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在与空间业务共用频段的地面电台的协调工作在与空间业务共用频段的地面电台的协调工作在与空间业务共用频段的地面电台的协调工作在与空间业务共用频段的地面电台的协调    

1 用于共用频段协调的用于共用频段协调的用于共用频段协调的用于共用频段协调的《《《《无线电规则无线电规则无线电规则无线电规则》》》》(RR)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第9条第II节中规定了在以下条款所述情况下，地面业务在共用频段须与其他主管部门

发起协调的启动协调程序： 

− 9.16款：对于其协调要求载于频率划分表的脚注中且述及第9.11A款的地面业务发射

电台，如果该电台位于一个非对地静止卫星网络地球站的协调区内； 

− 9.18款：对于100MHz以上以同等权利划分给地面业务和空间业务的频段内、位于某

个地球站协调区内的地面业务的任何发射电台与该地球站，但按照第9.16款和9.19款

的协调除外； 

− 9.19款：对于以平等的主要使用条件与卫星广播业务共用的频段内的地面业务的任何

发射电台与包括在卫星广播业务空间电台服务区内的典型地球站； 

– 9.21款：对于寻求其它主管部门协议的要求载于频率划分表的脚注中且述及第9.21款

的某一业务的任何电台（目前，在共用频段，第9.21款所述的协调只适用于脚注

5.410和5.447款所规定的那些地面业务）。 

而且，《程序规则》规定了第9.18和9.19款须如何适用。《程序规则》表9.11A-2总结

了应适用第9.16款规定的频段。 

第9.18款的协调程序仅适用于分配给空对地方向上的空间业务的频段，也就是说，当发

射地面电台位于接收地球站的协调区内，第9.17款规定的协调程序已经启动，且这两种业务

具有相同的划分地位。 

只有当发射地球站按照第9.17款进行协调时，接收地面电台和发射地球站之间的协调程

序才会开始。一旦这一协调程序启动，希望在发射地球站协调区内操作地面接收电台所在的

主管部门可以评估其电台所受干扰的程度，并自行决定是否开始部署其地面电台。 

第9.19款涉及发射地面电台和BSS典型接收地球站的协调要求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

ITU-R建议书规定地面电台在非规划卫星广播业务业务区的边缘所产生的功率通量密度电平

为多大时可触发协调。在相关ITU-R建议书包括计算方法和技术标准之前，无线电通信局在

适用该条款来确定受影响的主管部门时，除了用频率是否重叠的方法外，还暂时性地采用相

邻最近的频段内的功率通量密度限值来判定。 

有必要指出，第9.16、、、、9.18和9.19款所述的协调应由主管部门间直接发起。第9.21款所

述的协调则由适用第9条所述的程序发起，该程序包括确定潜在的受影响主管部门、公布

RR9.21/C和RR9.21/D特节以及由无线电通信局在主管部门要求时提供协助。协调完成后，主

管部门可以向无线电通信局通知该地面电台，并指出已向哪些主管部门发起了协调。 

在发起协调时考虑在内的频率指配通过《无线电规则》附录5的原则来确定。 



-  - 2 

2 应与其进行协调的主管部门的确定应与其进行协调的主管部门的确定应与其进行协调的主管部门的确定应与其进行协调的主管部门的确定 

为了按照第9条第9.16、9.18和9.19款（第9.21款除外）的规定发起发射地面电台的协

调，并确定与其进行协调的主管部门，应考虑的频率指配为与地面电台在相同的频段、以同

等使用条件或更高级类型业务划分的空间业务中可能影响或受到影响的、采用《无线电规

则》附录5所述方法来确定的那些频率指配。 

为适用第9.21款，可能需要就在与规划的地面业务指配相同的频段、属于相同的业务或

以同等使用条件或更高级类型业务划分的业务中可能酌情影响或受到影响的、采用《无线电

规则》附录5所述方法来确定的那些频率指配获取一个主管部门的协议。 

对于上述地面或空间无线电业务台站的每一个频率指配，须针对具体情况，采用附录5

表5-1中所述方法来确定干扰电平。 

下列情况的地面业务指配不需要协调： 

• 当使用一个新的频率指配对另一个主管部门的任何业务不会产生或受到高于按照表5-

1中方法计算的干扰电平门限时；或 

• 当一个新的或修改的频率指配特性在原先已经协调过的某一频率指配的限值之内

时；或 

• 更改某一现有指配的特性不会对其他主管部门的指配增加干扰或增受干扰 ;或 

• 启用与某一地球站有关但位于该地球站协调区以外的一个地面电台的指配；或 

• 启用在某一地球站协调区范围内的一个地面电台的指配，只要所建议的地面电台的

指配位于该地球站已协调的接收频段之外。 

以下为表5-1 中适用于地面业务协调的部分 

参阅第参阅第参阅第参阅第9条条条条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寻求协调的业务寻求协调的业务寻求协调的业务寻求协调的业务 

的频段的频段的频段的频段 

（（（（和区域和区域和区域和区域）））） 

门限门限门限门限／／／／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计算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方法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第9.16款 

地面/ 

non OSG 

述及第9.11A款的脚注所述频

段内的地面业务的发射电台与

其协调区覆盖该地面电台的非

对地静止卫星网络的地球站 

脚注述及第

9.11A款的频段 

发射地面电台位于

接收地球站的协调

区范围内 

 已经使用附录 7 的计算

方法确定了受影响的地

球站的协调区 

第 9.18款 

地面/OSG、 

non OSG 

第9.17款所述频段内的位于某

个地球站协调区范围内的地面

业务的任何发射电台与该地球

站，但按照第9.16和第9.19款

协调的除外 

划分给空间业务

的任何频段 

发射地面电台位于

接收地球站的协调

区范围内 

见备注栏 已经使用第 9.17 款的

计算方法确定受影响的

地球站的协调区 

第9.19款 

地面、 

OSG、 

non OSG/ 

OSG、 

non OSG 

在同为主要业务与BSS共用的

频段中的地面业务的发射电台

或FSS（地对空）中的发射地

球站与包括在BSS空间电台业

务区中的典型地球站 

列在第9.11款的

频段，2 520 –  

2 670 MHZ和
11.7-12.7 GHZ 

频段 

i） 必要带宽重叠，

且 

ii） BSS 业务区边缘

的干扰电台的功

率通量密度

（pfd）超过允

许电平 

通过使用指配的

频率和带宽进行

核对 

也见附录 30 第 6 条 

第9.21款 

地面、 

OSG、 

non OSG/ 

地面、OSG、
non OSG 

频率划分表述及第9.21款的脚

注中要求与其他主管部门达成

协议的某种业务的电台 

相关脚注中所示

的频段 

使用附录 7、附录

8、、、、附录 30 或 30A

的技术附件、某些

脚注中规定的 pfd

值，《无线电规

则》或 ITU-R 建议

书等其他技术规定

酌情确定的不兼容

性 

附录 7、8、30、

30A 中规定的或

改编的方法，

《无线电规则》

或 ITU-R 建议书

的其他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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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协调区的方法确定协调区的方法确定协调区的方法确定协调区的方法 

《无线电规则》附录7包含了用于计算地球站协调区的程序和系统参数，包括100 MHz至

105 GHz频段之间的预定协调距离。 

该程序可以确定发射或接收地球站周围所有方位方向上的协调距离并取代此前的附录

27程序。 

基本概念基于两种传播模式： 

• 传播模式 (1): 明净空气中的传播现象（对流层散射、波导、层反射/衍射、

大气吸收和站点屏蔽）。这些现象限于沿着大圆路径的传播。 

• 传播模式 (2): 降水散射。 

附录7的附件7的表7和表8规定了确定不同频段和不同业务协调距离所需的系统参数 

每一个表中“使用的方法”一行为使用者指明了附录7主体部分中描述确定协调区应遵

循之方法的适当章节。 

此外，附录7的表10在以下特定共用情况下适用的预定协调距离： 

 

频率频率频率频率共用状况共用状况共用状况共用状况 

地球站类型地球站类型地球站类型地球站类型 地面地面地面地面电台电台电台电台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协调距离协调距离协调距离协调距离（（（（在具有同等划分地位的业在具有同等划分地位的业在具有同等划分地位的业在具有同等划分地位的业

务共用情况下务共用情况下务共用情况下务共用情况下）（）（）（）（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适用第9.11A款规定，在1 GHz以下

频段内的地基地球站。 

适用第9.11A款规定，在1-3 GHz频

段内的地基移动地球站 

移动（航空器） 500 

航空器（移动）（所有频段） 地基 500 

航空器（移动）（所有频段） 移动（航空器） 1 000 

以下频段内的地基地球站： 

400.15-401 MHz 

1 668.4-1 675 MHz 

气象辅助业务电台（无线电

探空仪） 

580 

以下频段内的航空器（移动）： 

400.15-401 MHz 

1 668.4-1 675 MHz 

气象辅助业务电台（无线电

探空仪） 

1 080 

以下频段内的地基卫星无线电测定

业务（RDSS）： 

1 610-1 626.5 MHz 

2 483.5-2 500 MHz  

2 500-2 516.5 MHz 

地基 100 

以下频段内的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

（RDSS）机载地球站： 

1 610-1 626.5 MHZ 

2 483.5-2 500 MHZ 

2 500-2 516.5 MHZ 

地基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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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气象业务的接收地球站 气象辅助业务电台 对于工作在平均海平面（假定为地球

半径的4/3）之上20公里高度的无线电

探空仪，协调距离被认为是以地球站

水平仰角的函数形式表示的能见度距

离（见附录7表10注1）最小和最大协

调距离分别是100公里和582公里，并

分别对应着物理水平角大于11°和小于

0°。 

Non-GSO MSS 馈线链路地球站 

（所有频段） 

移动（航空器） 500 

4 一些涉及一些涉及一些涉及一些涉及协调和共用的协调和共用的协调和共用的协调和共用的ITU-R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 

《无线电规则》第3和第4卷中相当多数的决议和建议书以及不同系列的ITU-R建议书都

涉及特定的协调和共用方面的问题。其中许多可在主管部门考虑共用频段的地面电台协调时

作为支持的工具。 

例如，以下建议书的最新版本可在固定业务台站与卫星移动业务台站协调时作为参

考： 

• ITU-R F.1245-1建议书：在1到70 GHz左右频率范围内用于某些协调研究和干扰评估

的视距点对点无线电接力系统天线的平均辐射图的数学模型 

• ITU-R M.1141-2建议书：卫星移动业务的非对地静止空间电台与固定业务电台在1-

3 GHz频率范围内的共用 

• ITU-R M.1142-2建议书：卫星移动业务的对地静止空间电台与固定业务电台在 

1-3 GHz频率范围内的共用 

• ITU-R M.1143-3建议书：协调卫星移动业务的非对地静止空间站（空对地）与固定

业务的系统专用方法 

• ITU-R M.1319-2建议书：在2 GHz范围运行的时分多址/频分多址（TDMA/FDMA）

卫星移动业务（MSS）的卫星系统对视距固定业务接收机产生的干扰影响的评估方

法的基础 

• ITU-R F.1108-4建议书：确定保护固定业务接收机免受运行于非对地静止轨道共用频

段中的空间电台发射的保护标准 

• F.699-7建议书：在100 MHz到70 GHz左右频率范围内进行协调研究和干扰估算用的

固定无线系统天线的参考辐射方向图 

此外，ITU-R F.1335建议书提供了技术指导和一个规划工具，在规划FS系统从所有三个

区域1 980- 2 010 MHz 、2 170-2 200 MHz频段和2区2 010-2 025 MHz、2 160-2 170 MHz频段

的转换时可作为参考。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