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vic系列

租金 700 1000 1300 1300 1600 1800 2300

起飛重量 300g 249g 430g 242g 570 g 734 g 907g

飛行性能

最長飛行時間 16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50 km/h（S 模式[1]）
21 km/h（P 模式）

最長飛行時間 30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46.8 km/h（運動檔[1]）
28.8 km/h（普通檔）
14.4 km/h（平穩檔）

最長飛行時間21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68.4 km/h（S 模式[1]）
28.8 km/h（P 模式）

最長飛行時間 31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16m/s（運動檔[1]）
10m/s（普通檔）

最長飛行時間 34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68.4 km/h（運動檔[1]）
43.2 km/h（普通檔）

最長飛行時間27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65 km/h（S 模式[1]）
36 km/h（P 模式）

最長飛行時間 31 分鐘
最大水平飛行速度

72 km/h（S 模式[1]）

最長飛行時間（無風環境） 16 分鐘（20 km/h 均速飛行 30 分鐘（無風環境 14 km/h 均速飛行） 21 分鐘（25 km/h 均速飛行） 31分鐘（無風環境 17 km/h 均速飛行） 34 分鐘（無風環境 14 km/h 均速飛行） 27 分鐘（25 km/h 均速飛行） 31 分鐘（25 km/h 均速飛行）

最大續航里程（無風環境） 9 km 10 km 16km 18.5 km 13 km 18 km

最大飛行海拔高度 4000 m 3000 m 5000 m 4000米 5000 m 5000 m        6000 m

最大抗風等級 4 級風 4 級風 5 級風 5 級風        5 級風        5 級風 5 級風

拍攝質量

兩軸機械雲台+UltraSmooth
1/2.3 英寸 CMOS

最大錄影格式：1080P @30fps
最大照片解像度：12MP

三軸機械雲台
1/2.3 英吋 CMOS

最大影片格式：2.7K/30 fps
最大照片解像度：12 MP

三軸機械雲台
1/2.3英吋 CMOS

最大錄影格式：4K @30fps
最大照片解像度:12MP

三軸機械雲台
1/2 英吋 CMOS

影片最高解析度：4K/30fps
照片最高解析度：1200 萬像素

三軸機械雲台
1/2 英吋 CMOS

影片最高解析度：4K/60fps
照片最高解析度：4800 萬像素

三軸機械雲台
1/2.3英吋 CMOS

最大錄影格式：4K @30fps
最大照片解像度:12MP

三軸機械雲台
1 英吋 CMOS

最大影片格式：4K @30fps
最大照片解像度：20MP

障礙物感知能力 前向避障：0.2至5 m 向下感知：0.5 至 10 m
前向避障：0.5至12 m
後向避障：0.5至10 m 向下感知：0.5至10m

前視障礙物感知：0.35 至 20 m
後視障礙物感知：0.37 至 23.6 m

下視障礙物感知：0.1 至 8 m 前向避障：0.7至15 m

前向感知：0.5至20 m
向後感知：0.5至16 m
左右感知：0.5至10 m
向上感知：0.1至8 m
向下感知：0.5至11 m

使用App DJI GO 4 DJI Fly DJI GO 4
DJI Fly

DJI Fly DJI GO 4 DJI GO 4         

熱門詞彙

小巧便攜
快速啟動
安全避障

1200萬相機
手勢控制
一鍵短片
智能跟隨

249 克超輕型無人機
30 分鐘最長飛行時間

4 公里高清圖傳
視覺 + GPS 精準懸停

3 軸 2.7K 機械增穩相機

一鍵全景
摺疊便攜

4K三軸雲台相機
三向感知

慧拍
21分鐘續航

高級輔助飛行系統

輕於 249 克
31 分鐘最長飛行時間

10 公里高清圖傳
4 倍變焦

3 軸 4K 機械增穩相機

4K/60fps 影片 / 4800 萬像素照片
飛行時間長達 34 分鐘

10km 全高清圖傳
APAS 3.0 避障系統
8K 移動延時攝影

焦點跟隨

緊湊摺疊
4K相機

RAW圖片輸出
三軸機械雲台

7公里圖傳
27分鐘續航

Hasselblad 相機
1 英吋傳感器

8 公里 1080p 圖傳
31 分鐘續航
全向感知

移動延時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