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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流程主题

无人机警备活用
伊藤 俊辅 综合警备保障株式会社 商品服务企划部 系长

公开讨论会议
铃木 真二（主持人）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 UAS 产业振兴协议会 (JUIDA) 理事长 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 博士 ( 工学 )

岩田 扩也

岩田 扩也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 UAS 产业振兴协议会 (JUIDA) 常务理事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博士 ( 工学 )

久保 大辅

久保 大辅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航空技术部 航空技术实证研究开发单位 无人机技术集团 博士 ( 工学 )

熊田 贵之

熊田 贵之

blue innovation 株式会社 董事长兼总经理 博士（工学）

河村 晓子

河村 晓子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电子航法研究所（ENRL）监管通信领域 主要研究员

Park Kwan Min korea Association President

日英同声传译
基调演讲 免费

日英同声传译
基调演讲 免费

免费特别演讲

围绕 Drone 生态系统无人机的科技与解决办法
伊豆 智幸 株式会社 Enroute 董事长兼总经理

创办实现真心支持 × 无人机送货服务的街道
鲤渕 美穗 株式会社 MIKAWAYA21 董事长兼总经理兼 CEO

开发用测试领域与国家战略特区
门胁 光浩

门胁 光浩

仙北市长／ 藤原 丰 内阁府 地方创生推进室 次长熊骨 俊人 千叶市长／
熊骨 俊人

3D 转换技术与无人机
中川 雅史 芝浦工业大学 工学部土周四工学科 GEO informatics 研究室 教授

关于无人机电波利用课题研究
三浦 龙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信息通信研究机构 (NICT) 无线网研究所 Dependable 无线研究室 室长

无人机的法制规制与法律责任
小林 正启 花周四法律事务所 律师

无人机驾驶员的培养教育与检定
水野 宏一 学校法人 日本航空学园 JAA 人力培养协会 专务理事

无人机搭载传感器技术
中村 孝一郎 株式会社理光 理光 ICT 研究所 光电子研究中心 所长

无人机的先进技术与课题以及今后发展展望
野波 健蔵 千叶大学 大学院工学研究科 工学部 特别教授

硅谷 商业无人机最前沿
小池 良次 航空创新公司  CEO

欧美大型无人机的民间空域安全对策与型号证明
小手川 达也 General Atomics 航空系统公司 无人机系统民间航空领域规划 工程师

免费特别演讲
作为 “机器人革命” 领跑者的无人机
佐胁 纪代志 经济产业省 制造产业局 产业机械科长

基调演讲 免费
主办方发言＆概要介绍
铃木真二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UAS产业振兴协议会(JUIDA)理事长 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 博士( 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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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演讲 免费
日英同声传译

免费特别演讲
无人机相关安全规则 与整备组合
松本 大树 国土交通省 航空局 安全部 安全企划科长

精密农业与无人机
春原 久德 安全无人机协议会 会长

从金融业来看无人机产业
川崎 雅大 野村调查﹠顾问株式会社 调查部 研究员

无人机与 IT. 两个产业革命的未来与可能性探索
西胁 资哲 日本微软株式会社 业务执行董事 · 宣传员

大数据的活用与无人机
嶋田 悟 aerosense 株式会社 董事长   事业推进担当

有关无人机软件的景致规划
片山 雅之 Astropp Corporation 董事长兼总经理

测量领域与无人机
春原 久德 安全无人机协议会 会长

安全运用的构造与今后课题
千田 泰弘 一般社团法人 USA 产业振兴协议会 (JUIDA) 副理事长

充分发挥创设者的才能，在摄影领域的活用
坂口 博纪 一般社团法人无人机摄影爱好者协会 代表理事

无人机与 LOT ／大数据安全
笹原 英司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团体安全联盟   代表理事

无人机在灾害现场的活用
泉 岳树 公里大学法人 首都大学东京 都立环境学部 地理环境学科都市环境科学研究学科 地理环境域  助教

机器人工学开拓无人机的未来
菊池 朱夫 株式会社日经 BP 日经 BP 清洁技术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田野仓 保雄 株式会社日经 BP 日经 Robotics  总编辑

谈论日本 · 世界无人机市场的未来～5年以后的展望～
免费特别演讲

无人机技术 安全引导线与今后的运用 无人机市场开发 无人机的商业应用 无人机与 IT

铃木 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