部
件，其寿命和稳定性都会优于机械式雷达。
在公司战略层面，北醒光子未来将从植保无人机领域走向更加多元
化的市场。北醒光子于年初参加CES展，已与某两家海外电商平台
同步产品信息，以供全球用户选购，并将逐步开拓日本的植保无人
机市场。

•

利用红外LED雷达帮助植保无
人机定高，专注于植保无人机
领域；

•

主要为国内植保无人机市场提
供服务。

未来发展

•

研发固态面阵式雷达产品，以
平面式发射光波进行环境探
测，谋求更多的应用场景；

•

加大品牌曝光度，逐步开拓国
际市场。

图示：北醒光子现阶段与未来定位对比图

3.3 团队信息：深耕技术领域的专业管理团队
CEO：李远
硕士从师于中国光学奠基人徐叙瑢院士，博士从师于美国物理学会
会士Dr. Carroll；曾于美国Wake Forest University纳米材料与分
子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科学家，发表国际学术论文（SCI）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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