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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6年，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同意1C工作组的决定，在考虑到数字无线电系统的 新发展和频

谱管理主管部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修订《频谱监测手册》（2002年版本）中的某些部

分。 

这项工作由第一个专家组承担，在2008年公布了《手册》的一个增补，包括下列章节的修订版

全文：第3章（监测设备和监测运行的自动化）；第5.1段（空间发射监测）；《手册》的附件1（监

测系统的规划和投标）。 

在2008年，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同意1C工作组的决定，修订《手册》中的其他部分，并授权

1C工作组拟定并核准下一个完整版本，同时对已公布的增补部分做出必要改动。 

为拟定《手册》的第五个版本，成立了第二个专家组。《手册》由于包含了全方位的 新监测

信息，堪称频谱管理领域中极具价值的参考手册。 

更新过的六章内容和附件1，详细阐述了频谱监测的主要元素以及频谱监测与频谱管理的关系。

另外，《手册》包含了很多可以进一步详细查询的参考资料。 

《频谱监测手册》旨在既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管部门使用，又供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

局使用。《手册》还将为各地的无线电通信工程师们提供帮助。 

 

 

 

 

 

 
无线电通信局 

主任 

弗朗索瓦·朗西 

 

 

 

 

 

 

 





频谱监测    v 

目 录 

页码 

前言  .......................................................................................................................................  iii 

目录  .......................................................................................................................................  v 

序  .......................................................................................................................................  vii 

致谢  .......................................................................................................................................  ix 

引言  .......................................................................................................................................  xi 

第1章 – 频谱监测在频谱管理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  1 

第2章 – 组织、结构和人员 ............................................................................................................  23 

第3章 – 监测设备和监测操作的自动化 .........................................................................................  91 

第4章 – 测量 ...................................................................................................................................  179 

第5章 – 特殊监测系统和程序 ........................................................................................................  371 

第6章 – 基础和支撑工具 ................................................................................................................  543 

附件1 – 监测系统的规划和招标 ....................................................................................................  627 

 

 

 

 





频谱监测    vii 

序 

由于对无线电频谱的需求日益增长，频谱管理技术与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同时向

整个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手册》的2002年版本之后，监测技术已经发生

了重大进步。因此，为了同时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授权1C工作

组承担修订《频谱监测手册》的任务。 

无线电频谱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世界各地的无线电通信使用者以 为有效的和 为经济的

方法来使用频谱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各种无线电通信网络才能在一个没有干扰的无线电环境下运

行。无线电通信技术正在高速发展。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无线电通信业务的惊人增长，对无线电频

谱和卫星轨道的需求急剧增长。高效和经济的频率管理，是保证各种无线电通信网络共存而不互相

干扰的重要手段。 

频谱监测是频谱管理的基本工具之一。频谱监测技术的开发必须保证符合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技

术参数和标准。另外，频谱监测有利于促进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的有效利用。频谱监测技术与无

线电通信网络的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非 佳的情况下和未知的环境中完成的。 

本手册的编写已涵盖了频谱监测技术和活动的所有重要特性，包括监测设施的建设。可以预

料，本手册对主管部门和频谱监测机构具有极大的价值。可以认为，这种价值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是同等的。 

我们向来自德国的Ralf Traumann先生（1C工作组负责彻底修订手册的报告人组主席）、来自法

国的Alain Jacquet先生（1C工作组负责编写本2002年版手册增补的报告人组主席）、助理协调人、撰

稿人、参与者和所有在本手册编写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们的

努力，本手册将无法成为现实。我们还要向Philippe Aubineau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作为无线电通信

局的顾问，他在本手册的编写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本手册能成为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领域的一项珍贵资产，促进监测设施的建设和运

行。它应能够为频谱管理和无线电通信网络在无干扰环境下运行提供重要工具。 

 

 

 

第1研究组（频谱管理）主席 
 

Rob Haines 

 第1研究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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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版本的制定过程 

《频谱监测手册》的 新版本于2002年公布。由于电信和监测技术的发展，1C工作组在其2006
年10月的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由Alain Jacquet先生（法国）作为主席的报告人组，修订本手册中的某

些部分。在该工作组2008年6月的会议上，1C工作组批准了关于监测设备和监测运行自动化的第3
章、关于空间飞行器信号发射监测的第5.1段、关于监测系统规划和招标的附件1的新案文。这些案文

作为2002年版《频谱监测手册》的一份增补予以公布。 

为了复审2002年版《频谱监测手册》中的剩余部分，1C工作组设立了一个由Ralf Trautmann先生

（德国）担任主席的报告人组。这个新的报告人组的目标是公布完整的新版《手册》，包括增补部

分的案文，在1C工作组2010年会议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并在该次会议上批准完整的新版《手册》。 

为组织这项工作，报告人组于2009年2月25日至3月4日在首尔，2009年9月16日至9月23日在日内

瓦，2010年2月1日至10日在日内瓦，2010年6月3日至6月9日在美因茨，共召开了四次会议。 

成员国、部门成员和第1研究组的部门准成员（如设备制造商）提交的165多份输入文稿，促成

了对已有章节的修正和修订以及完整的新章节。这些文稿也形成了在《手册》结构的更改和改进方

面的建议。由于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频谱监测手册》的结构不断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报告人组

也因此而充分完善了《手册》的案文，特别是改进了各章内容之间的逻辑定位。 

本手册的案文已在1C工作组2010年9月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得到批准。 

《手册》包括下列部分，负责起草的各章报告人列在右面。 

第1章 频谱监测在频谱管理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Saad Dera先生（沙特阿拉伯王国） 

第2章 组织、结构和人员 H. Mazar博士（以色列） 

第3章 监测设备和监测操作的自动化 Roy B. Woolsey博士（TCI国际集团） 

第4章 测量     O. Pellay先生（法国） 

第5章 特殊监测系统和程序 M. Al-Sawafi先生（阿曼） 

第6章 基础和支撑工具 A. Pavlyuk博士（俄罗斯） 

附件1 监测系统的规划和招标 P. Tomka先生（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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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历史回顾 

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在1968年公布了《监测站手册》的第一版（在1971年进行了增补）。下

一版是在20年后的1988年公布的。在仅仅几年后的1995年，出现了公布《手册》的新版本并对结构

进行重大修订的需求。不过关于设备和测量程序的各部分之间还没有明确区别开来。2002年版首次

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版本仍以该版本的结构为基础。在本新版本里，各章内容的切分得到进一步优

化，旧资料得到更新，很多新的资料也被包含进来。如关于雷达测量技术和到达时间差测量的介

绍。 

本手册的目的 

无线电频谱的确是被每一个人所使用。现在有许多无线电应用，例如防盗自动报警、无线耳机

和麦克风、无线局域网、遥控钥匙、遥控开关或我们个人环境下的其他遥控器。一些无线电使用者

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些就是无线电应用。而这些无线电应用业务的恶化，往往会被理解为是故障而

不是无线电干扰。其他应用，如蜂窝式无线电台、广播和诸如警察、救护车、空中交通管制、军队

的无线电操作员，与无线电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总之，现代社会中无线电频谱在本质上的重要

性，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广泛讨论、普遍地接受和理解。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需要对无线电监测做出更多的解释。频谱监测的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支撑频谱

管理过程，以及解决干扰问题。另外，有一点必须说清楚：频谱监测与无线电监督检查有着根本的

区别。在频谱监测中，某一发射内容可以被用来识别一个无线电台站或确定业务质量，但关注的不

是这种信息本身。 

本手册的目的在于向所有涉及频谱监测过程的人提供信息和指导，包括管理者、操作者、维修

人员、教员和采购管理者。 

各章的读者对象 

本手册第1章描述了频谱监测与频谱管理之间的关系，并且涉及国际监测系统的问题。第2章继

续围绕频谱监测业务的任务、结构和组织， 后描述了监测站的各种类型，包括操作和维护人员。

对于那些涉及频谱监测系统设计和管理的人员来说，这两章可以说是 重要的内容。 

第3章描述了在第4章中所介绍的实施测量所需要的设备。这两章的主要着眼点是监测操作人员

和与设备采购有关的人员。 

第5章描述了特殊的监测系统和程序。这些系统和程序通常不是由所有的频谱监测站来执行的。

该章特别着眼于诸如空间飞行器发射信号监测、广播监测和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监测所涉及的人员。 

第6章包括很多补充性的和基础性的信息，涉及地图、调制、快速傅里叶变换及所需的文件等各

种问题。该章对监测操作人员具有特别的帮助作用。 

附件1的内容是关于监测系统规划和招标的，它对第3章进行了补充。附件1对涉及设备采购过程

的人员来说，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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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考虑到报告人组工作所涉及的各方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兴趣，新手册的案文反映出了高水平的折

中。 后，可以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希望收集无线电监测业务的组织工作、设备和测

量技术方面的 新信息的读者而言，新手册的案文适合在未来数年内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要感谢所有的章节的报告人者、所有撰稿人、各种会议的参加者和1C工作组主席所做出的宝

贵贡献和所提供的意见与建议。 后，我要感谢ITU-R第1研究组顾问Philippe Aubineau先生给予我们

的支持。如果没有他在辨别互相矛盾的内容时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和高效，这本手册将

不会这么快、这么好地完成。 

 

   频谱监测手册问题 
   报告人组的报告人 

   Ralf Trau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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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频谱监测在频谱管理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页码 

1.1 频谱管理...........................................................................................................................  3 

1.1.1 频谱管理的描述 ...............................................................................................................  3 

1.1.2 频谱监测...........................................................................................................................  4 

1.1.2.1 频谱监测的目的 ...............................................................................................................  4 

1.1.2.2 频谱监测与频谱管理的关系 ...........................................................................................  4 

1.1.3 数据库 ..............................................................................................................................  5 

1.1.4 软件 ..................................................................................................................................  5 

1.1.5 国家频谱管理系统的法律和管理基础 ...........................................................................  5 

1.1.6 频谱规划和划分 ...............................................................................................................  6 

1.1.7 频谱工程...........................................................................................................................  6 

1.1.8 规章、条例和相关标准 ...................................................................................................  6 

1.1.9 频率协调和通知 ...............................................................................................................  6 

1.1.10 执照核发、频率指配和收费 ...........................................................................................  7 

1.1.11 无线电设施的检查 ...........................................................................................................  7 

1.1.12 执法工作...........................................................................................................................  7 

1.2 频谱管理的考虑因素 .......................................................................................................  8 

1.2.1 频谱的有效利用 ...............................................................................................................  8 

1.2.2 频谱共用...........................................................................................................................  8 

1.2.3 经济方面...........................................................................................................................  8 

1.3 国家监测的目标 ...............................................................................................................  9 

1.3.1 对国家规章遵守情况的监测 ...........................................................................................  9 

1.3.1.1 技术和操作参数的核查 ...................................................................................................  10 

1.3.1.2 干扰解决方案和未经核准的发射机的识别 ...................................................................  10 

1.3.2 监测对频谱管理政策的帮助作用 ...................................................................................  10 

1.3.2.1 频谱使用（占用）数据 ...................................................................................................  10 

1.3.2.2 对新的频率指配的一种辅助手段 ...................................................................................  11 

1.3.2.3 对开发更好管理模型的一种辅助手段 ...........................................................................  11 

1.3.2.4 对处理投诉和质询的一种辅助手段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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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对分类与解释干扰和传播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 ...........................................................  11 

1.3.2.6 对频谱共用的一种辅助手段 ...........................................................................................  11 

1.3.2.7 频谱管理系统内的频谱监测功能 ...................................................................................  12 

1.3.2.8 运行流程和数据库的考虑因素 .......................................................................................  12 

1.3.2.9 数据库的验证和修正 .......................................................................................................  14 

1.4 国际监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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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频谱管理 

本段的目的是简要概括频谱管理的过程和频谱监测在频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以下关于国家频

谱管理系统（NSMS）的讨论，可以视为一个总体概览（见图1.1-1） 

图1.1-1 

简化的国家频谱管理系统 

 频谱-1.1-01

频谱监测

国家频谱管理

系统的法律基

础与管理基础 

频谱规划和划分

频谱工程

规则、规定

和相关标准

执照核发、频

率指配和缴费

无线电设施的检查 

执法 

国家频谱管理系统，

包括数据库和软件 

频率协调和通知

 

读者应参考国际电联《国家频谱管理手册》（2005年版）、《频谱管理计算机辅助技术手册》

（2005年版）、ITU-R SM2012报告、ITU-R SM.2015报告、ITU-R SM.2093报告、ITU-R SM.2130报
告和ITU-D第9号决议（2006年，多哈，修订版），以获取这些相互关联的频谱管理问题的更多信

息。 

1.1.1 频谱管理的描述 

频谱管理是必要的行政、科学和技术程序的结合体，目的是确保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业务有效运

行而又不产生干扰。简言之，频谱管理是一个调节和管理无线电频谱使用的完整过程。频谱管理的

目标是把频谱效率 大化，把干扰 小化，消除对频谱未经核准的和不适当的使用。建立在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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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基础上的规章条例，组成了频谱管理过程的管理基础和法律基础。信息数据库（包括所有核准的

频谱使用者的详细情况），为管理过程提供了管理基础和技术基础。对这些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的

分析可促进频谱管理过程，形成有关频谱划分、频率指配、执照核发的决定。频谱监测、检查和执

法，为保证频谱管理过程的完整性提供了必要手段。 

1.1.2 频谱监测 

1.1.2.1 频谱监测的目的 

频谱监测在频谱管理过程中扮演着耳目的作用。它在实践中是必要的，因为实际上，核准的频

率使用也不能确保是按照原来的意图使用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设备的复杂性、设备之间

的交互影响、设备故障或故意滥用。由于地面无线系统、卫星系统以及造成干扰的设备（如计算机

和其他非故意制造干扰的辐射器）的加速激增，这一问题已进一步恶化。监测系统在频谱管理过程

中提供确认这些干扰和对这些干扰“勒紧绳扣”的方法。 

频谱使用是贯穿全年每一秒钟的事情，局部、区域或者全球都是如此。同样，如果要适当地实

现监测的目的和目标，频谱监测就应建立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基础之上。 

频谱监测的目的是为总体的频谱管理过程提供支持，包括频率指配和频谱规划功能。因此，监

测的目标（不一定是按照先后顺序）是： 

– 帮助解决电磁频谱干扰，不管是当地的，区域的，还是全球规模的，以便无线电业务和台站

可以兼容共存，减少与设置和运营这些电信业务有关的资源，并使之达到 小化，通过获取

无干扰的可用电信业务，让一国的基础设施产生经济效益； 

– 帮助确保公众接收到合格的无线电和电视信号； 

– 为主管部门对电磁频谱管理过程提供宝贵的监测数据。这个过程涉及频率和频段的实际使用

情况（如信道占用和频段拥塞）、核查发射信号的技术与工作特性是否适当（合乎执照要

求）、探测和确定非法发射机和潜在干扰源、生成及核查频率记录； 

– 为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组织的项目提供宝贵的监测信息，例如，这种信息可用于为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准备报告、为消除有害干扰而寻求主管部门的特别协助、消除带外操作或帮助

主管部门寻找合适的频率。 

1.1.2.2 频谱监测与频谱管理的关系 

频谱监测与频谱管理的功能高度关联。通过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把两者的功能结合在一起，

可以显著地提高两者的效率，降低两者的成本。对频谱管理系统的实施而言，首先开发一个系统结

构来保持管理过程的完整性和开发一个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数据库来支持管理过程，是非常重要

的。在数据库不充分的情况下，监测、执法、技术、程序的结合能有效地用于获得重要信息，帮助

改善数据库和整个频谱管理过程。 

监测之所以与检查及合规紧密相关，在于它能确定和测量频谱使用情况和干扰源，核查辐射信

号的技术与工作特性是否适当，探测和确定非法发射机，并生成关于频谱管理政策效力的数据。 

监测能通过提供信道和频段使用的总体测量，包括技术与工作性质的信道可用性统计值，进一

步支持频谱管理的总体努力。监测对规划也是有益的，因为在规划中，监测能帮助频谱管理者们在

与频率指配（在纸面上或数据档案中）比对后了解频谱的使用程度。一个监测和测量系统能在一些

情况下发挥作用，有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仅了解核准的或设计的无线电系统特性是不够的。为了达到

管理、执法和合规目的，一个监测和测量系统也可以获得个别台站的工作信息，还可以用来定位和

识别产生干扰的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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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监测能为频谱管理提供关于频谱的实际使用是符合国家政策的反馈信息。监测还能

确定需要如何规范将来对频谱监测人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监测能为频谱管理提供前馈信息。 

1.1.3 数据库 

具备储存、维护和访问关于各通信网络的信息的能力是频谱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信息能

够组成一种频谱管理系统数据库。这种数据库是各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所有相关参数的数据库。这种

数据库能使管理机构实施各种工程和管理的分析，以保证频谱效率，保证在操作上与规章条例保持

一致，保证系统之间无操作干扰。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库记录，频谱管理过程的完整性将打折扣。 

频谱监测业务必须有权访问核准的使用者的完整的中央数据库。这种数据库能提供一种手段来

确认执照情况和频率指配条件，识别未经核准的频谱使用。监测业务还能创建自己的被监测发射活

动和测得特性的数据库。这类信息可以用于事件记录并随后与中央数据库关联。 

1.1.4 软件 

频谱管理和监测系统可以拥有很多数量的软件，使数据采集、处理、评估和干扰分析任务实现

自动化。使用软件在相关数据库中保存频谱监测结果，把信息与核准的使用者的中央数据库关联，

能在提高精确性的同时节省大量的研究时间。 

1.1.5 国家频谱管理系统的法律和管理基础 

由于无线电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各国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涵盖频谱资源的法律变得像

管理土地和水的使用的法律一样重要。因此，无线电通信的使用和管理必须包括在各国的法律体系

内。无线电通信法是一项规定概念、授权、广义目标与目的和责任的基本文件。它不应偏离方向去

描绘规则和程序的细节。这部法律应建立这样一个理念：无线电频谱是一种自然资源，需要考虑全

体国民的利益去管理频谱。因此，法律应规定国家政府管理无线电通信使用的权利，包括核准使用

并实施频谱管理规则，只要是通过监测和检查实行管控。为了执行这些职能，频谱管理者应有权去

识别干扰源，要求关闭干扰源或者按照某种适当的法律机制没收干扰设备。对这种权力的限制也应

做出规定。 

无线电通信法应同时规定公民与政府拥有和操作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权利。国家、地区或当地政

府应把一些通信系统运转到 佳程度。这些系统是支持政府组织机构工作任务的 常见系统。但

是，社会的很多需要，却正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来满足，通信业务的质量和可用性可以与通信业务

的种类以及业务提供者被准予的自由度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应包含在国家无线电通信法律之内的内容，还有公众进入频谱管理决策程序和政府对公众意见

进行回复的有关要求。公众提出频谱要求的特定程序，或者是公众对频谱管理者提出的关于频谱问

题的立场的特定程序，可以在另外的地方予以描述。但是，进入决策程序的权利和限制，可以在法

律中规定。频谱管理者根据国家利益，按照公众提供的意见，来管理频谱使用的基本任务，是非常

重要的。因此，无线电通信法应要求：频谱管理机构向公众提供有关其决策的信息，包括它的决策

依据的书面解释。另外，法律应根据已制定的准则和程序提供一套对决策进行复议和上诉的程序。 

频谱管理的基本日常工具，是由国家频谱管理机构发布和采用的已经公布的整套规定和程序。

这些规定在无线电通信应用的日常实施中起着基础的作用，能够使频谱使用者了解他们的操作是以

何种方式受到管理的。这些规定提供与频谱管理机构交流的方法。这些规定和程序应覆盖的领域包

括：执照的获得和展期程序、发射标准、设备认证程序、信道配置规划、操作要求，以及频谱监

测、检查和执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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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频谱规划和划分 

频率划分是将无线电频谱分配给各种无线电业务的过程，既可以独占，也可以按照主要业务和

次要业务的原则进行共用。在国际层面，这种划分是由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负责的，并反

映在《无线电规则》（RR）第5条中。各国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国际频率划分表制定自己国家的频率

划分表，为无线电通信业务划分频段及核准特定的系统。 

为了有效地利用频谱，重要的是所划分的频段要满足欲开展的业务的传播要求。举例而言，那

种一般要求提供大面积全向信号覆盖的业务，如广播电视，要划分在频谱中较低的频段；专用移动

无线电（PMR）业务则要划分VHF/UHF频段，以保证有限的局部覆盖；而对需要世界范围覆盖的全

球航空和水上业务，则要划分HF频段。这些频率划分有时需要再次划分为信道规划，来保证满足特

定的载荷、信道以及频率复用方面的要求。 

针对特殊用户提出的请求，主管部门应遵循这些频率划分表来指配适当频率给需要这种频率的

无线电系统，并核发相关执照以及在数据库中生成适当的记录。频率指配的技术程序应以可允许干

扰的概念或无线电网络之间所必需的频率距离间隔标准为基础，允许有效的信道和频率复用。 

1.1.7 频谱工程 

频谱管理涉及与技术和工程领域有关的决策，而这个领域需要对信息、能力和选择进行充分地

评估。虽然大部分决策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但很多频谱管理事宜还是可以根据工程因

素和技术因素进行分析并做出频谱管理决策。因此，需要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人精通分析技术，通晓

技术发展趋势，以便为政策和规划机构中必须考虑经济学和国家政策之类因素的人提供公正的评

估。精通分析技术的人可以确定和推荐干扰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保证系统之间的兼容所需的设备

的技术特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鼓励使用可供选择的技术。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在模型中使用由适

当数据库提供的输入信息，来实施与频谱管理（如频谱指配）有关的分析。这种模型可用来预测是

否符合规章条例（如卫星功率通量密度限值），也可通过分析干扰概率来评估频率共用的可能性。 

1.1.8 规章、条例和相关标准 

国际电联已经制定了关于国际频谱划分和频谱管理的总体性规章条例。这些规章条例包含在国

际电联公布的《无线电规则》（http://www.itu.int/publ/R-REG-RR/en）中。每个成员国在考虑到该国

际规则的同时，建立自己的立法及相关的规章条例，以适应本国的无线电通信基础设施和目标。这

些规章的意图在于为频谱管理过程中的管理和执法提供一个必要的框架。这些条例应含有设备认证

的程序，包括发射机特性的规范和标准。 

1.1.9 频率协调和通知 

由于无线电频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专用使用者和政府使用者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所以有必要

建立一种机制，以便把频率指配给能容纳 多用户的特定业务或系统。这就需要通过一种频率协调

过程来实现。 

频率协调工作开始于选择频率给一个不可能对其他已有系统形成干扰的系统。相应的当事方之

间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换或者“协调”，来保证系统之间的兼容性。这个过程的目的是在把通信系统

之间的操作干扰 小化的同时把频率复用 大化。 

频率协调过程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首先，主管部门必须把规章条例制定好，这将成为协调过

程的基础。下一步，在新业务申请人和协调者之间需要交换信息。这种信息必须包括充分的技术数

据，以便协调者能进行一种分析来判断新业务不会给已有业务带来有害干扰，以及新业务在操作中

http://www.itu.int/publ/R-REG-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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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已有业务兼容。频率协调的效果与包含在数据库中的记录内容的准确性、可接受性以及与准确

预测已有系统和拟用系统的运行能力直接有关。 

已有的和拟用的无线电设备之间的频率协调和兼容性研究，是一个高效的频谱管理系统的必要

组成部分，不管这个系统是在国家层面执行还是在国际层面执行。 

国际频率协调是一种应在把频率指配给一个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台站发生冲突的台站之前来实施

的程序。这种频率协调程序通常根据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的特别协议来实施。例如按照ITU-R 
SM.1049建议书的规定。在《无线电规则》第4至第9条以及第11条中，对频率指配和频率使用的国际

通用规则以及对特别协议进行了描述。 

1.1.10 执照核发、频率指配和收费 

执照核发和频率指配过程中必要的管理步骤，已在上文所述的规章条例中做出了界定。政府机

构通常负责核发执照或处理与执照有关的事务。一旦政府机构确定拟用通信系统符合这些规章，通

常会通过核发一个执照或类似的许可来核准这种新系统。如果执照设立的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规

章通常要求频率使用者把这些变化通知管理机构，以便变更执照。如果遵照这些执照核发程序，这

些程序将可以确保通过及时反映所运行的系统中发生的变化来保持频谱管理数据库的完整性。停用

系统的数据可以移入数据库的备用部分，以便作为临时参考、将来参考直至 后删除。 

有效的频谱管理系统中执照核发与管理功能所具备的好处，超出了仅仅建立和保持技术参数数

据库的范畴。在首次核发执照时，执照核发过程可以是一个收费管理方式下的收入来源。它还可以

是一个以罚款和处罚为内容的收费来源。罚款和处罚，针对的是那些未经正当执照进行操作的行

为、超出执照参数进行操作的行为或藐视已有规章条例进行操作的行为。 

1.1.11 无线电设施的检查 

无线电设施的检查是一种管理和保证频谱充分利用的有效手段，因为它能保证无线电设备根据

指配的操作参数来安装和运行。无线电台站的运行超过了核准的操作参数（例如功率过大、发射机

位置错误）便会造成较大的潜在干扰，并对核准新的同信道和相邻信道频率使用权构成影响。 

主管部门在规划和实施无线电设备检查时可以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以下规划： 

– 所有新核准设施的检查； 

– 出于某种原因（如干扰报告的次数增多或发现有违反规则的行为）的检查； 

– 对所有台站按一定的百分比随机抽样检查或根据其他统计基础检查，等等。 

其中一种有效方法是检查一定比例的内容，或检查已有的核准设备/发射机的“样品”。这些设

备包括在能在各种无线电业务中随机选择出来的样品中。随后将根据国家的法规和标准对检查结果

进行评估。样品的合格水平将为国家法规的守法情况提供一个大概的评估。在以后几年中，需要接

受检查的设备的尺寸和种类，将根据前几年的守法情况进行调整。换言之，如果特定业务的守法率

相对高，被检查的样品数量将减少。反之，如果守法率低，将检查更多的样品。 

关于检查规划的方法、统计抽样的确定、设备的检查以及详细的检查程序的更具体讨论，见

ITU-R SM.2130报告。 

1.1.12 执法工作 

如果频率使用者不遵守他们的执照要求及适当的规章条例，频谱管理系统的益处是无法实现

的。规章条例应包括相关规定，界定对一个被发现违规的使用者应采取的措施。根据违规的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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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罚的范围应包括警告、罚款、吊销执照、取缔其系统的运营以及根据和依照国家立法进行法

律诉讼。没有高效的执法程序，频谱管理过程的完整性将打折扣。一个主管部门执行已有的与无线

电通信系统有关的规章条例的能力，明显取决于高效的频谱管理系统和高效的频谱监测与检查系

统。当收到一项关于干扰的投诉时，干扰信号能够被监测，以便判断信号的位置、发射方式和其他

技术参数。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识别和定位干扰源，并进行深入调查。查询频谱管理数据库，可以判

断干扰源是否是一个在核准的技术参数之外运行的执照设立的发射机，或者干扰源是否来自一个非

法的操作者。 

1.2 频谱管理的考虑因素 

1.2.1 频谱的有效利用 

由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所驱动，全球通信业务高速发展的需求将导致可用频谱资源的严重匮

乏，除非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采取措施，有效管理频谱。由于频率是一种有限资源，所期望的

增长必须通过现有频谱的有效使用才能实现。 

对频谱的高效利用需要通过战略性地划分频谱各部分，来满足频率使用者的要求，同时又不造

成任何频谱浪费。频谱的储备将满足未来频谱需求增长和无线电新技术面世的需要。 

1.2.2 频谱共用 

一个或多个使用者或无线电业务无干扰地共用一部分频谱的能力，是频谱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考

虑因素。有效的频谱共用，能在广泛的无线电业务种类中增加可用频谱的数量。可以通过功率控

制、频谱使用者地理隔离、辐射方向图隔离、频谱使用者时间隔离，通过容忍一些干扰（当它们没

有变成有害干扰时），或通过使用允许在同一频率上有多个发射并存的更新的技术，来促进共用。

但是，有效的共用需要在管理频谱使用的国家机构之间善尽协调，在靠近边界的地方也许还需要相

邻国家主管部门在国际层面上善尽协调。按照地理限制为使用者划分频谱，可以发挥信号传播限制

的优势。地理限制 简单的例子就是国际电联三个区域之间频率划分的差异性。在一个较小的范围

内，地理隔离也是蜂窝系统频率规划的基础。这种系统允许在获得适当的蜂窝小区间物理隔离和发

射方向图间物理隔离之后进行频率复用。 

时间隔离也是通过使用时间捷变技术和集群系统来促进共用的一种有效方法。在这些系统中，

一个或多个信道可以由很多有前文所述的发射时间要求的频率使用者共用。很多系统可以在同一时

间和同一频谱空间段内共存，取决于特定的调制和干扰门限或者每个系统的多址机制（如码分多址

（CDMA））。例如，扩频技术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其抵抗干扰的能力增强。这种特性允许多个发

射在同一时间占用相同的频谱而没有互相妨碍，当然，这要在系统的限制之内。 

1.2.3 经济方面 

无线电通信已成为电信基础设施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频

谱管理的经济手段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手段能促进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效率，帮助确保无线

电业务能在无干扰的基础上运营。为了拥有有效的无线电通信，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一个有效的频谱

管理系统。 

有效的频谱管理系统的出发点，是获得充分的财政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从管理中获得，或者从

无线电频谱使用的收费中获得。从无线电执照的核发到某一部分无线电频谱的拍卖，收费是有所不

同的。如果频谱收费能和正确的经济刺激结合在一起，就能促进频谱的有效利用。频谱收费的费率

不能太低以免在频谱使用者眼里显得微不足道，也不能太高以致超越市场定价机制，如果这样，频

谱便会闲置，而不能产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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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相同的频率指配存在一些竞争的申请者时，拍卖是 适当的。拍卖收益可以大幅超过频谱

管理成本，但是，拍卖手段可能是频谱价值的准确体现。对于那些频率指配存在有限竞争的无线电

业务、社会需要型业务如安全和国防以及其他一些特殊业务如国际卫星业务，拍卖可能是不适当

的。由于近年来频谱拍卖已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有时高达几十亿美元，主管部门必须确保一个

经过拍卖的频段在使用中是可以被接受的，不管通过转移原有用户，还是通过共用频率条件的落

实。在适当的覆盖区域内监测这种频段，可以支持这一行动。 

一些主管部门已对国家频谱管理者采取了不同方式的支持。这些管理者包括： 

– 对于频谱有直接利益的通信集团如顾问委员会、同业公会、专业机构和准政府机构的协会； 

– 频率协调者和指定的频谱管理者； 

– 频谱管理顾问和提供支持的承包人。 

对于节省政府财力和人力资源、提高频谱使用效率、改善频率指配与协调效率、补充国家频谱

管理者的技术专长，这些支持手段是有可行性的。 

关于频谱经济学的详细内容，见ITU-R SM.2012报告。 

1.3 国家监测的目标 

如前所述，频谱监测的目的是帮助解决干扰问题，保证无线电通信和电视的接收质量在允许范

围内，并且为频谱管理提供监测信息。 

从历史上说，由于国际链路中的高频使用越来越多，有关国家召开会议，制定了频率划分的规

章和处理干扰的程序。《无线电规则》第16条描述了用于第1.4段提及的国际监测的程序和设施。为

了执行《无线电规则》第16条的规定，建议有关国家建立一个中心办事处和HF监测站。 

现在，虽然仍需要在高频上进行监测，特别关注VHF/UHF/SHF监测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这些频率正越来越多地用于无线电通信网络。这些网络的范围是由它们的特有属性决定的，被大致

限制在视距范围内或者大约100 km。具体范围取决于频率、功率、传播条件和天线（发射和接收）

高度。 

根据被监测的发射机的传输限制范围，为监测站选址的 好方法是在第2章中所考虑的方法。国

家对这些设施的使用，在下面有所描述。国际上对这些设施的使用要按照第1.4段去处理。 

1.3.1 对国家规章遵守情况的监测 

监测的目的是识别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发射，或者因为这种发射未发执照，或者因为这种发射不

符合国家的规章条例中的技术要求。 

开展这种工作的一些原因： 

– 一种未经核准的发射或不合格的发射，可通过干扰使其他无线电使用者的业务变差； 

– 未经核准的发射意味着主管部门在执照收入上的损失，也意味着其他寻求执照的无线电使用

者的需要被抑制。这些发射使干扰解决方案复杂化； 

– 仅能在一种稳定的、协调的环境下有效地实施规划； 

– 公众有权获得可接受水平的广播、移动无线电通信和寻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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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技术和操作参数的核查 

监测可用于获取无线电系统在技术上或操作上的特性的详细信息。监测一般包括发射机和/或其

天线方向图的发射频谱的详细测量。这些测量可用来为特定电磁兼容分析（EMC）提供需要的信

息，还可用来确定与在特殊的频率指配记录中核准的技术特性是否兼容，或者作为类型验收程序的

一部分，去保证一种特定设备在运行中与该频段的其他设备兼容。 后一点，测量可以用来确定一

台特定的发射机是否工作在指定的限值之内。 

虽然可以测量多种类型的技术参数，或许 为重要的一种技术参数可能是发射机的发射频谱。

选择测量技术应使用一种有效的方法让不同类型的信号调制在数量上被测量。因此，测量系统应有

不同的带宽、滤波器、衰减器和可以为被测量的信号单独挑选的其他参数。这些测量有一部分要求

矢量信号分析能力。 

1.3.1.2 干扰解决方案和未经核准的发射机的识别 

频谱监测数据在识别和解决对核准设立的发射机所造成干扰的问题中是有用的。这种测量可以

探测造成干扰的未经核准的发射机的存在，或者探测由发射机和非故意的杂散发射结合在一起而形

成的互调干扰。虽然频谱测量和工程分析之间的各种结合可以用来解决某些类型的干扰，但是频谱

监测数据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获得与干扰有关的发射机身份的过程中，监听常常是

有用的。 

未经核准的发射机可能被怀疑为干扰原因。因此，在解决干扰问题的能力与探测并识别未经核

准的发射机的能力之间经常会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探测未经核准的发射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经常难

以从未经核准的信号中区分出合法信号。在核准设立的和未经核准的发射机共用同一频段并具有相

同调制特性的拥挤频段，要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 

探测未经核准的信号，有时可以通过对核准的频率使用者投诉干扰的频率，或者对频率指配记

录显示没有合法指配的使用者的频率进行监听来实现。在非法操作被探测到后，测向与移动追踪车

和从监听中获得的信息，对识别和定位非法发射机是有帮助的。 

1.3.2 监测对频谱管理政策的帮助作用 

只有规划制定者充分得知当前的频谱利用情况和频谱需求的发展趋势，良好的频谱管理才会令

人满意地运行。尽管从预期的频率使用者采集来大量的关于执照申请或展期表格的数据，这些数据

很少是完全适合频谱管理目的的。这些记录只能显示频率的使用是经过核准的，但无法提供频率是

否被实际使用的充分信息。因此，在频率指配记录上出现拥挤的频段，在事实上也许是拥挤的，也

许是不拥挤的。现在，很多国家在获得新的自动化频谱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要求该系统与监测系统

要直接连接，以便在中央数据库中储存监测结果。监测数据因此可直接用于频率规划者，而监测操

作人员可以在线访问执照数据库。这可以形成有效的工作进程。 

1.3.2.1 频谱使用（占用）数据 

频谱使用或信道占用数据显示出一个特定频率或频段在一个特定的观察间隔内多长时间出现一

个信号。对单一频率的测量可以与显示频谱使用如何在24小时（包括繁忙时段和高峰时段、平均和

小使用）内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来自很多频率的数据可以兼顾显示一个频段内的所有频率的平均

使用情况，或者一组选定的使用者的平均使用情况。 

对频谱管理的几个功能来说，信道占用和频段拥塞信息是一种宝贵的工具。这种信息可以用来

识别某一频段内闲置的信道，也可用来防止给繁忙使用的信道增加更多的频率指配。根据频谱管理

记录，当信号在未指配的信道出现时，或者当发现指配频率没有使用时，这种信号还可以用来促成

一种调查程序的启动。对相同地理地区的相同频段来说，信道占用时间统计的变化能够显示其发展



第1章      11 

变化的趋势。 后一点是，当现有频段变得非常拥挤时，这种信息可以用来帮助预先考虑划分附加

频段。 

对于陆地移动无线电频段或类似的信道化通信频段来说，频谱使用的测量是特别有用的。对频

谱使用的测量而言，其他移动频段也是好的候选频段。频率使用标准可以参考所涉及的每个业务的

目的，根据频谱管理程序来制定。 

监测信息和频谱管理记录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直接的。信道占用信息只告诉我们：一个频率在

被使用。它不显示哪个发射机在产生信号。一项特定频率指配的存在和该频率上一个信号的出现，

不能充分表明被测量的信号就是已获得指配频率的发射机所发射的。用呼号或类似信息来识别发射

机，就需要监听来解决任何这种含糊不清的问题。作为一种选择，测向仪依靠地理方位信息的识

别，以每一发射机为基础，把计算频率占用的测量变为可能。但是，在测量时间内，一个信号的缺

失，并不充分表明该频率指配不存在或者该频率没有被使用。已获得指配频率的发射机有可能在监

测期间一直没有被使用。 

1.3.2.2 对新的频率指配的一种辅助手段 

按照相关业务，就一天中的某一时间和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而言，每个执照持有人的频率使用

程度是不同的。根据预测模型的完善度和数据的准确性，执照信息可用来在某种程度上成功预测频

率使用程度。当信道拥挤加剧时，这种模型在识别 少使用信道时，变得越来越不准确。在确定一

个 适合预期目标的频率时，从拟用频率指配的地理地区获得的监测数据就变得极有价值了。 

1.3.2.3 对开发更好管理模型的一种辅助手段 

监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能相当昂贵。因此，即使作为一个宝贵的工具，也不可能在所有的频

率指配中都利用监测数据。但是，可以通过在可用执照数据基础上建模，为一个国家内频谱使用量

不大的地区提供充分的服务。从更繁忙的地区采集的监测数据，可与模型所预测出来的数据水平相

比较，将结果用于识别嫌疑执照数据，然后完善这种模型以便 好地适应总体情况。通过这种手

段，该模型可以被固定下来，并随后更好地运用。因此，监测可以更好地针对那些 需要帮助的地

区。 

1.3.2.4 对处理投诉和质询的一种辅助手段 

随着频率拥挤的增长，频率使用者将变得对已有业务不如以前那样满意。通过监测那些投诉畸

多的地区，可以确定问题的实质，并提出 佳矫正措施。为感知业务质量提供证据或辩解也是可能

的。 

1.3.2.5 对分类与解释干扰和传播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 

VHF/UHF波段对异常传播的影响不具备免疫力。其结果是来自远距离业务的干扰通常被认为太

遥远了，以致没有理由进行很大的协调努力。 

这些影响是短时间存在的，当关于它们的统计数据具备时，只有通过监测，对特定业务的潜在

影响才能被准确地评估。很有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业务受到为数不多的远程发射机的影响。恰当的

处理方法可以是个案处理。完善的监测数据将极大地帮助确定问题的原因。 

1.3.2.6 对频谱共用的一种辅助手段 

目前频谱需求的状况是希望无线电业务能共用频率。有些业务类型明显是不兼容的，但这种问

题经常界限模糊。可以进行试验来确定兼容程度。对这种试验进行监测将提供有关信息，比如有助

于帮助进行系统性能分析的相关信号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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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频谱管理系统内的频谱监测功能 

频谱管理与频谱监测的关系见图1.3-1。管理数据提供预测数据，频率使用者（执照持有人）参

考数据库，设备（射频、功率）和台站（协调、识别、海拔高度、地平高度、天线增益、方位角和

仰角等）。它根据重要性（如生命安全）、决策者的政策和干扰投诉，提出任务和优先级。测量

（频谱管理的耳朵和眼睛）提供关于频率、占用、场强、带宽、方向、极化和调制的信息。将测量

数据与执照比对，可显示出违规、偏差和非法台站的信息。可用一种通用显示器将监测结果可视

化，并将执照数据（记录、报告、统计数据和业务分析，例如广播、移动和固定业务，其覆盖范围

和服务质量）描述出来，包括绘制数字地形。因此，干扰（投诉、调查、识别和解决）变得可视

化；对于未经核准的台站，执法和取缔措施是强制性的。 

图1.3-1 

频谱管理与监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频谱-1.3-01

 
• 预测数据

• 参考数据库：频率使用者、设备和台站

• 根据重要性（生命安全）、决策者的政策和干扰投诉

而定的任务和优先级

• 测量

• 眼睛和耳朵：频率、占用、场强、带宽、方向、极

化、调制 

• 与执照数据库的比较：违规、偏差、非法台站

• 通用显示器：监测结果和执照数据的可视化

• 记录、报告、统计数据和分析

• 视频广播、音频广播、数据和固定业务、移动业务

• 覆盖和质量

• 干扰：投诉、调查、识别、解决

• 执法和取缔

管

理 
监

测 

 

1.3.2.8 运行流程和数据库的考虑因素 

为了频谱管理与频谱监测活动的 佳合作，有人建议，频谱监测要快速、直接地访问频谱管理

数据库。数据库的维护是频谱管理机构的责任。但是，为了用实时信息更有效地向监测部门赋予权

力，为了规划监测活动和评估结果，可以让监测部门有权以在线只读方式访问数据库中特定的表

格。 

建议频谱管理接入频谱监测数据库（主要是监测结果）也使用同样的接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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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可以减少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之间的信息互联数量，而且不管哪一种管理活动产生了数

据，都可以通过两种数据的实际应用来支持信息的无缝整体使用，见图1.3-2。 

监测业务可访问的频谱管理数据库可能包括下列内容： 

– 台站和网络（执照）数据； 

– 频率指配信息； 

– 设备数据； 

– 其他数据。 

图1.3-2 

频谱管理与监测合作的流程 
 

 频谱-1.3-02

任务表监测任务的产生

监测结果

频谱管理活动 数据库 监测活动

确认已核发执照

的和未核发执照

的被探测频率 

监测

执照核发和

频率指配 

频谱管理数据库

已核发执照的

台站的地图 
显示器 

 
已核发执照的

台站的地图 
显示器 

浏览频谱管理信

息的参考资料 

与远程数据库同步 

监测任务的产生

浏览监测结果 浏览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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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部门将通过使用这种信息实现以下功能： 

– 在地图背景上显示已发执照的台站的子集，以图形方式描述每个台站的位置； 

– 识别已发执照的台站与未发执照的台站和发射活动； 

– 分析侵犯执照权的情况； 

– 浏览参考数据，如设备特性或频率使用者的详细情况。 

监测的使命和任务： 

– 由频谱管理系统制定监测使命和任务并交由监测系统执行是可能的。要求承担的使命和任务

将储存在数据库内。 

– 当界定使使命和任务时，建议设立关于将要测量的参数（即带宽）的门限/容许偏差。当偏

离原来预计的（已发执照的）数值时，这种门限/容许偏差将用来警告操作者； 

– 监测业务将使用这些指导性内容来安排自动化活动的时间表（以及启动交互操作），并把结

果储存在数据库中； 

– 储存的结果将被频谱管理和/或监测人员用来分析和准备报告。 

正如国际电联2005年版《国家频谱管理手册》第3章所界定的，这里描述的共享数据库将在频谱

管理机构的层面上运行。就像ITU-R SM.1537建议书所描述的，为了支持频谱监测系统与频谱管理系

统之间的整合，该章介绍了数据库中与频谱监测部门相关联的那些部分。 

请注意，向偏远地区监测站传送有关信息（例如，某一地区的一个移动监测站将要进入一个工

作阶段之前，更新移动监测站关于在该地区已发执照的台站和已指配频率的清单）和把偏远地区监

测站的测量结果传送给国家中心，将成为监测机构的责任。 

1.3.2.9 数据库的验证和修正 

数据库的完整性需要定期的更新和核查。通过一个手动程序，监测数据可以用来帮助确认频谱

管理数据库的准确性和数据库更新。另外，检查数据的监测能力有助于提供一些额外的动力来更好

地维护数据库。 

1.4 国际监测 

1.4.1 国际监测系统 

如果理解本手册的各章内容，就能明白：发射监测是频谱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

国家应把监测设备当成是在国家层面上保证有效频谱管理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电联的

目标包括保证频率频谱有效和经济的使用，以及帮助尽快消除有害干扰，主管部门已经决定在国际

监测系统的发展和运行中合作，因此通过了适当的规则性条款。 

《无线电规则》第16条包含管理国际监测系统建立与运行的条款。 

国际监测系统仅包括由主管部门指定开展这项工作的监测站。这些监测站可以由一个主管部门

运行，也可以由公共或私人机构来运行，还可以由一些国家联合建立的或由一个国际组织建立的监

测机构来运行。负有责任的主管部门判断台站所遵循的技术标准是否和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的建

议书相一致，并把这些信息通报给国际电联。关于这个问题，应注意，主管部门可以核准采用较低

技术标准的监测站来参加国际监测，以便符合监测数据的一些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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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主管部门必须指定一个中心办事处，或在联合监测业务已建立的情况下由若干主管部门指

定，或由参加国际监测的国际组织指定。对监测信息的请求，必须提交给中心办事处。中心办事处

负责汇总监测结果，以便传送给无线电通信局或其他中心办事处。根据《无线电规则》第20条的规

定，关于这些监测站的信息由国际电联在《国际监测电台表》（也称列表VIII）中与中心办事处的名

字一起公布。 

此外，列表VIII还包括每一监测站在地面业务和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中能发挥的各种不同功能的

信息。 

对于国际监测系统的运行，列表VIII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件，因为这些信息包括能使两个中央集

权制办公室快速沟通的机制，特别是在有害干扰的情况下。因此，对主管部门而言，（根据国际电

联无线电通信局的定期要求）认真更新列表VIII中的信息并将重要变化及时通知无线电通信局，是非

常重要的。列表VIII的增补内容会被定期公布，另外，增补内容两次公布之间的信息，会发布在国际

电联《操作公报》上，同时也公布在互联网（http://www.itu.int/ITU-R/ go/terrestrial-monitoring-
listVIII/index.html）上。 

1.4.2 无线电通信局的协调作用 

国际监测系统是协调监测活动来满足信息收集、交换、公布这一国际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这个

系统内的监测活动，是根据主管部门或无线电通信局的请求来实施的。无线电通信局在这个系统的

运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采用的方式是协调常规和专项监测项目的安排、核对与研究监测结

果以及把这些结果通报给各国主管部门。 1999 年以来，无线电通信局在国际电联网站

（http://www.itu.int/ITU-R/go/terrestrial-monitoring/en）上公布了从主管部门获得的监测信息报告，而

相应的电子文件可以从该网站上免费下载。 

无线电通信局在世界和区域范围内组织各种类型的监测项目以及局限在一个较小区域内或若干

主管部门内的有限的监测项目。 

1.4.3 无线电通信局对国际监测信息的使用 

无线电通信局需要监测数据来完成下列任务： 

– 协助消除未经核准的操作或带外操作； 

– 在有害干扰的情况下协助主管部门； 

– 指导主管部门选择频率； 

– 通过提供频谱占用报告来筹备无线电通信大会，特别是那些负责对频段进行划分的无线电通

信大会。 

由于频谱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无线电通信局所使用的监测数据，总体上与28 MHz
以下频段内或用于空间无线电通信的频段内的地面业务有关。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特别是

干扰情况出现期间，无线电通信局必须能获得与任何频段有关的数据。 

与此有关，有一点应强调，随着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频谱使用日益增加，对这种业务所使用

频段的监测信息的需求正在增长。第36号建议（WRC-97）请ITU-R研究提供全球覆盖所需的设备并

提出相关建议，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并请主管部门： 

– 尽一切努力提供《无线电规则》第16条所设想的监测设备； 

– 按照ITU-R可能的要求通知ITU-R：主管部门准备在这种监测项目中进行合作的程度； 

– 考虑对源于空间电台的发射的监测的各种情况，使《无线电规则》第21和第22条得到应用。 

http://www.itu.int/ITU-R/ go/terrestrial-monitoring-listVIII/index.html
http://www.itu.int/ITU-R/ go/terrestrial-monitoring-listVIII/index.html
http://www.itu.int/ITU-R/go/terrestrial-monito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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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经拥有空间监测设施的主管部门加入到国际监测系统，并为此通知无线电通信局关于他

们的监测站的细节，以便将其纳入列表VIII （第三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4.3.1 协助消除未经核准的操作或带外操作 

为了识别未经核准或带外操作，无线电通信局有时会组织专项监测活动，并鼓励主管部门采取

必要的行动消除类似发射。 

组织这些专项监测活动所针对的非法使用的频段，通常是划分给安全业务的。在这些专项行动

期间，无线电通信局会要求主管部门在一个限定的时段内（一般是一周）高强度地监测有关频段。

所需要的这类数据在无线电通信局的一份通函中做了解释。为便于深入的分析，无线电通信局总结

了所得到的报告。无线电通信局如果有理由肯定操作中的未经核准或带外的台站是在一个特定的主

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就会提醒相关主管部门注意这类被举报的操作和对安全业务造成的潜在干

扰。 

有时，干扰发射是来自于另一个频段的发射器的失调而形成的杂散发射，或者是《国际频率登

记总表》中记录的在一种“无干扰基础”上运行的台站，就像《无线电规则》第4.4款所预见的那

样。因此主管部门总体上有能力消除这种情况导致的干扰。 

例如，根据第205号决议（Mob-87，修订版），自1987年以来一直针对专门划分给卫星应急示位

无线电信标的406-406.1 MHz频段开展专项行动。这个专项行动已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关于已

被探明的和需要进一步查禁的干扰发射的统计资料已适当公布在无线电通信局的年度报告中。这种

报告在网页（http://www.itu.int/ITU-R/go/resolution-205/en）上也能查阅到。 

1.4.3.2 在出现有害干扰情况下协助主管部门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5条，主管部门可以在解决有害干扰的案例时请求无线电通信局协助。

无线电通信局以此为目的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无线电通信局经常使用从国际监测中获取的可靠信

息，这种信息常常是在组织少数几个监测站进行专项监测项目的过程中获取的。 

在出现有害干扰的情况下，无线电通信局可能需要获得两种类型的信息： 

– 第一种信息是关于可能存在的有害干扰源的识别和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无线电通信局将请

求那些其下属监测站拥有适当设备的主管部门进行必要的观察和测量； 

– 无线电通信局评估测量结果以便判断干扰台站的位置，并确定干扰台站在哪个主管部门的管

辖范围内。会要求对此负责的主管部门快速消除干扰； 

– 在出现有害干扰情况下要使用的第二种监测信息涉及干扰台站的场强测量。当所遭受的有害

干扰的程度存在不确定性时，或者在可能要援用《无线电规则》中的特定标准或某份ITU-R
建议书的情况下，这么做可能是必要的。无线电通信局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那些监测站处于

适当位置并装备所需测量设备的主管部门予以协助。 

1.4.3.3 对主管部门选择频率的指导 

如果收到任何主管部门根据《无线电规则》第7.6款做出的请求，或者收到一个需要特殊协助的

国家的主管部门提出的请求，无线电通信局将利用记录在《登记总表》中的信息和从常规监测项目

或专项监测项目中获得的监测信息，以便确认可以指配给这些国家固定或移动业务台站的潜在频

率。 

要特别关注航空或水上移动业务由于受到未能排除的有害干扰的影响，而需要为其台站的常规

操作指配替代频率的情况。 

http://www.itu.int/ITU-R/go/resolution-20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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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无线电通信大会的筹备 

作为无线电通信大会筹备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如果大会必须就《频率划分表》的变更做出决

定，无线电通信局可以组织旨在补充《登记总表》数据的专项监测活动。结果将以报告形式向大会

汇报，以便大会可以评估被提议的频谱使用变化的影响。 

另外，无线电通信大会也可以要求无线电通信局组织专项监测活动。这不仅出于提供频谱特定

部分的使用信息的考虑，还是出于支持关于对安全通信造成影响的干扰的研究并由下一届大会进行

进一步分析考虑。 

1.4.4 国际监测项目 

1.4.4.1 常规监测项目 

自从《频率划分表》被1947年在大西洋城召开的无线电大会采用以来，国际电联在2 850与28 
000 kHz之间的HF频段上一直保留一个常规监测项目。第一期“监测信息概要”于1953年公布，此后

该概要一直定期公布。国际监测系统常规监测项目的主要目标可以总结为下列要点： 

–  汇总监测站所在位置的频谱使用信息，并从频谱如何使用的迹象中有所收获； 

–  识别那些不符合《无线电规则》第16.8款规定的发射台站； 

–  当收到无线电通信大会的请求时，汇总那些专门指配给特定业务（即广播、水上、航空）的

频段的使用信息，由未来相应的无线电通信大会考虑； 

–  为那些没有监测设备的主管部门提供以频谱管理为目的的信息。 

一些主管部门通常会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交报告，为常规监测的概要做准备。无线电通信局验证

所收到的信息，以季度文件的方式准备一个经过编译的数据库。在国际电联网站上，这个数据库会

被不断更新和发布（http://www.itu.int/ITU-R/go/terrestrial-monitoring/en）。 

1.4.4.2 专项监测项目 

无线电通信局有时会组织专项监测项目，来覆盖特定的频段和时间间隔。这些项目在以2周至3
周为一个周期的多个周期内实施，每个监测周期在时间上都接近至少一个分点和至少两个至点。 

每个这样的专项监测项目，都以通函的方式通知所有主管部门，邀请他们提前做好必要的安

排，以便有效地参加这个专项活动。这个通函还包括一份请求监测站去采集不同参数的列表，并指

出把数据发送给无线电通信局的格式。 

1.4.5 全球监测覆盖 

国际监测系统成功运行的主要条件之一，是依靠装备充分、积极参加国际电联监测项目的监测

站，实现全球所有地方的均衡覆盖。现在，这种覆盖极不均等，特别是在世界上一些把监测信息采

集作为一项重要要求的地方。 

ITU-R第23号决议的内容涉及把国际监测系统扩展至世界范围的需求，特别做出如下决议： 

– 应敦促所有正在参加国际监测系统（包括监测空间电台辐射电平的）的主管部门尽 大可能

继续这样做，并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供数据，以准备适用《无线电规则》第16条进行监测活动

的概要； 

– 应督促那些目前尚未参加国际监测系统的主管部门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6条的规定并利用

本手册中提供的相关信息以使其监测设施可供该系统使用； 

http://www.itu.int/ITU-R/go/terrestrial-monito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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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鼓励不同主管部门的监测站之间进行合作，并改进合作的方式，以利于监测信息（包括与

空间电台辐射有关的信息）的交换和那些难于确定或不可确定的传输站所造成的有害干扰的

解决； 

– 应督促那些处于世界上监测设施不足地区的主管部门为自身需要而积极筹划建立监测站并根

据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6条规定将其提供给国际监测使用； 

– 参加国际监测系统的监测站所提供的数据，可以被无线电通信局用来在应用《无线电规则》

第16条的过程中准备有用的监测数据的概要；由参加国际监测系统的监测站提供的数据可以

为无线电通信局在实施应用《无线电规则》第16条（即准备并出版有用监测数据汇总）的过

程中所利用； 

– 应督促具备先进地面和空间监测系统的主管部门接受来自其他主管部门的官员，以对他们进

行监测、测向以及定位等技术培训。应首先和列表VIII中合适的中央办公室联系。 

1.5 各国监测站之间的协作 

如上所述，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通过的ITU-R第23号决议中所清楚表述的目标之一就是不同

主管部门的监测站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在那些不同国家的监测站彼此相对靠近的地区显得特别有

益。可以设想不同方式的合作。这种合作的两个例子见第1.5.1和第1.5.2段中的说明。 

1.5.1 30 MHz以下的协作 

为了避免覆盖同一区域的监测站的业务重叠，可以在这些监测站之间进行紧密合作，以便他们

能轮流参加专项监测项目。出于这个目的，可以把要监测的频谱中的一部分划分成子频段。参加项

目的每个监测站将根据一个预先决定的时间表（如每周一次）轮流进行探测。必须对一些共同的操

作规则予以确认，以便用统一的方法实施所有的操作，包括接收质量的评估。由参加项目的其中一

个监测站来协调所有这些操作是可取的。 

这种安排既可以出于特殊目的来实施（如在无线电通信局组织的专项监测项目期间），也可以

成为更为持久的做法。 

监测站之间紧密合作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领域，是发射机位置的测定及其识别，特别是在

有害干扰的情况下。在出现这种有害干扰的情况下， 重要的因素是干预的速度和准确性。因此理

论上讲，在那些监测站所在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形成相应的管理安排和运行安排是必不可少的。只

要这种需要一出现，这些台站就能在彼此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对同一发射同时进行测量，必要

时，可以对所关注的发射机进行测向。 

还需重申，其中一个监测站应在演练中发挥牵头作用，但是，并不需要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这同

一个监测站。通常情况下，请求实施调查的监测站应发挥牵头作用。 

1.5.2 30 MHz以上的协作 

相邻国家正在越来越努力地通过采用共同的技术规范来提供经过协调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以方

便无线电通信的跨境运行。这一现象非常明显，至少在欧洲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应鼓励有关国家通

过采用同样的程序，并在特定情况下通过相同的基础设施，建立协调的甚至是一体化的监测设施。

这将使监测业务更加有效，还能使监测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降低因而更能被接受。 

不同国家技术人员在明确和开发一个共同的操作系统中的相互合作，对技术创新和人际交往与

相关国际关系的质量，也能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1章      19 

就像在第2.6段中提到的，各国需要在注意到在VHF/UHF频段发射机的正常、有限的工作范围并

经过认真选址后引入VHF/UHF监测站。 

建议相邻国家在《无线电规则》第16条的基础上互相签订协议，以便优化在边界地区采用的监

测程序和设备。这种双边的甚至是多边的协议，可以分为三个种类。 

第一种可以视为初始步骤，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构成了长期目标。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种： 

– 下列情况：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6.3款，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仅在所涉及的频率直接属于

当地办事处管辖时，边境两边的当地管理机构有权直接联系（频率需要被确认）； 

– 在这类情况下，通知中心办事处的方法（《无线电规则》第16.3款）； 

– 交换由当地管理机构核准的行动明细表： 

– 根据领邻国的请求，在自己的领土上对邻国的发射机实施监测，并把监测结果通知邻

国； 

– 授权邻国一个移动团队来本国实施测量； 

–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彼此提供协助。 

第二种： 

– 联合建立边境地区监测站分布的规划； 

– 确定分界面，使每个国家从边境地区的任何监测站对位于自己领土上的发射机进行测量； 

– 制定安装经过协调的监测设施的时间表。 

第三种： 

– 交换每个国家边境地区经过核准的网络列表以及它们的技术特性，以便“外国的”发射机不

再被认为是未知的； 

– 使用自动远程传输程序交换这种列表。 

这种安排存在于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在频率拥挤地区。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长期存

在的这种安排，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典型例证。 

欧洲地区对这种协作的需要也是急迫的，例如，法国、德国和瑞士在1993年签订了第一种类型

的协议。本章的附件1对该协议有更加详细的阐述。 

在开发本国的国家频谱监测系统时，法国的目标是，不管是对于本国核准的频率使用者，还是

对于达成协议的国家的频率使用者，自己的系统都能够被轻松和自动地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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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的附件1 

关于无线电监测站之间直接合作的协议 

法国、德国和瑞士主管部门关于无线电监测站之间直接合作的协议 

签字的主管部门关于无线电监测站之间直接合作的 
 

协议 

 

为了解决有害干扰或未经核准的发射问题，下列协议内容已由签字的主管部门根据《无线电规

则》第20、第22和第24条(1)规定的各自的责任范围予以确认： 

1. 如果另一个国家的协助被认为是必要的，有关国家的中心办事处须根据《无线电规则》求助

于该另一国家的中心办事处（《无线电规则》第1875款）。 

2. 负责无线电监测的机构须指定无线电监测站。在被认为适当的时候，这些无线电监测站可以

彼此建立直接的联系（《无线电规则》第1946和第1956款）。 

3. 主管部门同意：上述第2条中提到的监测站的移动监测设备在执行无线电监测任务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他们国家的共同边境线。 

 在每个案例中要分别取得其他国家的这种同意。 

 监测站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监测设备。 

 所使用的联络方法不在本协议内规定。 

4. 不能对另一国家领土上的公民直接采取官方行动。 

5. 无线电监测站须在落实本协议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6. 负责无线电监测的机构须在议定书中规定本协议的实施条款。 

注1 – 分别由第16、第15和第18条替代。 

1993年9月16日，巴黎 1993年10月15日，伯尔尼 1993年11月9日，波恩 

法国负责电信事务的部长： 

The Director of the Réglementation 
Générale: 

瑞士PTT运营商董事会： 

无线电与电视董事会董事长： 

联邦邮电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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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德国、瑞士和法国主管部门 
关于无线电监测站之间直接合作的协议的 

 
议定书 

1 参加合作的监测站 

– 德国方面：位于康斯坦茨和达姆施塔特的无线电监测站； 

– 法国方面：位于里昂-圣安德烈-德科尔西和南锡的地区无线电监测站，以及位于朗布依埃的

国际无线电监测中心； 

– 瑞士方面：位于巴塞尔、伯尔尼、Châtonnaye、日内瓦、圣加伦和苏黎世无线电监测站。 

2 合作方式 

直接合作方式给本协议参加国提供下列可能性： 

– 在他们本国领土上，根据邻国请求，用固定和移动的监测设备实施测量； 

– 在他们的领土之外，用他们自己的移动监测设备实施测量； 

– 交换测量结果。 

3 合作程序 

测量请求须在监测站之间通过电话、传真或电报进行传递。如果必须在外国领土上实施采用移

动监测设备的测量，不得超越边界50 km距离。 

4 合作的限制 

当有关事宜超出了监测站的能力而请求不再被受理时，监测站之间的直接合作即终止。 

合作终止的其他情形： 

– 当采用固定监测设备的测量预计需要3小时以上时； 

– 当采用移动监测设备的测量预计需要9小时以上或需要一辆以上的监测车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请求将被提交给中心办事处。 

1993年9月6日，巴黎 1993年10月15日，伯尔尼 1993年11月29日，美因兹 

For the Direction de la 
Réglementation Générale; 

Le Service National des 
Radiocommunications: 

瑞士PTT运营商董事会： 

国家无线电通信垄断部门无线电和

电视董事会： 

BAPT； 

无线电监测业务中心办事处：

 

注 – 由于电信主管机构的重新组建，签署本协议的主管机构的名称已经变更。然而本协议仍然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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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测业务的任务和结构 

2.1.1 监测业务的任务 

2.1.1.1 《无线电规则》赋予的任务 

下列监测业务的任务是《无线电规则》赋予的： 

– 依照频率指配条件来监测发射； 

– 频段观测和频率信道占用测量； 

– 调查干扰案例； 

– 识别和制止未经核准的发射。 

对国内发射是否符合频率指配条件进行常规监测并消除任何违法行为，目的在于预防无线电干

扰。技术参数诸如频率、带宽、频偏、发射类别和某些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通信内容，都需要被监

测。例如，监测业余无线电通信的目的应是特别保证呼号被正常使用而不能进行广播业务。 

频段观测的目的是探测哪个频率信道被谁来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相反，信道占用的测量目的是

确定频率使用的程度和时间，因此还包括哪些频率在闲置。测量还涉及识别发射及其基本特性。频

谱实际使用的知识，对保证有效和无干扰地利用频谱的频谱管理目的以及决定某一频率是否可以指

配给另外的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数据还构成了国家和国际频率协调的基础。 

考虑到无线电应用在生活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快速而高效地调查和消除无线电干扰

是一项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任务。消除对安全业务（如航空、公安、消防）的干扰，应予以特殊

优先考虑。 

制止未经核准的发射，其基本目的在于预防无线电干扰，还包括保证财政收入。因为只有核准

的频率使用者才会付费。 

2.1.1.2 国家层面的任务 

除了第2.1.1.1段中所阐述的任务，监测业务还经常承担下列并非由《无线电规则》直接赋予的任

务： 

– 在特殊场合提供支持，如大型体育赛事和国事访问； 

– 无线电覆盖的测量； 

– 无线电兼容性和EMC研究； 

– 技术和科学研究。 

在国事访问、一级方程式比赛和其他大型事件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使用大量无线电设备。

使用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频率指配，或者说他们在每一国家都不能够使用同样的频率。

基于预防干扰、快速干预的考虑，只要干扰出现，监测业务机构就必须马上在现场对频谱使用进行

监测，而且要快速行动来调查和消除任何干扰。成功的关键，是与大型事件的组织者和负责频率指

配的官员及时进行协调。如果需要，这些官员也需要在现场短时间内来指配频率。 

很多主管部门也把无线电覆盖测量看成是监测业务的任务。这涉及测量场强、在有些情况下还

涉及像误码率（BER）和相邻信道功率这样的质量参数。但是，其他主管部门把这种测量看成是无

线电网络操作员的任务而不是监测业务的任务，因为，市场本身会保障必要的无线电覆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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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一项新的无线电应用划分频率之前，必须保证与已有无线电系统的兼容性。纯理论上的无

线电兼容性研究往往是不充分的。如果监测业务具备符合要求的测量设备和技术，也许会经常被要

求去支持必要的实际研究。它可能同样被要求去支持特定的科学研究，如对传播条件的长期观测。 

2.1.1.3 指派给无线电监测机构的任务 

下列任务通常指派给无线电检查业务而不是监测业务： 

– 在现场检查无线电设备； 

– 测量无线电设备来排除电磁辐射对健康的危害； 

– 处理与非无线电设备有关的电磁兼容（EMC）案例； 

– 当无线电设备或其他电子设备投入市场时，实施市场监督。 

关于市场监督，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无线电和通信设备需要遵守地区的或国家的要求，以便保

证他们的阴性符合相关的规定和限制（如频段、功率电平等等） 

违反这些规定和限制，其设备会有产生有害干扰的风险。因此，用“市场监督”来控制产品是

主管部门的任务之一。典型的例子，在零售店随机抽取产品样品并在主管部门的实验室或在一个独

立的私营测试实验室根据其与主管部门的协议进行测试。 

2.1.1.4  无线电监测业务和检查业务的合作 

无线电监测业务和检查业务应密切合作，而且，如有可能，互相进入一个共同的数据库。例

如，在搜索有害干扰源时，监测业务同时掌握由检查业务发现的违规无线电设备的详细情况，是非

常有益的。反之，监测业务能通过记录下在检查期间所要记录的同样的参数，来触发检查业务。以

这种方式获得的监测结果，可以用来确定现场检查的候选对象。这会真正减少需要现场检查的次

数。 

监测业务能通过测定一个不完善的无线电台站是否已被修好来进一步支持无线电检查业务，而

不需要检查业务机构重新进行现场检查。 

与检查业务相比，监测业务的测量设备成本更高。因此，很多主管部门设置监测业务的场所比

设置检查业务的场所少。由于检查业务通常离用户比较近，检查业务机构对那些 初被使用固定测

向仪进行调查的干扰案件进行 终的调查。 

在这两种业务之间不需要有严格的划分。出于经济原因，不把无线电监测业务从无线电检查业

务中分离出来（特别在比较小的国家），也许是有意义的。事实上，监测业务和检查业务整合或合

并到同一个机构能够整体上简化机构。 

2.1.1.5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大多数国家的监测业务机构没有警察力量。因此，在没收非法发射机和对违反频率条件的行为

进行处罚时，与警方及法院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过去的经验证明，如果警方和法院提前介入并熟

知电信法律的主要条款是非常有益的。 

想必这里没有必要去详述频率管理和监测业务之间紧密合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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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测量任务和必需的设备 

为了执行第2.1.1段中提到的任务，监测站必须能够对发射进行识别和定位，并能测量发射的基

本特性。 

监测站必须能够承担的 重要测量任务是： 

– 频率测量； 

– 固定点的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测量； 

– 带宽测量； 

– 调制测量； 

– 频谱占用测量； 

– 测向。 

因此，建议监测站的测量设备要满足下列装置的功能： 

– 全向天线； 

– 定向天线； 

– 接收机； 

– 测向仪； 

– 频率测量设备； 

– 场强测量仪； 

– 带宽测量设备； 

– 信道占用测量设备； 

– 频率频谱登记设备； 

– 频谱分析仪； 

– 矢量信号分析仪或调制分析仪； 

– 解码器； 

– 信号发生器； 

– 记录设备。 

应指出，现代测量设备经常能够实现一个以上的功能。这导致了设备机架数量的减少。很多功

还可以用软件来实现。 

总体上来说，测量设备应覆盖9 kHz-3 GHz频率范围。如果规划单一的HF和VHF/UHF监测站，

频率范围可以分解为诸如：9 kHz-30 MHz 给HF监测站；20 MHz-3 GHz给VHF/UHF监测站。 

根据一个监测站附加的和更为特殊的诸如下列的任务，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测量设备（包括高频

设备）： 

– 沿一条路径的场强测量； 

– 监测在3 GHz以上工作的宽带技术，如  Wi-Fi、WiMAX和WLAN/RLAN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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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视频信号（亮度和色度）进行电视测量； 

– 数字网络特定参数的测量； 

– 固定链路发射的监测； 

– 卫星信号的测量。 

第3、第4和第5章包含测量方法和设备的详细信息。 

2.1.3 监测系统的结构 

2.1.3.1 中心办事处和国际合作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5和第16条，每个主管部门或者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建立的或者由

参加国际监测系统的国际组织所建立的公共监测机构，都必须指定一个“中心办事处”。所有关于

监测信息的请求，必须提交这种办公室进行处理。监测信息将通过这种办公室提交无线电通信局或

其他国家的中心办事处。国际电联成员国在有害干扰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出 大限度的善意和互

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中心办事处的人员需要符合一些基本要求。这些人员必须被授权对监测站直接下达指

令，必须遵守时间，必须熟悉监测站必需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设施。 

如果符合这些要求，中心办事处是否隶属于一个部或其他组织，或者它是否构成某一个监测站

的一部分，就都无关紧要了。 

在实施和遵守有关主管部门签订的协议的情况下，有害干扰案例可以直接由被有关主管部门特

别指派的监测站进行处理。很多欧洲国家主管部门授权其下属监测站之间直接进行合作。 

有关允许监测站请求外国监测站进行测量的协议的范例，不仅存在于干扰情况中，还存在于在

其他国家领土上使用本国自己的监测车的情况。这些范例描述在第1章的附件1中。 

合作和协助是建立在互惠原则上的，因此，也是免费的。 

但是，个别主管部门拥有特殊的设施如非常昂贵的卫星监测站。可以缔结一个合同性质的协

议，使其他国家主管部门能在支付成本费用的情况下使用这样的设施。 

2.1.3.2 组织结构 

虽然每种情况下实际可行的可能性的范围受到监测站数量和主管部门的组织形式的限制，但

是，一个监测系统还是可以由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构建（见图2.1-1）。 

这部分内容仅涉及人工监测站，假定这种监测站可以接入遥控的和移动的设施。下属监测站可

以采取遥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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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组织结构 

 

频谱-2.1-01
 

 

区域控制中心

国家控制中心

区域控制中心 区域控制中心

 

 

在 高层次上对整个监测业务进行管理的机构（有时称作国家控制中心），负责界定监测站的

任务和提供资源。在有些国家，地区控制中心负责一个特定地区。他们的资源可以包括人工的、遥

控的和移动的监测站。地区控制中心的场所应和某一个人工监测站在一起。很常见的情况是，仅有

一个HF监测站在运行，因此它当然要负责整个区域。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其他特殊任务也可以分配

给唯一的一个地区控制中心。 

中心办事处可以被指派由国家控制中心或一个地区控制中心来担任。虽然已经证明将检查业务

与监测业务整合到同一地点是有利的，但是检查业务机构还是一个单独的组织。而且，中心办事处

乃至整个无线电监测业务机构，都可以成为频率管理部门的一部分。 

2.1.3.3 监测站的地理配置 

在一个国家，监测站的数量取决于其任务和地表特点，而不仅仅是财政资源。 理想的是，一

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点至少要被两个测向仪所覆盖，使任何发射都能被定位。一旦对测向站在数量上

的要求构成不可承受的成本负担，这种做法就不可行了，必须作出让步。以下部分提供了考虑到各

种频率范围的另外的想法。第6.8段对使用软件工具规划和优化频谱监测网络作出了描述。 

2.1.3.3.1 HF范围 

是否设置一个以上的HF监测站取决于每个监测站能够不时提供全球覆盖的频段和传播条件。 

2.1.3.3.2 VHF/UHF范围 

根据VHF/UHF电波的有限范围通常不超过几十千米的特点，监测站应设置在靠近其工作 集中

的地方。应用遥控测向仪对人工监测站予以补充，以便能够对发射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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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布署固定和移动设备的人工监测站应覆盖大约150至200 km半径的行动范围，以便使那些

必须在边境地区进行干预的团队在一天之内完成移动。应根据现有交通手段、地貌特点、公路网络

条件和通往一些地区及市区的交通特点，来决定这个半径。 

没有被固定测向仪覆盖的任何地区，必须被测向车所覆盖。移动监测团队应具有适当的手段在

边境地区实施干扰搜索、兼容性和协调的测量。 

2.1.3.3.3 卫星信号 

从技术角度看，一个卫星监测站能根据卫星覆盖区对同步卫星和非同步卫星提供广泛的覆盖，

有时能覆盖卫星多次进入的区域，因此建议国家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合作。 

2.2 运行 

本部分内容，规范了与地面业务有关的监测站运行过程，涵盖了第2.1段中提出的监测任务，并

涉及固定、遥控和移动测量设备。鉴于无线电监测系统涉及的高额经费，同时考虑到无线电监测业

务经费通常来源于税收和执照持有人支付的费用，这些工作在组织过程中，需要是有效的和可追踪

的。因此，管理应在必要程度上记录其战略、系统、项目、程序和工作指南，来永久保证整个监测

系统的质量。这个过程应可以沟通和理解，并为相关人员所知晓。 

2.2.1 工作指南和表格 

对于日常工作，建议制定工作指南，来描述标准程序下的工作流程、权力和义务。这种工作指

南对新员工和有经验的员工同时起到参考资料的作用。应采用一种务实的做法，来保证指导原则是

清楚的和容易理解的，并给予员工一定限度的个人决策权限来激励他们。很明显，在起草这种指南

时，其详细程度取决于员工素质和每个国家的管理要求。个别指导应适用于特定情况，而非常规的

任务不应在工作指南中描述。 

当通过保证统一性和明确性来处理比较常规或不太常规的事务时，表格能起一种有益的辅助作

用。这些表格应被符合逻辑地构建，并提供足够的空间供手工填写注释。例如，用于登记对干扰的

电话投诉的表格，应能让员工询问所有必要的细节。这里要再次强调，没有包括在表格中的例外的

案例也会发生。因此，有足够空间来记录更多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指令应包括关于所适用的安全法规的参考资料或语录。关心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是一项重要

的管理任务。 

2.2.2 工作时间表 

可以把任务分解为固定测量和移动测量。在工作时间表中需明确下列区别： 

–  不能推迟的列在时间表中的任务； 

–  可以推迟的列在时间表中的任务； 

–  可以推迟的意料之外的任务； 

–  需要立刻行动的意料之外的任务。 

第一种类型涵盖了诸如场强测量之类的任务，为了核发执照或国际协调，在某一日期之前被频

率主管部门所需要。例行测量（如确定是否符合频率指配条件的一般性测量），一般不受 后期限

的约束而可以推迟。第三种类型包括非严重干扰的报告，如对民用频段或无线电业务的干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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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与安全有关的业务（如COSPA/SARSAT、警用无线电等）受到影响，则需要立刻采取行

动。 

需要对应付这些任务所需要的人力和技术资源进行评估和协调。因此，应尽早编制和公布工作

时间表，以便让员工充分准备。在紧急干扰报告的情况下，工作时间表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修改。

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人员生病或设备故障的情况。 

当编制计划时，还必须关注下列情况： 

– 如果需要覆盖大范围区域，对移动测量团队来说，为避免过高成本和时间浪费，留在该区域

和下榻酒店而不是按日常惯例返回，也许是一个上策。 

– 因为干扰也许发生在夜间，监测业务必须保证每时每刻都能实施。因此，在有些国家的监测

站每天24小时都有人值守。一个单独的监测站，或者通过24小时员工值守，或者用自动呼叫

在家员工的方法，来保证监测业务的全天候。但全天候并不仅指是电话里能找到人。一个监

测站只配备一名不能胜任紧急的野外工作的员工，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会使这个监测站置于

无人管理的境地。 

– 监测车和设备需要日常维护，否则会发生预料不到的修理，这意味着监测车和设备将暂时无

法使用。 

– 定期的员工会议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在会议上向员工提供有关信息，如监测业务的组织结构

变化、业务发展、业务变化、频率指配、管理上的事务。这样的会议还提供了机会来教授员

工使用新的无线电技术、执照和监测设备（如果没有预见到其他的培训安排，如由设备制造

商进行培训）。 

如果监测团队被委任的职责包括实施现场检查的任务，前文所提到的考虑因素也是有效的。因

此，建议一起规划在同一外出过程中的监测工作和检查工作。工作时间表应用一种让每个员工能立

即确认谁将执行任务、执行哪一种任务、在哪里执行任务、将要使用的车辆、怎样保持无线电联络

的表格体现出来。可以采用一种每个员工都可以进入的含有工作时间表的计算机系统。但是，一个

简便的通知板或更传统的黑板，是一种具备同样功能的廉价替代品。 

2.2.3 处理干扰投诉的典型程序 

处理干扰不仅是一项 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要进行所涉及程序的详细说

明。 

2.2.3.1 干扰报告 

通常是用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来报告干扰。操作员必须询问有关细节。需要询问的主要信息

项目是： 

– 受干扰当事人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信箱； 

– 干扰所涉及的设备的数据：频率、类型、坐标、位置、执照号码和相关数据； 

– 干扰出现的数据（何时首次发现、出现次数、设有规律的还是不规则的？）； 

– 对干扰的描述（交流声、嘘声，等等）； 

– 有嫌疑的干扰源； 

– 这是一个需要由监测机构来处理的情况？还是仅仅涉及设备故障？在后者情况下，是否应把

故障设备的操作者和修理机构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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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初步判断 

处理案例中的优先安排取决于干扰涉及的业务和干扰涉及的设备数量。对干扰的说明，将被用

于决定解决干扰问题所需的各种措施和测量。在附近区域的同一无线电频率的其他操作者，也许会

被询问他们是否受到干扰。 

各种不同业务（如卫星业务、广播业务、移动业务、固定业务）的很多操作者，倾向于把他们

自己的监测设备用于评估业务质量。为了帮助被干扰的当事人，主管部门可以运用这种设施，并提

升自行监测。对于监测干扰（位置、天线的地面高度与海平面高度、调制重现），受干扰现场是

适合的。 

作为一项规则，固定的和遥控的测量设备应被用于确定是否能在监测站听到干扰。使用测向手

段，粗略识别干扰源的位置，应是可能的。在频率指配数据库的帮助下，位置和其他特征（如调

制、带宽）通常足够把潜在干扰源的数量限定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嫌疑干扰源的操作者会被联

络并询问在他们的运营中是否做了改变，还会被要求将他们的发射机关闭一小段时间。这种过程会

被重复，直到通过干扰或频谱的变化能清楚地识别出实际干扰源为止。这种消除干扰的手段，是

廉价的和 快捷的。 

2.2.3.3 利用移动手段对干扰源定位 

如果干扰源不能像以上所述那样被测定，将有必要部署监测车。特别在不规则干扰或对蜂窝操

作者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定位的努力已被证明是非常耗时的。 

2.2.3.4 发射和潜在干扰源的测量 

一旦干扰发射源被定位和识别，必须测量干扰的技术参数以判断干扰性质，例如，是否存在共

用信道的干扰、相邻信道干扰、接收机互调、接收机饱和或在电源输入处的传导干扰。在这些测量

期间，必须将使用的设备和它们的设置准确地记录下来，以便能够在下一步核实干扰系统或设备是

否正在违反频率指配条件或超过门限的状态下运营。在标准和建议书中包含有一个宽泛的参数范围

内的测量过程的详细说明。 

2.2.3.5 测量评估和必要的行动 

随后必须将测量结果与频率执照、频率指配条件或相关标准进行比较。根据结果，干扰系统或

仪器可能必须被停止运行或改变其运行。这个系统或仪器有可能必须被调整，这个干扰也有可能被

接受。在很多国家，这个结果将显示是否适用罚款或其他处罚措施。 

各国互不相同的国家法规明确规定，是否由测量团队或主管部门内的另一个单位来负责实施将

要进行的执法行动。这种必要行动不仅应是合法的，还应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热力系统中有缺陷的

继电器触电点成为轻微干扰源，那么，在冬天就要求这个系统马上关闭，是不妥当的。反之，应确

定一个合理期限来消除这种缺陷。 

2.2.3.6 涉及外国台站或军事台站的干扰 

特殊条款适用于涉及外国台站的干扰案例。《无线电规则》第15条（干扰）、《无线电规则》

第16.3款和《无线电规则》的附录10 （有害干扰报告），已配备了与此相关的参考资料。在涉及军

用台站的情况下，确定特定的程序来适用不失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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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 终的检查 

在很多情况下，监测机构将有能力检查确认是否使用固定或遥控设备来采取补救措施。在不可

能的情况下，现场检查也许是必要的。处理这种问题 简单的方法是询问与干扰有关联的一方干扰

是否已经停止。 

2.2.4 非法无线电台站的识别和取缔 

不具备规定的执照或频率指配并正在使用中的发射机是潜在的干扰源，因此必须被停止运运

行。定位这样的发射机，可以从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开始： 

– 在日常测量中通过监测业务观测这种发射机； 

– 干扰投诉； 

– 其他征兆。 

初采取的措施，与干扰处理中的措施是同样的。首先，通过评估测量结果尽可能多地搜集关

于发射机的信息。由于非法无线电台站的操作者通常能意识到他们的违法事实，他们将进行一切努

力来保持不被发现。他们可以采取下列策略： 

– 使用错误的和迷惑性的发射机位置数据（包括伪装）； 

– 遥控发射机； 

– 错误描述和虚假信息； 

– 零散、无规律地发射； 

– 使用不同的频率； 

– 改变位置。 

与“正常”干扰的案例相比，这些诡计，使定位和识别发射机变得更加困难。监测业务机构必

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准确地对消息内容进行评估。非法干扰第一次出现

时的有关细节，能帮助识别非法台站和对其提出指控。 

另一个区别是，干扰台站的操作者通常急于消除干扰，因此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非法台站

的操作者在考虑到他们行为后果（处罚和设备没收）的前提下很有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因此，监

测机构搜集能在法庭上使用的明确证据，去支持自己对被告已实施非法发射的控告是很重要的。在

实际发射期间查获发射设备，显然能构成非法使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行动取决于与

警方的紧密配合。 

在打击非法无线电台站运行中，成功的机会完全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法律框架。这个法律框架应

为指控这样的发射机操作者和没收他们的设备提供法律基础。 

2.2.5 案例记录 

很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把测量看成是他们的基本义务，认为有关记录工作是次重要的一项工

作。因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作为员工职责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记录工作所具有的高价值。在任何

时候如果对测量价值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那么，只能通过一套说明这种价值有效性的完整记录来消

除这些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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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只有在天线高度、发射机到监测接收机的地形和范围、带宽、检波器类型、测量地点、

使用的天线和它的K因子以及所有衰减器的设置都已被知晓的情况下，量化被测量的输入功率值才是

有意义的。 

过去的测量记录起到了一种参考文件的作用，提供警示来预防将来的干扰，还能为管理信息系

统（见第2.3段）数据库提供所需要的更新数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记录应遵循的原则。记录应包括下列项目： 

– 任务编号； 

– 任务内容； 

– 请求任务执行的单位或干扰投诉的来源； 

– 参与任务的员工； 

– 执行任务中的数据和时间； 

– 明确的测量地点（如坐标）； 

– 所使用的测量设备和天线（也必须显示序列号或资产编目号，以便能够判断设备在使用时是

否已被校准）； 

– 所选择的设置（如被激活的衰减器）； 

– 测量设定（方块图、草图）； 

– 频率、带宽、功率通量密度（或场强）、方位的测量值（包括数值的单位）和观测（如呼号

及违规）； 

– 任何测量协议、频谱分析仪标示图、数据档案等； 

– 可能影响测量准确性的环境条件； 

– 所使用的监测车； 

– 视频、音频、照片等记录。 

签名或作者的原文应在工作报告中确认数据的正确性。根据任务类型，记录还应包括关于结

论、决定、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的摘要和相关报告。 

2.3 管理信息系统 

用于监测目的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作为管理层面上指挥和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管理过程可

以被理解为既是一个反馈结构，又是一个从上到下、从底部到顶部的整合过程。包含数据库和有关

报告系统的信息管理系统，将准时提供相关信息。在这种信息的基础上，一项工作计划可以理想地

构成资源规划的基础，被制定出来。然而，由于不充分的信息和预算，首先制定资源规划并把其作

为工作计划的基础，才是更适当的做法。实践经验证明，通往成功之路将在这两者之间。 

2.3.1 数据库 

为了得到一个对任务的总量、处理任务所需的时间、任务的地区分布的概览，下列信息可以储

存在监测数据库中： 

– 任务的唯一编号； 

– 任务类型代码（如干扰报告、占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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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日期； 

– 要求实施任务的单位或干扰报告来源的地址、电话、传真号码、电子信箱； 

– 用名称、数码表示的干扰源位置的识别或测量，如邮编或坐标； 

– 任务描述或干扰报告的说明； 

– 受影响的业务或申请内容； 

– 某个频率或某些频率； 

– 呼号； 

– 频率执照号码（如果被个别指配）； 

– 台站类型（如固定的或移动的）； 

– 在干扰案例中的干扰原因和干扰源。 

输入更多的数据是有利的，如产生干扰的设备与受干扰影响的设备的生产商、型号、序列号、

受影响的外国位置或军事单位的位置、收到 后的报告后所采取的措施、测量所涉及的人员的名字

等。 

通过使用一个按等级构建的有关任务类型、涉及的业务、干扰源与干扰原因的表单，来保证统

一而明确的数据分析，正如以下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 

 

 

可以记录下每个单一任务中的工作时间（分为室内工作时间和野外工作时间）和里程。根据所

需数据分析报告的类型，写明所使用的设备也是必要的。 

因为这一部分内容中提到的数据构成了管理信息系统分析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就忽略了其他

数据，如场强、占用率和其他测量结果。因而，可以把第2.2.5段中提到的数据储存在同一数据库中

（监测数据库），能够实现对这两个单独案例的分析。统计资料的分析也得以实现。 

2.3.2 报告系统、统计分析 

一旦前文所述的数据被输入一个数据库，各种各样的分析都是有可能的。出于规划目的，了解

各种任务所需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涵盖若干年时间的图表能清楚地显示出具有代表性的趋势。

例如，假如对频率占用测量的管理需要已经降低或者遥控设备正在更大的程度上应用，进行这种测

量所投入的时间就应减少。可将人力资源用于其他任务。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1 地面业务 

 
 
 
 
2 空间业务 

1-1 固定业务 

1-2 移动业务 

 
 

1-3 广播业务 

1-4 … 

... 

1-2-1 陆地移动业务e 

1-2-2 航空移动业务 

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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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决策的风险是存在的，除非这种信息被很好地提前提供给管理层，因为管理也许越来越与

监测程序和技术的细节不一致。主管部门还需要有关的准确数据，如被处理的任务总数、所使用资

源和因此用来确定不同的频率使用团体可支付费用的成本数额。在需要的时候，这些数据还将作为

证据在法庭上使用。 

标准报告与统计格式应确定下来，以保证统一的数据编辑汇总和数据对比性。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在统一格式下应把信息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这种对监测站领导的信息要求，与对他的上级

（主管部门的领导）的这种要求有很大不同。因此，这种数据需根据个别接收者的需要来定做。 

一项统计数据的分析经常导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有可能执行非标准化的单独的数据库查

询，而不考虑其他程序设计的需要。 

例如，在识别多数与干扰有关的业务时，关于 初的干扰源问题便自动出现。这将导致关于实

际造成干扰的机制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无线电设备检查、标准化和市场监督的过程中是非

常重要的。 

当设计一个报告系统时，应考虑HTML技术。HTML的本质特点是处理不同类型数据（如文本、

图片和图表）的能力和通过使用一个简单浏览器以统一的版式把数据显示出来的能力。 

2.3.3 工作计划 

当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任务之间的界线就要被划定。这种界线，有的能被规划，有的不能被

规划。预测为频谱管理机构所做的频率占用测量的数量和所需时间，通常是可能的；但准确预测收

到干扰报告的数量和消除干扰所需的时间，则是不可能的。 

制定计划要以前一年的工作计划为基础，考虑到能注意到的任务上的增加或减少。为了能接受

这些变化，有必要尽早与请求实施这种任务的机构进行磋商是。管理框架中对电信产生影响的变化

也需要被考虑进去。 

为了起草工作计划，所有个别的任务需要被记录在数据库中以便进行任务所需时间量的统计分

析。工作计划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留下空间来适应不可预见的要求，因而也许需要在年中进行修改。 

2.3.4 资源规划 

工作计划构成了资源规划的基础，而资源规划则构成了另一个涉及功能性内部关系的复杂任

务。与前一年工作计划所做的比较，能显示出在人员、训练、车辆和测量设备上的需求的增加或减

小。 

采用新模型的测量自动化和单一设备内若干功能的整合，可以导致所需员工在数量上的减少和

监测车的小型化。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进步也需要另外的训练，以便提高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

的素质。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出现的电信和测量技术要求的变化，使事情更加复杂。在中期预算规划（3年
至5年）中，无法把这些变化充分考虑进去。 

根据经验，下列建议看上去与此有关：当更新设备时，必须特别注意那些不再保有备用零部件

的设备中的项目。停止使用的任何设备都应采用人工方法从监测站拆除，以避免因为维护和旧件储

存量而发生额外的费用支出。 



第2章      39 

2.4 监测站的类型 

定义下列三种监测站类型： 

– 固定监测站； 

– 移动监测站； 

– 可搬移监测站。 

2.4.1 固定监测站 

固定监测站是一个监测系统的中心要素。在其覆盖区域中，固定监测站能让所有测量活动得以

实施，而没有任何限制，例如不充分的工作空间、架设的天线不合适和有限的供电。 

有两种方法来决定固定监测站的选址。它既可以建在人工噪音干扰 少但是预计有发射存在的

地方，也可以建在发射（包括低功率发射）能够被接收到的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第一种方法特别适

合HF监测站，因为这种监测站对干扰很敏感，而传播条件允许他们从远距离的发射机现场进行定

位。对VHF/UHF监测站来说，可以采用第二种选择，因为传播条件不允许从远距离的发射机定位这

种台站。但是，必须特别小心，不能用强信号（如广播发射机）使接收器过载，不能产生互调。有

必要在实践中从各种要求之间找到一种妥协。 

关于建筑物和财产的详细情况，包括在本章第2.6段中。关于卫星监测站的特殊要求，见第5.1
段。 

关于固定的人工监测站的主要缺点，事实是这样的。它们是固定的，而且由于经济原因，不能

设立足够的数量。因此，与根据监测目的而装备测量接收机或测向仪的遥控监测站相比较，这种监

测站的优点经常被显现出来。先进的设备不仅允许一个远程的操作者操作监测站，还允许自动开展

测量项目。当某一限制被突破时，它能随后把结果传送给人工监测站或发出警报。第2.5和第3.6段对

设备的远程控制和监测自动化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图2.4-1显示了远距离固定监测站的结构草图。它或者有一个能允许暂时在本地操作的容纳空

间，或者没有这个空间而只允许进行遥控操作。 

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对主管部门来说，找到适当地址去安装固定台站是困难的。而允许 低限

度基础工程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 

例如，在私人建筑物顶部设立固定监测站时，采用简单的设施、很少的基础工程和 小的扰民

度的解决方案，可以符合主管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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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固定监测站图 

(a)  作而带有遮蔽棚的较大场地；(b) 于天线塔的全部设备的较小场地 

 

 频谱-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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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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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通信线路

遮蔽棚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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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架

灯杆 

操作站

地下布线进入端口 

围挡和安全系统 

灯杆

(a) (b)

 

这种固定监测站具有下列主要特性： 

– 远程控制； 

– 天线杆旁边既不能有建筑物，也不能有大型遮蔽棚； 

– 低整个固定站的耗电。 

2.4.2 移动监测站 

在发射机的低功率、天线的高指向性和特殊传播特性允许移动监测站实施固定监测站所承担的

测量时，移动监测站具有进行所有这些监测操作的功能。 

本手册的这部分内容，只解决采取移动方式的监测任务的特殊问题，因为，选址、测量、网

络、数据处理等所有问题，可以在相关的章节中去查阅。 

根据目的、规模、操作条件的不同，各种移动监测站在设计上有很大不同。设备的复杂性及其

适当操作，加之重量问题和电力消耗，有必要特别装备一种能快速行驶的监测车。在有些情况下，

移动监测团队必须带有便携设备，在没有条件让监测车进入的地点进行专项监测。 



第2章      41 

2.4.2.1 导航和定位系统 

与固定监测站相比，所有的移动监测站应装备一个定位/导航系统，以便确定在任何时间和任何

地点都能确定它们的准确位置。这将能保证可以识别测试系统的位置，记录数据。而且，如果移动

监测站装备了定向天线或测向仪，也有必要掌握监测车的方位。 

根据测量目标和正在被测量的系统类型，定位信息所需的准确性是不同的。例如，100 m内的准

确性，对于划定电视或无线电广播台站的覆盖等值线，是必要的。在对“微蜂窝系统”的信号覆盖

和信号质量进行绘图时，将要求在几米之内的准确性。 

如GPS和GLONASS之类的导航系统，不要求与操作者之间的交互，可以用于车辆、轮船和航空

器。但是，应考虑到这样的事实，这些系统依赖卫星的视界，因此不能探测车辆在隧道里的位置。 

为克服卫星导航信号的损耗，这些系统以商业模式存在。它们使用连接在监测车上的旋转罗盘

和变换器，来获得监测车的位置。各种系统的整合，也许是适当的。 

车载的所有定位系统，应装备一个通信接口，以便定位数据可以和测量数据一起在处理控制器

中被记录下来。如和坐标、时间等数据结合在一起的场强值。 

关于各种导航与定位系统的进一步细节，描述在本手册第6.1段中 

2.4.2.2 监测车 

2.4.2.2.1 总体考虑 

选择一种监测车之前，应确定这种监测车将用于什么功能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对于所有类型的测量任务来说，通用监测车的优点是可以在不同的功能下使用。但是，经常会

有不能使用通用监测车的特殊测量。监测车如有充足的空间，固定在架子上的测量设备就能比较容

易地与被指派任务的要求相适应。通用监测车的主要缺点是它要具大的尺寸来容纳所有必需的仪器

和天线。这使得监测车需要在城市和野外灵活驾驶时遇到困难。 

专项监测车提供的好处是其装备的仪器能完美地适应所执行的测量任务，以及尺寸通常比其他

车辆小。但是，就像它们仅能用于特殊功能一样，它们经常懒洋洋地停在车库里。 

如果一种监测车在过去几天里执行任务，就要考虑人员将在哪里睡觉和盥洗。在没有旅馆房间

可住的情况下，这种监测车必须要符合另外的附加要求。这将明显影响它的尺寸和价格。 

一辆监测车的团队通常包括两个人：一个操作员和一个可能仅有无线电工程初级知识的驾驶员

或助理。如果监测车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将必须驾驶车辆而同时要操作测量设备，所以，出于安

全原因，应避免一个人同时履行这两种职责。而且，配备第二个人作为证人，已被证明是有意义

的。监测车配备三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出现，例如，当一个新同事在接受培训时。但是，这不会产生

额外的空间要求，因为，大多数监测车至少有3个座位。 

2.4.2.2.2 移动监测站的天线 

关于监测天线及其特性，请参考第3章。本部分内容仅描述其不足之处和附属装置。在描述这种

附属装置时，考虑了移动监测站天线的专属特性。 

根据频率和所执行测量的特点，移动监测车上使用的天线类型将有所变化。它们还必须与交通

条件和安装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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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监测站天线的不足之处涉及尺寸和数量。由于空间不足，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线必须要

小，除非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在监测车停放地点附近地面上安装的可折叠天线。 

在测量期间。必须考虑到监测车本身对天线的技术特性有一种扭曲性影响。一种“干净”（未

经调整）的天线方向图，只能从离监测车足够远的距离上获得，或当天线杆被延伸后在车顶以上的

足够高度上获得。这个问题还涉及极化。 

全向天线可用于而且特别适合于频谱总体扫描。定向天线可用于改善指向性、信噪比或提高增

益，因此可减少在场强测量中的干扰，还可改善测向活动。 

定向和测向天线的种类很广，可用于从HF至GHz 的符合移动监测站要求的频率范围。 

因为1GHz以上频率的天线上有一个小孔径（根据频率情况，它大约低至仅有1度），也许需要

为测量车辆提供液压支撑，除非使用一个单独的三脚台。 

由于具有不同的频率范围，能够对方向进行粗略探测的定向天线，必须与在用的特殊定向天线

区分开来。 

但是，定向天线必须被安装得容易从监测车内部向接收方向旋转，可以通过手动旋转，也可通

过电机旋转。操作者必须能很容易地确认天线的方向。在自动测量中，必须具备位置信息以进行远

程控制。建议使用可以由进程控制器控制的旋转器。 

旋转天线的一种方法，是旋转它的整体机构（天线杆或天线塔）。一种更有用的替代解决方

案，是在天线塔的上部组件上放置一个旋转装置。对于极化的遥控，用这种方法也是可行的。 

为改善敏感性，减少监测车对测量的影响，把天线提升到车顶以上的一个特定高度以及把天线

提升到妨碍电波传播的障碍物以上，应是可行的。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VHF/UHF的接收天线。这种

天线能够被提升的高度至少应有8 m。 

出于这个目的，可以使用特殊的套管式伸缩天线杆（包括一系列紧密连接的钢管），由气动或

液压系统驱动向上。其他广泛使用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一种人工或电机驱动的线绳系统。当选择系

统时，必须把天线重量和将要使用的测量方法（长期使用加长天线杆的固定地点测量，或点到点的

测量和反复加长天线杆）一起考虑。固定到监测车的天线支撑部件（天线杆）的机械结构，由于其

必须承担的重压而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监测车内部看，瞬时天线高度必须是清晰的。为简化依赖高度的场强测量，建议使用由进程

控制器来操纵天线杆，同时考虑处理控制器目前正在使用的瞬时天线高度。 

当升起这种高度的天线杆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还必须确定被固定天线重量和风力的

容差。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天线支撑部分的危险摆动，从而威胁其稳定性。当升起天线杆时，应采取

谨慎态度去确认附近上空没有电线。 

除了在开放地面上使用的能够拆卸的天线，移动监测单元的天线要正常地固定在监测车的顶

部。因此，通过小型外挂梯子或 好通过监测车内部的活动天窗，必须很容易进入车顶。这种活动

天窗，通过内部梯子可以轻松地攀爬进去。 

为使天线易于互换，明智之举是采取一些标准固定系统，例如，卡口类型，可用于所有监测站

的天线。天线还必须有适合的连接器，来连接其引下线。 

可弯曲电缆的单一长度可以被使用。这种电缆与天线杆平行垂下来，当天线杆被降低时，电缆

被缠绕在线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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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实施场强测量时的复杂化，有必要选择一种具有正确的阻抗特性同时属于低损耗类型的

电缆。在各种频率上平均长度电缆的衰减必须是明确的和被允许。 

关于移动监测的干扰考虑： 

在实施移动监测中，必须要考虑无线电频率环境，特别是像广播发射机那样的强信号会出现的

RF环境。强信号能在监测或测量系统中产生互调失真，使得这种环境下难以获得准确的信号。这一

点对监测车内安装的无线电测向设备尤为重要。因为，那些设备通常使用内置放大器和有源天线。

这种天线对由于强信号而在自身内部产生的互调更为敏感。 

在RF环境里，使用无源（无放大）天线的系统通常没有问题。但是，使用低噪声放大器或有源

（放大）天线的监测系统，对互调要敏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可以单独或一起使用，

来保证系统不受强信号的影响 

双模天线 

双模天线可从有源（放大）模式切换到无源（未放大）模式。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源天线正常运

行，也可以在强信号出现的情况下切换到无源模式，所以，它的运行是不会受到破坏的。 

插入带阻滤波器 

在强信号出现的频段安装带阻滤波器是另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把带阻滤波器安装在信号分配

系统中的第一个信号前置放大器的前部，能预防强信号对该系统的影响。当然，当带阻滤波器使用

时，被过滤器所阻挡的相应频段是不能被测量的。另外，必须考虑滤波器对增益、信号组迟延的任

何影响，或可能对监测或测向系统的其他滤波器特性的影响。 

在第3章关于接收器的内容中对于互调的影响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2.4.2.2.3 监测车必须符合的要求 

移动监测车对车辆的选择受各种因素影响。每个购买机构将根据它们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因素

应优先考虑。但是，作为一个底线，在确定监测车之前应予以考虑下列因素。 

移动监测站可以从各种商业车辆发展而来。一辆具有标准的驾驶和训练部件的工作车辆，将提

供 低的生活循环成本。备用零部件的保有，应成为监测车特性的一部分。从已经把本地业务所需

设备在车辆上放置好的制造商手里获得车辆，是有益的。准备在未铺装的路面上或野外行驶的车

辆，将需要四轮驱动系统和足够的离地空间。 

对驾驶员和操作员来说，必须有足够的腿部空间。在运动中实施测量期间，操作员应面向前方

坐着。在任何情况下，监测车都必须装载保证测量顺利进行所需的物品。设备的安放必须符合方便

性要求，使人员可以在 小的移动状态下实施测量。运行中的设备必须靠近手。较大的监测车体

积，应允许操作员在车内直立。 

图2.4-2中显示的一种大客车类型的结构，在驾驶员舱位和操作员的工作空间之间没有隔板。应

优先考虑采用这种监测车的结构，以便在车辆运动中必须经常和操作员一起近距离工作的驾驶员能

直接接触操作员的工作空间。这种结构也给了操作员在前进方向上的视界，同时给了驾驶员不用从

车里出来就能去实验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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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移动监测站的内部 
 

 频谱-2.4-02

空调系统

车载柴油发电机19英寸机箱设备

操作员

工作台

伸缩套管式天线

 

监测车操作区域的窗户，应能够给操作员提供自然采光，并给车组人员提供360度视界。但是，

应安装窗帘或挡板，这样，当频谱分析仪、计算机显示器或电视机之类的屏幕显示受到外面光线的

影响时，可以把外面的光线隔绝在外。 

应特别关注安全的重要性。每个座位应装备安全带。设备应确保安全固定，以便在监测车行驶

中或发生轻微碰撞时，设备不会向上跳起和导致人员受伤。如果操作员的一个座位在车辆后部，把

那个座位锁住，应是可行的。大型监测车的顶部，应匹配安装一种折叠的安全围栏来防止人员跌

落。 

监测车内部应装备固定装置，来保证电子设备的安全，提供对震动与摇摆的保护。设备必须固

定在标准的19英寸的机架上，或用特殊的轨道和适当形状的紧固器来固定。后者可获得更灵活的效

果。无论采用哪一种固定技术，设备在修理时应易于拆卸。电力和信号线应在 佳程度上妥善地布

置在设备后面，来减少工作区域的杂乱，并保证操作员的安全。应研究和规划设备布局，以便被操

作员 频繁使用的控制器和显示器放在 方便的位置。 

无论设计如何，监测车的车体必须有充分的热绝缘装置，以保证内部设备的适宜条件和人员的

舒适。好的热绝缘装置还将发挥典型的隔音作用。正常的车辆取暖器和空调要满足驾驶员对舒适的

要求。但是，较大的车体空间应用于安装设备和机组人员的隔舱。使用电、丙烷、汽油的取暖器，

能提供额外的热能。如果有必要，监测车本身和附属乘员舱的空调，可以通过外部电缆或由车载发

电机输入，由监测车的电力系统提供电源。 

监测车应装备充足的内部照明装置，以便操作员的工作可以不受视界的限制。低压荧光灯可以

由监测车的电力系统提供电源。白炽灯或荧光灯可由车载发电机或外部电缆（在具备的情况下）提

供电源。 

在车辆选择中，监测车重量是 重要的因素。小客车具有较高的可加速能力，能够通过狭窄的

街道，在对卡车来说太狭窄的广场和街道上也可使用。监测车对人员、设备和另外电力供应系统的

大装载能力（大约500公斤）和它较小的内部空间，极大地限制了它在用途上的可能性。但是，这

种类型的监测车，已经成功地用于搜寻移动干扰源或非法发射机。测向仪天线可以伪装成行李，而

较低敏感度的天线甚至可以完全与车顶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不会被辨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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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能力超过1000公斤、总重2.8吨的监测车，按照很多国家的公路交通法规，仍被认为是客

车。这种监测车能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它很容易被用作普遍使用的监测车，配备测量设备、套杆天

线、测向仪。其车辆后部可以为额外的天线和可拆卸的发电机提供装载空间。内部可以组合成一个

完美的移动测量站。它经常满足于有一个不常见的车辆款式。在这种款式之下，仪器可以互换。但

是，电力供应、计算机接入、定位系统、测量天线及其可移动的支撑设备、适当的通信手段必须在

这两种情况下都能得到保证。 

大型卡车将被用于长期的准固定测量（这种测量需要一个强大的内部发电设备）。对人员来

说，在这种监测车里直立起来或在里面睡觉是可能的。在使用具有很小孔径的碟式天线的情况下，

这种天线需要一个坚固而平坦的平台，因此需要用卡车。在这种情况下，卡车还应具备液压支撑。 

即使在满载的条件下，监测车在平坦公路上也应能达到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以避免成为阻碍

交通的一个障碍物。这需要充足的发动机功率。如果制造商提供一种强化的车辆离合器，应予以采

用，以免这种部件因为经常重载而过早发生故障。 

2.4.2.2.4 电力供应 

移动监测站设备具备各种电源。装备精良的移动监测站将使用至少两种电源，以保持冗余。一

个范例显示在图2.4-3中。 

图2.4-3 

通用监测车电力供应的范例 

 

 频谱-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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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备的电力消耗模式，已经显著缓解了移动部件的电力问题。例如，在下表所引用的分类

中，下列标准电力消耗数字是关于在用商业设备的。这种设备可以作为单独的部分来使用，也可以

作为包括若干项目的集成系统，和通常比每一部分的用电功率总数要低的复合电源一起来使用。包

括无线电频率分配、接收机和处理器在内的信号处理系统，也许只需要像200 W那么低的电源。 

 

设备类型 功率消耗（W） 

频谱分析仪 150 

示波器 120 

信号发生器 150 

测向仪 250 

高频接收机 80 

VHF/UHF接收机 100 

配备彩色显示器的工业用途个人计算机 200 

 

电子设备已变得越来越轻和越来越小巧。紧凑尺寸和电源特性，允许把很大的电能储存在移动

部件中。这种移动部件能自己发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从监测车上对设备进行远程操作。

这种设备必须可以用电池供应电源。有一个现代的测试，几乎所有种类的通信设备（分析仪、示波

器、接收机、信号发生器、测向仪、计算机等等），都可以用电池来供应电源。多数这样的设备也

可以在一个移动部件的内部用AC电源进行操作。 

具有至少2 kVA的汽油驱动的袖珍发电机设备，能轻易地装配在厢式货运车的后部舱间内。一些

电子新闻采访厢式客车内，就装载两个这样的发电机。因此，在移动部件的设备选用上，电能消耗

应不再是重要因素。 

电池或蓄电池 

来自电池或充电电池的电能供应，是在偏远地区使用便携设备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些地区是车

辆所不能进入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场强测量时。 

与车辆发动机结合在一起的交流发电机 — 逆变器 

由于测量设备上装备的多数电子设备都设计为能接受市电的115 V/60 Hz或220-230 V/50 Hz的AC
电流的直接供应，监测车必须装备一台能够提供充分电力供应和具备这些技术特性的发电机。 

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监测车的电池提供的逆变器。如果需要保证必要的操作独立性，一种更高

电能的辅助电池也可使用。但是，这会带来维护和定期充电的额外麻烦。 

高效、运行可靠、安静、频率与电压高稳定性，以及没有因使用全部固态元素的现代逆变器系

统所造成的电子干扰，都表明这是能在至少500 VA限值情况下使用的 适合的设备。 

为了更高的输出，电池在尺寸上和重量上需要保证与市电电源不同的必要独立性。而不可避免

的维护困难，降低了它们作为移动监测站电源的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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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设备 

移动监测站通常需要500 VA以上的电源。不仅电子设备需要电流，辅助设备也需要，如小型电

机、风扇、照明，更不用说散热器和空调机了。中等规模移动监测站的连接负载限值，可以轻易达

到，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超过2.5 kVA。在独立操作中，这种负载也许需要维持很多小时，有时甚至是

几天。在这些条件下， 方便的解决方案是由内置内燃机所驱动的发动机。 

由其运行特性和重量分布问题所决定，所有低功率汽油发动机的共同缺点是：噪音、容易摇

摆、有时容易突然熄火。而且，如果不装配足够的抑制器，点火系统容易产生电子干扰。 

发电机设备在监测车上的安装，需要特别注意去预防它的噪音传到乘员舱，变成对操作员的一

种干扰而降低测量的准确性。通常情况下，它安装在主体结构旁边的一个被完全隔音的隔间内，并

由一个弹性的暂停系统予以保护。出于检查、维护、开机的目的，从外面进入设备，要掀起垂帘。

垂帘必须非常细心地安装，以避免噪音泄漏。 

当准备间断性使用发电机设备时，例如，在某个时段内使用空调机、在一个较长的系列测量期

间内给电池充电或者应对暂时的用电高峰时段，建议不要在监测车上安装发电机设备而是要利用便

携式发电设备。如果有必要，便携式发电设备可以放在离监测车一定距离的地方，用一根电缆连

接，使其运转不会产生严重的扰流。 

市电供应 

即便在移动监测站可以装备一个独立电源的情况下，它 后还是尽可能利用市电直接供电的好

处。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辅助照明和空调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当然也是为了用相应的充电设备

对业务电池和内置仪器电池进行充电。 

很明显，与市电的连接，经常代替监测车本身装载的发电机，因为两种电源不能同时使用。监

测车的电子设备有必要设计成这样一种模式，让它在机械构造上不可能立即与这两种供电系统同时

相连接。 

应有一种独立的车载变压器，来避免监测车和测量设备不方便接地。所有市电插座，应包括一

种用于所需 大电流的自动切换装置。 

2.4.2.2.5 监测车概念的范例 

在界定监测车概念时，应考虑以上因素、任务量（见第2.3.4段）和用地数量。现有财政资源在

总体上需要与概念的实现达成妥协。 

虽然不同国家对监测车的要求不一样，移动监测站的监测车的几个范例，显示在图2.4-4中。 

本手册中的监测车类型分为三种，如下所述： 

第一种类型：这类监测车是用来运送乘客、设备和天线的客车（或客货两用车）。用于DF和监

测的天线阵，固定在一种不引人注目的车顶携物架上。携物架直接固定在车顶的行李架子上。这类

监测站可以在运动中或静止状态下运行。测量结果储存在硬盘中或便携式计算机的闪存中，当测量

阶段结束、车辆回到站里时，可以下载到固定监测站的数据库中。可以选择的是，通过通信连接手

段，数据可以直接传输到中央站。在传统上，监测站可以在本地运行，但是它还可以由中央站进行

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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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4 

移动监测站的范例 

频谱-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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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车内配备打印机。几乎所有客车或客货两用车都可以被用作第一类型的监测车，特别

是在这种车的车顶架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装备的情况下。因为它们看上去像普通客车，不引人注意，

这种类型的移动监测站在搜索非法发射机时特别有用。 

第二种类型：重载四驱车辆，可以用在第一种类型监测车和第三种类型监测车都不能行驶的困

难道路情况下（沙漠区域、山区等等）。它们装载能够在运动或静止状态下进行监测和测向的设

备。这些监测车装备了与车辆使用所面临的困难道路条件和设备隔间的小型化相匹配的套管式伸缩

天线杆。一种经典的天线杆可以加长用于监测和DF的天线至地面以上大约6 m。操作员可以坐在监测

车的乘客区域的任何位置，并能通过便携式计算机控制设备。在天线杆落下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

监测站可以在运动或静止中运行。在正常运行中，由固定在车辆发动机上的高电流交流发电机提供

电源。环境控制由车载空调和供暖器来提供。总体来说，监测车内没有永久固定辅助发电机的足够

空间。但是，这种类型的监测车可以装备一种固定在车辆后部特殊用途平台上的外部发电机。这种

监测车是用于农村和山区运行的标准类型监测车。在那里，客车或大型厢式汽车是难以进入的。 

第三种类型：该类型是重载厢式汽车。它们是准备环球使用的，因此装备了和第二种类型同样

的监测和测向设备，包括可以升至地上大约10 m的天线杆。如果需要，一种备选天线杆可以添加上

来用以升起额外的监测天线。当天线没有升起时，第三种类型监测车可以在运动状态下像归航台一

样运行。另外，辅助发电机安装在监测车内部，能够被妥善保护，不受噪音和电磁干扰的影响。第

三种类型监测车使用AC电源，或者由车载发电机来供电，或者在车辆停放时由市电来供电。这种监

测车能轻松地在前部装载一个乘客，在后部装载2个或3个乘客。这种监测车是主要用于调查干扰的

监测业务的标准监测车。它还能装载可运送的或便携的设备来实施监测，装载用于监测车外面的测

向任务设备，运到一个车辆不能到达的区域。 

当然，其他监测车类型也可以使用。这种范例包括装备车棚的卡车。车棚可以为更多的监测席

位提供空间。 

出于完美性的考虑，应在这里提及无线电检查业务的车辆。这种业务可以使用装备套杆天线而

不是测向仪的第二种类型车辆。这种车辆主要用于调查对广播发射造成的干扰和检查无线电设施。

出于这个原因，它们拥有特殊的电视广播天线，但是，它们也覆盖直至3 GHz的整个频率范围。这种

车辆还具备用于检查无线电设施的便携式设备。 

2.4.2.3 空中监测站 

就像表2.4-1所显示，这种非陆地移动监测站的空中无线电监测站，可以使其在执行监测任务时

同时具备优势和劣势。 

2.4.2.3.1 空中监测站的操作 

总体目标程序 

对于飞行任务，应适当地安排时间表和很好地计划。这表明一些协调活动应根据下列总体指导

原则来进行： 

a) 对飞行任务的要求（显示持续时间） 

月度时间表或周时间表，可以仅在活动将要实施时再确定，而相关的任务时间要和飞行器及机

组配备一起明确下来。在这里，“航空器”一词包括飞机、直升飞机、飞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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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空中无线电监测站的优势和劣势 

空中移动监测的优势 空中移动监测的劣势 

1. 广阔地理地区的快速搜索 

2. 使用一个监测站从不同位置获取若干方位线，以

获得地理方向 

3. 由于视线原因，具备实施测量的更好机会 

4. 对有时无法从地面探测的紧急信标、干扰制造者

和地球站，进行快速定位 

5. 具备航空飞行辅助传输测量的全部手段 

1. 飞行成本 

2. 在重量、电力、尺寸、冷气方面的限制 

3. 受天气和风力的限制 

4. 由于油料的限制，飞行时间有限 

5 需要准确的方位角和俯角、快速的测向仪性能和

天线跟踪 

6. 需要相关速度下的频率补偿 

 

b) 飞行活动协调 

负责将要实施无线电监测的空域的航空主管部门，应和负责航空器及机组安排工作的部门一

起，提前进行通知工作。事实上，监测业务所要求的飞行程序需要一些特殊的协调，特别在空中交

通繁忙的空域。同样，在共同协调活动期间，地面固定的和移动的无线电监测站也应被考虑进去 

c) 飞行前的工作 

除了操作计划和飞行任务的准备工作（飞行计划、航空器检查、加油等等）外，应仔细检查从

以前测量任务中获取的数据或通过其他渠道已具备的数据，以便选择飞行中将要使用的监测设备的

功能和自动程序。 

操作程序 

监测飞行任务表明了根据将要实施的活动所要采取的各种操作程序。在每次任务前，必须仔细

地规划这种程序。 

例如，在监测任务期间，航空器将必须以适当的速度和高度在事先确定的航路上飞行，例如绕

圈飞行。 

当速度影响测向测量的精度时，要根据任务所采用的高度，来决定要监测的区域。而且，就像

对移动干扰无线电信号源的探测一样，有必要在低空和低速下用瞄准干扰源的方法来实施定位。 

2.4.2.3.2 应用 — 范例 

在飞机、飞船、直升飞机上安装的移动监测系统，能很好地用于绘制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飞

机上的天线塔辐射方式的图表。在一些情况下，使用一架配有干扰源定位设备的直升飞机或飞船，

也许是必需的，因为这些干扰源无法通过地面监测设施（如地面站）或有线电视的泄漏来识别，也

无法通过分析紧密放置的大功率VHF发射机所产生的现象和测量天线辐射图来识别。 

在移动的地面设备被障碍物（如高耸的建筑物，它掩盖了信号源或产生一些反射）所困扰的大

城市，有些情况下，具有适当装备的直升飞机或飞船能在定位或组织地面设备进行移动中提供高精

度。 

必须确保： 

– 高度和距离（或适当的导航数据）可以被登记； 

– 用可靠的方法来固定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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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地安装测量仪器； 

– 采集必需的数据； 

– 在飞行中仪器有电力供应。 

2.4.2.3.3 航空器操作要求 

考虑到将要进行的频谱监测活动和测量的总体需要，装有空中监测系统的航空器应符合下列要

求： 

– 具有全天候操作的飞行能力； 

– 在低速和低空的操纵灵活性和良好的稳定性； 

– 足够的装载能力以便容纳所有必需的设备和监测人员。 

2.4.2.3.4 航空器技术要求 

装有空中监测系统的航空器的技术特性应符合下列原则： 

– 自动驾驶设备应能允许通过预先计划好的程序进行监视操作； 

–  机载的航空电子导航设备应能允许全部仪器在飞行中的操作；航空器位置和高度的独立瞬时

计算系统应与监测处理设备互联； 

– 满负荷条件下，飞行范围应有可能保持在观测区域运行至少2个小时，甚至可以考虑6000英
尺（1800 m）以下的高度。 

– 速度范围足够大以允许在低空快速通过和实施瞄准程序。 

2.4.2.3.5 天线 

在实际的空中应用中，对天线阵的考虑主导了在工程方面的努力和把DF系统与航空器结合在一

起的成本。这些问题是由探测天线位置引发的。需要与天线位置兼容的因素包括：机身、把天线硬

点设计在航空器里面来承担天线产生的机械载荷、天线对航空器飞行特性的影响、航空器的适航许

可证和其他非主要问题（如天线的除冰要求）。因此，天线阵的简化使系统整合的复杂性显著减

小。 

a) 无源的空中天线系统 

使用无源天线阵的表现出色的空中DF系统，在尺寸与性能上已经和航空器结合在了一起。这些

性能跨越了多任务使用的航空器的全部范围。VHF天线的弯刀形状在没有增加航空器表面突出部分

长度的情况下，增加了有效的天线长度。系统主要用近似垂直极化的信号工作。因此，通常选择单

极天线或偶极天线。 

b) 有源的空中天线系统 

与无源天线相比，有源天线在保持持续敏感性的同时，提供了特别宽泛的带宽和缩小的天线物

理尺寸。随着新一代有源设备（主要是能在保持很高的电路动态范围同时，允许有源阻抗变换使用

的场效晶体管）的发展，有源天线已变得很实用。 

2.4.2.3.6 对空中监测系统的总体要求 

空中系统的建立必须很谨慎地设计和执行，以 大程度地保证航空器的安全和可靠性。有必要

提到，用于飞机上的设备必须既符合ICAO，又符合国家有关法规。 



52      频谱监测 

 

可以直接影响飞行操作的一些参数是： 

– 机载设备的重量和位置（要避免损害航空器飞行稳定性）； 

– 航空器改变后的结构强度和硬度； 

– 监测系统天线安装后的航空器空气动力； 

– 热能和电力的平衡。 

以上列出的参数表明为了改善系统可靠性和限制运行成本而需要进行的精确交叉检查的重要

性。 

另外，简化后的维护（积木式设计和机内测试系统）和为进行实验室检测与校准而对故障设备

可能进行的拆除、更换，是航空学领域的正常过程。这种维护理念需要备用部件和设备子系统的充

分保有量。 

2.4.2.3.7 空中监测站的设立原则 

主要的监测站子系统应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 

a) 自动的定位系统 

航空器必须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以便在现有无线电支持范围以外没有任何特殊外部辅助导航系

统的情况下，实施信号源定位。因此，它的导航系统必须能满足自身需要。 

另外，通过把导航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多种距离测量设备）和无线电监测处

理设备结合在一起，计算航空器名下的所有可能的无线电信号源位置，是可行的。但是，独立的位

置与高度计算系统和监测处理设备之间的结合，是有优势的。 

b) 有效的人机交互界面 

航空器的无线电监测操作在总体上涉及有限的任务时间和 少的机载人员。因此，监测设备必

须能运行程序化的和自动化的测量程序，还要能保留仅在非常特定的任务下的人工操作。 

在任何情况下，数据显示都应实现快速解释，以便使监测人员在飞行中可以本能地察觉航空器

的当前位置。 

2.4.2.4 水上监测站 

海洋环境带来了一个好处，同时也带来了唯一必须要考虑的设备问题。海洋监测的主要有利因

素是，从一个无线电频点来看，海洋船只周围的区域总体上是非常安静的。而麻烦包括腐蚀性的空

气、由于无线电能量的海洋状态反射而形成的多路径、天线的固定和无线电频率在温暖海域中的管

道效应。 

如果不专门设计或使用，潮湿性、腐蚀性的环境将明显缩短电子设备的寿命。这通常需要密封

控制、过滤式存放和真菌处理。可选择的是，设备可以存放在一个具备条件的环境位置。为了预防

潮湿加重，一种很小数量的热力（通常是使用一种很小夜灯或让设备不关闭的方式），会产生有益

的效果。不是专门为这种环境设计的电子设备，如放在不具备条件的区域而无人看管，将被腐蚀和

产生电子故障。 

电子设备的接地，往往很难在海洋船舶上实现。 

测向设备必须在船舶上用特殊方式安装和校准。不建议在船上采用移动的、可以搬来搬去的设

备。测向仪天线应放置于船上的高点，尽可能清除周围的障碍物。在顶部的天线引发的一个特殊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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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是在小仰角的垂直辐射图出现失效现象和大约相当于天线杆长度两倍的波长。改变天线位置，将

只在部分频率范围内改善接收效果。为解决这个问题，把两个天线固定在不同的高度并根据需要在

两个高度之间进行切换。实际校准应通过摇摆船只整整360度来实施。需要通过卫星导航和北向参考

来获取准确的方位线。 

虽然船舶运动能导致瞬时测向中的问题，船只俯仰和滚动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确定平均方位

线来补救。 

无线电频率信号在水上的多径受海水状态的影响。平静的水面将导致多径困难，多径效应随着

海洋状态的恶化而增加。 

导通是一种无线电频率能量陷入困境的现象，或者说受到了大气中“管道”的反射。在温度高

的水域（大约20度以上），当水和空气的温度增加时，管道便容易形成和增加力量。在海洋移动监

测中，导通的影响能导致无法截取信号，也无法截取非常遥远的、在管道中衰减非常小的信号。 

2.4.3 可搬移监测站 

可搬移监测站把固定监测站和移动监测站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结合在了一起。它们可以拥有较大

孔径的天线。这种天线在总体上可以用于固定监测站，并且与移动监测站相比，它们能提供更大的

操作员工作区域。因此，它们可以通过监测业务的需要被部署在不同的地点。 

可搬移监测站的设备安装在一种设备棚的内部，就像第2.6.2.2段所描述的那样。设备棚可以是小

型的，只容纳那些可以遥控的设备；也可以是较大的，容纳一个或几个操作员所需的工作空间。可

搬移监测站的VHF/UHF天线可以安装在一种可搬移的天线杆上，这样它们可以被升到地上几米的高

度。 

通过使用部署在邻近场地的可搬移天线，可搬移监测站可以具有HF DF的性能。这些天线能使可

搬移系统提供高孔径，因此也能提供高度精确的DF结果。希望搬走这种可搬移监测站时，可以拆除

这种天线。 

可搬移监测站可以较长的时间安置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如地面上或建筑物顶部），然后根据监

测业务的需要被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监测站不像移动监测站那样需要专门的车辆来运送。

只有当希望把可搬移监测站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时，才需要车辆或其他运输手段。 

这种类型的监测站可以在本地操作，也可以由中央站遥控操作。通过通信连接，测量数据可以

被直接传送到中央站。 

2.4.4 附加的支持设备 

为了在监测活动中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多数监测站（特别是移动监测站）还可以装备便携式设

备，如频谱分析仪、小尺寸的测量天线、便携式接收机和手持式定位天线。由于重量很轻，携带它

们去往监测车不能进入的地方（如建筑物内部或屋顶）便成为可能。 

对于探测干扰的精确位置或在现场用相关技术参数确认无线电设备的违规行为，这种仪器是必

需的。 

便携设备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和直接连接在接收机输入端的环型天线一起，用于150 kHz 到 30 
MHz频率范围的场测量。其准确性优于± 2dB，而这种设备非常适合于检查是否符合《无线电规则》

的监测目的。但是，对于场强很低的测量（如对来自发射机的杂散发射的测量）来说，它的灵敏性

是不够的。在这些测量中，必须使用具有较高灵敏度的窄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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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在20 MHz至3 GHz之间或更高频率范围内的便携设备是可用的。这种便携设备可以装备

小型全景显示器和小型宽带天线。这些设备能很好地用于便携式设备。但是，如果需要更灵敏、更

准确的测量，使用高级、复杂的监测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是必不可少的。 

2.5 监测设备的遥控 

现代频谱监测系统可以包括一定数量的有人值守或无人值守的固定和移动监测站。与网络连接

的监测站的自动化和远程控制，显著地改善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例如，实现了不同操作员之间和先

进的功能之间的共享（像对发射机的自动定位）。监测车中的监测设备可以由操作员在固定控制中

心和有人值守的监测站进行控制。设备遥控也可在监测车上进行，来实现前排助手座上的乘员进入

安装在后排的设备系统。 

监测自动化的详细资料，包含在第3.6段中。在这部分内容中，提供了监测自动化的限制条件和

监测自动化在实际中达到目标的一个范例。这部分内容是关于通信体系结构说明。 

2.5.1 远程操作方式和信息交换 

远程监测站应能够在各种困难方式下运行。 

网上在线控制的监测站，能使操作员用一种类似的方法操作远距离的监测站，就好像它是一种

本地设备。这会涉及监测为了设备控制而进行的音频信号和数据交换。为建立监测站和操作员之间

的连接，可能需要几秒钟（ 多不超过一分钟），但是，随后，操作员应对监测站实施连续的实时

控制。 

这种模式尤其适合对干扰问题的调查和对未经核准的频率使用者的识别。 

虽然使用商业通用的远程操作台软件对远程维护任务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在总体上，它不是一

个好的远程操作工具替代模式。因为，与可以适当运行的专门的服务器---客户端结构相比较，它有

较高的通信带宽要求。 

在批量或预定模式下，在装载一套在特定时间内将要实施的自动测量的参数和稍后重现（文件

传输）结果，是可行的。批量和预定模式不需要永久链接，但是在任务开始时和结束时需要数据传

输能力。 

这种模式特别适合诸如频率占用测量之类的任务。但是，根据各种因素，如测量的持续时间、

将要传输大量的数据，因此，在数据传输之前，可以运用预先处理和其他数据缩减的方法。 

因为安排好日程的任务会占用一个监测站很长时间，系统允许为了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而中

断或重启批量或预定过程，如交互测向等等。 

2.5.2 网络结构和通信路线 

在网络结构的选择取决于关于设置、接入时间（在切换网络的情况下）、数据率、时延、链接

可用性和链接质量的几个要求。将要传输的数据的特性（可以是数字的或模拟的）也是重要的。就

像调制解调器经常对模拟数据（如音频）进行数字化一样，几乎所有的数据传输都将是数字的。 

网络结构的设计必须考虑两种网络级别（见图2.5-1）。第一级别是在本地基础上各种设备，如

接收机和分析仪，在计算机上的互联（直接与设备连接，或通过被称为LAN的本地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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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别是广域网络，它能为了在本地使用，使遥远地方的网络运行和移动监测站或DF监测站

接入其他DF监测站。通过使用第二级别上的星状网络结构，所有监测站与控制中心形成一种直接链

接。这种链接能在数据传输中改善呼叫的设置和等待时间。 

图2.5-1 

网络结构的范例 

 

频谱-2.5-01

个人计算机固定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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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网：通常由使用ISDN、X25网络、帧中继网络、ATM网络进行连接的局域网组成

路由器 

终端 

路由器

路由器 
设备 

监测站 

固定监测站

 

2.5.2.1 本地基础上的设备互连 

几乎所有现代监测设备（如接收机和测向仪）可以通过一些种类的接口与个人计算机连接。 

以前所用的RS232接口用于一些设备与个人计算机的直接连接。它只能提供有限的数据率（ 高

达115 kbit/s）。而且，大多数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计算机不支持这种接口，因此，不主张用这种接

口作为远程控制监测设备的手段。 

IEEE488 （通常被称为GPIB或者IEC总线）是一种在老一些的监测设备上经常使用的设备连接标

准。它允许 多15套设备的连接和 长为5 m的电缆线上传输1 Mbit/s至8 Mbit/s范围内的数据率。但

是，计算机需要专门的硬件接口来实现这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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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是所有现代个人计算机和便携式计算机执行的本地连接标准，它提供 高240Mbit/s的数据

率（USB2.0）。但是，这种接口并不是为了远程控制而经常在监测设备上使用的。 

提供给所有个人计算机的和被监测设备生产商广泛采用的 常见的接口，是Ethemet/LAN。取决

于网络结构和所用电缆（同轴电缆、绞合线对、光缆），可以实现从10 Mbit/s至1000 mbit/s的数据

率。 

2.5.2.2 长距离电信网络 

通过固定电信网络或通过无线电（地面的或卫星的），可以实现广域网接入。实际解决方案将

取决于技术要求和特定系统的完备性及成本。 

2.5.2.2.1 固定通信网络 

对于固定监测站、可搬移监测站和在特殊情况下的移动监测站（如果在准固定状态下操作），

固定电信网络是适宜的。 

模拟公众交换电话系统 

公众交换电话系统网络（PSTN）的特征，是若干秒钟的电话接通时间。这可以成为监测控制的

一个因素。基本设备（调谐、设定参数、上传和下载监测设置等）可以达到足够快的速度。 

模拟租用线路 

模拟租用线路是永久链接。除了无效呼叫处理时间，它具有和PSTN类似的特性。成本由距离来

决定，相对较低。 

数字租用线路 

数字租用线路是数字化的点到点的链接。它一般在56 kbit/s以上的速度使用。这种链接在有些地

区和有些国家是不能使用的。数字租用线路可以提供大容量、低时延和高可靠性。成本取决于数据

率和距离，通常相对高一些。 

综合业务数字网 

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是一种数字化电话交换网络，能提供具有 64 kbit/s数据率的2个B信道

和具有16 kbit/s数据率的1个D信道。B信道的成本通常是取决于使用持续时间和距离。呼叫处理时间

一般少于一秒钟。 

X25公众分组网络 

X25公众分组网络能提供永久或半永久数据链接。其成本通常取决于容量，不取决于距离。它还

非常适合零散的（不规则的）短消息。 

帧中继网络 

这是一种分组网络业务，依靠数字化传输所固有的数据完整性来加快传输速度（ 快至 
2 Mbit/s）。它是为了避免X25网络中的时间延迟而被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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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SL（ADSL、VDSL） 

数字化用户线路技术（DSL、ASDL、VDSL）允许数字化数据被添加到已有的用于PSTN电路对

绞上的铜对绞电缆。DSL信号处理可以与PSTN线路板上的声音呼叫处理同时进行，增加了已有电缆

的数据承载能力。 

ATM（异步传输方式）网络 

ATM技术能在相关时限内用很高的速度（25 Mbit/s至2.4  Gbit/s）来处理包括声音和视频数据在

内的多媒体信息。它同样适用于LAN和WAN，因此，具有把跨LAN和WAN的机器连接起来的能

力。LAN和WAN也适用同样的端到端技术。 

2.5.2.2.2 无线电通信网络 

无线电电信网络适合与安装在偏僻区域的可搬移监测站和偏远的固定监测站进行连接。在这种

区域，不能提供有线电信链接。它还适合把移动监测站与网络连接起来。 

2G公众移动无线电链路 

建立在2G标准（如GSM IS-95）上的无线电网络已广泛得到使用。它们能容易地用9.6 kbit/s的标

准数据率提供连接，充分拥有在线控制的简单设备（没有屏幕图像和大容量文件传输）。2.5G公众

无线电标准（如GPRS和EDGE）能提供改善后的数据率 高至473 kbit/s。 

3G公众移动无线电链路 

建立在3G或3.5G标准上的无线电网络（这是ITU-R IMT-2000所要求采用的），例如，UMTS和
CDMA，像高速分组网接入（HSDPA或HSUPA）这样的扩展，能使数据率 高达到14.4 Mbit/s。 

3.9G和4G 公众移动无线电链路 

数字化无线通信网络的 新发展，是为提供 高可能性的数据率20 Mbit/s而设计的。这种数据

率能提供监测设备的动态控制（包括I/Q数据、视频、音频和大容量文件传输）。有关技术的范例，

可参考WiMAX和LTE。 

WLAN（IEEE 802.11） 

这种专用无线数据通信标准，使用非常廉价的商用设备，能提供Mbit/s的几个10秒的数据率。可

传输距离被限制在视距之内。就像这些链路通常工作在ISM频段一样，可靠性很低，因为可能会出现

来自共用信道频率使用者的干扰。 

在监测站内或靠近监测站进行发射的所有无线电电信网络，都可能干扰有源监测天线、接收

机、测向系统和监测站的其他监测设备。应认真考虑用于监测的无线技术，以确保它们不对监测工

作产生负面影响。 

2.5.2.2.3 卫星网络 

甚小孔径终端（VSAT）可以给特别大的区域提供数据传输，而不需要使用地面通信设施。

VAST非常适合在数据率64 kbit/s至2 Mbit/s的公众电信网络不发达的地方，对面积较大国家中散布的

监测站进行链接。VSAT网络的一个特性，是网络时延相对较长（大约600 ms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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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数据流和实现之可能性 

频谱监测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可以具备下列特性： 

– 从监测站到控制中心，重要的信息（例如方位和场强水平）能够用像9 kbit/s的数据率来进行

传输。对于视频、音频、谱图形显示、I/Q谱、远程控制台接入和大容量文件传输，则需要

额外的传输性能。 

– 从控制中心到监测站，有必要传输监测任务的分配内容、对同步测向仪的指令、对控制中心

数据库和业务信息所做的请求的答复。 

– 在控制中心之间，可以交换来自本地数据库的数据和业务信息，而且将产生大约10至 
150 kbit/s的数据率。这种估算，没有考虑控制中心的其他网络需要（如互联网接入或电子邮

件）。 

上述列表阐明，所需要的数据率、监测单元之间的流量经常是不均匀的。从监测站传输到控制

中心的数据，经常在通信线路的带宽上设置 高的要求。表2.5-1列出了一些典型的测量应用、所需

数据率和用于实现这些数据率的潜在通信技术。给出的数值仅作为一种总体性指导原则，因为在实

际执行中，这些数值会根据下列因素而有显著不同： 

– 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执行（全屏更新或只改变数据）； 

– 数据压缩技术； 

– 理想的更新率； 

– 网络或业务的提供者对这些技术的特殊执行，以及其他因素。 

表2.5-1 

典型的数据率和通信的实施 

 

传输内容 典型数据率 适合的有线通信链

路（ 小） 
适合的无线通信链路

（ 小） 

指令和测量结果（单一频率） 

 
测向结果（单一频率） 

9 kbit/s  
–  

64 kbit/s 

模拟PSTN， 
租用线路， 
ISDN 

HF/VHF/UHF专用无

线电链路； 
TETRA； 
GSM 

以上所述的控制功能，以及 
数字化音频的脉冲返回路径

（窄带） 

16 kbit/s 
– 

128 kbit/s 

数字租用线路； 
ISDN 

GSM 
（GPRS/EDGE），
IS95 

– 

频率扫描结果， 
动态谱或IF显示 
（标准分辨率）； 
远程计算机控制 
（屏幕内容的传输）； 
测向结果（多频率） 

64 kbit/s 
– 

1 Mbit/s 

帧中继网络， 
ADSL， 
VDSL 

IS95； 
CDMA 1X； 
UMTS； 
VSAT 

宽带原始频谱信息 
（I/Q数据） 

1 Mbit/s至大于 
1 Gbit/s 

（取决于信号 
带宽） 

VDSL， 
ATM， 
LAN 

UMTS （HSPA） 
WiMAX； 
LTE； 
WLAN 
微波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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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离线传输测量任务和结果，时间并不急迫。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任何可用的数据率。

应指出，监测结果的文件在尺寸上可以是很多兆字节，而很慢的数据路线可能导致不可接受的传输

时间。 

2.5.4 协议和软件建议 

如以上所见，在用的电信网络种类繁多，并能有灵活的配置。所以，特定电信网络的选择可以

建立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使用TCP/IP协议，操作通常是完全透明的，而通信链接的处理和控

制，是通过现代通信设备（路由器）来实现的，因此，允许终端或测量设备集中到其他处理程序

上。 

虽然不同网络系统和协议可以用于局域网中，但为了在操作中更方便地进行网络管理，建议在

网络的所有单元都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 

不同的制造商已为它们的监测设备开发了不同种类的软件。但是，开发一种总体性的（整合过

的）软件来适合大多数远程控制的监测设备（如果不是全部监测设备），是有帮助作用的。那么操

作员只需面对一个熟悉的用户接口去有效地控制各种设备。 

如果很多操作员接入监测网络，为了避免操作上的冲突，多级别接入的控制方案是有帮助作用

的。 

2.5.5 系统安全和接入方法 

对计算机黑客和数据损坏风险来说，联网的计算机频谱监测系统是脆弱的。通过远距离计算机

网络，攻击能够进入计算机或控制台，也可进入正通过通信链路发送数据的简单的被动监测过程。

这种攻击能损害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或者使系统运行中断。因为需要时间来寻找和修复系统中

损坏的数据，在受攻击之后来对系统采取安全措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适于应对潜在损失的某一级别的标准计算机安全技术，可以把攻击威胁 小化： 

– 在一个锁定范围内保护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物理安全）； 

– 使用接入控制技术（例如密码、多级别优先等）来限制使用者对系统功能的接入（软件安

全）； 

– 像制造商所建议的那样，发挥日常的系统维护功能，例如备份、安全检查等（软件安全）； 

– 可以对发送到电信网络的信息进行编码，但不幸的是，这种解决方案会降低处理的速度（软

件安全）； 

– 使用能安全防范外部攻击的通信链路和路由器（软件安全）； 

– 如果可以使用公众网络技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专用网络（VPN）。VPN能在另外的协

议层封装用户数据，并限制进入已知的系统组件。如今很多的调制解调器和路由器支持这一

技术。这一技术可以被用在第2.5.2.2段中所提到的所有的物理通信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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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选址、建设、设施 

2.6.1 监测站的选址 

2.6.1.1 总体考虑 

这部分内容为监测站的选址提供总体指导原则，并确认一些要避免的隐患。必须在实际选址之

前把一些基本决定告知规划小组，以便监测站充分服务于原来要实现的目标。这些指导原则包括： 

– 频率范围和要覆盖的地理地区（见第2.1.3.3段）； 

– 国内监测和对本国边境以外信号进行监测，哪一种监测更重要； 

– 对特殊设施的要求，如长距离测向仪、场强记录设备或定向天线； 

– 在所关注的频率范围内，来自附近发射机的可接受现场场强； 

– 管理上的考虑，如住房、商店设施、供未成年人上学的学校、本地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完备

性； 

– 用地成本。 

管理所考虑因素的重要性不应被 小化。经验已证明，如果正常期望的待遇无法达到，就难以

在民用监测设施中留住合格的技术人员。对正在考虑设立监测站的一个地区来说，为防止监测站的

环境被过度蚕食，应在做出选址决定时考虑其人口变化和实际增长的测算结果。 

2.6.1.2 理想的监测站选址 低原则 

频谱监测站的地点必须有适当的RF条件，并符合三个主要原则。它们是： 

– 设置在对被监测区域适合的地点（适当的地理覆盖）； 

– 能被保护而不受障碍物的影响； 

– 能进行电磁保护。 

要尽可能做到；监测站的用地应选在将要被记录的发射场强相对不被地区结构和地貌特征所干

扰的地方。特别是用于测量大约30MHz以下频率的地点，应包括在一个位于相对平坦区域的平坦地

貌。这种区域有相对高的传导性，没有碎石或露头的岩石。附近上空的导体、建筑物、大树、山岗

和其他人造与自然的特征，可以严重扭曲或干扰发射的波阵面。这些条件对测量有效性的限制程

度，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频率范围、所用天线的类型和定向。在使用高度定向天线的VHF/UHF频
率上，信号源大致方向上的路径应是清楚的。另外，由于被追查信号的本地反射或再辐射必须被

小化，多路径接收也应是清楚的。 

如果VHF/UHF监测站在地平面上的站址本身不符合以上所述的原则，那么，能够充分清除附近

障碍物的天线塔的设立，可以实质性改善这种情况。为避免方位错误和天线之间过分的互相影响，

把所有天线组合在一个天线塔上，往往是不可行的。天线杆可以是点阵的或混凝土的。根据当地情

况，点阵天线塔的矗立，可能不太昂贵，但是再次发生的维护成本必须考虑在内。天线塔必须能应

对该区域的天气条件，如大风、结冰等等。天线塔必须允许容易和安全地接近天线，去放大、过

滤、切换安装在天线附近的设备，还必须允许容易和安全地接近塔顶的避雷针。 

监测站站址应远离已有的或潜在的工业区或拥挤的居民区。至少1 km的距离，是很有益处的。

如果附近是使用电子焊接设备、大功率工业热力设备、导热设备、烟尘沉淀器和其他具有重大级别

的无线电频率能量的机器的特定类型工厂，甚至要求更大的距离空间。有关对来自无线电发射机强

发射场的保护，见第2.6.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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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监测楼天线附和近有高压电传输线路，它可能是宽带噪音干扰源。离这种超过100 kV的

发射线路至少2 km，是很有益处的。而离特殊的高压线或被规划实施超弱信号监测的地方，要求的

距离则大的多（ 大是10 km）。 

与机场或直升飞机场为邻，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特别是在高频范围内，因为低飞的航空器反

射充分的能量，导致正被监测的信号出现异相和多路径接收。经验证明，机场应在跑道方向保持 
8 km距离的通路，在其他方向保持3 km至4 km距离的通路。 

交通繁忙的公路应与监测设施（包括天线）保持充分的距离，从而把发动机点火干扰降到

低。监测站如选在这种地方，能够具备全天候公路和充分的基础设施，比如应具备或者可以得到商

用电力、电话服务和水。如果监测站必须包括测向仪，那么 优先的考虑因素，应是第2.6.1.3段中描

述的测向仪选址原则。如果需要精确的方位，那么测向仪的选址原则就不能打折扣。 

2.6.1.3 对于装备测向仪的监测站的附加理想选址原则 

如果将要安装测向仪，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则， 好是选在没有山脉、山岗、大型人工结构或从

被提议的地点或测向仪的方向来看在地平线上方垂直角度3度以上的其他障碍物。离测向仪1000 m以

内不应有深谷或其他大的洼地，离这样的自然地貌特性的距离如果再大一些，是很有益处的。 

从测向仪中心的参考地面标高的 大地形偏差，在200 m的距离内不应超过1 m，以便在安装测

向仪时避免昂贵的地面设施成本。当测向仪安装完毕后，测向仪几百米以内的土地必须是非常平坦

的（或有些轻微的突出部分，以有利于排水）。 

挑选的测向仪地点应避免局部集中的潮湿区域和传导太强的土壤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

现土壤下层的不连续性，特别是当明显的地表特征显示出这些不连续性时，应避免选择这种不规律

的土壤条件。 

除非深埋，如果在离测向仪很近的区域内出现大型地下管道或金属管线（如石油输送管线），

就可以导致测向错误。建议至少要保持200 m的间距。 

任何单个的半波（λ/2）结构，如果在测向仪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任何频率上谐振，则应与测向仪

相距至少15个波长。任何单个的四分之一波长（λ/4）结构，如果在测向仪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任何频

率上谐振且位于同一极化面内，则应与测向仪相距至少7个波长。例如，对于25 MHz的工作频率（此

时λ = 12 m），长度为6 m（λ/2）的导体应与测向仪相距至少180  m。 

注1 – 当一个以上的四分之一的波长结构或二分之一的波长结构（与前面所述有关）在离DF的任何合

理距离内被发现时，则需要进行特殊研究。 

测向仪附近风力涡轮机工作，可以使测向仪的性能恶化。来自螺旋桨叶的散射，包括在桨叶的

几何旋转重复频率（三分之一的旋转率）上又慢又低的振幅变化和大而短的振幅（大约30分钟）干

扰。在前向散射区，指向被监测的发射机的接收机天线也指向了风场，而天线的方向性在减少干扰

影响中没有得到什么益处。监测天线的高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地面反射可以导致明显的信号衰减

（见ITU-R BT.2142报告 — 风力涡轮机对数字电视信号的散射影响） 

在30 MHz以下，来自风力涡轮机的额外人为噪音也可以损害灵敏性。如果风力涡轮机妨碍监测

天线与被传输信号之间的“视线”，这种机器将降低测量的准确性。 

a) 30 MHz以下的测向仪 

为用于30 MHz以下的测向监测站选址时，下面所列出的要求和表2.6-1中的要求尤其重要。总体

上说，这种地址应具备全部相同的高传导性的土壤、平坦的地表、与所有金属障碍物（如特殊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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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有足够的距离、与所有金属管线或管道（即使埋在地下）有足够的距离，以及与铁路线、公共

高速公路、建设区域、树木、建筑物等有足够的距离。 

佳地点是在地下水位接近地面的区域的平坦地面上。如果一个国家有很多丘陵地形， 好的

选择是一个具备 大可能的土壤传导性、能俯瞰周围农村的高原。 

表2.6-1 

障碍物与测向仪之间的 小距离 

 

测向天线的应尽可能使用下列规则作为指导： 

– 在距离HF设施半径100 m范围内、MF和LF设施半径250 m范围内，应选择地形，避免倾斜度

超过1%； 

– 在这种地带之外，因为地面下沉，斜面会变得越来越陡，但应避免选择过度变化或突然变化

的地面； 

– 地平线与一条连接测向天线与任何障碍物顶部的直线之间所形成的角度不应超过2度或3度； 
  

障碍物 

 

小距离 
（m） 

非金属的1层建筑物： 

单一建筑物； 

一群建筑物 

 
100 （在高频，由天线的尺寸和形状决定， 
超过100） 
200 

2层至3层的非金属建筑物 250 

超过3层的非金属建筑物 300，由高度决定的情况下超过300 

带有金属顶部的小型建筑物 250 

金属结构（小型遮盖棚等） 800 

蓄水池、大型金属结构、金属桥梁 1 500 

明线式电话线、低压线 250-300 

配有20 m高塔的高压线 1 000 

配有30 m或以上高塔的高压线 2 000-10 000 

铁路线或有轨电车轨道 1 000 

风力涡轮机组 2 000 （从单个的风力涡轮机组起算） 

5 000 （从风场起算） 

分散的树木 100 

小片树木 200 

森林 800 

金属围挡 200 （在高频上，由天线的尺寸和形状决定，超过

200） 

小型天线 200 

大型天线 400 

湖泊、池塘、河流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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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线周围半径至少200 m的范围内的地面上，应完全清理干净，不能有障碍物； 

– 在距天线中心点30 m的范围内，所有与测向天线连接的引入电缆应在地下1 m或2 m。在30 m
至250 m的范围内，深度可减至约 0.5 m。 

地点选择，应尽可能远离其他监测天线，因为监测站的接收天线妨碍无线电电波的正常传播，

使测得的方位产生错误。 

如果使用Adcock系统，第一部分的导线应沿着一个天线对构成的路线来放置，如果做不到这一

点，也应在与每对天线形成45度的角度上来放置。 

为了防止对方位的过度干扰，表2.6-1提供了关于障碍物与天线中心之间 小距离的全面信息。 

b) 30 MHz以上的测向仪 

可以减少表2.6-1中的应与VHF/UHF 测向仪保持的 小距离。 

因为VHF/UHF监测站常常必须安装在一个拥挤的城市区域或其附近（如在房顶等），因此，保

护区的界定应是适当的。必须考虑两种类型的保护区。 

在第一种较小的保护区中，可限制固定和移动无线电的使用。由于实际原因，在监测站以外的

区域实施这样一个规则，是存在困难的。在较大的保护区中，可限制大功率ISM设备的使用和大型障

碍物（如多层建筑物和工厂）的建设。设立这种限制的法律先决条件，在各国是完全不同的。 

2.6.1.4 保护监测站免受强发射场影响 

监测地点不应有强发射和其他干扰源，因为，由所覆盖的频率范围决定，由于互调和封闭效

应，附近的无线电发射机可以监测能力产生严重限制。 

在评估这种发射机的潜在负面影响时，基础信号的场强和谐波场强都应被考虑进去。必须考虑

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射机，即使它们的工作频率离监测站要使用的频率比较远，因为互调的产

物可能进入监测站的频率范围。 

根据经验，在监测接收机通带范围之内多种信号的和均方根值30 mV/m，可视为能被接受的场

强。由频率、地形和所用设备决定了这种场强符合1 kW发射机与监测站之间5 km的间距。 

频谱管理者应认真调查所有5 km半径内固定发射机（对超过1 kW的发射机，半径应是50 km）的

执照使用情况，不应核发执照给在监测站超过30 mV/m的任何类型的无线电发射机。 

如果监测站必须要建设在一个强信号区域，至少要避免安装有源天线设备。 

2.6.1.5 保护监测站免受本地计算机系统的影响 

已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计算机系统的各种部件可以发出电磁辐射，对监测和测量设备产生干

扰。虽然针对无线电监测系统的特殊的低干扰的计算机设备已经问世，大多数在用的计算机仍是标

准的个人计算机。 

在计算机系统安装之后，很难探测干扰源，因为计算机设备和它的外围设备部件通常分布在几

个房间里甚至分布在整个建筑物中。干扰信号可以由计算机部件发出，也可通过计算机的电缆产

生。而且，干扰信号不仅经常出现在基础（时间）频率，还经常出现在谐波频率。探测干扰源的

适当的方法是关闭和切断各种计算机部件。 

在任何情况下，监测机构都应关注下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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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双层包裹的同轴电缆才可以用于天线和接收设备之间的连接； 

– 计算机系统中的各个部件的连接，应使用包裹的电缆； 

– 在必要时，通用计算机部件不能安装在靠近接收和监测设备的地方； 

– 在干扰情况下，任何不需要的计算机设备必须断开连接并关闭； 

– 在总体上，监测办公室应位于接近天线的地方，但要和管理办公室保持距离； 

– 避免由计算设备造成的干扰或使其 小化的措施，必须和监测站的规划阶段结合在一起。建

议去有相关经验的监测机构寻求咨询意见。 

2.6.1.6 用地要求 

一个监测站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和它的布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派给这个监测站的任务和

工作以及它属于有人值守还是无人值守。用于高频监测的监测站需要比VHF/UHF测向监测站大的多

的空间，来容纳DF系统的天线，除非本地监测是其 重要的任务。从事信号场强记录的监测站将需

要额外的土地，来提供充分的上方导体净空和其他障碍物离天线的净空。 

附近房地产的使用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监测站位于一个农业区域或畜牧区域的

情况下，对监测站运行造成干扰的可能性，会比监测站位于一个工厂或类似潜在干扰源已经存在或

准备存在的区域小的多。为避免由于与测向仪或天线相邻的干扰源的出现而使监测站发生潜在恶

化，获得额外的土地以实现与这些干扰源之间的隔离，是很有益的。这种区域有可能是租给农民并

用于农业的。 

如果农业土地或无人使用的土地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不受潜在噪声源的影响，对于一个装备有

VHF/UHF 测向仪和对MF或HF定向天线的要求有限的有人监测站来说，一个40 000 m2至160 000 m2

的区域是足够的。另外还需要一个 高不超过90 000 m2的独立区域，用来安装一个HF测向仪（取决

于它的设计）。考虑到表2.6-1中的 小距离数字，很明显，如果无法保证充分的保护，所有设备和

设施必须安装在一个各种小块土地连在一起的区域，则需要400 000 m2甚至更多数量的土地，对于额

外需要HF以下频率范围的大型长范围测向仪、特定数量的大型定向监测天线和无线电通信设施的监

测站来说，则可能需要一个320 000 m2至640 000 m2的区域（取决于天线的设计）。在一些另外的情

况下，如监测站有独立的场强记录设施和单独的无线电网络控制或中继职责，则可能需要一个 大

面积为1 200 000 m2的区域。 

安装远程控制的VHF/UHF监测站所需的土地，主要取决于天线塔的尺寸。对于天线塔和设备棚

来说，一个30 m2的区域就足够了。如果天线杆的高度为80 m，则需要的面积超过100或200 m2。 

关于操作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法律范畴，也必须予以考虑。例如，被冰冻的天线元件可以构成威

胁，需要在离天线杆一些距离的地方进行围挡。这当然会增加用地需求。 

2.6.1.7 车行道 

除了从公共街道进入监测站和它的建筑物所需的进入道路外，在正常情况下，应向测向仪、天

线、场强记录仪小棚和其他远离市中心的设备提供业务道路，以便可以使用机动车运送设备进入或

离开监测站。这些通道应是适合地形和土壤条件的全天候道路，以保证贯穿整年的监测站运行。 

2.6.1.8 围挡 

围挡对于保护设施不受牲畜、野生动物、甚至人类侵入的骚扰（在一些情况下），是很有益处

的。根据当地情况，可以把整个设施都围挡起来，或者决定只把建筑物区域围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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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出了安装金属围挡的决定，这些围挡应与重要设施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长距离的测

向仪和场强测量设备可以避免潜在的干扰以保证其正确运行。 

金属围挡应稳固地安装在地面上，来保证没有可以产生共振和再辐射出零散电磁能量的漂浮导

体。 

2.6.2  建筑物和辅助设施 

2.6.2.1 建筑物 

2.6.2.1.1 有人值守监测站的监测楼 

根据与监测天线或测向仪的距离，建议建筑物在地面以上不应超过三层。如果选用有地下室的

多层建筑物或只有一层的建筑物，以及如果预计大量设备将安装在监测站，设计时应考虑监测架和

设备的承重力，以及安装在这种区域的地板需要具有充分的承重能力。 

在无人值守的监测站，必须要制定保护建筑物和设备不受故意破坏行为的侵犯的条文，如使用

装有用框架保护的窗户的混凝土建筑物。还要考虑采用探测非法侵入、停电和火警的远程监测手

段。 

在有人值守的监测站，基本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些主管部门强调它们的监测应在一个单独房

间内运行。其他的主管部门却已发现，把特定功能从主要监测房间里分离出来，才是上策。例如，

如果有足够的人员，如果存在过多的与通信有关的活动，在一个毗邻房间里安装通信终端设备和操

作位置，是很有益的。另一方面，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通信操作将作为一个共有职责由监测人员

来实施，以便把通信设备准备好允许从监测位置接入。同样，如果除了正常的监测和测量职责，还

有很多特殊工作（如长期传播研究等），那么，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进行监测操作，是很有益的。 

2.6.2.1.2 空间划分 

无论用地数量，还是监测站的空间要求，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测站的任务。与职业健康、

其他安全范畴和人类工程学有关的国家立法，可以极大地增加 低空间要求，就像下面的例子所表

明的那样。从技术角度来看，设备与墙必须有足够的距离，以便维护团队能更换设备。从职业安全

的角度来看，必须划出额外的空间，即使当所有机柜的门都打开时也能让员工们通过。下面提供了

两个不同的例子，可以考虑尽可能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应强调，这些例子仅用于参考，应根据各个

主管部门的需要来采用。 

范例 A 

本范例表明，一栋监测楼有20名或更少的人员，设有监督人员、监测人员和办公人员一起工作

的空间。这栋楼包括一个主监测室和相邻的两个小型特殊项目室。站长和行政管理人员有自己的办

公室。另外的空间，用于电子设备修理车间、厨房、会议室、卫生间、储藏室。可以在图2.6-1中找

到这样一栋楼的概览草图，显示了这种空间可以被划分。分配尺寸的范例，可在表2.6-2中找到。 

范例B 

范例B中显示的这一栋楼，可用于需要更大空间提供给更多人员或多种监测位置的情况。表2.6.2
中显示的这个区域的面积，可以提供这栋楼在尺寸上的印象。这栋楼可以用于更多的人员执行更多

的功能。这样一栋楼，容纳35名至40名无线电监测人员和另外的无线电检查人员及其他部门的人

员。应指出，按照惯例，只有所提到的35名至40名员工中的一小部分人同时工作在这栋楼里（其他

人是移动监测人员、不值班的人员、休假的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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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 

显示监测站工作空间如何划分的楼层分配范例 
（未显示建筑物的所有细节） 

 

 频谱-2.6-01

 

 

   

  

 

 

 

  

  

 

 
 

 

应急发电机

监测室 

分析室 站长 秘书人员房间 文件储藏 厨房和用餐区

厕所 

接待和急救杂务间 

会议室

后勤供应和储藏

电子修理车间

大门

10 m 

分析室 

表2.6-2 

监测站建筑物空间划分的范例 

用途 

 

范例A 
大约面积 
（m2） 

范例B 
大约面积 
（m2） 

备注 

主监测室 100 190  

电子修理车间 50 60  

机械修理车间（如果是单独的） – 25  

会议室 50 50 小型会议空间可能会在站长办公室

（备份方案） 

办公场所 15-40 15-40 有些情况下，办公室的使用人数可

能超过1人 

复印机和文件储藏 （秘书人员办公

室的一部分） 
24 有些情况下，文件储藏所需的额外

房间可能位于地下室 

服务器和电信设备 10 31 杂务间或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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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2 （续） 
 

用途 范例A 
大约面积 
（m2） 

范例B 
大约面积 
（m2） 

备注 

厕所 10-15 25 可以是多种房间，房间的尺寸和设施

可以由当地建筑法令来规定 

更衣室 – 6  

厨房 50 
（包括用餐区） 

6 
（只有厨房） 

用餐区可以是厨房的一部分，或者兼

作会议室 

清洁设备 – 6  

设备和天线储藏 10  
（可以在附属建筑有

更多的空间） 

100 其中一部分可以放置在地下室或附属

建筑物中 

门卫室 – 30  

热力设备 5-10 36 地下室或杂务间 

应急发电设备 （附属建筑或外面） 36 地下室 

不间断电源系统 10 10 地下室 

电力变压器 （外面） 10 地下室 

车库（如果有监测车） 100 300  

 

2.6.2.1.3 声音处理 

应在主监测室和特殊项目室的天花板上（也可能是墙壁上），安装隔音瓷砖或其他声音处理设

备。在有些情况下，对其他一些房间做声音处理，也是很有益的。 

2.6.2.1.4 屏蔽空间 

如果在特殊用途的房间里、在强输出信号发生器的电子设备修理车间或在可以产生干扰监测站

的无线电频率能量的其他区域大量使用监测设备，则要考虑适当的持续的屏蔽手段（如用墙、天花

板、地板）来屏蔽这些空间。如信号发生设备是使用正常的设备维护与测试程序的标准设备，是不

需要经常屏蔽的。如果不可能把地下室作为工作场所，那么，还建议把服务器和专用交换分机的工

作场所放在被屏蔽的房间里。 

2.6.2.1.5 电缆管道 

对于监测楼内各种设备互联所需的大面积使用的RF、IF、音频、电力和控制电缆线路以及从天

线和其他外部设施引出的电缆回路来说，把电缆管道置入监测楼的地板中，已成为通用做法。应对

这些管道提供可经常使用的进入通道，来简化各种导线的安装和更换。经常采用两种类型的地板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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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有适当的、可拉动的、持续覆盖物的上部开放式管道（这种覆盖物在安装时要平铺在地板

表面）； 

– 在频繁进入的管道，附有向内旋紧式螺帽。 

当建造管道时，必须把材料的兼容性考虑进去，从冶金角度来看，铝制管道和电缆管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直接和混凝土接触。 

建议天线、测向仪和发射机所在建筑物的接入信号和控制电缆，要通向电缆进入建筑物的位置

点的终端板，接入的电缆用适当的连接器固定在终端版上。与各种电缆直接在建筑物内的设备架上

布线的可能性相比，这样的安排，实现了对故障电缆的更快隔离。把RF或音频电缆作为电源线来进

行布线，不是一种好的工程方法。 

2.6.2.1.6 应急发电设备的建筑物或房舍 

如果应急发电设备的发电能力再提高几千瓦，它应安装在一个活动的基础上。这个基础一般要

被周围的地板单独遮挡，来实现这种地板和建筑物本身所受震动的传播 小化。对更大的发电设备

来说，地下燃料水槽是很有用的。它应安装在离建筑物几米以外的地方，使火灾危险 小化。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在一个单独的建筑物里安置应急发电设备是可行的，至少是经济的。在这

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充分的防火安排。 

2.6.2.1.7 车间、停车楼 

对这种建筑物的要求，将取决于当地条件和车辆的数量与尺寸。如果汽油要储存在车辆内使

用，汽油罐和汽油泵要安装在外面而且与建筑物分离，来避免火灾危险，是很有益的。必须考虑将

火灾或温度过度上升的报警装置安装在这种建筑物中。 

2.6.2.2 远距离无人值守监测操作的保护性围场 

保护性围场（又叫设备遮蔽棚），可以用于安放可搬移监测站或远距离无人值首的监测操作所

使用的无线电监测和DF设备。这样的建筑物应包含 低限度的空间，以及支持设备、本地临时监测

和设备维护工作所需的电力。虽然保护性围场有各种尺寸和形状，在这里仅描述两种标准的围场。 

第一种类型的围场：装有标准的19英寸设备架。围场是用紧固的防水材料建造而成，在前后都

有门来使用设备。它们还有一个电缆接入板。通常，围场装有热力系统和放置在靠近设备的地面上

给设备提供冷气的空调系统。 

第二种类型围场：装有小型遮蔽棚。围场是用紧固的仿水材料建造而成。它们包括一个用于进

入的门，还设有房间供维护人员进入设备架的前面和后面。围场在遮蔽棚内部有一个操作员工作

区，包括桌子或写字台和储藏柜。通常，围场装有热力系统和安装在遮蔽棚上为设备提供冷气的空

调系统。 

这两种保护性围场都应装备用电池做备份的不间断电源系统。围场还应有过热自动关闭系统，

以便在环境控制部件出现故障时，设备不会被过多的热能所损坏。围场还应有远程模式和警告装

置，以应对电力中断、ECU故障或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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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 基础设施、电力设施和其他设施 

2.6.2.3.1 电力系统 

在外部供电方能向监测设施提供可靠、充足的电力的情况下， 好是从这样的供电方获取用于

正常运行的电力，而不是完全靠监测站自己发电。如果不能从外部供电方获得充足的电力，如果监

测站需要不间断的运行，就应安装具备应对监测站用电高峰负载的充分能力、同时具备稳定电压与

频率稳定性的两个独立发电设备。在使用外部电力来源的情况下，一个单一的应急发电设备通常足

以填补外部电力无法提供时的时间缺口。 

把全部电力传输电缆安装在地下，以便把进入监测站的无线电频率噪音的出现 小化，是很有

益的。当高压传输线路向工业区或居民区提供服务时，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噪音会通过连接外部

线路的机器，传入当地电力分送线路。通过在监测站的资产范围内进行地下布线，来自线路的辐射

将变得微不足道，而线路与地面之间的容量将趋向于将存在于外部线路的无线电频率能量旁路。当

为天线杆和建筑物进行挖掘时，应仔细谋划和记录所有的地下电力、通信和控制电缆，以避免受到

损伤。 

现代应急发电设备能实现市电和应急电力之间的自动切换。在市电电力供应中断和应急电力设

备启动之间，靠这种自动切换，提供一段时间延迟来避免由很短时间电力故障引起的重复启动、停

止和切换，是很有益的。 

2.6.2.3.2 不间断电源系统 

除了应急发电厂，监测站保有一个不间断电源系统（UPS），在正常市电电力发生故障和启动

应急发电机之间的切换时间间隔内，为计算机系统提供电力支持。UPS系统能把DC转换成AC，并通

过一个干电池或蓄电池来进行工作。 

UPS应具有适当的技术规范（例如，启动时间延迟好于5毫秒、有效的噪音和电涌特性、具备在

足够长的超过10分钟的间隔下运行的性能），来防止计算机系统丢失信息和必须重新启动。这种运

行间隔，允许操作员保存那些应尽快保存否则就会丢失的信息和数据，并能人工启动发电机（在自

动启动发生故障或从市电供应向发电机发电供应的切换发生故障的情况下）。 

在UPS的设计阶段，必须决定哪一种设备将由UPS提供电源。其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大功

率，因而，应计算合理的储备量。 

2.6.2.3.3 应急照明 

对监测楼和应急发电设备楼来说，有必要装备用电池来操作的应急照明灯。当对照明系统的正

常电力供应中断时，这种灯可以自动启动。如果需要，靠这种应急照明灯，监测站的人员可以快速

找到应急发电设备的控制系统，并手动启动应急发电机。 

这种应急照明灯既可以用干电池来操作（这种干电池需要定期检测和更换），也可以用湿电池

来操作。这种湿电池使用在正常的电路上，可以经常充电。 

2.6.2.3.4 电话和数据电路 

用接近100%的现代无线电监测业务的完备率，来适当地运行电信连接业务，一直具有持续增长

的重要性。专用电话交换分机和路由器应安装在限制进入的单独房间里。本手册无法充分总结操作

员和计算机公司在这个持续增长的领域内的经验。因此，这里唯一能提供的建议是充分地规划通信

设施的面积，来满足将来的需要。第2.5和第2.6.3段中的内容，应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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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5 热力和空调 

对热力和空调的要求，将取决于当地的气候。 好能考虑提供排气风扇，还要同时提供从监测

站设备架的顶部延伸至建筑物外面的通风管道。在寒冷气候下，出于节能考虑，从监测设备中释放

的热量可以排放在建筑物内，以便减少对正常热力系统的需求。 

2.6.2.3.6 火灾警告和灭火系统 

对每个监测站来说，安装报警器和烟雾探测器，同时安装适合电器火灾的灭火器和遍布建筑物

的喷淋系统，是有必要的。 

大型建筑物需要安装竖管，用于消防员把其连接到软管。 

2.6.2.4 雷电保护 

雷电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频谱监测站的脆弱部分，把损失 小化。 

避雷针安装在围栏的前面一条线上来对抗直接雷击。 

对诱发雷电，须执行包括接地、互联、遮盖和抑制电流激增在内的整个雷电保护计划。 

2.6.2.4.1 雷电造成的影响 

雷电是由于雷雨云放电而形成的。 

闪电的 大倾泻电流功率可以达到400 kVA。 

但是，从统计资料来看，大部分倾泻电流小于100 kVA，其中的50%在20至25 kVA之间。当绳状

雷电的一端对地面发动雷击时，电流功率为20 kVA时，雷击范围在30 m至70 m之间；电流功率为 
50 kVA时，雷击范围在70 m至150 m之间。 

雷电的影响有下列两种类型： 

a) 由于巨大雷击电流而能导致严重损失的直接雷电攻击。正常情况下，导体元素，如建筑物和

天线会受这种影响； 

b) 由强烈的电磁场所带来的诱发雷电影响，会导致设备中电压和电流的短暂急剧增大，还能攻

击到几千米以外。 

2.6.2.4.2 对直接雷击的保护 

这种保护主要是对户外目标，例如建筑物的电缆护层、天线和电力供应设施。 

保护方法是捕捉雷电能量的主要部分，并把它导入地下。 

为实现这种目标和方法，三个主要元素是重要的： 

a) 避雷针（对空端）：这是防御直接雷击的第一道前线，目的在于截住雷电。 

b) 向下的导体：这是一种连接避雷针到接地端的电子导体。根据现行标准， 有导电性的金属

（如铜或铝等）应用于向下导体。 

c) 地端：这是一种接地电极系统，目的在于把雷电电流分散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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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6-2中所示，一个建筑物的受保护程度主要取决于雷击电流的等级（见第2.6.2.4.1段）和避

雷针的高度。 

当避雷针的高度大于雷击范围（h > rs）时（如图2.6-2b所示），避雷针对吸引雷电是无效的，

因此，雷电可以击中设施的上部。 
 

频谱-2.6-02
  

 

h

h 

rs:雷击范围 
h : 避雷针高度 
A : 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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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域的避雷针是有

效的，因为雷击可能

命中避雷针 
rs:雷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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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有阴影的部分：保护区域的避

雷针是有效的，因为雷击可能命

中建筑物的上部 

地表 地表 

避雷针高度

避雷针高度 

雷电前端
雷电前端 

图2.6-2 

保护区 

 

 

因为雷击范围取决于雷击电流，IEC 1024-1（建筑物保护的基本原则）界定了建筑物的保护等

级，如下所列： 

 
 

保护级别 
雷击范围 

（m） 
避雷针受到雷击的可能性（%） 

级别1 20 98 

级别2 30 95 

级别3 45 90 

级别4 60 80 

 

具备避雷针的雷电保护系统不是保护雷击的完备系统。决定须在什么程度上保护频谱监测站，

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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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3 对被诱发雷击的保护 

这种保护主要是针对室内设备的，例如接收机、AC电源，还包括对直接雷击的保护。只有认真

调查并确认监测站所有的敏感设备和瞬时电压、冲击电流的潜在路径，这种保护才能实现。这些设

备应遵循保护系统中设计、技术特性、安装和维护的有关规定。 

对设计这种保护系统来说，有四个工程概念：接地、结合、屏蔽和对电流激增的抑制。 

– 正确的接地和结合，可以为雷电电流提供一个把雷电电流导入地下的额外路径，因此，可以

把冲击电流 小化。这些工作包括把设备柜、分散的元件、接地电缆连接在一起，还包括把

邻近导体连接在一起，如结构钢铁和管道。 

– 对电缆的屏蔽可以减少冲击电流，靠的是提供一个理想的路径给雷电，而不是给实际电路。

为达到 大的效率，屏蔽必须是完全连续的而且必须要接地或终止。 

– 电流激增抑制设备，可以抑制对用长距离电缆连接在一起的设备造成损害的瞬时电压和冲击

电流。这种设备须这样选择，即它必须能处理预计来自诱发雷电的电压和电流。 

高效保护，包括用一种保护理念对设施的所有接触面进行保护。 

2.6.2.4.4 保护过程 

作为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有必要使用避雷针对室外物体进行保护。但是，还需要在过电压到达

电子设备之前，对电源供应设施、天线和数据线上的过电压进行限制。 

所有线路（电力线路和通信线路）和天线馈线，应在同一个位置进入建筑物。 

在进入点上，所有线路应连接在等电位网络上，这样，不传送信号或电力的导线、保护层和其

他金属元件可以直接连接在等电位连接棒上。 

传送电力和信号的电力线和信号线（来自接收天线、测向仪或通信或计算机的电缆），可以通

过它们自己的特殊避雷器，连接在以上所述的等电位连接棒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线缆的电压将

同时相等地增加，因此，在雷电期间电压差（信号线和屏蔽罩之间）趋于零。 

被电磁信号诱发而在导体上产生的剩余电压或过电压（从进入点到设备位置），应通过在离设

备 近的地方插入一个更好的保护器的方法来排除掉。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器设备靠其本身无法提供完全的保护。根据设备的技术特性， 好的保护

装置应用于几个阶段。 

2.6.2.4.5 接地和遮蔽 

对雷电保护程序来说，有效、安全的接地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因素，须遵循IEC1024-1的规定。 

建议在规划阶段就进行适当的测量。与设施连接的所有大尺寸金属部件须与雷电保护系统连接

在一起，如金属加固混凝土或金属皮屋顶和金属外表。 

进入设施的所有外接金属导电部件均须进行防雷电连接。在较大的设施里（像监测中心），与

铜质内部环形导体的连接是一项好的解决方案。导线屏蔽层的充分结合，是雷电保护区理念的一项

必不可少的部分。从本质上讲，所有屏蔽层均须通过浪涌保护装置在两端（配线架端和终接/插口

端）连接。采用多个并联路径对减小线缆和屏蔽层中的注入电流时有益的。网状接地系统满足这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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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电保护区（LPZs）的边界，须为通过保护区的金属部件和系统提供并安装防雷电的连接设

备。应用一个等电位连接棒把这种金属部件和系统连接到接地系统的电极上。 

可以通过一种名叫“接地改善”的适当措施来减少地面的触点与衬垫层阻抗，例如通过注入高

传导性的溶液来增加土壤的传导性，因此来减少触点和衬垫层阻抗。一个这样的范例是，为此目

的，已开发出一种吸收型乳胶。 

接地网络应是洁净的，要具备 小4-10 Ω或更好的阻抗。金属部件必须是抗腐蚀性的，同时具

备高传导性。根据气候条件、土壤成分、湿度和所用材料的质量，接地系统应定期测试和改进。接

地装置本身，应是短的，并包括埋在地下的板极（板式电极），以便把阻抗 小化。 

2.6.2.4.6 天线保护 

除了接地和室外保护措施，还应考虑下列措施： 

– 应把天线系统或天线阵安装在45度的保护区域内，或安装在避雷针的旋转球保护半径之内。 

– 避雷针应垂直固定在天线系统或天线阵的上方，如果可能，可以固定在天线系统附近，以便

在系统周围形成一个适当的保护区域。 

– 对空端和下行导体应用保持天线阵对称的方法加以固定。 

– 在雷电高发地区，如果有可能预测到发生雷电的时间， 好把天线从设备上拆下来。 

–  用适当的绝缘材料（如玻璃纤维）覆盖天线表面。 

– 对有源天线，应使用合适的避雷器来使天线系统正常运行中的直流电压通过。 

– 天线杆或天线塔必须以 好的条件接地。 

– 射频和同轴电缆的屏蔽罩应妥善接地。在天线固定在高处的情况下，这些屏蔽罩应与天线杆

的顶端和底部连接在一起。 

2.6.2.4.7 雷电保护系统的维护 

雷电保护系统的维护有时会被忽视，因为雷电保护系统没有算在主要设备之内。为了在发生雷

击时控制损失，有计划的维护雷电保护是必需的。特别是安装在设施外面的避雷针和下行导体，应

受到很好地维护，来避免由雷电和生锈引起的破碎。接地装置对雷电的防护能力，应始终处于观察

之下。 

2.6.3 影响监测站运行的干扰源 

2.6.3.1 总体原则 

任何类型的发射机应尽可能被排除在监测现场之外。但是，如果有好的理由把发射机容纳进

来，如通信方面的目的，在安装阶段应采取小心的态度来避免干扰或使干扰 小化。 

更常见的，是由非故意辐射RF能量的设备产生的干扰。基本上有两种主要的干扰机制：辐射和

传导。辐射可以直接发生（由于不充分地或错误地遮盖发射源），也可以经由连接电缆而发生。在

监测站的工作频段内，如果辐射信号频率消失，干扰也可以经由天线而产生。 

但是，如果辐射干扰源在一套被保护性包装的监测设备的外面，干扰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

生，其结果取决于设备包装的有效性。同样，电缆敷设路径里面或外面的辐射，可以产生干扰，也

可以不产生干扰，其结果取决于电缆敷设路径的屏蔽有效性和屏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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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干扰源所造成的干扰，可以是通过市电来传输的，也可以是通过用于互联的控制与信号电

缆来传输。 

2.6.3.2 干扰源 

干扰源如下： 

– 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包括它们的附属设备（如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敷设电缆）； 

– 电话交换机、现代电话终端、无绳电话、传真机； 

– 日光灯； 

– 卤素灯的电源供电设备； 

– 用于电力供应、热力或空调和其他控制设备的固体开关； 

– 用于风扇和通风机（厨房、办公室）的电机、真空吸尘器和天线旋转器； 

– 机动车和使用火花塞点火发动机的割草机； 

– ISM设备（微波炉）； 

– 有线电视和类似的电缆配线系统。 

2.6.3.3 补救措施 

进入敏感区域的所有金属设施，应以一种符合当地电子安全法规的方式单独接地。可以考虑非

金属阻挡层的优势，但是，如果金属在敏感区域的内部使用，它就必须妥善接地。 

布置RF电缆，必须与操作台中的所有其他电缆分开，而且要安全地接地。把电缆从4个圆环里穿

过去五次，常常可以充分减少电话线和内部通信联络系统电缆产生的干扰。 

个人计算机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无法排除在运行空间之外。因此，应购买低辐射类型的个人计

算机。对暴风雨专用设备，应提出一些警示。因为，这些设备仅能保证辐射不包括任何信息，而不

是低辐射。 

局域网和类似的互联，应以光纤敷设电缆为基础而不是用铜缆。这将可以避免任何辐射，还可

避免非故意的接地环路。出于同样的原因，监测站的频率标准信号向控制台的分送，也应采用光

缆。 

如果数据电缆和RF电缆、音频电缆在一起布线是不可避免的，应使用双层屏蔽的电缆。音频电

缆应是可以被轻度扭曲、屏蔽或双层屏蔽的。 

通常，无线电监测设备有充分的辐射特性。但是，如果使用业余无线电业余设备，需要小心一

些。 

如果可能，不需要操作员人工操作的单纯的数据处理设备，应单独放置在单独的邻近隔间中。 

不仅对于雷电保护，而且对于RF干扰的减少，高效、安全的接地和屏蔽是必不可少的。如需关

于接地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第2.6.2.4.5段。 

如果在安装阶段就考虑到这些预防措施，它们是相对简单的。发现问题后再去确认和排除，其

过程就会变得漫长和高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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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用地测量 

在安装频谱监测系统之前，须进行运行任务、所需的地区覆盖、无线电条件和其他限制条件的

全面评估。在所有相关项目中要优先进行的工作，应是清楚的和用文件记录下来的。 

遵循这一原则，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检验单进行用地测量。通常，选址评估将显示大多数被测

量的地点不能符合全部的要求，而折中是不可避免的。 

评估结果须采用一种综合报告来总结出来。这种报告和所附的检验单须保存下来，以备将来参

考。 

选址测量检验单的范本和综合评估报告的格式，包括在附件1和附件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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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段的 
 

附件1 

用地测量检验单 
 

参考号：  提交人： 日期： /  / 

0 用地名称 □ 新建 □ 已有  

1 用地地址   

2 土地所有人  

3 
土地所有人是否同意

安装 

□ 无条件同意 

□ 同意的条件： 

□ 由于拒绝用地测量而不同意安装 

3 地址  

4 电话/传真/邮政地址 / 

5 建筑物（附照片） 

用地构成 距地面的高度 距MSL的地面仰角 

□ 建筑物 

□ 塔（       ） 

□ 其他（      ） 

  

  

频率：  

距离：  

标注  

7 周围区域（附照片）  

8 地理位置 

纬度（度、分、秒） °N ’’’ 

经度（度、分、秒） °E ’’’ 

UTM 

（地带，北、东） 
 

使用的基准  

方法和来源 □ 全球定位系统/ □ 地图 

仰角AMSL （m） “x” m 

探测的准确性 
 X、Y、Z 

“x” m 

地图定位（文件或 
纸张） 

 

地图参考 地图代码 

在地图上的投影系统 圆柱的、兰博特圆锥的、多圆锥的，球心的：    xxx 

用地草图 见第x号附件 

照片 
□ 有，见第  号附件 

□ 无 



第2章      77 

9 用地环境 

温度范围（°C）： 低 高 

是否需要砍伐森林 □ 是  □ 否 

含水量（%）  

暴风雨 □ 有 □无 

雪（cm） 小 大 

地震风险 □ 无 □ 有，数值（里克特范围） 

标注：  

10 天线位置 

位置 见第  号附件 

坐标 见第  号附件 

对周围障碍物的仰角 

□ 高（附照片） 

□ 非 高，但是足够（附照片） 

□ 较低（附照片） 

仰角 从地面起算： 

其他天线 

□ 无 

□ 是 

类别：  

极化：  

距离：  

上空的线路 

□ 否 

□ 是 

类别：  

 

距离： 
 

谐振物体 

 

□ 无 

□ 有 
类别  

距离  

RF场强 
频率：  

场强： 见附表3 

11 HF测向天线 

天线阵直径和拉线延伸区域的可用土地 □ 是 □ 否 

土地的平直度 
从天线一边到另一边的渐变斜角为3度 

 

TOA的竖向净空好于3度  

用于支撑天线的土地方位  

确认潜在散布的物体，如高楼、大树、高压输电

线、无线电发射塔等 
 

潜在散布的物体与任何天线单元之间的距离，至少

需要表2.6-1中所确定的那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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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频测向天线 
（接续） 

天线阵内的无散射环境  

需要远离天线阵的高压线，见表2.6-1  

需要的设备：照相机、带有罗盘的经纬仪、100或
300英尺的卷尺、12英尺的卷尺、GPS双眼望远

镜、频谱分析仪、场强仪、等高线图（如可能） 
应在用地测量之前准备 

腐蚀或潮湿的环境条件 □ 好 □ 不好 

应测量地面传导性 
□ 好 □ 不好 

Ω 

12 无线电技术方面 

覆盖范围 见附件No： 

附近存在无线电台站

（包括正在规划中的

台站） 
□ 有 □ 无 

名称：  

频率：  

场强：  

距离：  

标注：  

附近的大功率无用发

射机 

发射机名称    

发射机业务    

频率（MHz）    

 场强（dBμV/m）    

饱和或干扰    

距离（km）    

自然/人为噪声源 

门限 μV/m，mV/m，dBμV/m 

对可接受噪音电平的判

断 
□ 有 □ 无 

对有用发射机和被控

制的发射的测量 
见第  号附件 

13 天线设施的结构强度 
□ 充分（结构强度测算已提供） 

□ 需要结构强度测算 

14 接收机设备房间 

□ 已有 见第  号附件 

□ 没有 
所要求的房间  

标注  

15 
接收机设施的结构 
强度 

□ 充分（结构强度测算已提供） 

□ 需要结构强度测算 

16 AC 电源 

□ 已提供  

□ 未提供 
□ 有备选电源供应方案 

□ 根本没有电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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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据通信媒介 
□ 已提供 

类别 ：  

电缆路线： 见第  号附件 

□ 未提供 改造： 

18 设备所要求的资料 

天线系统  

接收机系统  

任何移动  

接地系统  

障碍物高度  

雷电保护  

特殊要求 
（如果有） 

 

19 通行条件 机动车 □ 有 □ 无 

重载机动车 □ 有 □ 无 

停车场   

20 基础工作  □ 有 □ 无 

21 工作环境 

工作时间 
□ 无限制 

□ 有限制  

运输设备 
□ 无限制 

□ 有限制  

噪音 
□ 无限制 

□ 有限制  

照明 
□ 不需要 

□ 需要  

材料储存空间 
□ 没有  

□ 有  

工作场所 
□ 没有  

□ 有  

特殊条件  

22 
土地所有人的特殊 
要求 

对设施  

对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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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段的 
 

附件2 

综合评估报告 

 

提交者： 日期：/    / 

用地名称  

用地测量检验单的参考资料号  

评估结果 

□ 好 

□ 附带条件的好 

□ 取消 

评估背景 

□ 由于土地所有人的拒绝，安装取消 

□ 不适当的选址，因为： 

□ 其他 

标注  

 

2.7 维护、校准和修理 

本部分内容提出了加强监测站（和全面的监测系统）的完备性和可用性的方法，讨论了一项长

期可靠的监测系统运行所需要的支撑工作和必需的工具。建立在数字设备基础上的由现代计算机控

制的监测站和高度数字化的接收机，基本上是一种很少有测量漂移和不准确问题的可靠单位。这些

问题在上一代监测设备中有代表性的。 

监测站可操作性的确认和加强，将建立在下列因素的基础上： 

– 定期自动启动和由操作员启动机内测试来探测监测站设备元器件的故障。 

– 有计划的维护 — 需要按确定的时间间隔来进行测试和维护工作（如每月和每年），以确认

和增强监测站长期的可操作性。 

– 如果需要，可考虑把校准作为一项特定的维修工作。 

– 修理 — 当故障被探测到并应予矫正的时候。 

在本部分结尾处所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包括：为快速排除故障而应提供给主管部门的储存备用

部件、软件维护和系统维护的管理。 

2.7.1 总体考虑 

有关测量准确性的信息取决于对所用方法中测量不确定性的了解。所需的准确性建立在国家和

国际标准的基础之上，或由负有职责的主管部门来确定。测量设备在其使用中，始终置身于影响和

改变其特定技术参数的很多因素所构成的险境中。对所用测量设备的定期检查、维护和校准，是必

不可少的。如果设备不定期维护，设备发生错误和中断运行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测量出来的数

值在可容忍误差范围之外，测量设备要马上停止使用，并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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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设备投入使用时，应立即建立一份档案，其内容包括设备的购买、质保、维护、校准和

修理。这种设备档案应通过一种唯一性的资料（如序列号码或编号），和设备联系在一起。设备每

个项目的所有修理与校准记录，应保存在这种档案中，以便为设备的每个项目建立终身历史记录。

清楚地标明设备的唯一性资料、校准日期、校准证书号码和下次校准日期的标签，应附在设备上。 

为了保证质量和符合对测量设备准确性的要求，建议采用下列检查内容组成的多阶段系统： 

– 在每次测量之后进行基础功能测试； 

– 按有规律的时间间隔进行加强功能测试； 

– 由经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按有规律的时间间隔进行定期维护； 

– 按固定间隔进行校准。 

对这样一个质量系统来说，确定每一阶段的测试计划和测试时间间隔，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计

划包含测量设备数据的细节、被测试的技术参数及其额定值和容忍误差值、附有测试实施指令的检

查清单。测试计划及指令、测量系统的设备部件清单和测试报告，都构成测试手册中的一部分。该

手册属于每个测量设备或系统。要清楚地显示测试日期和测试者的名字。 

为了保证质量，一位被任命负责质量工作的员工的任务包括下列内容： 

– 持有一个确定维护程序和校准程序的手册； 

– 保证测量设备每个项目的测试与维护计划被准时起草和制定出来； 

– 监督是否符合测试、维护和校准工作的 后时限。 

2.7.2 功能测试 

2.7.2.1 基本测试 

基本功能测试直接与每次特定的测量任务有关，由监测人员自己在每次测量（或每系列测量）

开始时和结束时予以实施。只检验那些与测量任务有关的技术参数。例如，在场强测量之前，需要

根据被测量的频率，来检验用于探测和显示测量值的设备的功能。功能性测试的记录文件，构成测

量报告中的一部分（见第2.2.5段）。 

2.7.2.2 机内测试性能 

建立在系统资源基础上的机内测试性能，将核实监测站的适当运行；机内测试将成为保证监测

站可操作性的一种中心元素。 

机内测试行动有三种方法： 

– 按电源开关，机内测试自动进行。 

– 自动定期运行- 每几个小时，如每24小时。 

– 由操作员启动（包括远程实施启动的可能性）。 

机内测试结果（无论是自动启动的机内测试，还是操作员启动的机内测试）可以在本地提供给

操作员，也可以在控制站用远程模式提供给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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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加强功能性测试 

加强功能测试由测量人员按固定的时间间隔来实施。它与特定测量任务没有直接关系。传统测

试间隔是1个月至3个月。加强功能测试的基础是包括正常值的细节、可容忍偏差和实施测试的指

令。与简单的测试相比，加强功能测试覆盖了测量设备或系统的整个运行范围。 

应尽量将测量设备的几个项目组合以形成一个系统，并有选择地测试。因此，加强功能测试可

以包括在整个测试现场的设备或在一次监测过程中的设备。检验将要在测试报告中记录下来。测试

报告包括额定值的细节、可容忍的偏差和被测试的每个参数的测量值（实际值）。 

2.7.4 定期维护 

通常，一个支撑监测业务的技术部门负责测量设备的维护。这些工作通常是在一个专用车间里

进行的，而不是在测试现场或车内。 

维护工作不同于功能测试，因为它明显是更加彻底的和综合性的。维护计划的内容在总体上要

符合生产商制定的测量设备的技术特性。 

每套测量设备或系统都需要维护计划，同时还需要确定要检查的技术参数及其额定值与容忍误

差、维护指令和维护间隔。被执行的维护工作要在相关报告中记录下来。 

预定的维护工作包括更复杂的由人工管理的测试（与机内测试有关）。这种测试可以使用与预

定工作有关的外部测试设备，也可进行与维护有关的机械操纵工作（例如，移动元件的润滑、清理

和防范灰尘与潮湿、防范腐蚀与侵蚀）。 

通常，预定的维护工作要按照相关制造商的说明书，根据一种综合的维护和技术支持协议，由

制造商自己或它授权的当地的技术支持代理商来实施。 

2.7.5 校准 

为了能够根据技术特性持续保证天线技术参数和测量设备的绝对准确性，有必要按有规律的间

隔进行设备的再校准。校准过的设备能保证被测量的数值在实际数值的特定测量不确定性范围之

内。测量的不确定性可以在先前被界定为测量结果的定性表述的一部分。这部分表述，说明了真实

数值预计要停留的数值范围。这个范围限值应与特定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例如，场强测量的结果可

以被表述为30 dB(μV/m) ± 2.5 dB（有95%的置信度）。这个结果表示，可以用95%的置信度来确

认：场强的真实数值停留在27.5和32.5 dB(μV/m) 之间。 

与功能测试和维护相比，校准要通过一个完整的比对链，采用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定义的绝对

准确率，来追踪如频率和信号电平之类的技术参数。 

参考标准仅可用于校准。国家或国际校准主管部门或其下属机构更愿意校准这些标准。在不可

能的情况下，肩负任务的校准实验室必须书面陈述实现其追寻能力的程序。核准的数学或物理的程

序，必须运用于那些不可能直接追寻到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标准。追寻能力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因为校准体系内的每个标准都与国家标准之间有一种固定的联系。每一种工作标准都要定期与同一

级别的参考标准相比较，而后者也要与更高一级的参考标准相比较。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

决定性优势的校准链。 

监测站使用相对多的专业化设备来执行各种测量任务。经常测量的参数包括频率、场强、使用

的天线、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因此，重点应放在频率、信号电平和天线增益的校准。在这些数值

具有法律意义的情况下，测量只能用校准天线、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来实施。但是，相反的结论

是，还存在可以用未校准的设备来实施的测量。因此，有必要决定必须首先校准什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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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情况下都校准测量设备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运用到天线数量大的情况下。在这种情

况下，当把测量设备投入使用时记录参考值，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测量的不确定性在这个点上处于

低水平，测量结果能作为功能测试和维护工作的一种参考。 

在实验室里校准DF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保持DF的准确性，应提取已知发射机在各种频

段上的方位。以前测量结果中真实的偏差是潜在缺陷的一种征兆。 

在测量系统的情况下，校准单一的设备元件如接收器，通常仅仅是可能的。在评估测量的不确

定性时，属于同一个测量设置中的其他组件的潜在错误（如天馈线），也必须考虑在内。 

每次校准要用详细的校准报告记录下来，附在设备的每个项目上。校准报告包含所实施的测量

的完整信息，包括被测量的数值。因此，设备的每个项目必须可靠、永久地打上记号或标签等等，

以显示它的校准状态。当设备被置于使用状态时，校准报告要和设备档案结合在一起存放。 

不可能界定一个标准的校准间隔。一年的间隔是 为常见的。但是，根本没有总体上通用的时

段来作为间隔。应从技术角度，通过评估变化着的设备特性来选择校准间隔。 

校准为所用的技术设备带来了高要求。这种设备在总体上不能由监测站的一般车间来提供。在

授权范围内安装和维护校准实验室的费用，只有大机构才能调整，因为只有它们有更多数量的设

备。这种设备能够持续使校准实验室的业务能力得到充分利用。 

在很多情况下，把设备校准工作交给生产商或一个外部校准实验室来做，会在经济上更有意

义。这种做法排除了对场地资源、设备资源、受训员工资源的需求。 

一些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产品的频谱监测设备生产商，在全球很多地方也经营地区业务和技术支

持中心。这些中心在其他业务中装备了便携式校准设备。它们的校准团队可以受雇按照定期间隔来

检查和校准无线电监测设备。本手册的其他部分，对与特定系统（如无线电测向仪）有关的校准事

宜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2.7.6 修理 

由技术缺陷或来自可容忍误差的偏差所导致的测量设备运行中断，是无法预防的。为了保证测

量操作的顺利进行，要组织一种能快速反应和提供部件更换服务的修理业务。负有安装和维护设备

职责的技术员工，构成了每个监测业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安装小型电子或机械设备和寻找缺陷也

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内部车间，能保证较短的反应路径、快速的反应时间和大幅减少更

换备用部件的需要。 

但是，较小的监测站拥有它们自己的具备综合修理设施的车间，通常是不值得的。在这种情况

下，一个为若干监测站服务、与生产商保持联系或拥有授权专业人员的中心车间，是更好的和更经

济的替代方案。 

注1 – 在一些场合，除了修理，设备供应商还可以维护设备。 

2.7.7 备用部件 

为了保证监测站的连续运行，建议要保持设备生产商所建议的必要备用部件的储备。考虑到成

本、备用零部件的寿命和为了较少的管理，不建议保有太多的备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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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软件维护 

频谱监测系统的实施所需要的一个复杂体系的软件修改和补救，需要专业支持，因此，建议使

用供货商或生产商系统的软件维护机构。 

系统管理，即各种运行参数的设置与改变和存储数据的管理，应由本地的IT （信息管理）经营

者、供货商或生产商的人员或授权的本地技术支持商来提供支持 

系统维护的管理 

建议通过相关信息的专门记录，来追踪维护工作的线索。 

维护日志可包括： 

– 备用部件的状态（在储存中处于完备状态或因故障在修理过程中）。 

– 预定维护工作的追踪和登记。 

– 故障缺陷报告和更正措施中的后续行动。 

– 对每个设备项目，主管部门将保持有关维护工作和修理的历史档案。档案中的数据将能实现

设备运行和可靠性的统计资料分析。 

作为一项大概的估计，每年总体维护的范围（备用部件、修理、预定维护）和对监测系统的支

持，其成本费用是建立这套监测系统所需费用的大约10%。 

2.8 人员 

2.8.1 总体原则 

虽然测量自动化可能由处理器来实施，但是， 重要、 昂贵（在很多国家）的资源还是人

员。为了保证数量充足的合格人员的持续可用性，需要对此认真规划。 

员工数量和所需资格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监测业务的任务、技术设施自动化的等级和监测地

点与监测车的数量。 

人员的年龄结构应给老员工提供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长期经验，给年龄较轻的员工提供 新的

IT知识。如果只依靠年龄较大的、有经验的工人，由于员工退休，监测机构在短期内会冒损失专门

技能的风险。同样，如果只有掌握 新IT专有技术但在无线电通信和电波传播领域根本没有经验的

年轻工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另外，混合年龄结构，具备使员工有机会晋升的优势。 

2.8.2 人员分类 

监测业务人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管理人员； 

– 操作人员； 

– 技术人员或维护业务人员； 

– 秘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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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1 管理 

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包括监测站的经理和负责与监测业务的组织和设施有关的重要决策的人

员。管理人员需要下列领域的技能： 

– 管理范畴内的机构和程序； 

– 监测站和监测设备的操作程序和技术知识； 

– 无线电频率技术； 

– 经济上的相互关系； 

– 法律。 

监测站经理在监测站应自愿地作为操作人员或技术人员来工作。 

2.8.2.2 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承担监测任务，需要熟悉无线电通信业务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设备。从增加自动化监测

设备和软件的使用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需要IT专有技术。因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有适当的资格

作为操作人员进行工作。操作人员主要是通过在职培训来掌握无线电通信行业专门知识的。 

2.8.2.3 技术和维护人员 

在较小的监测站里和监测车上，具有适当资格的操作人员可以偶尔从事技术工作，包括安装和

维护设备。但是，监测站拥有不同功能的员工以便操作人员能专心于监测任务，是更为可行的。仅

负责维护的员工不需要单项无线电通信业务中的任何专门知识。 

2.8.2.4 秘书人员 

秘书人员必须熟悉标准个人计算机软件，包括文字处理和电子数据表格程序。 

2.8.3 培训 

2.8.3.1 引言 

质量只能由那些被适当培训和激励的员工来创造。因此，为使员工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培训

是必不可少的。培训能够拓宽他们的知识、补足他们的技能和更新他们的履历。 

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技术和无线电频谱监测设备在快速发展。考虑到决定成败的事情也在快速变

化，在国家和国际的有关规定中考虑这些变化，也是必要的。这些变化强烈影响（直接或间接）频

谱监测工作。因此，必须把培训理解为一个连续的完整的过程。 

2.8.3.2.1 确定需求和规划培训课程 

像员工拥有的目标与实际资格之间的区别一样，培训要求可以被界定下来。因此，在判定之

前，清楚地界定工作场合的要求、对实际资格做一种主观评估、同时考虑将来的要求，是重要的。

在与员工一对一式的谈话中，经理应弄清存在什么培训请求或愿望，并规定相应的要求。培训是一

种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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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规划有关的范围内，重要的是要准确找出实际需求与已培训内容之间的差距和界定培训课

程要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培训旅游”、劣质的培训投资和没有效果的培训

激励。 

必须要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 课程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希望被授予什么知识和技能？ 

– 培训参加者在这个领域已取得了什么资格？（在频谱监测人员中能发现很宽的受教育程度） 

– 本课程的授课意向是从零开始？是再培训？是充电课程？还是为了授予一个特殊证书？ 

– 本课程是技术方面的？是关于IT知识的？是关于外语的？还是关于管理的？ 

– 培训组织者自己是否有相应的人员来开办课程？是否由私营公司、顾问或生产商来授课？ 

– 将使用什么样的媒体或教学辅助手段？（论文、视频、模拟器、演练、交互软件等） 

– 有教学大纲和课程资料吗？ 

– 参加培训的 大人员数量是多少，培训才是高效的？ 

– 需要在一个特殊地点开办课程吗？ 

一旦这些问题得到回答，就可以决定：室内教学和室外教学中的哪一种是适当的；课程应持续

多长时间；教学时间表应是什么样的和谁将编写课程资料？但是，由于预算的限制，提供符合需要

的规模的培训，往往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优先要做的事情，是寻求所有相关人员的同

意。 

一旦计划被 后确定，授课者和被授课者应得到及时的通知，以便他们做好准备。 

2.8.3.2.2 审查和评估 

审查和评估是培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步的重要性有时会被低估。在课程结束时，应

检查课程是否是像所计划的那样开办的和目标是否达到。出于这个目的，培训参加者应完成一项评

估所受培训的问卷调查。例如，下列问题可能会被问及： 

– 本课程对你的日常工作是否有帮助？ 

– 你如何评价被提供的课程材料？ 

– 你如何评价授课者？ 

– 你如何评价这些技术的或专业的课程内容？ 

– 本课程组织得怎么样？ 

– 你如何评价所交的费用？ 

– 你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本课程？ 

– 如果由你来准备和教授本课程，你将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评估还可包括三个月之后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已经能使用所学的知识、他们所学的

东西是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同事、他们是否认为本课程的目标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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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2.3 修正措施 

培训参加者和他们的上级所提供的评估输入也反馈到今后课程培训的规划中。它弥补了这个圈

子的不足之处。 

2.8.3.3 培训方法和实施 

如何实施培训，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一些主管部门使用他们的设施和人员，自己来举办培训。

其他主管部门喜欢雇佣私营公司、顾问或生产商来实施培训。 

除了参加理论和实践课程，培训还包括模拟程序和交互软件的使用。对员工来说，阅读书籍、

文章、文件、国际电联的手册、报告、建议书；与来自本国或外国主管部门的其他同事交流信息和

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总体培训战略中的一部分，职业培训是 有效、 经常使用的新员工培训方式。它也是保

持本部门专有技术的一种重要方法。把新员工分派给一个有经验的同事并相信一切没有问题的做

法，是完全不够的。规划职业培训和监督其进程，是经理的职责。 

2.8.3.4 频谱监测人员必须具备的技能 

无线电监测业务必须应对包括无线电业务、系统和管理程序在内的一个很宽的范围。这就存在

更新知识（如数字调制技术体制等）的需要和保持已有知识（如模拟调制等）的需要。各国之间在

法律体系、管理结构、教育体系和频率管理系统方面是有区别的。另外，频谱监测人员需具备的技

能，取决于他们的特定任务。因此，为所需技能指定一个通用的全面的教学大纲，是不可能的。 

出于这个原因，附件1中列出的项目仅仅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建议的项目，以便把其包含在培训

项目和与频谱监测人员直接有关的课程中。如数学、物理和语言基础理论知识、还有对数单位的计

算技能。 

2.8.3.5 世界上在用的无线电监测培训设施 

培训与设备实际类型的关系很密切。而设备实际类型可以予以明确界定。但是，应提到在无线

电监测领域提供培训的下列一些机构和工业设施。 

作为促进和发展监测系统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葡萄牙、英国

和美国的主管部门在ITU-R第23号决议（注1）中提出接收其他国家主管部门的监测官员。韩国也在

邀请其他国家的监测官员。安排这种培训的 初接触，可以向《无线电规则》第16条中所确定的和

国际电联定期公布的列表VIII （监测电台表）中所标明的适当的中央办公室提出。 

生产商，如Rohde & Schwarz（德国）；THALES（法国）；TCI和SPX公司（美国）；Tadiran电
子系统（以色列）；Agilent技术公司（美国）也提供培训。 

2.8.3.5.1 美国的培训设施 

在美国，美国电信培训学院（USTTI）自1983年在内罗毕召开的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上创院

以来，一直在提供无线电监测和有关频谱管理领域的培训机会。USTTI每年提供一些关于无线电监

测、无线电频谱管理或无线电测量的培训课程： 

– 无线电频率管理（每年春天）。 

– 民用领域的频谱管理（每年春天）。 

– 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测量（每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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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的实际运用（每年春天）。 

– 无线电频谱监测技术和程序（一年两次，即每年春夏各一次）。 

– 支持设备审批程序的实验室技术（每年秋天）。 

在这些培训机会之外，如以下所描述，美国的一些公司举办了USTTI无线电通信课程。该课程

包括频谱管理的内容。这些细节可以在每年出版的USTTI课程目录里查阅。USTTI支持下的培训，是

免学费的。 

有关无线电频谱管理的USTTI课程：该课程的授课时间为3个星期，目的在于帮助提高受培训的

频谱管理人员的水平。这些人员将能够在执行新的系统和技术的过程中承担日常工作和长期工作。 

关于民用领域频谱管理的USTTI课程：该课程的授课时间是2个星期，目的在于为国家民用电信

频谱管理者提供信息和资料，以便实现以基本技术程序为基础的频谱方面的合理决策。 

关于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测量的USTTI课程：该课程的授课时间为一个星期，是专门作为对民用

领域频谱管理课程的后续指导而设计的（该课程的一个前提条件）。它是针对那些对无线电监测和

测量有特殊兴趣的人员的 

关于频谱管理和频谱检测的实际应用的USTTI课程：这种一星期的课程侧重于遵照国际电联有

关规定的频谱管理和监测的实际应用，包括执照处理、工程分析工具、无线电测向、信号测量，它

侧重于违规行为的自动探测和一个完整的自动化的管理和监测系统的应用。该课程的更多信息，可

以从举办方（TCI and SPX公司）获得。 

关于无线电频谱监测技术和程序的USTTI课程：该课程就 30 MHz至3 GHz的频率范围内停播技

术测量和无线电测向的程序，提供基本的、实用的指导。关于支持设备认证程序的实验室技术的

USTTI课程：这种一个星期的课程，目的在于为培训参加者提供实际操作培训和在进行技术测量、

电信设备测试和校准中的工作实验室环境的经验。 

2.8.3.5.2 日本的频谱监测国际培训项目 

日本总务省（MPHPT）拥有频谱监测国际培训计划。 

这个国际培训项目由日本国际合作局（JICA）来实施，对象是每年与公共管理、家庭事务、邮

政与电信省进行合作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项目由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机构（ODA）来具体操作。更详

细的信息，可以从MPHPT或JICA获得。 

2.8.3.5.3 韩国的无线电监测国际培训项目 

韩国通信委员会（KCC）一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促进无线电监测理论和技术发展的国际培训项

目。这个国际项目由KISA （韩国互联网和安全局）负责组织。该项目包含无线电监测和频谱管理的

内容。这种培训一直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行规划。 

韩国互联网与安全局无线电监测项目 

关于无线电电波管理政策的课程，由频谱管理政策和监测技术构成。该课程的设计目的在于运

用无线电监测的新技术。大多数内容是新RF系统的理论和技术，例如韩国的智能无线电监测系统、

测向理论与系统。 

无线电监测管理课程，教授无线电监测技术。该课程运用了新RF技术，概述了无线电监测技

术，详解了无线电频谱测量，描述了无线电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该课程把RF知识和技术贡献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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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为了促进无线电监测先进技术的发展，KCC下属的中央无线电管理办公室（CRMO），

通过授课、引进无线电监测设施和现场讨论无线电监测问题来支持该培训项目。 

该项目的时间表和对参加者的申请要求，公布在网站（www.Koalp.org）上，并在项目安排之前

通知主管部门。所开办的课程是免费的。 

 

第2.8段的 
 

附件1 

频谱监测培训的各方面内容 

组织和总体原则 

– 结构、功能和通用程序； 

– 与频率管理有关的国家组织的结构、功能和程序； 

– 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结构、功能和程序。 

规章制度 

– 适用的法律； 

– 条例； 

– 协议； 

– 法规和标准。 

频谱管理 

–  国家的、区域的频谱划分表，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 

–  频率指配和执照核发程序 

–  发射标志 

–  国际频率列表 

–  呼号 

–  频率复用的概念。 

基础无线电理论 

– 无线电业务、系统和应用 

– 电磁波的传播、自由空间损耗、多径传播的影响、链路预算的计算。 

–  天线：理论、类型、在每一频率范围内的技术、监测站天线。 

– RF发射机（包括无用发射）。 

– 接收机：频谱监测接收机、噪声因子和信噪比、噪声温度；灵敏性和抗扰度、阻断点。 

– 调制技术、必要带宽。 

http://koalp.kisa.or.kr/pages/mai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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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r.p.计算和测量与计算电平进行比较的计算机程序。 

– 傅里叶变换和快速傅里叶变换。 

– 滤波与屏蔽。 

测量程序 

– 频率、频率偏移、频率偏差。 

– 占用带宽、杂散发射和带外发射。 

– 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PFD）。 

– 无线电测向和三角测量的质量。 

– 台站识别。 

– 测量点选择。 

– 登记、分析、解码。 

实用问题 

– 报告和数据的提供，包括违法与有害干扰情况报告的制作（根据《无线电规则》）； 

– 识别电视干扰源（有故障的或错误调谐的电视机之间的区别）、被损坏的放大器电力供应、

被损坏的电缆或天线结合体、被损坏的或饱和的天线放大器、多路径天线定向、AM干扰发

射、FM干扰发射、附近的工科医设备、短距离设备、其他电子设备等的程序。 

– 当互调产物作为错误信息产生的情况下，识别可能的成分的程序等。 

– 监测各种无线电业务的程序。 

– 识别和减少RF干扰；对有害干扰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 信号的监听。 

– 指纹测量。 

– 扩频系统的识别，如跳频和直接序列扩频。 

– 频谱分析仪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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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3.1.1 总体考虑 

无线电监测站可用的设备应适于执行该站所要求的测量。测量来自于分配给该站的任务。这些

任务又取决于第1.3和第2.3段中涉及的国内无线电监测的目的和目标。测量的性质和质量将决定需要

哪些类型的设备。 

参与国际监测系统的监测站必须能够开展与相关的ITU-R建议书中包含的监测站技术标准准确度

相符的测量。在适用的情况下，第3.3至第3.5段中提到了这些建议书。设备的其他特性应符合第3.3至
第3.5段相关部分所述的 低标准。特别要注意如第3.1.2段中所讨论的，须为测量接收机和有源天线

提供所建议的线性度，并考虑到环境的影响，如周围的金属结构。 

对于监测站， 少的一套设备应包括在要测量的频率范围上的一个接收机和一个天线系统。可

旋转定向天线可以提供大致的方位信息。基本频率和磁场强度测量能力也是必需的，这可通过经校

准的接收机和天线来提供。 

这个系统还可以补充增加一个过程控制器来提供一些基本测量任务的自动化，以及一个测向

（DF）设备来提供方位角信息。大多数监测站使用自动化，以使操作者能够从执行耗时的，长期的

测量中（如进行频谱占用测量）解脱出来。 

先进的监测系统由国家、区域、远程和移动监测站的层次结构组成，这些台站实时联网以实

现从单一的操作控制台进行多台站综合控制。这种类型的系统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础，使用先进的

软件，以减轻操作者繁琐的任务并大大提高测量的速度。同时，设备在不需要被用于其他目的时，

可以自动执行如搜索未发执照的发射器之类的背景任务，这增加了设备的利用率。 

一个具有 少设备的现代综合监测站的框图如图3.1-1所示。该台站使用频率覆盖范围为9 kHz至
3 000 MHz或更高的接收机来提供频率、磁场强度、调制分析和测向的基本测量功能。控制单元允许

如频谱占用之类的测量可以长时间进行。还提供包含颁发执照和技术信息的数据库，或到频谱管理

系统数据库的直接接口。这个技术数据库包括已发执照的台站的技术信息及其参数，这使得综合台

站能够确定尚未纳入数据库的发射机所在的频率，并由此判断可能是未发执照的，还能够确定没有

在执照参数内进行操作的发射机。 

应注意的是，无线电监测系统的整体准确度，不仅取决于单个组件，如接收机和天线的规格。

相关参数，如线性度、灵敏度、方位准确性和电场强度的准确度，也可能受系统组件之间的电缆类

型和长度，以及环境条件的影响。 

3.1.2 干扰环境的影响 

在理想的情况下，监测站应被置于监测不会受附近的发射器，或者穿过站点的高压线路或微波

链路干扰的地方。此外，一旦选定一个站点，或更重要的是，一旦监测行动已经开始，该站点应通

过频率规划之类的手段进行保护。 

由于上述原理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遵守，频谱监测站的天线和接收机所操作的干扰条件一般要远

比那些普通通信接收天线和接收机严格。固定业务的接收机工作频率、位置、天线的高度和方位等

要在频率分配阶段专门选定，以使该接收机得到充分保护（特别是，通过基于给定的天线和接收机

参数，提供一个合适的频率和无线电台站之间的地理分离），免受其他无线电链路的发射机的干扰

影响。因此，要对所有新的频率分配，尽一切努力保持这样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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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综合监测站的框图 

 

 

频谱监测站天线 好应建立在四周为开放空间的高点上，以确保在很宽的服务区域内和所有方

位上接收来自尽可能多的监测发射器的信号。经常发生的，监测站所在的城市附近有带高天线的强

大的发射器 – 包括那些用于声音和电视广播的，或者这样的功率发射器被安装在现有监测站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必须遵守频率和地理分离要求，这一通信无线电设施频率规

划的基本特征的问题。其结果是，监测站的天线和接收机一般要在比其他无线电设施更为严格的干

涉条件下进行操作。这就对使接收机和有源天线免受潜在干扰影响的内部保护特性的参数提出了特

殊要求。 

这些要求涉及接收机选择性和线性度（第二和第三阶截取点），IF和镜像频率抑制比，接收机

动态范围和有源天线的线性度（第二和第三阶截取点）及其防干扰保护（损伤门限）等参数。上述

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频谱监测站设备作为一个整体，在严重的不可控的干扰条件下的执行测量

和测向的能力。如果由于未能遵守第3.2和第3.3段所述要求而造成保护不足，天线和/或接收机受到干

扰，对某些（或全部）发射机发射参数的测量和测向操作均可能出现显著错误，换句话说，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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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的或可能根本无法获取。因此，当使用了特性不足的天线和接收机时，为建立频谱监测站和

网络所做的大笔投入都被浪费了。干扰信号的影响通常会表现为互调和/或阻断。第3.3.2段对这些现

象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避免将不满足第3.2和第3.3段中规定的全部要求的标准接收机用于频谱监测

目的。 

站点其他天线和周围的金属结构也会对测量和测向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该问题在第3.2.5段中

进行讨论。 

3.1.3 人机界面 

执行监测站任务往往需要进行设备（包括接收机和维护设备）的手动操作和系统的交互操作。

此外，对于第3.6段中所述的自动频谱监测系统的操作，应遵守有关人机界面的一些导则。 

IEC 447/4.93：人机界面（MMI） – 动作规则给出了大致的指导。 

3.1.3.1 基本原则 

动作规则的应用，致动器的处置和顺序应以明确的方式予以执行，特别是对于那些操作者必须

使用不同来源的设备来执行各种任务的监测站。应考虑到要求的工作速度、人体工程学方面和要求

的防止意外操作的水平。 

致动器须被明确标识，须只可能通过预定的致动器操作来执行命令（这限制了双功能致动器的

应用），对话方法应考虑到任务相关的人体工程学方面。 

为避免操作错误，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定义命令优先； 

– 简化致动器的操作顺序（例如，通过自动化）。 

致动器的安排须根据其业务或功能的相关性进行逻辑分组。可以使用以下一个或多个分组原

则： 

– 按功能或相互关系； 

– 按使用顺序； 

– 按使用频率； 

– 按优先级。 

3.1.3.2 动作和效果 

根据操作方向或致动器的相对位置，致动器的必要动作应尽可能地与所需的 终效果相关联。

终效果可分为增加效应和降低效果。 

原则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用来执行相反的动作： 

– 有两个操作方向的致动器（例如，一个手轮或调节旋钮）； 

– 一组，例如两个致动器（例如，按钮），每个只有一个操作方向。 

– 一些操作者喜欢（特别是对于设置接收机频率和音量控制）使用调谐旋钮。因此，频率校正

和收听带音量设置的音频信号可以很容易地同时完成。双手操作的两个旋钮之间应有足够的

分隔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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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致动器标识和反馈要求 

视觉、听觉或触觉信息/反馈将有助于人机界面的改善。致动器动作的反应/效果应立即显现，任

何延迟可能会导致用户的错误操作。相关例子有： 

– 发光二极管（LED）可用于表明一个开关已被设置为开（LED颜色优选琥珀色或绿色）。 

– 每个设置的变化（例如频率、带宽、衰减）应被立即在显示器上显现。 

– 显示应在阳光下和在暗淡的房间内均易于阅读。 

– 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扬声器外的其他听觉反馈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可能会干扰到音频信

号。 

– 扬声器 好安装在接收机的前面板上，因为听筒塞孔可能将其关闭。 

– 全景频谱显示有助于在干扰效应扰乱接收时进行频率调谐和定向。显示 好是实时型的并可

进行 大保持的数字存储。当增加 小保持时，可以很容易地在连续发射中发现间歇性信

号。 

– 在使用调谐旋钮以不连续的步骤调整频率时，有一个带磁性锁的调谐旋钮已被证明是非常有

用的，它给出了每个步骤的触感，同时防止无意的（例如由振动引起的）失谐。另一方面，

磁性锁与飞轮组合可以进行快速调谐。 

– 信息步骤的数字化处理应提供带提高调谐速度的加速功能。通过使用上述的两个致动器与一

组按键的组合可实现用调谐旋钮进行准连续调谐和从信道到信道的调谐。 

– 有带手动调谐的模拟反应（例如通过电平和调谐表）则更好，特别是在没有全景频谱显示可

用的情况下。例如，模拟仪表可以帮助将天线指向 大接收的方向。 

3.1.3.4 计算机接口 

用户界面可以用计算机、软件和远程控制设备来建立，而不是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独立的用户界

面，第3.6段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通过该用户界面，能够以类似的方式访问每台仪器，减少了操作

人员的培训。这种用户界面模型使用菜单和对话框，或如图标和符号之类的图形表示。在执行实际

任务的操作人员可以对其进行自定义时，这种技术尤为强大，可以提供执行任务和处理方法上的灵

活度。 

3.2 监测和测量天线 

3.2.1 总体考虑 

接收天线的目的是从环境中提取 大可能的信号，并将该信号应用到接收机的输入端，而同时

使提取的噪声和干扰信号 小化。监测天线的具体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每个特定应用决定的。在

选择监测天线时，必须考虑到所需信号的性质，用于观察的参数，安装现场的特性和任何可能存在

的干扰等因素。 

为了获得 佳的接收结果，天线的偏振应与到达信号波阵面的偏振相对应，并应提供与接收机

的输入电路的阻抗相匹配的传输线，以确保 大的传输功率。全向接收图已经被证明对于一般监测

或无线电频谱确定是有用的。要观察共享频率上的一个特定信号， 好选用定向天线，它可使一个

或多个干扰信号无效，或者使所需信号 大化。一种移动单元也是有用的，可通过靠近发射测量信

号的天线来分离共享频率。对于某些类型的观察，如对电场强度的研究，所使用的天线的频率响应

相关性能必须能准确预测，并不会随时间而变化。带校准天线的移动单元能够提供对给定区域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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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磁场强度的测量。由于没有哪种类型的天线能够具备有效接收所有类型的信号所需的所有属性，

监测站一般会要求若干不同的天线。 

以下段落给出了按照频段分类的针对特定应用的各类天线的描述。 

3.2.2 合适的天线配置 

电磁波的性质，包括波长、共振、信号和噪声传播，有助于确定天线的相关选择： 

– 天线的主要技术参数方向性和增益。天线可分为两组：全向天线（方向辐射图基本上是圆形

的）和定向天线。全向天线可用于，发射器位置未知的（占用率、扫描）一般监测任务，而

定向天线可用于需要更好的灵敏度特殊任务（技术测量）。 

– VLF、LF、HF、VHF、UHF和SHF频段。 

– 根据监测站的类型，在选择天线时可能要考虑的尺寸和重量：固定、移动、可搬移或便携

式。 

3.2.2.1 与全向天线相关的监测任务 

全向天线适合于以下监测任务： 

– 搜索未知的发射机； 

– 频谱占用； 

– 波段或频率扫描； 

– 测向； 

– 自动任务。 

全向天线也非常适合于： 

– 在天线因子已知时的技术测量（磁场强度，带宽和频率测量）； 

– 监测移动发射器； 

– 移动或蜂窝式网络服务的识别和分析。 

3.2.2.1.1 VLF/LF/MF/HF频段 

对于这些波长很长的频段，要天线的尺寸达到约为波长的四分之一，以获得 大的天线灵敏

度，是不实际的。可以使用有源天线，但由于互调它们的非线性较低。 

固定台站： 

固定无线电监测设备的尺寸和重量限制较少，因此可以采用更高性能的天线。固定监测站应建

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有足够的土地面积以容纳所有需要的天线。 

固定VLF/LF/MF/HF监测站对长距离信号分析和高功率发射机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边界附

近或国土面积大的国家内的监测，测向和单站定位（SSL） （单站可以测量海拔角和方位角，并利

用电离层信息来定位的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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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台站适用的全向天线包括： 

– 一个在短波频率范围（2至30 MHz）提供全向垂直极化接收的天线系统。该系统可包括一个

如倒锥形宽带天线的大型天线，若干个频率重叠的锥形单极型天线，或有源天线。 

– 至少有一个全向有源天线系统，以同时提供垂直和水平极化或极化分集接收的可能性，覆盖

9 kHz和30 MHz之间的频率范围，特别是存在空间和/或经济上的限制因素时。 

– 一个长范围、宽孔径的测向列阵，尺寸可以是50至300 m，以提供方向位置。天线可以是全

向或定向的。其他监测站可以提供额外的方位，发射器的位置可通过三角测量来确定。（频

率范围为从数个100 kHz至约30 MHz。） 

移动台站： 

天线尺寸是VLF/LF/MF/HF移动监测站的主要限制。这种台站能够实现： 

– 在发射器附近移动时的测量结果。例如，当由于信噪比太低，固定监测站可能无法进行精确

测量时，移动监测站可以靠近发射器以提高信噪比。 

– 一个额外的与固定监测站相关联的方位线（LoB），以提高定位准确度。 

– 尺寸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这种天线的选择： 

– 短单极（鞭状天线）。 

– 双极（中心馈电）。 

– 磁环。 

– 有源天线。 

3.2.2.1.2 VHF/UHF频段 

天线的尺寸在这些频段不太重要（除了在较低的VHF频段，天线的尺寸对灵敏度有直接影

响）。固定和移动天线具有类似的特性；主要的区别是天线的位置和将其放置于桅杆顶部的能力。 

在这些频段中遇到的全向天线的类型包括电偶极子，锥形或双锥天线。也可以使用定向天线，

如那些用于测向系统的天线。 

固定台站： 

固定监测站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将天线提高到一个固定的高桅杆的顶部，以增加视线（LoS）来监

测比移动台站可监测的更远的发射机。在城市中使用这样的天线，要尽量减少因建筑物反射造成的

多径。 

全向天线适用于固定站附近的一般监测和大面积覆盖，特别是自动任务。在VHF频段的较低部

分，要获得更好的灵敏度，还需要物理尺寸较大的全向天线。 

如果固定站位于城区内或城区附近，可以使用一个垂直和一个水平极化的中等增益全向通用监

测天线系统。通过使用要求频率范围内的数周期交叉极化（垂直和水平的）旋转高增益天线系统，

可以实现灵敏度的小改进。通常更为成本有效的做法是提高全向天线的高度，因为VHF/UHF是视线

传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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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台站： 

在VHF/UHF频段，全向天线、锥形或双锥天线非常适合移动使用： 

– 体积小、重量轻，又具有良好的性能，意味着它们是很适合在车辆上安装使用的类型。 

– 可以在驾驶的过程中实现监测和DF归位的天线。 

– 重量轻使它们能被置于直立桅杆的顶部，从而提高了覆盖面积和低障碍物影响的 小化。 

– 他们可以与固定监测站进行合作监测。例如，当固定监测站截取到低信噪比信号，移动监测

站通过向发射机附近移动，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 他们可以在无法部署固定监测站的地方进行监测。由于UHF频段更多是视线传输的，固定监

测站的覆盖往往是不可能的。 

这些监测站适用于蜂窝网络监测： 

– 小尺寸蜂窝有利于使用移动监测站； 

– 接收到的信号电平不需要高灵敏度天线。 

便携式/可搬移台站： 

这种监测站具有与移动监测站相同的优点。便携式和可搬移的天线也可以用于以下任务： 

– 从建筑物顶部进行监测。移动监测站往往会受多径的干扰，便携式监测台站可以提供减少多

径的影响的解决方案； 

– 从农村进行监测，将监测站放在较高的位置，或移动车辆无法到达的偏远点； 

– 从一个特定角度，或从建筑物（学校，医院）进行测量。 

3.2.2.1.3 SHF频段 

在SHF频段，一些全向天线的增益非常差，而传播损耗需要高增益天线；因此，在该频段中，

监测天线通常是非常定向的；全向天线和固定天线需要在信号的主波束中才有用。 

移动全向天线通常只适用于SHF频段的较低频率（例如， 多至约6 GHz的频率），在这个频段

它们经常用于下列任务： 

– 通过发射器附近的监测，拦截、分析并测量微波链路的直接波束流； 

– 分析蜂窝网络。 

3.2.2.2 与定向天线相关的监测任务 

定向天线可用于以下任务： 

– 已知发射机测量，在信号方向获得更好的增益，然后改善低电平信号的监测，或获得更好的

信噪比； 

– 需要方向性的技术测量，以获得更好的测量通过提高信噪比和降低多径或干扰； 

– 需要高增益天线的传播的SHF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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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F天线的定向天线旋转器必须非常精确。天线的旋转需要时间来引导天线至信号来的方向。

因此，定向天线不适合快速扫描和测量占用率。 

3.2.2.2.1  VLF/LF/HF频段 

这些频段需要大尺寸定向天线，只能适用于有大片安装区域的固定站点。 

固定台站： 

这些频段的定向天线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灵敏度或接收信噪比。主要用途是监测国际或国内

信号。 

适用于这些台站的定向天线包括： 

– 在短波频率范围内在罗盘所有点周围扇区提供高度定向性的垂直极化接收的天线系统。备选

方案包括一个单一的带六个幛屏的对数周期星形幛屏阵，或双向端射环阵的辐射图。 

– 在短波频率范围内在所有方位角上提供高度定向的水平极化接收的天线系统。备选方案包括

一个大型的可旋转的线串成水平极化的对数周期阵，该方案的缺点是需要高达60分或更大的

旋转方位角，或六个水平幛屏阵列，以在六个60°波束上提供了360°的方位角覆盖。 

– 一个长频段，宽孔径的测向阵列，尺寸为50至300 m，以提供方向位置。天线可以是全向或

定向。 

3.2.2.2.2  VHF/UHF频段 

定向天线可以通过降低噪声和干扰来改善技术测量，并为一般监测和测向任务提供更大的覆盖

范围和信噪比。单个定向天线可安装在旋转器上，或可使用固定定向天线阵列来覆盖所有方向，如

外向型圆布置的天线阵列。定向或全向部件的固定阵列适用于VHF/UHF 测向系统。 

固定台站： 

比起移动监测站，在固定监测站中，尺寸和重量在不太重要，定向天线是全向天线的很好补

充。 

移动台站： 

移动监测站的定向天线与固定监测站相同的优点，但具有需要在移动环境中对旋转天线进行安

装和维修的缺点。安装在桅杆上的全向天线可以升高来改善接收，是旋转天线的一个很好的替代方

案。另外，在车辆上不需要更高的灵敏度，它可以通过移动来增加信噪比和改善接收。 

3.2.2.2.3  SHF频段 

由于这些频率上的传播损耗，定向天线非常适合SHF频带，因为它们具有高增益。它们的主要

缺点是发射信号的方向性，这意味着测量必须在信号的主波束上进行。 

固定台站： 

固定监测站在监测SHF信号时只能执行特定任务。他们不适用于微波链路、卫星上行链路和蜂

窝网络。固定监测站只在监测卫星下行链路时需要。在监测卫星信号下行链路时需要在固定监测站

使用大型定向天线。这些天线直径可达10 m，以提供高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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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可搬移和便携式台站： 

3 GHz以上的测量通常需要移动操作以将天线部署到天线波束以内或附近。移动、可搬移和便携

式监测站可以使用小型天线，直径可达1 m。 

其目标是： 

– 拦截和分析微波链路（直接路径或发射天线的旁瓣）； 

– 通过移动监测站靠近发射天线来分析卫星上行链路； 

– 利用天线方向性来对信号进行测向。在SHF频段，通过碟形天线测量可以给出准确结果。 

这些频段上的移动监测站主要使用两种类型的天线，喇叭形或碟形： 

– 喇叭形天线具有较低的增益，因此灵敏度较低。然而，喇叭形天线的方向性较差，可能不适

用于未知信号。 

– 碟形天线的增益 佳，因而能提供更高的灵敏度。然而，这种天线的高方向性要求对发射机

或信号源的方向有很好的了解，或实施自动扫描来定位信号源。总之，喇叭形天线适用于

SHF频段的低频（<18 GHz）的一般监测。碟形天线只适用于高路径损耗的高频部分。 

3.2.2.3 天线选择小结 

天线的选择应能够实现新出现的数字处理技术，如使全向天线具有定向特性的智能天线。表 
3.2-1给出了为各种监测任务选择天线的一般原则。 

3.2.3 VLF、LF、MF和HF天线 

3.2.3.1  VLF/LF/MF全向类型 

对于VLF、LF和MF的波长极长（如，频率为30 kHz的10 000 m）的情况，这些频率的天线必须

限于那些与波长相比很小的天线。由于这些频段的信号主要是垂直极化的，一般用垂直天线来接

收。一个简单的直立天线，只占四分之一波长的一小部分，其阻抗主要是电抗性的且幅度很大。这

种天线一般要足够高，以提供所需的高于大气噪声水平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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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根据监测任务和频段选择天线 

天线 VLF/MF/HF 波段 

 监测应用 测向应用 

 全向天线 定向天线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固定 移动/可搬移 

环形 X X X(1)  X X 

单极 X X X(1)  X X(2) 

双极 X X X(1)  X X 

锥形/双锥形 X      

对数周期扇区 X      

对数周期   X    

 VHF/UHF 波段 

 监测应用 测向应用 

 全向天线 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单极 X X X(1) X(1) X X 

双极 X X X(1) X(1) X X 

锥形/双锥形 X X X(1) X(1) X X 

扇形   X X X X 

对数周期   X X(3)   

 
SHF 波段 

监测应用 测向应用 

 全向天线 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固定 移动/可搬移 固定 移动/可搬移 

碟形   X X   

喇叭形   X X   

对数周期   X X X X 

倾斜 X(4) X     

双极     X X 

X(1)： 与模拟或数字波束形成组成阵列使用。 

X(2)： 只在MF/HF频段。 

X(3)： 天线高度比方向性更重要；抬高一个较小的全向天线要比定向天线更容易，因此应用可搬移的对数周

期天线比移动天线更为实际。 

X(4)： 由于是固定台站，其覆盖范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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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线单元的物理尺寸限制为波长的一小部分时，如在VLF和LF的情况，有源天线提供的信噪

比一般大于将天线直接连接到接收机，而不使用阻抗匹配的有源器件所获得的信噪比。为了避免有

源电路的互调和交叉调制，应注意以下技术数据： 

天线因子20 log （E/V）应介于15 dB和25 dB之间 

二阶截取点（天线输出）应不小于50 dBm 

三阶截距点（天线输出）应不小于25 dBm允许的磁场强度为10 dB 

交叉调制应不小于10 V/m 

大允许的干扰场强的均方根值（防雷损伤门限）应不小于：100 kHz时为20 kV/m和10 kHz时
为200 kV/m。 

目前有数家制造商可以提供满足上述规格的 先进的有源天线。在高局部场强时（在中波以及

短波和电视频段常见），甚至有源天线满足上述规则还不足够，应采取如图3.2-1所示的12 m高的单

极无源天线。 

图3.2-1 

VLF/LF/MF/HF 9 kHz - 30 MHz波段的典型无源接收天线 

 

一个适用于监测和测向目的紧凑的有源天线的例子是一对小的有源磁环；图3.2-2给出了一对磁

环中的一个的顶视图和底视图。这个天线可以很小（壳体带边约0.3 × 0.3 m，0.1 m高）覆盖300 kHz
至30 MHz，但具有与更大的天线（如3 m多高的鞭状天线阵）同样的灵敏度和方位测向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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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紧凑型有源天线 

 Spectrum-3.2-02频谱-3.2-02 

 

每个磁环由高磁导率铁素体棒与一个多匝线圈卷绕而成。线圈用静电屏蔽进行屏蔽，出口连接

到一个变压器，以使天线对本地电场干扰较不敏感，从而提高测向准确度。变压器提供阻抗匹配，

共模抑制和平衡不平衡转换。 

覆盖VLF/LF/MF/HF频率（9 kHz至30 MHz）的有源天线可用于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如图3.2-3
所示。该天线提供两个输出连接器，一个用于垂直极化，一个用于水平极化。它覆盖了9 kHz至 
80 MHz的垂直极化和600 kHz至40 MHz的水平极化。 

 

图3.2-3 

有源天线的垂直和水平极化 

Spectrum-3.2-03频谱-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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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HF天线的总体考虑 

在HF波段，无线电波通过地球上空100至300 km处存在的电离层反射。天线必须以所需的仰角和

方位角将 大辐射指向这些电离反射层，才能实现对所需位置的覆盖。 

比如，如果一个发射机位于距离监测站350 km的位置，来自天线的 大辐射应以60°左右的仰角

在300 km高空的电离层发生反射。在这种情况下，从监测站到电离层，再到发射器的射线路径，连

同监测站和发射机之间的直线形成一个近似等边三角形；这个简单的一次反射路径被称为单跳路

径。 

随着距离的增加，单跳路径的仰角或发射角度减小；对于 长路径，单跳射线的发射角度可以

低至大约3°。受附近的山丘及其他障碍物，和极低仰角下天线辐射图的削弱的限制，通常发射角度

至少要达到3°。在一般情况下，到接收机的路径可能包括多个跳点，例如，当发射器位置和监测站

之间中途有一次地面反射和有两次电离层反射时，就发生了双跳路径。单跳和双跳可以单独或同时

存在。当同时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路径时，称之为多径传播。 

由于HF频段存在相当高的人为和大气无线电噪声，一般不需要高效的接收天线。例如，由于辐

射图覆盖的原因，用户可能希望使用垂直极化天线并接受几个dB的天线损耗，因为该天线损耗通常

不会对接收系统的灵敏度产生显著影响。 

对于接收，更重要的是要使用具有高方向性增益的天线，以便提高天线截取信号相对于噪声的

电平。假设从所有方向接收的噪声功率谱密度是相等的，这是通常的情况，天线接收的噪声总功率

与天线方向性无关。因此，通过增加接收天线的方向性可以增加接收到的信噪比。 

一个特定的监测站可使用多个天线，以提供所需的短程到远程的覆盖。天线的选择可能包括一

个短程全向高发射角度天线，结合若干个中等到远程定向天线。此外，监测站可能可用土地面积有

限，可能需要使用少量的单一类型的天线来提供所有范围内的 好服务。监测站可以选择使用本段

介绍的几种地面站天线。所有HF-高功率发射机（>1千瓦）应至少距离监测站5至10 km，以提供HF
发射机和HF接收机之间的隔离，在接收站点实现更低的无线电噪声环境。 HF天线应覆盖2至30 MHz
的频段。 

3.2.3.3  HF天线类型 

水平宽带双极天线（见图3.2-4） 

好的短到中程HF覆盖天线类型是水平或圆极化天线，该天线在天顶附近具有峰值辐射。垂直

极化的HF天线辐射的地面波通过地面损耗衰减，一般在地面上约100 km以外或海面上约300 km以外

就接收不到了。所有的垂直极化天线在头顶有一个无效区域，不适合于HF频段的极短程天空波监

测。 

水平宽带双极天线是能够提供短程覆盖，从约3至12 MHz，具有相当的全向辐射图的天线的例

子。这些天线相对较小，此类水平极化双极天线的一个例子是安装在两个塔上，22 m高，要求面积

为66 m × 38 m的土地；这是在有限的接收或发射场地上使用的一个很好的天线。该天线的增益通常

为5 dBi或更高。为了大幅提高增益值，可以设计短程覆盖的水平极化对数周期天线，以提供从低频

上相当的全向辐射图变到更高频率上的中远程覆盖的定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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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宽带水平双极 - 短到中程 

 

 

水平极化旋转对数周期天线 

使用安装在桅杆上的水平极化对数周期双极天线，可以实现更高的增益值（取决于桅杆的高度

高达12 dBi）。 

这些定向天线有一个通常为60°至70°的半功率波束宽度。使用一个旋转器，该天线可以进行调

向，覆盖到所有方位角（见图3.2-5）。 
 

图3.2-5 

用于监测2至30 MHz的带旋转器的水平极化天线的例子 

Spectrum-3.2-05频谱-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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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周期星形幛屏阵列 

对数周期星形幛屏阵列可以提供垂直极化或水平极化，或两种极化的方向性波束。 

垂直极化阵列可以有六个幛屏，各具有约60°的半功率波束宽度和围绕中心支撑桅杆60°的空间间

隔（达60 m高）。 

水平极化阵列可以有六个水平幛屏，共享支持桅杆，也可以在六个60°波束上提供360°的方位覆

盖。 

图3.2-6给出了提供两种极化的阵列的例子；该特例中包括六个水平极化天线和三个垂直极化天

线。 

图3.2-6 

对数周期星形幛屏阵列的例子 

 Spectrum-3.2-06

 

频谱-3.2-06 

 

全向圆形极化LPA（见图3.2-7） 

在整个HF频段提供全向覆盖的一种天线是圆形极化对数周期天线（CPLPA）。 

该天线具有的优点是通过一个结构提供短至中程通信。 

在较低频率，天线以较高的仰角辐射，提供较短程的覆盖，在较高的HF频率，发射角度较低，

以提供更远程的接收。 

该天线由一个塔支撑，并有两个正交的对数周期双极阵列，每个双极是一个中心馈电的倒V形，

连接到沿着塔侧面支撑的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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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高28 m，需要面积为94 m × 94 m的区域。该天线的增益为5 dBi。 

  

图3.2-7 

圆形极化的对数周期全向天线 
（短至中程） 

 

 

垂直极化宽带单极全向天线 

这种天线是一种宽带全向天线，可用于接收短程地面波和中远程天空波。 

一个典型的垂直极化的宽带单极天线如图3.2-8所示。 

该天线用于3至30 MHz的频率范围，高25 m，直径52 m。 

垂直极化宽带单极天线和CPLPA在较低频率和较低发射角度具有几乎相等的增益；然而，在较

高频率CPLPA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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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中远程宽带垂直全向天线 

 

 

环形阵列 

如环形天线之类的小电流低效率天线可在HF频段的各种接收应用中发挥优势。由天线效率低下

所引起的噪声具有与其他噪声源对信噪比有相同的影响。当外部噪声大于因天线效率低下（和内部

电子元件，如果有的话）造成的噪声时，该天线被称为“外部噪声受限”。外部噪声受限的天线的

内部噪声相对不重要，因为更大的外部噪声源决定了系统的信噪比。当外部噪声相对高时，小的接

收天线和全尺寸的高效率天线一样工作。 

基本环是一个大的低电感铝管。通过宽带无源匹配网络在上部中点进行馈线。双极环形天线的

优势之一是其较低的输入阻抗。环形天线的性能相对来说不会受附近的导电体，如树木，建筑物和

雪的影响。此外，由于小电流天线的辐射电阻低，相互影响一般可以忽略，使环形天线可以配置到

不同的阵列中，根据特定接收要求来设计其性能。 

单一环形天线的全向图是水平8字形，到来角度越高全向性越强，到来角度达50°以上后方位角

实际上就不再变了。来自多个环的信号可以进行相位组合，或“波束形成”。得到的图是有方向性

的，其方向与其中一个阵列方向相对应。方向图在低于天顶下方的某个角度有 大增益。增加环单

元的数目，可以提高增益和方向性。虽然这种方向图对监测有用，如果环单元阵列用于测向，不应

对这些单元进行组合，以对每个单元的响应进行分别测量。 

波束形成要通过将阵列中每个单元的馈源电缆接到位于阵列物理中心的一个延迟/组合器或波束

形成器单元来实现。在单向波束形成时，来自每个单元的信号通过适当长度的同轴电缆，或延时线

进行延迟，然后在组合器中相加。在双向波束形成时，信号被分裂和送入两套独立的延时线，然后

在两个独立的组合器中相加。 

多个小型阵列往往以花形结构组合在一起。常见的花形由在一个共同中心的间隔相等的方位角

的三个双向臂组成。每个臂由8个环组成。这个三臂，24个单元环形结构可产生6个波束，每个60°方
位角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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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环形天线 

另一种类型的环形天线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大约2 m高的活动框组成。这种交叉的环型天线可以单

独或在天线阵列中使用，带切换装置和基于干涉测量原理的测向。该阵列由七个或九个天线单元，

包括一个基准天线，安装在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两侧或孔径约200 m的圆形结构中。缩小孔径会降低测

向准确度。天线阵列如图3.2-9所示。 

图3.2-9 

1-30 MHz交叉环形天线阵列 

Spectrum-3.2-09

 

L

L
L

频谱-3.2-09 

 

与单极天线不同，该天线能够接收所有的极化。通过天线内部的开关可以选择交叉环两个端口

的一个或另一个，这取决于所选择的极化。这些天线依据干涉测向原则，可以执行天空波和视线传

播的测向，并且优于仅限于垂直极化和掠入射的U-Adcock型天线，这在HF中是重大缺陷，因为在该

频段存在所有极化。干涉测向原则可以实现单站定位（SSL）测量，而依据Watson Watt原则无法测

量仰角，因而SSL是不可能的。 

3.2.4 VHF、UHF和SHF的天线 

在VHF和UHF频段遇到的传播条件通常会将接收限制在视线距离附近。为扩大接收区域覆盖，

VHF和UHF的天线通常安装在位于监测大楼附近的塔架的顶部。通过这种方式，在这些高频率上变

的很高的同轴线路损耗可以被保持在 低限度。 

3.2.4.1 VHF和UHF全向类型 

VHF/UHF范围中使用的天线的一个例子是如图3.2-10a）所示的宽带全向双锥形天线。这种天线

可以与一个九单元的扇形阵列一起提供以提供测向覆盖，亦如图中所示。图中给出了天线的两种尺

寸结构。左边较小的配置结构紧凑，重量轻，足以用于便携式配置，或者可以向一件行李一样被放

置在一个标准的客运汽车的车顶架上，以提供一个不显眼的移动监测站。右边较大的配置有垂直极

化或双极化版本（图中所示为垂直极化）；双极化版本具有单独的垂直和水平极化输出。两种配置



112      频谱监测 

在150:1 20至3 000 MHz的频率范围内均能提供非常良好的覆盖，其中较小的一个在频率低于 
100 MHz时灵敏度会有所降低。 

双锥形天线和九单元扇形的组合可用于整个VHF/UHF范围内的固定和移动应用中的监测和测

向；然而，为提高固定站点的灵敏度和准确度，也可使用图3.2-10a）中所示的较大的天线以及如图

3.2-11a）所示的由一个五单元VHF垂直双极阵列构成的物理上更大的阵列。 

图3.2-10 

VHF/UHF天线单元的例子（除去外壳） 

 

(D = 0.8m×0.4m) (D = 1.3m×0.7m) 

(D = 1.1m×0.44m) 

 

图3.2-10b）、3.2-10c）、3.2-11b）和3.2-11c）给出了VHF/UHF频段内的用于监测和测向的其他

天线。图3.2-11c）包括九单元VHF垂直双极阵列。 

为了在需要高动态范围（良好的灵敏度和低失真）的应用中获得 佳性能，天线应使用无源天

线单元，其后是动态RF开关和前置放大器。无源天线单元的使用确保天线不会出现寄生响应，具有

表现良好的测向准确度模式和增益/相位响应，并不会产生失真（IM或谐波）这一有源单元天线中的

常见问题。这样的天线的一个例子如图3.2-11b）所示；三个独立的双极组合被布置在一个五边形结

构中，可以实现20-3 000 MHz的频率范围覆盖和垂直极化。 

这种天线是设计用来提供对恶劣的天气和雷电的 佳防御。防雷保护是VHF/UHF测向天线 重

要的性能，这种天线从本质上必须安装在监测区域中尽可能高的位置，因而会直接暴露在闪电下。

图3.2-11b）中所示的天线包括一个容纳监测和测向设备的保护金属箱，从而可以保护其免受雷击。

这种天线的结构管为安装在天线顶部的避雷器所截获的电荷提供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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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到有源天线可能带来的寄生响应，造成如IM和谐波之类的失真，较低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和老化带来的性能变化，但它们也存在优势，如尺寸较小和重量较轻却可以实现更广的范围和更大

的天线增益。还应考虑到预期用途，并适当考虑到实地安装，如每种技术的优点和缺点。 

对于某些应用， 好有源和无源天线单元的优点都能具备。如图3.2-11所示的测向天线具有可以

通过鼠标在有源和无源之间进行切换操作的天线单元。由于有源操作能够提供较好的灵敏度，将其

设为默认设置。当频谱中有非常强的信号出现时，就可以将天线切换到无源模式，以尽量减少互调

问题。 

图3.2-11 

VHF/UHF（20-3 000 MHz）天线阵列的例子 

Spectrum-3.2-11

b) c)a)

频谱-3.2-11 

 

举个例子，要考虑在城区安装使用频谱范围较大的一个监测站。此类安装可能需要监测即使是

非常敏感的台站也可能探测不到的低电平传输，理论上的理想地点是位于城市中心以外的站点。由

于高的城市中心的RF水平高，监测站使用的有源天线和宽带切换装置可能对其在该站点上的性能和

有效性产生强烈影响，推动了对使用无源天线和/或甚至是滤波器和更多的频段选择性系统的需求，

以避免干扰。 

然而，无源单元天线敏感性较差，除非它们的物理体积大，多个频段上进行搭建并在相对较窄

的频率范围上进行优化。这可能会导致一个复杂的天线结构，难以进行安装和维护。相反，如果在

无源单元后有非常高的动态范围的RF前置放大器和射频开关电路，天线既可以覆盖一个宽的频率范

围，还可以提供良好的灵敏度。如果无源天线单元和有源RF放大在相同的阻抗下工作，这是有可能

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搭建具有非常高的动态范围和宽带响应的前置放大器和开关。 

高动态范围RF开关和前置放大电路应物理安装在天线上，以避免在用于测向时需要在天线和系

统其余部分之间进行RF布线的相位匹配，并提供接近信号源的线路放大以克服电缆损耗，否则将增

加系统的噪声系数，从而降低灵敏度。天线中所使用的RF前置放大器的RF性能特征应在根本上超过

其连接的接收机，因为RF前置放大器必须处理整个VHF/UHF频谱，而接收机通常有预选滤波器，限

制了接收机RF前端电路需要处理的RF信号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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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用的天线如图3.2-12所示，图中显示了一个VHF/UHF同轴宽带双极天线，其在80- 
2 000 MHz的频率范围内具有 佳性能。在较低的频率范围内，垂直极化天线以同轴模式工作，而在

较高频率范围内，它以全向波导模式工作。 

如上所述，有源天线系统能使VHF/UHF天线的尺寸 小化。图3.2-13显示了具有宽动态范围和

高灵敏度，采用有源双极作为基本单位的有源宽带天线系统。垂直天线是频率范围为20-1 300 MHz
的中心馈电有源双极天线。水平天线覆盖20至500 MHz范围，搭建成十字转门类型，由两个有源宽带

双极天线通过混和器组合，以提供一种近全向辐射方向图。这些小型有源天线非常适用于宽带监测

系统，包括到多个接收机的信号分配，因为用一个天线覆盖整个频率范围将使得分配系统更加简

单。 

 

图3.2-12                                                                                   图3.2-13 

VHF/UHF宽带双极天线                                                     有源VHF/UHF天线系统 

  

 

Spectrum-3.2-12 Spectrum-3.2-13频谱-3.2-12 频谱-3.2-13 

 

 
用于改善全向VHF/UHF监测天线特性的另一种有效技术解决方案是在天线上安装中间频率的无

线电信号转换器（中频（IF）转换器），而不是放大器[Ashikhmin et al., 2006]；[Rembovsky et al., 
2006]。 

在这种情况下的天线特性改进是通过将高频电缆的长度减少到一个 小值实现的，考虑到该段

电缆是将从天线单元接收到的信号传送到无线电接收机的主要噪声来源。将中频转换器紧靠天线单

元放置可以消除电缆对天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是传输IF信号），还能传递IF信号到几百米的距

离。这带来了系统灵敏度和动态范围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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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VHF和UHF定向类型 

在VHF和UHF频段，对具有低电压驻波比（VSWR）和均匀方向图的天线的需求带来了由一系

列特征根据频率的对数重复（对数周期）的单位组成的天线阵列的发展。这些阵列可以实现带良好

的方向性（典型值为由前至后比率14 dB）的中等增益（典型值为10 dBi），并在大约10:1的频率范

围内保持均匀方向图。辐射图通常较宽，在大部分频率上接近双极反射导向天线的辐射图。该天线

均匀的增益，方向图和阻抗特性使其适用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宽带阵列，用于需要高度定向天线

的地方。特别是，对数周期天线可以作为UHF频段抛物面反射器很好的照射器，该照射器需要非常

窄的波束宽度。 

这种天线一般由一系列通过中央传输线馈电，并沿中央传输线分布的辐射单元构成。各个双极

天线对单元是设计成在整个工作频段的一个窄段上具有所需的天线特性，以尽可能地在其有效频率

范围内保持均匀的特性。各单元以与频率的对数固定的时间间隔重复。间隔的数量取决于所需的增

益和完成的天线设计的VSWR。 

阵列的各天线单元特性的重叠产生了由几个相邻单元构成的活性区，随着频率变化根据结构平

稳发展。天线的VSWR直接取决于特定频率下天线活性区内的单元数量，及其在电磁波和传输线之

间的能量耦合效率。 

完整的对数周期天线可以从一些制造商处获得，用于宽带和窄带特殊业务。详细的设计信息可

见参考目录中列出的出版物和其他来源。 

3.2.4.3 3000 MHz以上频率的天线 

为了达到长距离监测所需的高的天线增益，要使用“碟和馈电”基本天线。增益取决于碟的直

径和波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天线的孔径效率。“碟和馈电”天线的主要的其他用途是一些VHF/UHF
天线的频率扩展，以提供对SHF频段较低频率的覆盖。 

对于SHF频段的优化天线系统，必须考虑几个参数：窄带，宽带应用和一般监测或信号监视。 

对于窄带应用，喇叭形或波导馈电线，双极或交叉双极天线可以置于抛物面反射器的焦点位

置。可以对聚焦长度/直径的关系进行优化，尽可能减少由照射或端辐射不足所造成的损耗，实现高

效率。由此获得尽可能高的天线增益。 

对于监测和监视应用，截取信号必须具有高增益和宽的波束宽度。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常见的

方法是通过由马达驱动的机械设备的方式来聚集或分散天线馈电。 1:4和1:10之间的波束宽度变化是

可能的。 

对于宽带应用，可以使用无论是线性，双线性对数周期天线，锥形螺旋或背腔天线，后者主要

用于圆极化。基于对数周期原则的宽带馈电没有恒定的相位中心。相位中心根据频率从结构中 短

辐射器移动到 长辐射器。如果结构置于反射器的某个频率上，其他频率上将发生散焦。基于其他

参数（如长度/直径）计算的优化可以使散焦造成的损耗降到 低。为避免这些损耗，也可采用上述

机械聚焦。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特殊轮廓的反射器，即不完美的抛物型。在这种情况下，天线增益将增

加，波束宽度将减少到一定的频率，然后二者将几乎保持恒定（见图3.2-14）。 
  



116      频谱监测 

图3.2-14 

具有不同的直径和线性馈电的反射器的增益和 低可测量的磁场强度 

 

 

微波天线被固定在三脚架或塔台上来监视从某个方向传来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提供可手

动调节的设备来将天线系统准确调整到所需的方向。天线的波束宽度可在20°和0.05°之间根据直径/
波长有所变化。 

对于一般监测，天线系统被安装在高精确度的单或双轴定位器上。根据天线反射器的直径，尺

寸和成本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需要在高风速下进行操作和运行。对于地面监测，要使用带旋转

接头或电缆缠绕设备的单轴定位器。后者受方向转动范围（如360°）的限制。仰角可以在±10°以内

进行手动调整或远程控制。 

对于卫星监测，双轴定位器可以实现-10°和+90°以上的额外移动。 

电机驱动的定位器可通过控制单元进行远程控制，有不同的可操作模式，例如，可变速度，预

先设定位置，扫描和天线选择。还提供并行和串行计算机接口用于系统集成。 

图3.2-15给出了典型的框图。强烈建议在靠近馈电线的位置安装低噪声放大器（LNA），以避免

额外的衰减和电缆所造成的噪声。这种组合就是所谓的“有源馈电线”，要么带有宽带前置放大器

（如1至18 GHz），或带有可在1部频范围内进行切换的放大器单元。这些馈电线的一个例子如图3.2-
16所示。 

因此，还提供可用于对极化和频率范围进行远程控制的控制单元。额外功能还包括切换旁路、

衰减器和内置限幅器。此外，还建议在靠近天线的位置安装接收系统转换器，以达到 佳的系统性

能。 
  

Spectrum-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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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5 

1-18 GHz可控微波天线的框图 

 

图3.2-16 

1-18 GHz反射面天线系统的馈电的例子 
（天线罩的横截面） 

Spectrum-3.2-16频谱-3.2-16 

 



118      频谱监测 

对于大型天线反射器，馈电线不在碟的焦点位置，而在其顶点。一个双曲面子反射器转变辐射

方向。反射器还可以在“偏移模式”进行馈电，其中天线馈电线位于反射器二次辐射以外的一个倾

斜位置。 

对于特殊应用，可使用如圆柱抛物面或余割之类的双形反射器。在这种情况下，方位角和仰角

中的波束宽度根据应用可以有所不同。 

对于屋顶空间有限的移动应用，可使用全向天线。斜线性极化全向天线可接收所有极化包括垂

直极化、水平极化、右左旋圆极化和覆盖多频段。典型的覆盖范围包括：1-4 GHz，4-18 GHz，1- 
18 GHz和12-40 GHz。 

因此，用三个相对小的天线（ 大尺寸为300 mm）可以覆盖整个频段。非常重要的是要将这些

天线安装在非常接近接收机的位置（大约3 m之内），以保持连接同轴电缆内小的衰减损耗。 

测量1至40 GHz及以上的SHF频段的一个紧凑的解决方案由几个喇叭形和一个三脚架组成，描述

如下： 

在1-18 MHz频段，为避免噪声影响，应使用选择滤波器，并限制低噪声放大器（LNA）的增益

（小于20 dB）。在18至40 GHz及以上频段，可以通过使用波导来改善测量结果。由于波导按定义是

带通滤波器，可以使用高增益放大器。 

考虑到这些因素，一个典型的手持式系统的例子如图3.2-17所示。它由一个手持的手提箱组成，

其中包括一组带放大器，滤波器，电源，电池和电缆的喇叭形天线包，可以开展1至40 MHz的测量。

此外，还可以在手提箱中增加一些电缆和适配器。该手提箱的尺寸为600 × 500 × 230 mm，其满载重

量仅16 kg。 

图3.2-17 

开展SHF测量的典型的紧凑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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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天线的选址 

在为监测站天线进行选址时，必须研究三个基本考虑：干扰噪声水平，地形上的天线性能的影

响，和附近其他天线和金属结构或物体的影响。在建立合适的天线位置和布局前这些因素必须都要

考虑到。在设计天线结构时应考虑到附近的金属结构，如天线桅杆和桅杆支索之类的影响。其他因

素，如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都会影响到监测站本身的位置和布局。 

干扰无线电波接收的噪声可分为两大类：自然的和人为的。 

自然噪声是因各种自然机制产生的，包括地球本身和邻近的天体系统。在地球上产生的自然噪

声的主要成分是由许多风暴中心的静电放电产生，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地活跃在地球上。风暴在赤道

地区 为活跃，其噪声向两极辐射，导致大气中的噪声分量在赤道 大，两极 小。高能量的银河

噪声源存在于天空中（尤其是在射手座和仙后座），在大气中噪音水平低的环境中，如高纬度地

区，可能会构成天线接收到的相当部分的噪声。如图3.2-18所示，宇宙噪声在大部分频率上通常会被

其他来源所掩蔽，但在某些情况下是显著的，尤其是当接收天线正好有一个波瓣对着强烈源的方

向。 

图3.2-18 

6 kHz带宽中典型的平均噪声水平（频率范围为100 kHz至10 GHz） 

 

来自人为来源的接收干扰可以有多种形式（也见第2.6和第4.3段）。天线选址时应避免的 重要

来源之一是附近的广播站。即使该站的操作频率可能与建议的监测频率非常不同，杂散排放的辐射

和主要频率的谐波都可能造成显著干扰，以及由于接收机的射频，中频和音频电路超载引起的互调

或其他反应的产生。接收机的减敏现象也可能发生，即使杂散响应不会被注意到。 

其他人为噪声源，如X射线和电热疗机，高压发电和配电设备，焊接和重工业制造工艺，路灯照

明，高度集中的车辆交通，甚至大面积的住宅建筑都可能产生显著水平，可能会覆盖希望的射频信

号。除了直接辐射，这些来源发出的噪音可能会通过配电线路传导，给距离受直接辐射影响地区相

当远的地区造成干扰。 

一旦从噪音干扰标准的角度出发选定了一个合适位置，必须检查地形对接收的影响。这特别重

要，因为监测天线通常与测向天线共同选址。对于后者，重要的是地形要是平坦的，没有不连续，

并在所有方向上有不间断的视野，以避免到达无线电波的方位角上发生错误。第2.6和第4.7段讨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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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和测向的选址问题。然而，确实除非是有限的特殊监测目的，一个良好的测向站址对于监测天

线也是很好的位置。 

在为要在相同位置安装多个不同的天线的台站选址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效果是它们之间以及与

附近其他金属结构，如天线桅杆，桅杆支索，围栏，金属管，楼梯和其他金属结构，要发生的相互

作用。 

一个站址的多个天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设计用于相同频率范围，或在相同频率上达到近共振

的相似类型的天线是 显著的。例如，当两个菱形天线在使用的接收频率上其中一个处于另一个的

波瓣中时，建议天线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约10个波长。 

为使不同类型的天线之间的干扰 小，建议在空间、频率和极化等至少两大类中提供 大的差

异性。 

除了其他天线，位于离天线的距离小于几个波长的周围金属结构可能对如仰角、天线方向图和

馈电线的匹配之类天线特性造成相对于隔离条件下不可接受的变形。 

由这种影响引发的发射参数测量中的错误会大大超过第4章中提到的规定的误差容限。 

对其他天线和金属结构的影响的定量测定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计算 [Kharchenko and 
Fomintsev, 2001] [Tanner and Andreasen, 1967]，[Harrington, 1968]和[Thiele, 1973]。 

在距离所考虑的天线几个波长（通常为4至8个波长）以内的金属结构和其他天线通过金属丝结

构进行建模，保留了结构的几何比例。 

然后，与时点计算机程序方法的帮助下，计算出金属丝结构所有单元内的电流分布；该天线及

其周边的电动力学模型可以确定在存在由附近金属结构产生的散射、再辐射和共振的情况下，天线

的真正特性。 

作为使用这种技术的一个例子[Kharchenko and Fomintsev, 2001]，图3.2-19显示了一个周围存在显

著金属结构的30-80 MHz全向碟锥伞型天线计算得到的方向图。这些结构包括用于相同频率范围的其

他相似的天线，和两个80-100 MHz碟锥伞型天线。还有几个杆形通信天线，一个金属栅栏和其他一

些金属物体。 

图3.2-19 

30-80 MHz全向天线的实际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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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2-19中可以清楚看出，周围的天线和其他金属结构将如图3.2-7中所示的全向方向图转变成

定向方向图。此外，方向图的变化随频率有很大不同，由于非线性达到20 dB的差异。这种变化使得

从天线获得正确测量结果的能力变得非常的复杂。 

有关天线相对于监测建筑物和彼此之间的位置的一些具体建议是： 

HF环形天线阵列 

这些天线应距离阵列接收建筑物至少100 m，以防止因接收建筑造成的辐射图失真。 

MF/HF宽带阵列 

这些天线不应距离建筑物太远（约100 m至200 m）。应有足够的间距，以防止建筑物遮蔽天

线，但不能太远以致于引入馈电线中的显著损耗。建议使用同轴电缆，因为这些天线是的阻抗特性

严密控制的宽带单元，其增益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共振类型。 

发射和接收天线 

用于传输和用于接收的天线之间应保持 大分离，以尽量减少由本地发射机产生的信号对接收

机的超载。应注意发射天线的安置位置，使它们的主瓣和侧瓣不直接照射仅用于接收目的的天线。 

测向天线 

如果要在监测站安装测向设备，必须考虑来自接收天线的再辐射单元的可能影响，即它们给测

向设备带来误差的影响（见第2.7和第4.7段）。 

有源天线 

由于有源天线之间的相互耦合，以及它们与其他结构之间的相互耦合被减少到 低，有源天线

可以安装地比无源天线靠近一些。有源天线可收到高功率无线电发射台的干扰，在选址时需要考虑

到这些天线。 

VHF/UHF天线（30 MHz以上） 

这些天线应安置在接收建筑物附近的高塔上，以尽量减少同轴电缆中的损耗，使视距覆盖区域

大化。对于20  km的视线半径，需要24 m高的塔。一座48 m高的塔将提供约30  km的视线覆盖。 

射频天线（1 000 MHz以上） 

这些天线应安置在能够保证清晰的视距的地方（例如，在建筑物顶部，山顶的塔上），尤其是

对于地面监测。接收系统应靠近天线安装，以避免高的同轴电缆中的损失。 

3.2.6 移动监测站的天线 

移动监控站可以在能从一个位置开到另一个位置的移动车辆中提供与固定站相同的功能。这种

特性提供了可以很容易被移动的测量资源，可以对一个特定投诉或其他监测需求做出响应，并且可

以被放置到所关注信号的视距传播路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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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监测站天线的主要限制是它们的尺寸。由于不可避免的空间缺乏，天线一定要小。因此，

天线的尺寸在 低频率的情况下，仅占至波长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频率覆盖范围为9 kHz至30 MHz
的环形天线，可以带或不带铁氧体材料，由于其明确定义的电气特性，特别适用于地面波信号的场

强测量和测向。对于30 MHz至3 GHz的频率范围，宽带全向天线可用于接收垂直或水平极化波。典

型的频率范围是20至1000 MHz，200至3000 MHz或30 MHz至3 GHz。 

对于30 MHz以上的频率，有各种各样的定向和测向天线可用，包括宽带或窄带八木天线，调谐

双极天线，折叠双极天线，双锥形天线和对数周期天线。这些天线可以覆盖相当宽的频段，能够满

足移动监测站的所有要求。第3.2.4.1段开始部分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天线进行了描述。 

大多数移动台站的天线安装在车辆上。然而，频率在1000 MHz以上的反射器天线通常不会永久

安装在车辆上，而是随车携带并在需要时停车将其竖立，如图3.2-20所示。在所有的频率范围内，也

可以使用有源天线并考虑其技术数据和局限性，这些已在上述对全向天线的讨论中给出。手持有源

天线（见图3.2-21）可用于监测，场强测量，甚至测向目的。 

典型的移动监测站如图3.2-22所示，每个都带有安装在气动桅杆上的车顶天线。 

移动台站对于微波频率的监测特别重要。微波通信信号通常在设计用于点对点，或点对多点通

信的良好定义的很窄波束内传播。 

因此，固定台站不大可能被置于足够接近微波路径的地方，以使其能够拦截微波通信信号。由

于其高成本和非常有限的好处，不建议在固定台站安装微波拦截；相反地，该设备应安装在移动车

辆或便携式装备中。对于专用车辆，可以实施完整的系统来开展1至40 GHz及以上的测量。 

 
  图3.2-20  图3.2-21 

 可搬移微波天线 手持式定向天线 

 

 
 

 

Spectrum-3.2-20频谱-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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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2 

移动监测站的例子 

 Spectrum-3.2-22频谱-3.2-22 

  

在这种情况下，给出了一个典型的框图（见图3.2-23），该天线系统包括以下单元： 

– 天线系统。 

– 自动定位系统。 

– 天线监测设备。 

– 输出天线表。 

– 方向和仰角控制单元。 

图3.2.23 

SHF监测系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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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天线系统可以由多个天线组成来监视整个频段，如图3.2-24所示。此外，为确保SHF测量的灵

活性，考虑到不同的测量情况和SHF信号水平低，可以在靠近天线系统的位置增加一些配件，如低

噪声放大器（LNA）和YIG滤波器。 

图3.2-24 

天线系统概述 

 

 
 

图3.2-25 

接收链路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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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计算机用于提供天线系统与用户之间的接口。 

定位控制单元发挥监管作用。它发送数据来监视定位系统，接受来自不同传感器的信息，以提

供系统状态和地理参考数据。 

天线输出面板供用户来连接带所有可用输出的测量设备（带或不带LNA、滤波器等）。图3.2-25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SHF测量链框图。 

3.2.7 可搬移和便携式台站的天线 

可搬移的和便携式天线被设计成 小重量和尺寸。图3.2-10a）（左）中所示的天线是用于移动

或运输用途。该天线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打包运输。可传输的天线可以被固定在一个小伸缩桅杆的顶

部，以 大限度地缩短搭建时间。它还可以被安装在车辆上作为半固定台站。 

技术和集成的提高使得可搬移天线能够提供与固定和移动台站天线类似的功能和性能。这些天

线与集成接收机相组合使台站成为可搬移或便携式的，特别适合于在城区或难以抵达的区域执行监

控任务。在城区频谱非常密集，在道路上进行监测并不总是可行；只有在专门的站点，一般是城市

建筑物的顶部进行测量，才能提供可靠的结果。对于这种监测操作，需要紧凑型和低高度/重量的便

携式天线和电台。可搬移或便携式配置提供了可以很容易地移动到的信号视距传播路径上的位置的

测量资源。 

便携式天线/台站的三个例子如下： 

第1类：第一类便携式天线/台站需要部署。该设备要人背到指定的测量站址。图3.2-26是支持快

速部署（几分钟）的此类测向天线的一个例子。该天线和监测站是完全集成的，包括接收机，电缆

开关单元和天线，并在背上携带。天线结构完全封闭在塑料壳中。 

图3.2-26 

便携式VHF/UHF天线的例子 

 



126      频谱监测 

第2类：第二种类型的便携式天线不需要部署。整个台站（天线和接收机）被集成在一个包里，

跟着操作员移动操作。MMI要么集成到PDA中，使运营者可以行动自如，或者集成到笔记本计算机

中。一个内置的测向天线集成在接收机旁边。监测任务可以由一个人执行，双手可以空出来进行个

人便携式应用。可以提供高频段的测向天线。 

第3类：第三种类型的便携天线是一个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一个作为监测和测向天线的手持式

定向天线被连接到一个手持式接收机，可以进行前面板操作，而不需要额外的个人计算机/PDA。监

测任务可以由一个人执行。 

另一种执行特定用途可能需要的天线类型如图3.2-27所示。这是一个安装在气球外面的灵活的监

测天线，非常适合用于持续时间较短的事件，例如监测国事访问及体育赛事等特殊事件。 

图3.2-27 

由气球支撑的灵活的VHF/UHF天线的例子 

 

天线可通过气球升高100 m，可以检测和测量尽可能多的信号。这也优于地面台站，可以截获尽

可能多的信号而不受到建筑物，森林及其他障碍，和存在的多径的干扰。 

气球与一个小巧的接收机相组合（在地面上安装），可以快速、轻松地进行部署，并能快速监

测VHF/UHF频段，包括未经授权的用户和干扰。 

由于气球的高度，为避免过多的电缆损耗，使用两种配置： 

– 监测接收机和处理单元可以位于气球的下方。在这种情况下，两条电缆（供应和数据传输）

连接到地面站。 

– 下行转换单元可被用于将RF信号转换成一个FI基带。对于模拟转换，如果气球高度较低，可

以使用RF电缆。对于数字转换，可使用光学或数据链路来将数据传送到地面站。 

3.2.8 传输线和配电系统 

3.2.8.1 传输线 

监测站的传输线路将从天线接收到的功率传导到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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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输线中，监测站的优选解决方案是同轴传输线。其阻抗是均匀的，前提是

对包括连接器的各个部分的尺寸有足够的控制。良好的同轴电缆上的信号不会受到其他物体存在的

严重影响。同轴电缆的制造有各种各样的尺寸和材料。可用的同轴电缆的特性是多种多样的，价格

变化也很大。有许多可用的手册，特别是由电缆制造商提供的，其中列出各种同轴电缆的特性。重

要的是要使用双屏蔽编织层或实心外导体型同轴电缆。 

对于接收传输线，3 dB的总衰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天线基底使用集成的接收机可以避免长

电缆的使用，减少了插入损耗，同时在开关单元中不再需要任何LNA。 

3.2.8.2 分配系统 

一旦由一个特定天线接收到的能量已被传导到监测建筑物内部的一个点，通常会要求将该能量

分配到各种接收位置。分配系统应考虑到每个输出的 终用途，以便可以获得优化结果。在一般情

况下，信号水平应保持尽可能的高，因此接收设备不要求特别高的灵敏度。此外，应保持信号质量

（信噪比），或保持尽可能低的退化，因此高增益天线和低损耗分配电缆的优势不会被削弱。 

接收机简单并联到传输线将由于诸如驻波，未定义的功率分配和本地振荡器的再辐射的原因，

降低监测系统的性能。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相反地，应使用匹配和信号分离。 

随着技术的发展，无线电监测站天线的数目在增加，这导致更复杂的接收系统和分配系统。有

时需要接收来自不同的接收机不同频段的天线的信号。分配系统得益于计算机和软件技术，已经从

机械发展到数字设备模块。 

3.2.8.2.1 原则 

分配系统一般包括一个天线开关和天线双工器。使用目前 先进的技术可将二者结合起来，通

过网络实现远程控制。 

3.2.8.2.1.1 天线双工器 

在接收系统中，将一个天线的信号分配到一个多通道的接收机或多个接收机的设备称为双工

器。双工器是接收系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应具有良好的线性以尽量减少互调。 

天线、分配系统和分析设备的连接如图3.2-28所示。 
 

图3.2-28 

配电系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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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双工器可以由多个双工器组成，还可能包括隔离不同的信号路径的滤波器；LNA用于补偿

衰减和控制电路。 

多径双工器的框图如图3.2-29所示。 

图3.2-29 

多径双工器的典型框图 

 
 

由于一些组件的非线性，在使用多级双工器连接的情况下，噪声系数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因

此，为了保持其性能，2级和3级的双工器被广泛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噪声系数和线性会随着输出

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3.2.8.2.1.2 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从几个天线输入中为接收机选择一个想要的输入信号。RF天线开关如图3.2-30所示。 

图3.2-30 

典型的天线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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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线双工器类似，由于单个组件的频率限制，天线开关由不同频段的不同组件组成；这些组

件之间必须进行绝缘设计。 

LNA有时被用来补偿组件的衰减。 

3.2.8.2.1.3 分配系统 

RF信号分配系统用于将来自不同天线的信号分配到不同的接收机。 

来自任意一个天线的信号可用于任意一个接收机；任何输入信号可以被传送到分配系统的任何

输出。 

有两种类型的分配系统。一种类似于我们在交换系统中所见到的，被称为阻断系统。在这种系

统中，只有一个天线连接到接收机，并且任何新的连接尝试将被阻断。一个典型的阻断分配系统如

图3.2-31所示。 

图3.2-31 

典型的分配阻断系统 

 

 

另一种类型利用较新的技术，能够在多个天线和任意天线，或一个天线和多个接收机之间建立

连接。 

事实上，一个理想的M × N矩阵由M个双工器和N个天线开关组成。每个天线提供n条路径的双工

器及其输出，而n条路径的双工器输出被连接到n个天线开关的输入端。每个天线开关将提供n个接收

机及其输出。非阻断天线矩阵的原理如图3.2-32所示。 

例如，如果x接收机要被连接到y天线，该天线的信号将被y双工器分成m个输出，由x天线开关切

换到x接收机。 

其中： 

n：带双工器的天线的 大数量 

m：接收机的 大数量 

x：选择的接收机 

y：选择的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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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2 

典型的非阻断分配系统 

 

3.2.8.2.2 性能 

尽管信号检测，解调与测向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发展迅速，模拟技术在信号分配中仍是必要

的。 

良好的分配系统应对如灵敏度、动态范围、RF信号切换、分配能力和通道之间的隔离之类的领

域的性能进行优化。 

分配系统的规格应包括以下主要参数： 

– 频率范围。 

– 插入损耗。 

– 隔离。 

– 动态范围。 

– 三阶互调产物（IP3）。 

– 噪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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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鼓励采用下面提到的所有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F.162建议书 — 《定向发射天线在约30 MHz以下频段运行的固定业务中使用》。 

ITU-R BS.705建议书 — 《HF发射和接收天线的特性和图表》。 

 

 
3.3 监测接收机 

3.3.1 总体考虑 

监控站的性能与包括天线、接收机、无线电测向和处理器的台站设备的质量直接相关。第3.2、
第3.4和第3.6.2段讨论了天线、测向和处理设备。对接收机的深入研究需要专门一本书，所以这里只

对接收机的组成、主要特征的定义和操作注意事项做一概述。 

接收机的功能是从其连接的天线所截获的所有信号中选择一个无线电信号，并在接收机的输出

端重现通过无线电信号或其特征发送的信息。在过去，大多数接收机完全使用模拟电路，但大部分

现代接收机是数字的，使用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来实现许多接收机功能，从简单的检测器输

出的数字化，到完整基带的数字化，包括如“软件定义的无线电”系统执行的数字解调。下面将讨

论这两种类型的接收机，模拟的和数字的。 

由于技术改进，现代接收机都变得越来越小巧。小型化的高稳定性振荡器可以使接收机的模拟

部分变得更小。对于数字接收机，由于模拟到数字转换器、内存和处理器的改进，数字部分变得更

加强大和结构紧凑。现在接口是全数字的。 

3.3.2 模拟接收机 

图3.3-1中的框图显示了模拟接收机的主要阶段。输入滤波器，通常情况下是一组亚倍频程预选

器或跟踪滤波器，可以接收所需的信号，并消除那些带外信号，以避免高频放大器中的互调。该滤

波器应包括待接收传输的中心频率，并有足够宽的通带，以接收整个所需的发送频谱。 

图3.3-1 

模拟接收机典型框图 

 

然后，监测站的设计者必须注意该输入滤波器的通带内可能接收到的传输的功率；除预期信号

外的其他信号有可能会通过RF放大器中的互调产生杂散信号和/或由于其阻塞造成RF放大器的灵敏度

退化。为了消除这些影响，必须有足够的RF放大器线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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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滤波器的目的还包括减弱镜像频率的接受。 

RF放大器，通过其增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接收机灵敏度。但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输

入滤波器可以防止本地振荡信号被传导到天线，然后被辐射，从而产生一个杂散无线电信号。 

当两个信号通过一个如第6.5段中描述的非线性电路时，此类信号之间会发生互调。互调信号会

叠加在可用信号上，对其造成干扰。接收机的质量，从互调角度来看，通过其第三阶截取点的值来

表征，该值应尽可能的高。 

接收机灵敏度受到其输入电路，尤其是RF放大器和混频器所产生的噪声的限制。灵敏度也可通

过表3.3-1中的噪声系数来表示，该系数应尽可能的低。对于相同的接收机，灵敏度与噪声系数之间

的关系涉及接收机的通带。 

当接收机被连接到天线时，除了其自身内部产生的噪声，一般还要加上如大气、银河系和太阳

噪声之类的外部来源的天然噪声，以及如工业干扰、来自电子设备的辐射和发射器的辐射之类的人

工噪声。因此，监测站的设计者必须根据所测得的噪声水平，从灵敏度的角度出发来选择接收机。 

应注意到灵敏度非常高的接收机，其线性度方面的性能较差，即互调和阻塞。阻塞可以表征接

收机灵敏度的退化，并且可以只由一个位于预期载波附近的、接收机中频通带之外的不需要的信号

引起。 

由于这个情况，监测接收机通常包含可切换或可编程增益的前置放大器。这使得接收机能够以

高灵敏度模式（前置放大器处于“启用”模式）或高线性度/低失真模式（前置放大器处于“关闭”

模式）下运行。 

还应规定或检查其他特性，如： 

– 中频滤波器的带宽； 

– 所需的解调类型； 

– 自动增益控制的有效性； 

– 自动调谐系统的有效性； 

– 处理解调信号的电路的频率响应； 

– 显示的准确度和清晰度；和 

– 取决于温度的特性变化。 

通常情况下两种类型的接收机被用来覆盖从9 kHz至3000 MHz的频率范围，一个用于 高到 
30 MHz的频率，另一个用于20 MHz至3000 MHz的频率。一些20 MHz至3000 MHz的接收机的频率范

围可以被扩展，以提供对SHF频段下部的覆盖。如果要覆盖扩展的频率范围（例如， 高到 
40 GHz），可能需要额外的设备。在选择的接收机时，要考虑到监测的不同类型的调制，例如AM、

CW、SSB、ISB、FSK和FM，并为这些发射的接收进行配置。 

监测接收机必须具备在主体接收站中使用的接收机的所有预期质量，还要加上良好的频率设定

准确度（优于或等于1 Hz），快速调谐和 小的频带切换。 

还应对额外的单元的连接进行配置，即无线电电传打字机键控单元，示波器，全景适配器等。

接收机的中频输出应通过缓冲阶段来提供低阻抗。为了获得长期高频率稳定度，外部频率标准输入

（见第3.3.4段）非常有用。同时有必要在接收机输入端插入衰减器，以消除因超出接收机的输入阶

段的高电平信号所引起的杂散频率。还应提供用于远程控制和数据输出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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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数字接收机 

高速、低成本的数字信号处理（DSP）芯片和高动态范围的模拟到数字（A/D）转换器的问世使

得设计用数字电路来代替模拟电路的高性能接收机成为可能。这些“数字接收机”提供频率转换、

滤波和解调方面的改进性能，带来了更高的选择性、稳定性和自动增益控制。此外，模拟接收机所

没有的自适应干扰抵消、语音增强与识别功能之类功能，可以在数字接收机上实现。这些功能对于

试图在拥挤信号环境中对特定信号进行排序和确定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使用了数字电路和相关的软

件算法，这些接收机的性能不会随时间和温度变化。数字接收机的一个 显著的特点是灵活性的改

进，一个例子是数字接收机适应蜂窝和高性能控制链路中常用的复杂调制格式的能力。额外的IF带
宽，解调模式，或其他功能可以在基于DSP的电路中通过软件变化来实现，而模拟接收机要通过高

成本的设备更换来实现。过滤器可以通过数字处理合成，来提供极其陡峭的滤波器形状因子，同时

保持预期通带上非常平坦的振幅和线性相位响应。这个过程 大限度地减少了模拟滤波器通常会带

来的信号失真。另外，还可以产生非常窄的（小于50 Hz）过滤器，能够直接测量发射机载波的杂散

成分，如与电源线相关的杂声。 

数字接收机的基本元素：RF调谐器、IF数字转换器、信号处理器和模拟信号重构模块，如图3.3-
2所示。 

图3.3-2 

典型的数字接收机的框图 

 
 

数字接收机中的第一个主要处理步骤是将预期的RF信号转换为数字形式。此过程由RF调谐器和

IF数字转换器组合来完成。RF调谐器，包括模拟预选， RF频谱的所需部分转换到宽带，或预IF，以

供IF数字转换器处理。IF数字转换器利用一个模拟/数字转换器和其他电路对来自RF调谐器的IF进行

数字化。信号处理器再对得到的数字化信号执行过滤、微调和解调之类的功能。从模块出来的数字

输出然后可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或记录。模拟信号重构模块将数字输出转换成模拟信号，用于操作

员监测或进一步处理。 

第3.3.2段中列出的接收机特性也适用于数字接收机。用于根据ITU-R建议书执行频谱监测任务的

接收机应提供以下功能： 

– 扫描预定义的频率范围； 

– 数百个频道的内存扫描； 

– FM、AM、CW、SSB、ISB、ASK、FSK、PSK、IQ和脉冲传输的音频监测； 

– 识别； 

– 存储测量值以供以后使用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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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可用信号执行这些不同的功能，同时要有 佳的信噪比，需要大量的中频带宽。 

现代数字监测接收机包括一个显示和控制单元，或是一台装有提供“虚拟控制面板”的计算机

软件的单独计算机，或是内置的控制单元。接收机有一个远程接口，包括提供用于本地和远程控制

操作的LAN（以太网）。此外，监测接收机的操作概念要满足测量频率和频率偏移、场强、调制方

式、带宽和频谱占用对接收机的各种要求。对于频谱占用，接收机需要通过数字控制扫描感兴趣的

频率范围，并显示相关的频谱。 

数字接收机可单独封装，但经常被纳入到第3.6.2段中所描述的测量和处理系统中。接收机包括

一些接口，诸如：数字IF输出，用于测向的I/Q输出，外部全景显示的宽带IF输出，外部扬声器输出

和耳机插孔。 

在数字降频转换器（DDC）的帮助下，所选择的信号被向下混合到基带中，以进行进一步的处

理（解调，解码，识别，调制参数的测量）。通过并行使用一组DDC（在如FPGA、DSP或ASIC的技

术中实现），许多信号可以向下混合和并行处理。每个DDC可以在宽带IF覆盖的频率范围内进行调

谐，作为一个虚拟接收机来工作。该技术对于处理在数字宽带IF中记录的信号特别有用，可将数字IF
重播到宽带接收机，并使用DDC来选择感兴趣的信号进行处理。 

该处理技术使得检测和分析如跳频信号之类持续时间较短的传输成为可能。跳频发射机的脉冲

串的被宽带接收机（直播或重播）接收，并被自动突发检测算法检测到。使用DDC将脉冲串向下混

合到基带并进行分析（确切的长度，带宽，调制参数）。调查测定信息的对所有检测到的脉冲串的

测定信息进行检查的评估过程将确定不同类型的脉冲串，不同的跳率和所接收的发射机的跳集（频

率集）。统计分析提供跳频情况的相关信息，如有源跳频发射机的数量和所使用的通信方法的类

型。 

3.3.4 接收机的频率合成器 

接收机 重要的组件之一是频率合成器。频率合成器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标准的RF能量源，

其频率、功率水平和调制特性都是确切已知的。对用于控制和检查现代接收系统的频率的准确度要

求变得越来越严格，这就是合成器必须具有尽可能高的准确度和稳定性的原因。因此，大部分监测

站具有频率覆盖范围很宽，准确度非常高的频率合成器。 

3.3.5 监测接收机的典型规格 

监测接收机一般应满足表3.3-1中给出的VLF/LF/HF和VHF/UHF接收机规格。该表同时适用于模

拟和数字接收机。同时还应以这些规格作为一般性指导，来选择能够为监控系统所要求的任务提供

良好的性能和可靠性的设备。对于某些应用，在市场上可能会找到更简单的设备，能充分适合于所

需的应用。 

表3.3-1中给出的某些接收机参数，如第三阶截距，噪声系数和滤波器参数，是如此重要，对于

接收机在某些监测任务上的适用性有如此大的直接影响，ITU-R建议书对其规格和测量程序进行了定

义。测量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测试程序，标准化的测试程序可以对制造商的产品更容

易和更客观进行对比。各种测量所要求的扫描速度（ITU-R SM.1839建议书对此进行了讨论）非常依

赖于测量的意图和应用，例如，来检测是否存在单一事件信号脉冲所要求的接收机扫描速度要比测

量信号某些参数或特性的接收机扫描快很多。 

表3.3-1中给出的技术参数代表一个质量良好的商用监测接收机的性能。该表描述了“典型”规

格，而不是“ 低”或“可实现的 佳”规格。主管部门在指定设备性能时应考虑到自己的具体需

求，将该表作为一个指导来使用。用于不同目的的接收机的性能相对于用于通用目的的监测接收

机，根据不同的目的可能更强调某些规格的各项，对其他规格可以宽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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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 

通用监测接收机的典型规格 

功能 VLF/LF/HF VHF/UHF 

频率范围 9 kHz 至 30 MHz 20 MHz 至 3 000 MHz 

 调谐分辨率 ≤1 Hz ≤ 10 Hz 

 调谐误差 ≤1 ppm，或 
≤0.01 ppm使用全球定位卫星 (1) 作

为外部基准 

≤1 ppm，或 
≤0.01 ppm使用全球定位卫星 (1) 作

为外部基准 

合成器稳定时间 ≤ 10 ms ≤ 5 ms 

输入（天线输入） 
VSWR 

50 Ω，标称的 
≤ 3 

50 W，标称的 
≤ 2.5 

预选（高线性度接收机不用预选

就可满足互调规格） 
一组亚倍频程带通滤波器或跟踪

滤波器 
一组亚倍频程带通滤波器或跟踪

滤波器 

第三阶截距 ≥ 20 dBm （> 3 MHz）(1) ≥ 10 dBm (1) 

第二阶截距 ≥ 60 dBm （> 3 MHz） ≥ 40 dBm 

噪声系数 ≤ 15 dB （> 2 MHz）(2) ≤12 dB (2) 

LO-相位噪声 见下文 见下文 

中频抑制 ≥ 80 dB ≥80 dB 

镜像抑制 ≥ 80 dB ≥80 dB 

中频带宽 （–6 dB） 内部或外部过滤器，优选数字

的，从0.1至少至10 kHz (3) 
内部或外部过滤器，优选数字

的，从1 kHz至少至300 kHz (3) 

从60 - 6 dB的选择性（形状因子） 2:1 (3) 2:1 (3) 

检测模式（在数字接收机中，解

调可能在内部或外部DSP中完成） 
AM，FM，CW，LSB，USB AM，FM，CW，LSB，USB 

AGC 范围（对于数字接收机，可

能部分在内部或外部DSP中实施） 
≥ 120 dB ≥120 dB 

输出 – 中频 

 音频 
 
 中频显示器 

数字IF输出 数字IF输出 

0 dBm，600 Ω或数字音频流和耳

机插孔 
0 dBm，600 Ω或数字音频流和耳

机插孔 

对于外部IF显示器，或数据流 对于外部IF显示器，或数据流 

远程控制 以太网LAN，或GPIB，或RS-232 以太网LAN，或GPIB，或RS-232 

中频频谱（可能会在DSP中完成） 内置或外置，FFT处理；刷新率

≥10/s 
内置或外置，FFT处理；刷新率

≥10/s 

射频频谱（可能会在DSP中完成） 内置或外置，FFT处理；刷新率

≥10/s 
内置或外置，FFT处理；刷新率

≥10/s 

RF和IF频谱显示 通过本地或远程控制 通过本地或远程控制 

电磁兼容性 IEC 61000-4-2，-3，-4 
CISPR 11，第1组，B级 

IEC 61000-4-2，-3，-4 
CISPR 11，第1组，B级 

工作温度范围 0°至45° C 0°至 45° C 

相对湿度 95%无冷凝 95%无冷凝 

振动 IEC 68-2-6 IEC 68-2-6 

(1) 测量程序根据ITU-R SM.1837建议书。 
(2) 测量程序根据ITU-R SM.1838建议书。 
(3) 测量程序根据ITU-R SM.1836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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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噪声 

接收机的相位噪声性能直接影响到对间隔紧密的不同幅度信号的分解能力。它还妨碍到准确的

解调。接收机中的相位噪声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相位调制，增加其带宽。到接收机的输入端可能没

有重叠频谱的两个相邻信号，一旦被接收机的相位噪声调制后，可能会在接收机中互相干扰。 

相位噪声是倍增的，因此通过相对于载波的噪声密度（dBc/Hz）来描述，信号较大，相位噪声

功率越大。相位噪声对间隔紧密的功率不等的信号影响 大。 

较大的信号在相位噪声边带中将有更大的功率，因此比起其他方式来对于较弱的相邻信号的检

测或解调有较大影响。对于大信号，相位噪声限制了接收机的动态范围。 

相位噪声密度通常在固定的频率偏移量上进行规定，例如10 kHz或100 kHz。通常频率偏移小，

相位噪声密度 大。因此，相位噪声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监测的信号的类型。窄带信号的相

位噪声要求要比宽带信号大很多，因此接收机规格将主要由要监测的 窄载波（或副载波）决定。 

假设相位噪声频谱在整个带宽（BW）上相对平坦，大信号附近的动态范围可以如图3.3-3所示的

来估计。 

图3.3-3 

动态范围估计和相位噪声功率 

 

图3.3-3中公式应用的例子。 

 
带宽或RBW 相位噪声 频率偏移 相位噪声功率 

1 kHz –100 dBc/Hz 10 kHz –70 dBc 

 

频率偏移和所需的带宽会影响相位噪声功率。高频应用可能有更窄的带宽要求，而UHF应用可

能有更宽的带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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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和报告 

注 — 鼓励采用下面提到的所有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331建议书 — 《接收机的噪声和灵敏度》。 

ITU-R SM.332建议书 — 《接收机的选择性》。 

ITU-R SM.1836建议书 — 《用于测量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的IF滤波器属性的测试程序》。 

ITU-R SM.1837建议书 — 《用于测量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的三阶截点（IP3）水平的测试程序》。 

ITU-R SM.1838建议书 — 《用于测量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的噪声系数的测试程序》。 

ITU-R SM.1839建议书 — 《用于测量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的扫描速度的测试程序》。 

ITU-R SM.1840建议书 — 《用于测量使用模拟调制信号的无线电监测接收机的灵敏度的测试程

序》。 

ITU-R SM.2125报告 —  《HF/VHF /UHV监测接收机和台站的参数和测量程序》。 

 
3.4 测向 

3.4.1 一般注意事项 

如果能够通过使用测向（DF）设备的三角测量或SSL来确定发射机位置，对未知发射台站的识

别就更加容易。对发射机位置的更准确的判定需要在合适的地理位置上建立的几个测向台站采取方

位。在理想情况下，当 少有两个测向台站（它们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国家）协调工作时，就可以获

得“交叉方位”或“定点”（即方位线相交的点）。有采取方位的可能性的监测站能够为经验丰富

的操作者提供信息，使他能够更加确信地确定发射机。 

测向设备的复杂性取决于所要求的准确度和当地的条件，这将在第4.7段中更详细地讨论。由于

测向天线必须设置在一个没有任何建筑物、天线、电力线和电话线和其他突出物的地方，它一般应

被安装在离监测站的其余部分有一定距离的位置，或者可能在一个单独的位置，通过远程控制来操

作。 

方位的精度取决于下列因素（不按重要性排序）： 

–  天线孔径，如第3.4.2段中描述的； 

–  天线配置，包括天线单元的数量，其在频带上的组织，单元方向性和其他因子； 

–   测向设备的类型； 

–  接收器通道数； 

–  站址性质； 

–  信号强度和信噪比； 

–  积分时间； 

–  传播条件； 

–  干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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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波传播存在的频率范围内，通常是1-30 MHz，SSL系统可以实现通过用单个无线电测向测

量仰角以及到达方位角，进而确定发射机的地理位置。对无线电测向提供的数据（方位角、仰角、

位置）进行处理，结合用发声器进行电离层预测或 好是实时电离层测量，能够实现对发射距离的

估计。因此，SSL的概念可以实现因地理、时间、可用性等原因，无法安装完整的三角测量无线电测

向定位系统，或感兴趣的信号无法在多个台站接收时，执行定位任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ITU-R SM.854建议书《监测站的测向和定位》及本手册第4.7段。 

3.4.2 天线 

测向天线是测向设备的 重要的组件之一，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测向准确度。天线阵列

的孔径（D/λ；D：天线阵列的直径，λ：所接收的信号的波长）在确定方位准确度方面起着 重要

的作用。D/λ > 1的测向天线，所谓的宽孔径天线，克服了多路径问题和其他的传播效应，噪声，干

扰，非规则站点和其他误差源，在给定的准确度水平上可以提供比窄孔径天线（D/λ < 0.5）更高的

信噪比，更小的测向误差，更高的反射抗扰性，更高的灵敏度，和更短的积分时间。并非所有的测

向方法都可以使用宽孔径天线，但在可以使用它们的地方，它们能够提供 准确的测向结果。 

每个测向天线由若干个天线单元（至少三个）组成。根据测向方法，有可能有多种测向天线阵

列配置。孔径较大的测向天线往往有多个天线单元来填充其孔径并避免不确定性；由随机噪声引入

的概率误差与单元数量的平方根的倒数成反比。在HF范围，圆形和“L”或“X”形的线性阵列较为

常见，在VHF/UHF范围主要使用圆形阵列。测向方法还会影响到是否只用一个天线阵列来覆盖很宽

的频率范围或者是否需要将该范围划分成由若干个阵列覆盖的子范围。 

通常要对用于固定和移动应用的测向天线进行区分。天线单元的类型依赖于频率范围和应用：

在HF范围，单极或交叉环单元阵列用于固定系统，而移动系统使用由环或铁素体单元组成的天线阵

列（见第3.2.3.1段）。对于VHF/UHF范围，主要使用偶极子或扇形阵列（见第3.2.4.1段）。 

3.4.3 设备 

测向设备可以与第3.6.2段中所描述的监控站的测量设备进行集成，或可以由独立单元构成。对

于便携式设备，见第3.2.7段。测向设备的频率范围内不仅取决于测向天线，还取决于组成设备的一

部分的接收机。在实践中，有MF/HF测向设备（如0.3-30 MHz）和VHF/UHF 测向设备（如20-  
3 000 MHz）。在有些情况下，VHF/UHF 测向设备可以提供SHF带低频部分的覆盖。 

接收机的数目可以从1至n变化，其中n是组成测向天线阵列的单元数目，它也取决于对测向方

法。对于一个给定的准确度，多接收机系统要求较短的积分时间和/或较低的信噪比，因此比单通道

系统提供更快的响应时间。如果使用一个以上的接收机时，所有的接收器都必须通过一个共有振荡

器进行调谐。在现代接收器中，IF以数字形式处理。测向接收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接收机的选

择性，以避免两个相邻信号的交互作用。其中至少有一个测向接收机应提供对接收到的调制信号进

行解调的可能性。 

有些测向方法需要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上对接收器、RF分配器和天线进行校准。为了这个目的，

一个预先定义的信号将被平行注入到接收路径，在对每个路径的振幅和相位进行测量后，采取校正

步骤将每个信道还原到相同特性，如果有必要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在任何距离对设备

进行远程控制。常见的接口有RS-232、ISDN、LAN WAN和蜂窝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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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接收器数量 

本段比较具有不同数量的接收器通道的测向系统，考虑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测向系统可以有一

个单通道接收器，双通道接收器，三通道接收器，或有与天线单元数量一样多的通道的接收器。至

少有两个但比天线数量少的接收器通道的系统，被称为多通道系统。接收机通道数量与天线数量相

等的系统被称为N通道系统，其中N是接收器通道和天线的数目。 

3.4.4.1 单通道系统 

 

优点 缺点 

– 只需要一个接收机通道 

– 从测向天线到设备的电缆更少 

– 不需要相位匹配/校准 

– 对于使用复用电路的干涉仪单通道测向，精确的

相位测量是可能的 

– 切换的量和相关的采样时间需要比有一个以上通

道的测向系统更多的测量时间 

– 对快速的信号相位变化敏感，这可能会导致不良

数据和/或长的积分时间 

– 如果使用复用电路，天线切换会很复杂 

 

单通道测向系统可以分为两组： 

– 简单的单一通道测向系统，其中每个天线单元依次用一个接收器通道来采样；和 

– 干涉仪或复用的单信道系统，其中参考天线单元与其他的每一个天线单元一道被采样，两个

信号相结合并传送到一个接收器通道。 

在任一情况下，每次切换后，在对电压进行采样之前，接收机中的IF滤波器必须能够被稳定。

总的采样时间取决于过滤器的稳定时间，它受到其带宽和天线单元数量的约束。在单通道系统中该

采样时间要比有一个以上的接收器通道的系统长很多。 

在单通道系统的采样周期期间，信号的波形状态可以因信号内部调制的变化或传播媒介效应

（如阵列单元的顺序采样过程中出现的衰落、多路径和反射）而变化。这些顺序切换过程中的波形

状态的变化会在单通道系统中引入误差，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区分于由于具有不同的主波束模式或方

向的顺序采样天线带来的信号变化。单通道系统只能通过在足够长的时间上的信号测量，将这种效

应平均掉来，来处理由该机制引入的误差。在不能应用足够的平均时间的情况下，如在短时间信号

的情况下，单通道系统会被混淆。然而，可以建立符合10 ms的响应时间要求的单通道测向系统。 

3.4.4.1.1 简单单通道测向系统 

简单单通道测向系统对每个天线单元进行顺序采样。与使用复用电路的干涉仪单通道测向系统

相反，只测量和处理幅度。不测量相位。没有利用到达波的相位信息的系统从本质上准确性不如利

用到达波所有可用信息的系统。 

3.4.4.1.2 干涉仪或复用单通道测向系统 

干涉仪单通道测向系统使用正交复用技术。由于相位参考元素总是与所有其他天线元素一道测

量，它能够实现振幅和相位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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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过程中，其中所有天线单元依次被采样，信号振幅可能会由于信号内部调制的变化或如

衰减，多径和反射等传播介质效应而发生变化。为避免准确度下降，需要额外的平均。此外，两个

天线单元之间的幅度差别不能同时测量，只能通过在时间上的平均来获得，会将采用定向天线单元

的系统中的有用信息丢失。 

在天线单元之间进行切换后，在正交多路分解器中，在对电压采样前，接收机中的IF滤波器必

须能够进行平抑。的总采样时间依赖于过滤器，它被连接到它的带宽，和天线元件的数量的稳定时

间。干涉仪单通道系统的采样时间要比简单单信道系统长很多。 

3.4.4.2 多通道系统（一个参考通道和一个或多个切换采样通道） 

优点 缺点 

– 比单通道测向需要更短的时间来获得结果，即更

短的响应时间 

– 精确处理由于传播或调制条件引起的波形状态的

变化 

– 相位和/或振幅匹配可以通过校准或双平均法很容

易完成 

– 可同时测量通道之间的幅度差 

– 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接收器通道；布线更复杂 

– 切换量和相关的采样时间比具有与天线数量一样

多的接收机的测向系统更多的测试时间 

– 需要定期校准，以匹配两个接收通道或，对于双

通道系统，可使用双平均方法 

 

多通道系统有多个接收器通道，但接收机通道数量少于天线数量；它们有一个参考通道和一个

或多个切换采样通道。他们只有一个本地振荡器，因为所有的通道都由同一个振荡源驱动。通道不

需要与具有完全相同的滤波器形状的滤波器进行相同的匹配，而是，不匹配的接收机可以使用相同

的振荡器驱动。这些接收器提供两个通道中的信号的相干检测，并在从天线到数字模拟转换器的整

个RF路径上对任何相位延迟、滤波器形状的差异等进行校准，同时考虑到测向单元和采样电路之间

的馈电线路的差异。该校准也是此类系统的内置测试和诊断的基础。 

为避免匹配单元和/或校准源，并简化测量，但没有端至端校准和内置测试，在两个接收器通道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双平均法，对两个通道之间振幅和相位差进行测量，然后切换反转天线的连

接，测量另一个振幅和相位，并将结果进行平均，无需单独的校准就消除了任何振幅和相位失配。

这种双平均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增加了测量时间。 

由于这里讨论的系统有一个参考天线和接收机通道，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相位，采样和参考通道

之间的相位差可以被精确测量到十分之一或更高的准确度。采样和参考通道之间的振幅差也可以精

确同时测量，使得系统能够区分由于天线的方向性带来的振幅变化，而单信道系统如果不在长时间

段进行平均以平均掉调制和传播的影响的话，就不能执行该任务。 

每个采样天线上的电压测量值要与准确的同一时间在参考天线上测得的电压相比较。采样通道

的测量通过参考通道进行标准化；采样通道上的电压要除以参考通道上的电压。 

该标准化可以除去会引入误差的传播和调制变化的影响，如上面与单通道系统的相关讨论，因

为在平面波的接收条件（通常假定的情况）下，调制和传播因素对每个天线都有同样的影响。这种

标准化消除了所有可能会影响到相位和振幅测量准确度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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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 N-通道系统（N = 数字接收器通道数 = 天线数） 

优点 缺点 

– 比其他方法更快的测向测量 

– 不需要天线切换 

– 需要多个接收机信道；布线更复杂 

– 需要相位和幅度校准，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 

 

每个天线带一个接收机通道的N-通道系统是 快、性能 高的系统，因为到达波可在所有天线

单元上同时采样，而不是像接收器通道较少的系统那样对天线进行顺序采样。所有的接收机通道由

一个共有本地振荡器驱动。 

由于接收器通道的数量和需要对通道进行匹配或者提供它们之间的实时校准，这些系统比接收

机通道较少的系统成本更高。这些通道不需要被精确匹配，而是可以简单地进行实时校准。 

N-通道系统测量每个单元相对于选作参考的单元的电压和相位，因此它们具有在前一小段中讨

论的系统的所有优点，能够同时测量相对于参考单元的相位和振幅信息。 

3.4.5 方位处理 

方位处理可基于不同的测向方法。根据不同的应用，每个原则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所使用的主

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 旋转天线。 

– 多普勒和伪多普勒。 

– 阿德科克/沃森—瓦特。 

– 相位干涉仪。 

– 相关干涉。 

– 先进的解决方案。 

测向设备产生具有不同准确度的方位，也将指示出信号到调谐系统的接收水平。一些测向设备

生设备为每个方位产生一个质量值，可以被用来压制“无法控制的”方位。HF范围的相位敏感的测

向设备还指示接收到的信号的仰角，如果它作为天波到达。 

现代测向设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以“测向扫描”模式操作的能力。有了这个功能，它可

以扫描定义的频率范围来执行频谱占用，同时计算相关的超过门限的任何信号的方位。该测向扫描

功能通过DSP执行，其中应用快速傅立叶变换（FFT）技术来将接收机带宽细分成许多单独的通道或

FFT容器。测向处理技术的占用信息和电压信息通过每个单独通道的FFT来计算。 

该处理技术使得拦截如跳频和脉冲发射之类的持续时间短的传输成为可能。第3.6.2段接近结尾

处对测向扫描进行了讨论和演示。 

3.4.6 测向系统的典型规格 

一个测向系统一般应满足表3.4-1和表3.4-2中给出的MF/HF和VHF/UHF测向系统的规格。应将这

些规格考虑作为一般性指导，来选择能够为测向系统所需的任务提供良好的性能和可靠性的设备。

ITU-R SM.2125报告第3章提供了测试测向台站IP2、IP3、灵敏度、测角准确度、扫描速度和 小信

号持续时间规格的信息。一些规格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可能不能适用，这取决于遇到的发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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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或测向器的应用。例如，支持无线电频谱快速扫描的测向器应有一个如表中所给出的测向拦截

扫描速度。 

然而，仅用于在移动环境中的测向归位测向器不需要快速的扫描速度。 

作为另一个例子，在遇到持续时间短的信号或频谱快速扫描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很短的 小信

号持续时间（响应时间），但在如在特定的发射器上归位情况下，较长的 小信号持续时间是可以

接受的。 

还应注意的是，缩短信号采集时间有助于与传播有关的影响，例如可以迅速改变的多路径，帮

助减轻干扰，获取大量的信号“快照”，每个快照的时间足够短，以使传播和干扰的影响还未改

变，再对其进行平均，要比获取几个信号快照，每个快照的时间更长来得更加准确。 

表3.4-1 

MF/HF测向固定和移动台站的典型规格 

功能/性能 
（非详尽的参数列表） 

固定台站 
（300 kHz-30 MHz） 

移动台站 
（1-30 MHz） 

系统的测向方位准确度（根据ITU-R 
SM.2125报告，在无反射的环境中的

露天试验设施上进行测试） 

1° r.m.s. （f > 1 MHz），地面

波；2°/cos （仰角）  r.m.s.，天

空波 

5° r.m.s. （f > 1 MHz）；2° r.m.s. 
（f > 10 MHz），地面波，安装 
在车辆上的系统，在无反射的环

境中 

单个站点地址（SSL） 可选（需要振荡器数据，见第

4.7段） 
N/A(1) 

测向的拦截扫描速度（见ITU-R 
SM.2125报告第3.3.2段中的定义；适

用于扫描测向系统） 

50 MHz/s，5 kHz 通道带宽和 
50% 通道占用 

50 MHz/s，5 kHz 通道带宽和 50% 
通道占用 

测向调制 所有 

测向瞬时带宽 ≥ 500 kHz 

测向灵敏度 2 μV/m （f > 1 MHz） 
指250 Hz 测向带宽，1 s 积分时

间和2° r.m.s. 精确度 

30 μV/m （f > 1 MHz） 
指250 Hz 测向带宽，1 s 积分时间

和2° r.m.s. 精确度 

小信号持续时间（见ITU-R 
SM.2125报告第3.3.3段的定义） 

5 ms至10 ms 

(1) N/A：不适用。 

注 – 表3.3-1中给出了频率调谐误差，接收机噪声系数，三阶截点（IP3），IF带宽，工作和存储温度和电源

的规格。 

因为作为仰角变得更高，而事实上在90天波信号的方位准确度规格取决于到达仰角的余弦，因为仰角越高，

方位度覆盖的大圆弧依照cos （仰角）变得越小，事实上，在90°的仰角，方位度覆盖的大圆弧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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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 

VHF/UHF 测向固定和移动台站的典型规格 

功能/性能 
（非详尽的参数列表） 

固定台站 
（20-3 000 MHz） 

移动台站 
（20-3 000 MHz） 

系统的测向方位准确度（根据ITU-R 
SM.2125报告，在无反射的环境中的

露天试验设施上进行测试） 

1° r.m.s. 3° r.m.s.，安装在车辆上的系统，

在无反射的环境中测试，在屋顶

的测向天线，未扩展 

测向拦截扫描速度（根据ITU-R 
SM.2125报告第3.3.2段；适用于扫描

测向系统） 

1 GHz/s，25 kHz 通道，50% 通道占用 

测向调制 所有 

测向瞬时带宽 20 MHz 

测向灵敏度 10 μV/m 

根据ITU-R SM.2125报告，指 
1 kHz测向带宽，1s 积分时间和2°
准确度的参数 

20 μV/m 
根据ITU-R SM.2125报告，指 
1 kHz测向带宽，1s 积分时间和

2°准确度的参数 

小信号持续时间（见ITU-R 
SM.2125报告第3.3.3段的定义） 

1 ms 

注 – 表3.3-1中给出了频率调谐误差，接收机噪声系数，三阶截点（IP3），IF带宽，工作和存储温度和电源的

规格。测向准确度测量程序使用信号信噪比> 20 dB的信号，如第4.7段中所讨论的。 

一个测向系统一般应满足表3.4-1和3.4-2中给出的MF/HF和VHF/UHF测向系统的规格。应将这些

规格考虑作为一般性指导，来选择能够为测向系统所需的任务提供良好的性能和可靠性的设备。

ITU-R SM.2125报告第3章提供了测试测向台站IP2，IP3，灵敏度，测角准确度，扫描速度和 小信

号持续时间规格的信息。一些规格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可能不能适用，这取决于遇到的发射类型

和和/或测向器的应用。例如，支持无线电频谱快速扫描的测向器应有一个如表中所给出的测向拦截

扫描速度。 

3.5 其他独立设备 

大多数频谱监测站使用第3.6段中所述的自动化集成系统。这些系统将国际电联建议的频率、磁

场强度、带宽和调制的测量，以及频谱占用和测向测量集成到测量设备。然而，也可以用其他独立

的设备，替代或补充这些自动化集成系统，来执行这些测量和协助识别。其中一些设备将在下面讨

论。 

3.5.1 频率测量设备 

3.5.1.1 概述 

频率是要求无线电监测服务测量的 重要的发射特性。所需的准确度非常依赖于测量的目的。

当目的是为了在重大活动中快速检查声音窄带FM语音无线电使用正确通道时，使用准确度约10 Hz
的简单的手持式频率计就可能足够了。相反，如果要验证发射是否符合ITU-R建议书或国家规定，所

需的准确度要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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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测量仪器一般都带一个晶体标准。结晶阶段的输出频率取决于环境温度和工作电压。即使

在暖机期间，晶体振荡器都表显出稳定的输出频率变化。目前，这些变化的幅度范围等级为10–8。对

于好的仪器，晶体频率的稳定变化是在连续数周的暖机时间之后每天在10–10和10–9之间。 

因此，仪器晶体阶段必须频繁地与频率标准进行比对，或必须由一个标准的频率发射控制。周

期性比对的一种替代方法是将晶体永久性地锁定到一个参考标准（即，铷振荡器或GPS锁定振荡

器），并以这种方式将晶体振荡器的短期稳定性与原子标准的长期稳定性结合起来。 

3.5.1.2 频率标准 

铯是实验室条件下的 稳定的频率发生器之一。铯振荡器被用于时间和频率的基本标准。根据

国际单位制中，一秒被定义为超精细铯133原子在其未受外场干扰的基态中吸收或发射9、192、
631、770个微波光周期的持续时间。商用铯标准是相当昂贵的，因此一般不在监测站使用。 

铷是时间和频率的次级标准，并使用铯的基本标准来校准。商用铷标准比铯标准便宜。铯和铷

均为原子标准，具有极高的精确度和老化特点。 

晶体标准相对比较便宜，并且有各种形式可用，取决于所需的准确度水平。因此，晶体标准被

广泛用于测试和测量设备及电信。石英主要用于制定晶体振荡器标准。 

表3.5-1列出了一些频率标准的典型特性。 

表3.5-1 

一些频率标准的典型特征 

 TCXO* OCXO** GPS*** 铷 铯 

短期不稳定性 < 1 x 10–9 < 1 x 10–12 < 5 x 10–12 < 2 x 10–12 < 5 x 10–14 

长期不稳定性 < 2 x 10–6 < 1 x 10–8 < 1 x 10–12 < 1 x 10–11 < 5 x 10–12 

*  TCXO =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 

**  OCXO = 恒温晶体振荡器 

*** GPS = GPS控制晶体振荡器 

 

3.5.1.3  GPS锁定时间和频率标准 

每个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上载有两个与其控制站同步的铯原子钟。如果用于时间和频率

比较，时间误差远低于1 μs，通常平均误差值为约10 ns。1 μs /天的时间误差对应于10–11的频率误

差。对于频谱监测，建议通过适当的GPS接收器来控制本地晶体振荡器或原子标准。 

通过使用GPS锁定的铷标准可以实现典型的5 ×10–12（10 MHz输出）的频率准确度，同时又不影

响本地振荡器的短期稳定性。国际电联《卫星时间和频率的传送与发布手册》中有卫星提供频率和

定时信号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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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RF水平和场强测量设备 

电场强度或磁场强度的测量主要是基于确定接收天线对影响到它的电场或磁场的响应的测定。

连接到天线的接收机检测该天线的响应。电磁场响应必须对天线和场的行为进行分析。场强测量通

过使用以下单元的组合来完成： 

– 校准的天线； 

– 耦合网络和/或传输线； 

– 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具有： 

(i) 衰减和预选电路； 

(ii) 在主混合器和（可切换）IF滤波器前面的放大电路， 好选用低60/6 dB带宽比的滤波

器； 

(iii) 检测和指示装置，如模拟或数字检测仪，或具有计算和显示装置的模拟数字转换器； 

– 校准的信号源（例如，CW标准信号或跟踪发生器，脉冲发生器或随机噪声发生器），这也

可能是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的一部分。 

这些单元可被组合在单个仪器中，或几个独立仪器中，每个执行一个或多个要求的功能。在用

于如测量天线图或台站服务区域之类的应用时，常见做法是使用单个包含了除天线外的所有上面列

出的单元的便携式场强计，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天线也是场强计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重量和功耗不

是那么重要的移动或固定装置中，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组合可用，从标准的场强计到由接收机、计量

器、标准信号发生器或其他校准设备和适当的天线系统组成的独立单元。微处理器系统通常用来控

制接收机、校准器、打印机和/或绘图仪，能够显示和存储测量结果 – 所有的部分经常被整合成一个

单元。 

强度测量组合应具有以下属性： 

– 高稳定性；它应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上进行测量，而无需频繁的校准； 

– 良好的相对准确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两个操作者分别开展的恒定场测量应得到相同的结

果； 

– 宽的测量范围（范围从几个微伏每米（μV/m）至几伏每米（V/m））； 

– 根据测量类型，测量仪器的指示应与r.m.s.，峰值或电场强度的平均值成正比。 

有关带宽、检测器统计功能（即线性平均、对数平均值、峰值、准峰值、均方根函数）和计量

表的时间常数（如RF水平和场强测量所使用的设备中的每个测量值的测量时间）的信息在观察调制

发射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商业化生产的仪器一般都有现成的这种信息。 

带宽应足够宽，以接收包括调制频谱主要部分的信号。在适用的情况下，检测器类型应确保信

号载波的测量。 

先进的设备的例子： 

已开发的微处理器控制的自动测量接收机/场强计可市场上获得，作为用于9 kHz至3.0 GHz频率

范围或更小频率范围的紧凑型设备。内置校准发生器，精密衰减器，自动校准和范围设定可以在整

个输入电压范围和很宽的温度范围内获得小于1 dB的输入电压测量误差。连同可实现的± 1 dB的天线

因子准确度，完整的自动场强测量系统的整体准确度在整个频率范围上为± 2 dB以内，但也可能会受

到如有关天线图的信息不准确性之类的各种因素的限制。电缆衰减和任何校准天线的天线因子的单

项表可以被输入到测量接收机，用于场强的直接显示。接收器有很好的保护，在高或低场强值处的

杂散拾取不会影响到测量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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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要使用的测量接收机时，应考虑到足够的灵敏度，高过载能力（即二阶和三阶截取点）

和包括自校准的频率和增益稳定的需求。通常用于定期监测操作的等级较好的测量接收机类型在该

用途上通常是令人满意的。测量带宽至少应达到被测量信号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接收的 低要求，同

时额外带宽应尽可能的小，以避免相邻通道的干扰。测量场强的测量接收机须配备必要的校准和检

测器功能。 

现代快速测量设备使用数字记录媒体，特别有一个以上通道被自动测量时。测量结果被保存在

大容量存储设备上，测量数据的图形表示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得。 

有关场强测量技术的进一步详情，见第4.3和第4.4段以及ITU-R SM.378建议书。 

3.5.3 频谱分析和带宽测量设备 

虽然上述设备将执行许多监测功能，一些额外的仪器能够使监测站的工作更为有效，并可扩展

其功能。 

显示信号幅度动态范围大的频谱分析仪和矢量信号分析仪功能的 新技术进步，使得可视化监

测操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频谱分析为各种类型的复杂发射的快速识别和分类提供了手段。可视化

监测通过定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当前活动领域，能够提高监测操作的效率。通过使用可视化显示技

术来同步干扰的发生与造成干扰的发射行为，可以更快地为无线电频谱用户提供服务。 

如今，计算机和过程控制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监测站，来生成报告和/或控制监测设备。 

三大类设备提供频域内的无线电频谱分析： 

– 宽带分析仪可用来显示所选择的频谱部分，清晰度在10 Hz/格10至100 MHz /格以上。 

– 连接到接收机IF输出的全景显示模块可用来显示调谐接收机频率周围的有限部分频谱。对于

常见的接收机类型，这通常不超过IF频率的40%左右。 

也有全景接收机可以使用FFT和IFM两种方法来显示所选调谐模块整个范围或更小部分（有时是

同时显示）。 

有仪器可用来频率源相对于标准频率传输的自动比较和控制。 

有关带宽测量的进一步信息见第4.5段。 

频谱分析仪可用于以下用途： 

– 作为时间和频率功能来进行完整的信号分析（振幅调制、频率调制或脉冲）； 

– 波形监测； 

– 杂散振幅调制和频率调制信号的检测和识别； 

– 测量脉冲上升时间，脉冲宽度和脉冲重复率； 

– 测量脉冲调制信号的频谱特性； 

– 在传播研究、绘制天线图等任务中作为敏感脉冲和CW接收器的应用。 

带宽测量的质量取决于带宽测量组合或频谱分析仪的以下技术特性： 

– 检测器和平均； 

– 扫描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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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波器带宽； 

– 相对振幅准确度； 

– 振幅动态范围。 

用于带宽测量的所有类型的仪器的性能都受到衰减和干扰的限制，尤其是对于长途传输观测。

使用频谱分析仪，可以通过叠加几次连续扫描的结果，以获得有关在监测站处接收到的频带上的频

谱占用的非常有用的信息。 

有关带宽测量的进一步信息，见第4.5段以及ITU-R SM.328和ITU-R SM.443建议书。 

3.5.4 频谱占用自动监测设备 

频谱占用是频谱监测所要求的 重要的测量之一。占用测量的目标是确定如何分配频带和如何

共享频谱。 

这种测量所需的设备如下： 

天线：对于一般的占用率测量，全向天线是必需的。测量的目标是测量一个区域内的整个频

谱。 

对于特定测量，例如为确定一个专用发射机的时间占用，也可以使用定向天线。 

接收机：对于占用率，模拟带宽越宽，同时可用的信息就越多。如使用窄带接收器，模拟带宽

必须按频率进行切换。 

对于占用率和自动监测，不需要高准确度测量 — 包括精确频率和电平。主要参数是整体扫描速

度和 大瞬时带宽： 

– 合成器稳定时间越短，占用测量越快。 好稳定时间在VHF/UHF频段小于5 ms，在HF频段

小于10 ms； 

– 宽带瞬时带宽可以实现宽的FFT，使合成器切换更少。可以使用在VHF/UHF频段上为 
20 MHz级别，在HF频段上为2 MHz级别的瞬时带宽。 

数字处理：FFT技术非常适合于执行占用测量，并具有许多优点： 

– FFT方法能够实现全IF带宽的瞬时分析。结合宽带接收机，FFT方法能够对的所有落入带宽

的信号进行计算。 

– 与FFT方法相关联的高速扫描接收机可以考虑新的频率调制。扫频频谱分析仪可能无法观察

到如TDMA之类的调制，因为感兴趣的频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扫描。此外，FFT技术通过同

时处理被测量光谱的所有频率，能够更好地测量随时间变化的信号（选通，脉冲或瞬态）和

复杂调制动态信号。 

– FFT方法可以实现平行进行其他测量。虽然占用测量应用于整个带宽，数字下变频器可在带

宽中选择一个特定信号，然后确定其频率或带宽。 

– 占用测量有统计计算的支持。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采样，根据占用率，独立和非独立采样。

FFT方法，由于其快速重访时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很高的确信度。 

– 使用FFT技术的占用测量与传统方法相比，在频率准确度、速度、频谱数据的数字存储，结

果的可重复性，紧密排列的载波和噪声环境中的区分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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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和3.5-2中给出了占用数据的例子。虽然FFT是执行占用测量的现代化的有效方法，其他

方法仍然是可能的。 

3.5.5 记录设备 

记录包含无线电频谱和音频信息的频谱监测系统数据是有用的。记录的数据可以被再现和之后

进行验证，并可以用作针对非法无线电台站的证据。数据结果记录还可以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无

人值守的频谱监测系统的操作。 

除了记录频谱监测站接收的音频，有关检测时间、频率、调制方式、带宽、方向、场强和ID的

信息应被记录或登记。 

3.5.5.1 记录媒体 

固态和基于磁盘的数据记录器是传统的磁带记录器的首选替代。记录媒体应提供相当的连续记

录容量，并且应能够允许随机存取，以实现数据的快速重放。如果设备能够提供数据记录、重放和

编辑则更好。 

图3.5-1 

频谱呈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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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瀑布型呈现的例子 

 

好数据记录时间为至少72小时的连续记录时间。这种超长的记录时间可以实现长时间无人值

守的操作。记录功能应改在接收到监测数据时启动，为提供对意外信号的及时捕捉，在没有接收到

数据时应停止监测。须仔细考虑记录媒体的格式，以便于再现特定数据。操作人员应能够在监测到

的数据流中插入“标记”，需要时“标记”应易于在重放过程中定位。 

数据再现功能应在记录的数据的基础上完全再现相同的监测数据。在再现过程中，无线电频谱

信息和声音信息应同步。数据再现功能也应有一个“标志”获取功能、快进、快退、和报头获取功

能。 

数据编辑功能应能够从所记录的数据中提取和复制指定的数据。操作人员应能够很容易地指定

所需的数据选择用于提取和复制。 

3.5.5.2 宽带录音设备 

本段讨论监测台站所需的数字数据存储容量。本段没有给出了技术规范，但概括介绍了如何确

定所需的存储容量。事实上，如今技术演进如此之快，规格在未来几年内将会过时。 

3.5.5.2.1 记录数据和格式 

对于现代台站，有五种类型的记录数据及其相关文件： 

第1类：数字数据，是一种常见格式，代表基带或IF输出的连续流或模块式采样的同相和正交

（I/Q）成分。该原始数据可随后馈送到接收机，来分析所记录的信号。这对于移动信号记录特别有

用，固定监测站并不总是有分析仪器可用。应用实例包括对短时间信号和在无人值守记录期间捕捉

的信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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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类：从时域测量的FFT中获得的频谱数据。现代监测站具有更宽的带宽测量，每秒可以输出

几百个FFT。标准的文件格式为文本文件。 

第3类：解调和解码后的数据，输出格式为文本文件。 

第4类：WAV，MP3或其他音频格式文件的数字音频数据。 

第5类：文本文件中的原始测量数据。 

由于相应的高数据传输速率，I/Q格式的数字数据存储通常需要大容量存储和高记录带宽。其他

类型的记录的要求较低。 

3.5.5.2.2 数字数据记录 

由于接口是模拟数字转换器或数字下变频器，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记录的长度，数据类型

（每个采样的字节）和信号带宽。现在可以获得大容量存储，技术的研究将继续开发更大容量的系

统。如果接收机和记录器上有合适的数字输入/输出，数字接收机可以直接连接到记录器的接口。 

3.5.5.2.3 记录设备带宽 

要被记录的信号带宽不仅影响到记录容量的要求，也影响到系统的记录带宽。记录接收器可以

和存储设备在一个地方，或者可能使用广域网互连。更宽的带宽信号（例如，> 5 MHz）由于数据传

输速率高，要求非常快的存储系统访问。应仔细选择网络互连和记录设备，要具有较高的持续数据

速率吞吐量超过要记录的 大信号带宽的要求，又不会对互连能力带来过高的负载（在分组交换环

境中> 30%）。 

3.5.5.2.4 记录设备的性能要求 

存储容量和数据速率的要求可以计算如下： 

C (Mbytes) = Fs×Nb_Bytes_Per_Samples x Rec_time 

其中： 

Fs：ADC或DDC的采样频率（MHz） 

Nb_Bytes_Per_Samples：一般16位的I/Q采样为4个字节 

Rec_time：记录时间（s）。 

例如，一个10 MHz的信号带宽需要的采样率Fs = 25 MHz的基带或12.5 MHz的I/Q。每个采样为

16位的基带信号和1分钟的记录时间，就带来： 

– 数据传输速率：25 (MHz) × 2 (bytes/采样) => 50 Mbyte/s。 

– 存储容量/记录：50 (Mbyte/s) × 60 (s) =>存储容量= 3 Gbytes。 

3.5.6 调制测量设备 

第4.6段中描述了标准的国际电联建议的调制测量。现代监测站的宽带接收器和处理能力能力实

现调制测量，包括数字调制测量。当使用带中频输出的窄带接收机时，可能需要专门的测量设备。

矢量信号分析仪（VSA），具有矢量分析能力的外部频谱分析仪，或具有适当的软件的监测站本身

都可用于测量数字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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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n-PSK，QAM和第4.6段中描述的其他矢量类型方案的解调和测量所需要的接收机的特征是高

性能的下变频器，其IF振幅和群时延响应不会降低所测量的信号。下变频器或接收机之后是用于数

字调制分析的VSA [Blue et al., 1993]。VSA使用DSP来实施 终的IF带宽，以实现稳定的高性能的IF
通带响应。此外，通过改变DSP系数，各种接收机滤波器可以合成用于各种调制类型的通用覆盖。 

如果使用了可选的VSA的RF下变转换器，它不包含RF预选器，在密集信号条件下必须使用外部

预选器或带状滤波器。为达到 高性能，IF滤波器的通带响应的校正过程必须包括预选器的通带响

应的校正。 

在设置了所需的载波频率、调制类型和符号率后，VSA或频谱分析仪中的DSP完成解调。除了

显示调制信号，分析仪还提供数字调制误差测量。这通过信号解调，并产生一个理想参考来完成。

二者进行比较得到误差测量结果。 

对于调制质量的停播监测，在测量调制质量因素时，传输路径可能是主导因素。多径或其他共

同通道干扰可能导致高度可疑或无用的调制质量测量。因此，详细的调制测量只适合于发射机站

址， 好是直接连接到发射机。这些测量包括：误差矢量振幅，相位和振幅误差，载波馈通，I/Q增

益不均衡性，振幅下降和载波频率误差。 

一般测量提供整体调制质量的指示，能够在发射机站址或有一定距离进行停播监测，包括：误

差矢量频谱（突出干扰），相邻通道功率比，占用带宽，频谱发射伪装，补充累积分布函数，载波

频率和码域测量（功率，时间和相位）。 

通道脉冲响应（CIR）测量[Riedel, 1991 ; Bues and Riedel, 1993]不是调制测量，而是传播通道多

径的测量。这种多径极大地影响了接收站点的调制质量。另一种接收站点的调制质量的间接测量是

BER测量。第5.3.6.2和第5.3.6.3段对这些质量测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3.5.7 识别设备 

无线电信号的识别是 困难的监测任务之一。这个困难部分是因为呼号很少发射，部分是因为

使用缩写的或未经注册的呼号，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复杂的传输系统（即频率

偏移、频率分裂和/或时分多路传输）造成的信号解码困难。此外，还有使用莫尔斯代码以外的各种

代码的机器电报系统，传真系统，单一和独立边带系统和保密设备。 

数字处理技术和微型计算机现在已经使人们有可能设计出多功能识别设备，能够解调和解码大

多数信号，并进行编程以应对新的传输方案。ITU-R SM.1600建议书 — 数字信号的技术识别对该主

题进行了讨论。 

因此，监测站必须有用于接收和/或识别几种类型的模拟和数字调制的设备。 

有关信号识别的更多信息，见第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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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鼓励采用下面提到的所有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182建议书  – 《无线电频谱占用的自动监测》。 

ITU-R SM.328建议书 – 《发射的频谱和带宽》。 

ITU-R SM.377建议书  – 《 国际监测台站的频率测量准确度》。 

ITU-R SM.378建议书  –  《监测站的场强测量》。 

ITU-R SM.443建议书 –  《监测站的带宽测量》。 

ITU-R SM.854建议书  –  《监测站的测向和定位》。 

ITU-R SM.1600建议书  –  《数字信号的技术识别》。 

3.6 监测自动化 

3.6.1 简介 

通过计算机的使用实现的自动化，现代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和远程通信，简化了许多的监测业务

的任务和责任。计算机化的设备提供了快速、准确地执行普通的重复性测量任务的一种手段，使业

务人员解脱出来从事更为复杂的任务。 

数据库和计算机建模的使用使频谱管理功能流程化，可以帮助防止干扰。 

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相结合使综合系统成为可能，该系统可以自动利用从监测系统测得的数据

和从管理数据库获得的执照信息，来检测未发执照的发射和其他执照违法行为。 

综合监测和管理系统可能有一个中央管理设备，来执行无线电监测系统的整体管理，并可以对

监控系统数据库中存储的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这些分析的结果被用于频谱管理规划（例如，频率收回和重新指配）。 

典型的综合系统的示意图如图 3.6-1所示，ITU-R SM.1537建议书中给出了进一步说明。 

具体配置（每个台站的工作站数量，观测台站的数量等），通信方法（TCP或其他协议；

PSTN，无线电或卫星的使用）和其他细节根据应用会有所不同。 

另一种系统配置包括增加一个监测中心，它被直接连接到监测站，再转变成管理中心。 

大型监测业务除了主要或国家监控中心外，可能还有区域性监测中心，来对监测操作的控制进

行分配。 

 

http://www.itu.int/publ/R-HDB-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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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 

集成了管理系统的监测系统的例子 

 

 

3.6.2 监控操作的自动化 

自动化的台站一般执行如第2.4段中描述的固定监测站的功能。所有常规的监测测量是重复性任

务，使其本身很容易实现自动化： 

– 占用测量：对频带的精细分辨率扫描及计算机生成的显示，和数天的通道占用的存储容量非

常适合于自动化。 

– 频率测量：当信噪比足够和使用载波频率传输时，这些可以自动进行。在HF，通道通常间

隔很近，因此在几个频率出现在同一通道中的情况下，必须提供很尖的频率选择性。 

– 等级和，如适用，场强测量。 

– 带宽测量。 

– 调制参数测量。DSP硬件和算法的进步带来了能够够实时识别调制类型的调制识别系统的发

展。这些系统可以在独立仪器、计算机插卡和相关软件中实现，或可以集成到其他工具（如

接收器或分析仪）中。这些系统可用于识别不同的调制格式（数字和模拟），测量共同的技

术参数，并解调或解码信号。 

– 信号分析：然而，并非所有信号分析方面都可以自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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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向。 

– 台站识别：通过位置、消息内容信息，或自动信号分析（码识别，单元数量，传输速率）。 

所有这些测量通常可以自动进行，但一些测量，例如带宽和调制，需要具有良好的信噪比的信

号，以达到足够的准确度。这些测量任务获得技术测量数据，可与频谱管理数据库中记录的技术参

数或希望从中得到的数据相比较。在此类数据库中的发射机记录的技术参数包括： 

– 指配的频率。 

– 计算的场强。 

– 发射等级。 

– 指配的带宽。 

– 发射带宽。 

– 呼号。 

每个监测站通常有一个发射机列表，操作者将列出的发射机参数与自动设备记录的观测相匹

配。集成的自动系统除收集数据外，可以自动执行该比较任务，这是下面讨论的自动违规检测的一

个例子。无论是哪种方式，进行比较时必须对测量到的参数采取符合国际电联建议的测量准确度的

公差，以减少误报率。目标是确认遵守既定程序和在其数据库文件中列出的技术数据。当检测到不

符或异常时，它们通常包括： 

– 非法或未经授权的发射机或频率。 

– 未经授权的工作时间或位置。 

– 非法发射等级或调制质量差。 

– 过度的频率偏移。 

– 无呼号或不完整的呼号。 

– 过高的带宽。 

– 过高的功率（场强过高）。 

3.6.2.1 自动化水平 

自动化可以在监测操作的许多层面上实现。单个工作站可以使用预先编程的参数进行自动占用

调查。现场的几台工作站可以连接到一组测量设备，分享这些测量资源。整个台站或台站网络可以

自动化，可能由于它们的远程位置，其监测结果可以被重新传输到一个更为集中的台站。在几个地

点的每个位置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其中一个位置对在其他站点的位置进行自动调谐来对

多个感兴趣的信号进行同时测量。计算机控制的设备可以进行编程，以确定在那些频率上存在已发

执照的发射机数据库中不包含的发射机，并确定哪些未在其授权的参数下操作的发射机。 

自动化有助于减少定位和识别信号的时间，减少操作台站所需的人员，并使得这些人员可以用

于更高优先级的功能，例如在测向操作中为移动台站提供协助或进行数据分析，和增加可以有效监

测的无线电频谱部分。另一方面，远程站点没有操作人员或技术人员可能会导致设备长时间停机，

如果出现设备故障。此外，自动设备可能无法提供调谐很难接收到的信号所需的灵敏度，而操作者

则可以通过手动调谐来实现，在HF环境中可能经常是这种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对位置或台站进行

自动化时，该业务应包括将位置或台站恢复为手动操作的选项，无论是在本地或远程。旧设备的自

动化通常需要一台单独的计算机，并且旧设备经常需要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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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 台站自动化 

现代DSP技术能够实现整个台站低成本的自动化。自动化台站包括： 

– 一小组复杂的测量设备模块，包括由一台计算机操作的数字接收机，通常被称为测量服务

器； 

– 操作人员工作站，通常被称为客户端，用于操作人员界面，其中包含使系统易于使用和易于

维护的计算机软件。 

该台站可以在本地操作，也可以从更方便的位置进行远程控制。测量站和控制站之间的连接可

以是无线电或地面的。从本质上说，该台站成为了一个由控制台管理的广域网的一个节点。 

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台站通常有图3.6-2中所示的结构。该台站包括天线、模块化的紧凑的测量服

务器，包括处理器、接收器和其他电子设备的高速总线单元，一个或多个低成本的商用工作站客户

端，和各种外围设备，包括打印机、电话和调制解调器。另一种但相关的台站结构包括独立的但高

度集成的单元，包括数字接收机、测向仪和处理器；在这种情况下，图3.6-2中包含具有各种模块的

开放式结构的高速总线的部分为替换成独立大单元，包括数字接收机、数字测向仪和一个处理器。

内置的自动测试设备（BITE）可以提供当前所有设备的状态，并可以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发出

警报。 

图3.6-2 

典型的现代综合无线电频谱监测台 

 

 

自动监测站的功能包括： 

– 监测，解调和解码； 

– 录音； 

– 技术测量和分析，包括频率和频率偏移，水平/场强，包括AM调制深度和FM频率偏差的调

制参数，带宽和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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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谱占用； 

– 测向； 

– 执照参数的自动实时比较； 

– 对异常或未知传输的自动警报生成。 

3.6.2.2.1 典型的自动台站操作模式 

自动监测台站通常有三种工作模式，用于执行这些任务： 

模式1：交互的或实时操作的。 

模式2：自动的或按计划的。 

模式3：背景。 

交互模式能够实现提供与如即时反馈，如监测接收机调谐，解调选择，泛显示选择之类的各种

功能的直接互动。交互式模式是必要的，即使是在自动化系统中，以实现必要时的操作人员干预，

这样设备可以由操作人员以及由自动化系统软件进行远程控制。交互功能通过客户端工作站上的

“虚拟控制面板”进行控制，使用如图3.6-3中所示的屏幕。合成全景和频谱显示在操作人员工作站

上创建，包括瀑布型显示（信号振幅随频率，时间变化的三维显示）和频谱图显示（信号频率随时

间变化的二维显示，信号振幅用颜色表示）。 

图3.6-3 

监测接收机的虚拟控制面板示例 

 Spectrum-3.6-03频谱-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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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向归位是交互操作的一个重要例子。测向可以被装置在移动单元上，因为单元是移动的。测

向结果显示相对于车辆前方的情况，如图3.6-4所示，使驾驶者能够决定朝哪个方向去靠近所需的信

号发射机。来自不同的位置的测向结果也被显示在一个地理地图上，以使系统能够对信号发射机进

行三角定位。高准确度GPS接收机不断更新移动单元的确切位置，一个电子罗盘测量车辆相对于北

的方位。 

自动或计划模式可以安排任务立即执行，或在未来指定的时间执行。在计划模式下执行的功

能，包括技术测量和分析，测向。可以指定测量参数，如测量和平均方法，和测量时间（或重复测

量情况下的时间），或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缺省值。操作人员可以使用含有周、天和一天中每个小

时内的多个时间间隔的日历屏幕来安排这些功能。客户端向服务器请求时间段来进行所需的测量。

时间段的分配方法使多个客户端能够连接到一台服务器上。为了处理在同一时间段中安排多次测量

的请求，服务器应支持“方便”的计划模式。当所请求的时间段已被预留，客户端请求的服务器时

间段被移动到下一个可用的时间段。服务器可以在指定的时间窗口内，通常是几分钟，寻找可用的

时间段。测量服务器执行所请求的测量，使用适当的计划和优先级算法来解决任何安排上的冲突，

并保留测量结果直至客户端提出请求。对于一些测量类型，服务器可以具有与这些请求的测量一道

记录信号音频的能力。 

图3.6-4 

测向归位显示和地理地图的例子 

 Spectrum-3.6-04频谱-3.6-04 

 



第3章      159 

背景模式用于执行如频谱占用和自动违规检测之类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在很长时间内收集数

据。占用的宽带扫描，或占用与测向相结合（被称为“测向扫描”），可以被指定，或系统可以安

排在特定频率或频率范围上执行自动扫描，并在检测到信号时，启动操作人员指定的活动，如测向

或技术测量。 

背景模式操作的优先级低于计划模式，因此特定的计划测量会中断背景模式来使用测量服务

器。 

在完成计划测量后，控制重新返回给任何进行中的背景模式测量。 

当客户端请求测量结果时，客户端可以看到以方便的格式显示的结果. 

大部分信息以占用直方图（见图3.6-5）、场强与频率的关系图、显示位置结果的地理地图（见

图3.6-4）和其他的图形显示的形式进行图形化显示，。 

图3.6-5 

占用直方图的例子 

 Spectrum-3.6-05频谱-3.6-05 

 

这些系统可以在许多频率上同时执行测向，并提供方位角与频率的关系图（见图3.6-6），可用

于拦截和处理现代数字调制；在同一方位上有来自许多不同频率的测向结果显示是存在跳频信号的

一个明显迹象。 

复杂的客户端/服务器系统可以设计得比具有单独或独立的如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之类的设备单

元的系统更容易使用。 

操作人员能够通过用鼠标指向和点击计算机屏幕上的任务图标和工具栏进行访问。这些系统可

以非常直观，易于学习。 

对于难以取得合格的操作人员的主管部门，简化监测系统的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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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6 

测向扫描显示结果的例子 

 Spectrum-3.6-06频谱-3.6-06 

 

3.6.2.2.2 自动宽带显示的例子 

基于DSP的现代测量服务器能够提供非常宽的瞬时带宽，根据ITU-R SM.1794建议书可高达 
20 MHz，同时具有高动态范围，所以该带宽内的强信号不会妨碍带宽中的弱信号的接收和处理。 

具有非常宽的瞬时带宽的自动系统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扫描频谱、自动调谐接收机和采集占用

数据，能够实现非常频繁的重新访问和刷新数据显示，使操作人员更好地了解无线电频谱。 

他们能够有效地采集和测量间歇性的、宽带和频率捷变信号，如使用窄带宽系统监测时该信号

可能显示为噪音。 

为了在需要较窄测量带宽时提供 高性能，可以自动选择较小的瞬时带宽而不是更宽的带宽，

来降低噪声并提高信噪比。 

操作人员可以查看一个非常宽的带宽全景显示，来提高他们定位干扰源并确定所监测的信号和

干扰种类的能力。 

典型的显示如图3.6-7所示。这种特殊的显示覆盖了超过50 MHz的频谱，在屏幕上部有一个全景

显示，下部是显示在过去的5秒中的信号活动的频谱图显示，信号根据其到达方向进行彩色编码。到

达方向的彩色编码显示可根据操作人员的命令变成信号强度的颜色编码显示。 

底部的显示提供了一个放大的全景显示和频谱图显示，操作人员只需点击一下显示屏上半部分

显示的频率区域来进行放大，系统会自动产生一个放大显示；在图例中，上半部显示的8.5 MHz部分

已被放大到填满可用于显示的水平区域。 

显示可连续实时更新，频谱图显示不断及时推进与来显示当前的信号活动及到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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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7 

非常宽的带宽测量的典型显示 

 Spectrum-3.6-07频谱-3.6-07 
 

图3.6-8中的显示给出了未经稳定化的发射机的信号。只有宽带接收机可以检测这种干扰相邻通

信信号的信号。窄带接收机要么是太慢而无法检测到信号，要么是太窄而无法看到这些信号波动。 

图3.6-8 

宽带接收机检测到的一个非常快的波动宽带信号的典型显示 

Spectrum-3.6-08频谱-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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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可以查看一个非常宽的带宽全景显示，来提高他们定位干扰源并确定所监测的信号和

干扰种类的能力。图3.6-9中给出这样的显示，显示了实时的瞬时的40 MHz带宽，而没有任何扫描。

宽瞬时带宽能够实现在几微秒内检测到持续时间非常短的信号。 

图3.6-9 

非常宽的带宽测量的典型显示 

Spectrum-3.6-09频谱-3.6-09 

 
DSP在为未来的监测系统增加功能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如果新的信号类型出现，需要特殊

的处理，或需要新的带宽，通过简单地改变监测系统的计算机软件，就可以将其加入到基于DSP的
系统中。 

3.6.2.2.3 测量结果分析的例子 

自动监测站可以有一个测得结果分析的操作模式。该模式可用于分析测量设备在各种条件下测

得的结果。分析可以在频谱管理中心进行。 

无线电质量的测量结果以图形方式显示，以测量值（场强，频率偏移，频率偏差，占用带宽）

随时间变化图，偏差分布图，或偏差累计分布图和频谱图的形式。图3.6-10中给出一个典型的频谱图

显示。虽然测量值随时间变化图对于短时间段上的分析是 有用，偏差分布图或偏差累计分布图可

用于较长时间段上的分析。 

带宽占用的测量结果可以显示在时间频率图；场强通过颜色来进行图形化显示。典型的显示如

图3.6-11所示。 

带信号频谱图的带宽占用直方图显示信号出现率、频谱占用率和场强。 

可以通过使用快速生成的频谱测定结果的各种功能来执行频谱分析。频谱频带与频率分布图相

比较，信号频率根据标记指示来显示。 

典型的显示如图3.6-12所示。测量和分析的结果被用于预测干扰的可能性和检测到达的无线电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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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0 

测量结果实时分析的典型图 

 Spectrum-3.6-10频谱-3.6-10 

 

3.6.2.2.4 带快速频谱扫描、瞬时测向和操作警报的实时操作 

在有些频段中，保持所有时间对无线电传输活动的实时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要求。这包括对合法

发射机的快速识别和定位，和对干扰的快速识别、定位和消除。需要这种保护的频段的例子是对于

搜索和救援行动至关重要的航空频段、水上频段和各种紧急通道。这种类型的频谱保护要求无线监

测系统能够实时操作，对所有活动信号进行频谱快速扫描和瞬时测向测量。当检测到任何紧急通道

上的信号活动时，系统需要能够向本地或远程的操作人员发出实时警报。 

将信号搜索，测向和监测功能集成到单个处理器中可以实现在对所有检测到的信号进行测向测

量的同时对频谱进行快速扫描。典型的系统每秒可以多达几十个水上移动和紧急通道重新访问至少

十次，并可以检测和测量短至10毫秒的信号。 

可对多达几十个通道同时测量测向结果，并在操作人员的显示器上实时呈现。选定通道的方位

线显示在一个大的数字地图和极坐标直方图上。如果两个或更多个监测站在网状结构（如第3.6.3段
中所讨论的）中操作，则系统不仅会在操作员的工作站上显示方位线，还会显示得到的相应发射器

的三角定位。 

该操作可由系统在无操作人员干预的情况下自动执行，和估计的位置将在发射开始后很短时间

内被显示在操作人员的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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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1 

带信号频谱图的频段占用直方图 

 Spectrum-3.6-11频谱-3.6-11 

 

 

图3.6-12 

频段与频率分布图比较 

 Spectrum-3.6-12频谱-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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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测向测量可能自动存储在操作员工作站的本地数据库中，并保留一段合理的时间，如48
小时。操作人员可以从其工作站计算机执行各种功能，包括： 

– 连续监测其指配的通道中的信号活动，方位线和定位点。 

– 冻结测向结果并创建一个发射机位置报告，该报告会自动存储在他的本地数据库中。 

– 审查和回放存储在其计算机上测向结果并定位点。 

– 审查存储在其计算机中的测向结果并创建信号活动列表。 

水上频段的快速频谱扫描和瞬时测向实时操作的一个例子如图3.6-13所示。可同时对多达29个通

道的方位线进行实时测量，并以数字形式显示在屏幕上（右上）。 

图3.6-13 

同时对多个通道测得的测向结果的实时更新（右上）； 
选定频道的方位线显示在地图上（左）和极坐标直方图（右下） 

Spectrum-3.6-13频谱-3.6-13 

 

选定频道的方位线将显示在地图上（左）和极坐标直方图上（右下）。在这个例子中，操作人

员选择通道21进行监测，因此这是在地图上和极坐标图上显示的方位线。操作人员可用的特殊功能

键被显示在屏幕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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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4演示了一个信号由一个以上的无线电台站测量的情况。在这个例子中，有两个无线电台

站。系统自动计算定位点并在地图上实时显示结果。 

该软件使操作人员能够定义几个“高优先级”通道。如果在任何高优先级的通道上检测到任何

信号活动，该软件会在屏幕上自动提醒操作人员，它在工作站上发出声音报警，还可以设定将消息

发送到一个外部的电子邮箱地址或手机号码。 

图3.6-14 

对由一个以上的台站测得的信号，定位点的实时自动计算和显示 

 Spectrum-3.6-14频谱-3.6-14 

 

3.6.2.2.5 自动测向归位的例子 

先进的监测自动化软件[Rembovsky et al., 2006]还提供了对在移动监测站连续获得的方位的统计

处理，以简化操作人员有关信号发射机搜索的活动。 

图3.6-15中显示了工作在感兴趣的信号上的设备控制软件的一个典型显示窗口。它包含振幅历史

图（位于图3.6-15的左上角）和方位历史图（位于中间）。这两个图具有共同的时间坐标。振幅历史

图的横坐标是方位信号的水平（dB），方位历史图的横坐标是方位的角度（度）。 

历史图表可以跟踪信号振幅和方位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窗口右上方的圆形分支同时表示

瞬时方位值和方位的方向分布密度曲线（方位直方图），其 大值对应 有可能的方位到来方向。

方位分布曲线的 大值的变化反映在方位历史图上。在强干扰的情况下，角度 大值指出测向器移

动的优选方向。 

图3.6-15中的振幅和方位历史图为实时归位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在这个例子中，信号振幅从

−50 dB（mV）逐渐增加至−30 dB（mV），图中起始的方位值确认在此期间（在图3.6-15中从

14:07:45至大约14:08:45），移动监测站向信号发射机靠近。然后（在图3.6-15中从14:08:45），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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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机位于车辆左侧，因为方位系统性地转移到左侧和信号振幅开始系统性地降低。用于定位信号

发射机，移动监测站应转动180°，返回并在台站右侧搜索发射机。 

图3.6-15 

归位模式中的程序窗口 

Spectrum-3.6-15频谱-3.6-15 

 

用振幅和方位历史图进行归位的优点包括增加可靠性，更短的搜索时间和减少由周围物体造成

的误差，因为移动监测站在连续移动中，通过连续获得的方位数据的统计处理来确定信号发射机

有可能的方向。 

3.6.2.2.6 电磁辐射源的自动站址搜索 

配备了能够提供测向信息（方位角和仰角）的高速相关/干涉测向系统的移动台站可用于定位发

射机，HF用户或医疗设备，以及其他无线电干扰源[Ashikhmin et al., 2003]；[Rembovsky et al., 
2006]。移动台站还应配备视频摄像机和定制软件。 

对于特定频率范围内的调查程序由三个步骤组成： 

第1步：原始数据帧的编译。 

第2步：帧的分析和确定要更深入研究的频率。 

第3步：对表中频率的分析和对源位置的精确确定。 

移动台站定位在调查站点附近的几个点上，其他几个点距离相对较远（见图3.6-16）。对于每个

位置，采集一个原始数据“帧”。 

数据如下： 

– 频谱和方位全景（频率、水平、方位角和仰角）； 

– 描述从台站位置看过去地站址的角度边界的站址数码相机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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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条件下，由于多径传播的影响和其他本地效应，方位分析要依赖于概率方法。在理想

情况下，应选择使该调查站点位于视距内的位置，移动台站附近应没有高层建筑或大型金属结构。

使用越多的从不同位置获得的帧，定位准确度就会越高。 

在第2步中，收集原始数据用来获得频率列表，并基于以下标准对其进行研究：对于两个或更多

的帧，一个频率上测得的方位角和仰角须在站点角度边界以内；远距离位置的信号水平要比近距离

位置弱得多。图3.6-17显示了在三个远距离位置帧和三个近距离位置帧的基础上获得频率列表的情况

下的软件屏幕。程序显示了在紧靠站点位置获得站点的数字图像。分析 终确定了存在于所有六个

帧中300.25 MHz上的发射信号，以及来自站点角度边界内部的到达角度。 有可能的发射机位置在

第一层（左边的建筑物的第四或第五个窗口）。 

在第3步中，在从附近位置上进行测向的基础上对频率列表进行分析。测向数据被叠加在站点的

实时视频图像上，由操作人员收听信号。为了增加可靠性，该台站可以定位在若干个位置上。 

 图3.6-16    图3.6-17 

对应于若干个“帧”的移动台站操作进程 在第2步后的分析模式屏幕视图 

                                Spectrum-3.6-16 Spectrum-3.6-17频谱-3.6-16 频谱-3.6-17 

 

3.6.2.2.7 VHF/UHF频谱监测站覆盖范围的可视化 

预测软件使得频谱监测站能够确定其覆盖范围，这一个特点对于移动台站特别有用。实践证明

[Bondarenko et al., 2008]频谱监测网络的规划和设计的方法[Kogan and Pavlyuk, 2004]和相关软件（见

《频谱管理计算机辅助技术手册》2005年版第5章“案例9”）可以成功用于VHF/UHF固定特别是移

动监测站覆盖范围在其操作过程中的自动可视化。此工具还可以确定固定和移动监测站在进行各种

监控功能中的互动条件，以提高台站的操作效率。 

图3.6-18中给出的例子对这些功能进行了说明。使用[Kogan and Pavlyuk, 2004]中提出的一组传入

参数来计算。 

图3.6-18a)显示了要研究的地区的地形。它包含一些高度差达120 m的山丘。让我们假设在城市

周围有三个测向不确定度为1o r.m.s.的固定监测/测向站（FS1，FS2和FS3）和一个测向不确定度为 
2o r.m.s.的移动台站（MOB），在第一种情况下 初位于远离固定台站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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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8 

覆盖区域可视化的例子 

 

图3.6-18b）和3.6-18c）给出了在移动台站1远离固定台站组时，所有台站的覆盖区域。图3.6-
18b）对应于移动台天线高度Ha = 2 m （安装汽车车顶上），图3.6-18c）对应于Ha = 10 m （架设天

线桅杆）。测向覆盖区域内的红线标示出提供三角定位的区域边界。 

图3.6-18b）和3.6-18c）还表明，该位置上移动台站可以与固定台站一起连接到本地联合监测网

络，在相关覆盖区域相交的地方执行监听功能时与它们进行交互。将天线桅杆升高10 m可以看到除

定位外所有监测功能的覆盖范围显著提高。 

图3.6-18d）显示了定位覆盖模板，其外边界对应于图3.6-18b）和3.6-18c）测向覆盖区域内的红

线。模板内不同颜色区域表示定位不确定性的渐变等级（km），如图右侧的颜色指数所示。移动台

站对模板没有影响。这里外面的红线对应图3.6-18b）和3.6-18c）中给出的联合测向覆盖区域的边

界。 

图3.6-18e)处理第二种情况，显示了当天线高度为2 m的移动台站位于一座非常接近固定台站组

的山丘顶部时，所有台站的覆盖范围。计算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架设天线桅杆到10 m的高度不会

对情况有显著的改善。 

在第二种情况下，固定和移动台站的测向覆盖区域相交，这意味着固定和移动台站可以使用三

角定位功能进行交互。图3.6-18f)对此进行了演示，显示模板在东南方向的延伸。更多的细节和解释

中可见[Bondarenko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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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描述展示了监测覆盖范围可视化工具在支持固定和尤其是移动监测站的日常业务方面

的巨大潜力。有了这样的工具，监测台站的操作人员就有了“眼睛”，可通过不同的监测功能，以

及移动台站与 近的固定台站在其执行任务进程中的交互，看到单个台站或结合成本地联合网络的

台站组的实际覆盖范围。如今，已经有可能快速确定一个移动台站通过部署高半固定天线可实现的

增益，通过这一点，如果一个特定站点上的增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可以确定不在这方面花费时

间。因此，操作人员第一次能够对他们正在处理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该技术还提供了在执行实际

任务之前调查移动监测站的未来路线并在路线上选择 佳观测点，以对任务进行优化并缩短其持续

时间的能力。 

3.6.3 计算机化监控网络 

3.6.3.1 简介 

如ITU-R SM.1537建议书所建议的，频谱监测站应通过计算机化网络连接在一起，并应联网到主

管部门的频谱管理系统。频谱管理和监测包括一系列管理和技术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很方便地在一

个网络化，集成化的系统框架中执行。 

频谱管理活动以执照或许可证的发放为 终结果。要执行这些管理任务，计算机数据库是必不

可少的。这个数据库，其中包括管理和技术数据，如指配频率、执照持有者、设备特性等，构成计

算机化自动频谱管理系统的核心。 

频谱监测能够通过监测站对根据授权或执照的规定使用的这些频率进行检查，并测量频谱占

用。 

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之间应保持密切合作，因此

频谱监测任务对于频谱管理非常有用。 

频谱管理和频谱监测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领域如下： 

– 频谱管理规定发射监测的频率正式列表； 

– 频谱管理提供对要扫描的频段和具体监测任务的一般性说明； 

– 频谱监测接收来自频谱管理的特定任务请求：例如，要监测的干扰的投诉，以解决该问题和

测量指配频率的占用情况； 

– 频谱监测能够测量技术参数和检查发射机的技术符合性，识别未发执照的或不符合规定的发

射机，和检测具体问题。 

频谱管理和计算机化频谱监测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优化操作，以提高操作效率和降低系统

成本。该系统是围绕一个与个人计算机的使用相关联的计算机数据库组织的。该数据库是所有功能

和相关应用的核心是：数据更新、列出清单、频率指配等，以及更新有关频率和发射器的技术参

数。 

3.6.3.2 综合的计算机化国家系统 

一个完整的综合计算机化国家频谱管理和监测系统依赖于一个或多个数据服务器和使整个系统

的工作站或客户端可以访问该数据库的网络。管理系统服务器包含一个主服务器和偶尔的一个或多

个用于从主数据库中提取的数据库和/或供某个应用或本地指挥中心专用的数据库的服务器。每个监

测站，无论是固定的或是移动的，有一个测量服务器和一个或多个工作站，如图3.6-2所示。每个台

站采用基于通过以太网LAN互连的服务器和工作站计算机的模块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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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台站在一个广域网上连接。这种完全综合的系统应提供从任何操作者位置到系统中任何可

用的服务器功能的快速访问。图3.6-1中所示的框图展示了这一系统属性。 

主服务器包含一个关系数据库，载有区域或全国性的网络的管理和技术数据，包含了国际电联

频谱管理计算机辅助技术（CAT）手册和ITU-R SM.1370建议书所建议的数据内容。该服务器通常是

基于结构化查询语言（SQL）的系统，使用户能够通过适当的访问权限来方便地查询数据库。现代

数据库提供了冗余的系统和数据与定期备份。采用了分布式计算机网络的数据库能够实现客户端/服
务器体系结构和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的实施： 

– 数据库服务器使数据管理集中化，从而有利于安全和保持高的整体性水平；它包含有关应

用、执照、站点、设备、清单、频率指配等数据；该数据库的部分可以有选择地复制到本地

或移动服务器用于特定应用； 

– 管理，监督和数据录入工作站是允许管理和技术参数被加载到数据库的个人计算机，管理和

监测人员用其来进行频率管理、技术监督等。 

数据库软件应提供来自现有数据库的电子数据输入，可以直接地或通过专门准备的数据转换程

序来实现。 

3.6.3.2.1 自动台站网络的操作 

在综合系统中，管理系统应通过广域网（WAN）提供到监测站的接口，以实现远程和本地的向

监测站布置任务和接受来自监测站的报告。监测站的任务包括根据ITU-R建议书进行系统性测量，如

频谱占用、信号参数和根据投诉对特定频率进行测向测量。接收到任务的台站的测量服务器（在第

3.6.2.2段中描述）自动执行所要求的测量。这些信息在文字、数字或图形化的报告中被提供给监督人

员。 

监测报告可包括覆盖地区或区域的测量结果和地理显示，包括： 

– 监测站的位置； 

– 已知发射机的位置； 

– 台站为定位发射机的测向方位结果。 

监测站可以是固定的或移动的，在计算机化的国家系统中同时有两种类型的系统是有用的。固

定台站适合在长时间段上监测信号，或者用于对天线空间要求很重要的，通常是通过天波的长距离

传播的HF。城区附近的固定台站也可用于在城区监测VHF/UHF。 

移动和可搬移台站适用于监测VHF/UHF/SHF（及HF地波），因为对于这些情况下的短距离传

播，测量系统通常必须被移动到感兴趣的区域。许多需要精确定位非法台站或干扰源的情况下，也

需要这种台站。 

3.6.3.2.2 系统资源的远程访问 

如以上第3.6.2.2段中所述，具有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综合网络化多任务处理系统通常允许在任

何台站的客户端访问任何或所有测量服务器的资源，包括那些与客户端在同一位置和在其他台站上

的资源。因此，任何特定的操作人员可以利用所有的多台站网络的资源，如果该操作人员具有适当

的授权来访问所有这些资源。 

监测站可以从频谱监测中心、频谱管理中心，指挥中心或位于本地台站本身的工作站对监测站

进行远程控制，监测结果可以返回报告给该工作站。这种远程控制满足了可能需要在中心位置工

作，而不是前往远距离的监测站点的频谱监测操作人员的需求，如果该台站不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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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操作员在站点上。重要的是要注意，操作人员仍然需要分析测得的数据，并在将任何数据输入

中央数据库之前对其进行验证。 

只有在客户端向远程服务器发送任务，然后客户端要求获取其任务的结果时，才需要用到台站

之间的通信链路；只要在发送任务时通信链路是可用的，如果任务发出后通信链路变得不可用了，

测量结果不会丢失，而是保存在测量服务器上直到有要求为止。 

3.6.3.2.3 自动违规检测 

综合频谱管理和监测系统可对来自监测系统的测量与来自管理系统的执照信息进行比较，以执

行自动违规检测 — 以确定在哪些频率上有那些不包括在执照数据库中的发射机，和确定不在其授权

参数内操作的发射机。自动违规检测使操作人员能够通过指定要搜索的频段的开始和停止频率来定

义一个监测范围，并指定搜索参数，包括搜索可能要进行的时间段。 

该系统应能在指定的频率范围内，在指定的时间上执行扫描。系统使用从扫描中获得的测量结

果，然后利用执照数据库中的信息来确定在测得的频谱中那些信号不在执照数据库中，从而自动提

供正在使用的但不在数据库中的频率的列表。该系统还应检查如带宽之类的其他信号参数，与已发

执照的中心频率调制偏差进行比对，并在发现违规行为时发出警报或报告。因此，报告基于默认标

准或操作人员已指定的标准，提醒操作人员意外的或不符合要求的信号，为操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

审查提供了基础。自动违规检测结果，包括未发执照的或不符合要求的发射机的信息，按照频率或

通道显示结果屏幕上。类似于图3.6-4的地理地图显示将显示已发执照的台站的位置，并指出未发执

照的或不符合要求的发射机的位置。 

为便于自动违规检测过程，并确保其即使在台站之间的通信不可用时也是是可操作的，每个客

户端，无论是固定或移动台站，应保持其自身的在其操作区域内已发执照的台站数据库。该数据库

应从管理系统数据库中获得。利用本地数据库，每个客户端可以继续操作和执行自动违规检测，即

使是在通信不可用时。 

3.6.3.2.4 从控制站对许多监测站进行操作的无线电监测传输协议的例子 

频谱管理和监测系统可能包括来自不同制造商的设备。 

为了实现这些设备的一个集成系统，理想的是有一个具有本地或远程用户的单一控制站对由这

些不同的制造商提供的远程固定和移动监测站进行操作。由于制造商一般认为他们的通信和控制协

议是其专有的，在这个例子中，控制中心建立了一个无线电监测传输协议（RMTP）。图3.6-19给出

了数据流的结构。 

图3.6-19 

监测网络结构 

 

控制中心可获取在线的各种远程台站的状态，打开窗口来控制他们的接收机和为远程台站设置

其他任务参数，要求技术测量和测向测量，在指定频段上使用指定带宽执行扫描，和执行其他典型

的监测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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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可以得到测量结果，在地理地图上显示测得的测向和定位信息，查看全景显示（如果

通信通道有足够的带宽来实时刷新全显示），查看频谱显示，瀑布型显示和其他频谱监测数据。该

控制中心可以将测量与执照数据库进行比较，以确定在哪些频率上有可能有未发执照的台站，找到

不在使用中的已发执照的频率。 

图3.6-20 

从三个监测站测得的频谱的例子 

Spectrum-3.6-20频谱-3.6-20 

 

虽然监测数据可能是在由不同制造商提供的设备上测得，数据都是使用RMTP从远程监测站获

取，并在控制中心的屏幕上显示，一个屏幕上 多可显示九个监测站。图3.6-20给出了控制中心屏幕

的一个例子，其中有来自三个不同的远程监测站的由来自不同制造商的接收机所产生的频谱显示。

在某些情况下频谱差异会很大，因为有些台站相距很远。屏幕左上角提供了一个所有在线台站的列

表，可供选择来从任务控制中心执行一些监测或测向任务，左下角可以进行参数的输入，包括起

始、停止和步频率，带宽，极化，解调等等。 

虽然这个例子是在一个国家内的监测站，相同的RMTP协议可用于多个国家的网络台站，以使它

们能够从一个或多个控制中心进行控制。这将使得不同国家的主管部门能够共享资源，例如使用在

其他国家的测向仪来帮助提高对未发执照的发射机的定位准确度。 

3.6.3.3 HF/VHF/UHF自动系统的例子 

对于本例子中的频谱监测，有一个由若干个远程台站通过标准通信网络连接到一个控制站而组

成的技术监测网络（见图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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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21 

HF/VHF/UHF计算机化系统的例子 

 
 

构成本系统的各种单元具有以下特点： 

a) 操作人员工作站负责开展本手册第2章中所述的无线电监测任务。 

b) 控制站负责系统的管理和监督，规划和分配资源，消息路由，故障模式管理和系统时间管

理。 

c) 远程站可能包括不同的监测设备，以确保本手册第2章中所述的部分或全部监测任务。 

可在不同频带上的建立四种类型的远程站： 

– 固定有人或无人值守站。 

– 可置于一个移动仓库里进行运输，并通过固定或无线数据链路连接到控制站。 

– 可在车辆上移动，并通过固定或无线数据链路连接到控制站。 

– 可置于一个盒子中随身携带，并通过固定或无线数据链路连接到控制站。 

所有台站都是完全自动化的，由操作员在控制中心进行监督。对于每个监测站，已开发了两种

不同的工作方式： 

– 首先，台站的在线控制，操作人员可以采取与本地台站类似的方式来使用远程台站。 

– 第二，远程站能够以预定或批处理模式进行操作，从而有可能加载一组参数在给定的时间段

内进行自动测量。 

HF/VHF/UHF远程站的一个例子如图3.6-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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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22 

HF/VHF/UHF远程站的例子 

 

3.6.4 自动化系统中的设备和软件报告 

现代频谱监测系统的报告由计算机软件生成。它们以测量为基础，但可以从频谱监测和频谱管

理数据库中可用的不同的数据记录中进行提取。应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报告，包括原始跟踪信息，

按照日期或频段的载波分析，通道占用和可用性统计，消息长度统计，通道功率统计，系统和报警

日志，和监测计划和进度报告。 

典型的计算机生成的报告如图3.6-23所示。该系统应能够根据操作人员要求，进行报告调整或定

制。 

报告应在任何结果屏幕上自动生成。操作人员指定其感兴趣的报告类型和要使用的测量数据；

操作人员启动“报告”功能来在其屏幕上自动生成文本报告。 

图形报告往往是检查数据的首选方法，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总结信息的数据视图，可以很容易

识别出趋势和异常。通过色彩运用，在单个图像中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 

现代系统应提供相同的自动报告功能，无论是在移动单元，固定台站或管理系统中。能够在位

于不同站点的数据基础上远程创建报告也是典型的系统软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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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23 

典型的计算机生成的占用报告的一部分 

 Spectrum-3.6-23

Max. 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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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52.2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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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No.: 433 Storage Interval: 15 secs
Operator ID: TRN1 Msb Length: 15 secs
Schedule Time: 05/02/2010 2:45:49 PM Threshold Method: Noise Riding 10 dB
Completion Time:
Site Location: S 23 24' 47.5" Band No.: 1

W142 01' 56.8" Bandwidth: 12.5 kHz
StartFreq: 152.112500 MHz
StopFreq: 152.450000 MHz NumChannels: 28

05/02/2010 3:15:50 PM Duration: Fixed: 30 mins

Channel: Frequency: Maximum occupancy (%): Average occupancy (%): Field strength
(dB( V/m))μ

Occupancy vs. Channel

0
0

48

40

53

37

100

0
0

100
90

13
20
20

23

26

0

0

0
0

6
9

8
6

0
0
1
4
4

0
2
0
3

100

71
91

占用与信道
 

任务号：                433                                                                                 存储间隔：           15秒 

运营商ID：            TRN1                                                                            Msb长度：             15秒 

计划时间：            05/02/2010 2:45:49 PM                                                阈值法：                噪声导引 10 dB 

完成时间：            05/02/2010 3:15:50 PM                                                持续时间：            固定：30分钟 

站点位置：            S 23 24’ 47.5”                                                               频段号：                1 

                                                 W 142 01’56.8”                                                              带宽：                    12.5 kHz 

起始频率：            152.112500 MHz 

终止频率：            152.450000 MHz                                                          信道数：                28 

 

信道：   频率：       大占比（%）：                                                     平均占比（%）：                                                                       场强 

                                                                                                                                                                                                                                 （dB(μV/ m)） 

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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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鼓励采用下面提到的所有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1050建议书 — 《监测服务的任务》。 

ITU-R SM.1370 建议书 — 《开发先进自动频谱管理系统的设计准则》。 

ITU-R SM.1537建议书 — 《频谱监测系统与自动频谱管理的自动化和集成》。 

ITU-R SM.1794建议书 — 《宽带瞬时带宽频谱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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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于测量的实际考虑事项 

4.1.1 测量的基本概念 

测量是给属性或现象指配数值的过程，通常其结果与采用的程序无关，然而测量过程的准确度

对于获得一个可靠的数值至关重要。 

测量过程应确定： 

– 要测量的属性或现象。 

– 操作的条件。 

– 使用的测量系统和参数。 

– 实施的技术操作的顺序。 

– 结果核算和不确定性。 

4.1.1.1 要测量的属性或现象 

在频谱监测的框架下，测量的基本目的是能够表征为E场或H场数值的电磁场，或者信号特性

（频率、幅度、相位、带宽等）。 

此外，从这些基本的测量，可以开展更为复杂的测量过程来描述诸如频谱占用率和覆盖范围测

量之类的系统或传输的质量和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是像时间、频率、电平等多个数据的组

合。 

4.1.1.2 操作条件 

应确定操作的条件，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测量的结果。操作条件依赖于环境，因此必须要知道

所有条件的细节以确保测量是可重复的。 

在实验室里进行测量（在电波暗室进行传导测量或者辐射测量）的优点是已知所有的参数，并

且运行条件可控。 

然而，频谱监测部门假设大多数任务的开展地点存在着由周围基础设施、天气以及测量设备的

限制（天线的尺寸、嵌入式设备）所产生的许多影响。 

应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限制外界的影响，应明确测量过程中的操作条件以确保可重复测

量。 

4.1.1.3 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包括用于实施测量的所有设备，测量系统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部分： 

传感器是将电场或磁场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设备。对于频谱监测而言，传感器通常是一个探针

或者一副天线。 

信号调节器用于调整传感器提供的信号以便更好地测量，它可能是滤波器、放大器/衰减器、耦

合器、合路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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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设备是处理信号并且显示或记录它以供利用的设备，例如，它可能是一台频谱分析仪或者

接收机。 

图4.1-1 

基本测量系统 

 

 频谱-4.1-01

 传感器 信号调节器 测量设备

 
 

在描述测量过程时，为了考虑测量结果中的所有参数（设备的类型、特性和不确定性），所有

与测量有关的设备都应予以明确。 

4.1.1.4 技术操作的顺序 

如何开展测量的一般描述如下： 

– 测量链建立的描述，包括所使用设备的标识。 

– 开展预备测量的描述（例如，为了确保在测量地点不存在强的、能够导致错误结果的发射体

的测量）。 

– 要使用的测量设备设置（例如，频段、分辨带宽（RBW）、范围等）。 

– 开展测量要完成的任务。 

– 结果的一致性（例如，通过与理论推算、不确定性计算等进行比较来检验结果）。 

4.1.1.5 结果推算和不确定性 

为了提供一个可靠的测量值，后处理是必需的以便考虑测量链的不确定性，从而评估 后结果

的不确定性。 

如果有必要， 后的步骤是指定结果的公布形式。 

4.1.2 测量环境 

测量环境可能因任务而不同。 

一方面，为了测量无线电设备，一些测量必须要在电波暗室里进行，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干扰

问题，测量要在现场进行。在这两种情况下，测量方法根本不同。 

4.1.2.1 实验室环境 

尽管执行常规任务不需要这样的环境，但数量不断增长的放射性可能需要这样的方法。 

相对于真实环境，实验室环境的主要好处是避免了任何不受控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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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在控制电磁环境不受其它外部辐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测试时，可以考虑下列两种情况： 

– 传导测量； 

– 在受控环境下的辐射测量。 

开展传导测量主要是在输出端测试来自信源的信号（就在天线之前）。 

然而，越来越多的系统被包装起来，可能无法获得被测设备的输出或者输入，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在传导模式下分析设备的辐射信号。 

对于辐射测量，可以使用屏蔽箱获得受控的电磁环境，一些测试需要在没有多径的情况下进

行，在这种情况下，适合的环境是电波暗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开展的活动有： 

– 系统之间兼容性测量（例如：在引入应与另外的系统共享频段或者使用相邻频率范围的新系

统之前的预先研究）； 

– 检验测量设备的技术条件（例如：天线增益）； 

– 在投入市场之前设备辐射发射的符合性（例如：带外发射、杂散发射等）。 

尽管如此，大部分的监测测量是在具有真实的电磁环境的现场进行的。 

4.1.2.2 原地测量 

频谱监测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检验发射的符合性（和声明对比）、确定干扰源、开展覆盖范围测

量或者服务质量测量。这样的测量必须在现场进行。 

这些任务通过固定监测站、移动站和移动测量设备得以完成，根据要开展的任务，移动解决方

案的优势是在选择测量地点方面的较大的灵活性，然而，固定监测站的优势是可以更多地了解测量

地点的频谱占用情况。 

即使环境不受控，也应考虑一些预防措施限制交互、开展测量。在要考虑的 常见的预防措施

中，可以强调以下措施： 

– 根据需要确保在远场； 

– 确保足够的去耦合高度以避免测量期间土壤的影响； 

– 尽可能选择障碍物（建筑物、树等）较少的地点以避免反射和其它多径效应； 

– 检查在测量地点附近不存在强的电磁场。 

4.1.3 测量原理 

4.1.3.1 时域和频域测量 

监测站接收到的信号可以采用时域、频域或者相位域来描述。 

这三种查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引入这三种域的好处是视角的变化。离开时域的

角度，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法往往能够在频域或相位域内变得十分清楚。在提出了各个域的概念以

后，我们将介绍可以获得的仪器设备的类型，讨论各类仪器的优缺点以便给读者提供每种方法优点

和缺点的正确评价，图4.1-2和4.1-3所示的是时域和频域内周期和非周期信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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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域表示特别适合于观测信道占用、干扰、谐波产物和杂散发射。此外，不同调制方式的特征

频谱显示有时能识别调制类型。时域表示有助于认识信号幅度的时间依赖性，有助于为正确地测量

信号幅度设置所需要的测量时间（例如：峰值检波器）。特别地，在调查数字系统的发射时，时域

有助于测量诸如猝发和空闲时间、占用时隙的数量和功率倾斜之类的时分复用参数。 

图4.1-2 

时域和频域内的一些周期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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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时域和频域内的一些非周期性信号 

 

频域表示特别适合于观测信道占用、干扰、谐波产物和杂散发射。此外，不同调制方式的特征

频谱显示有时会识别调制类型。时域表示有助于理解信号幅度的时间依赖性，有助于为正确地测量

信号幅度设置所需要的测量时间（例如：峰值检波器）。 

特别地，在调查数字系统的发射时，时域有助于测量诸如猝发和空闲时间、占用时隙的数量和

功率倾斜之类的时分复用参数。 

时域可能适合于检测和分析采用常规频谱分析仪不能检测到的短时猝发信号或者瞬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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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讨论是关于频率相对幅度以及时间相对幅度的，监测所关注的另外一个有用视图是光谱

图（见图4.1-4），例如，可用于评估频谱占用。这种表示是以频率相对时间为基础，在该视图中，

通过附加的色标，提供了幅度的数值。这样的表示对于捕获宽带发射或者跟踪频率偏移的发射或者

跳频发射是有用的。 

图4.1-4 

光谱图之例 

 

 频谱-4.1-04  

4.1.3.2 幅度和相位域（矢量）测量 

大多数数字无线电通信系统调制RF载波的相位（PSK、QSK等），或者相位和幅度一起调制

（QAM），然而，频域不能够显示相位的信息。为了找回相位信息，通常采用星座图来显示发射。

从原点到星座图中各个点的矢量长度代表信号的幅度，而正x轴与该矢量之间以逆时针方向测得的夹

角代表相位。信号的同相（“I”）分量显示在X轴上（实数），正交（“Q”）分量显示在Y轴上

（虚数）。矢量信号分析仪用于及时显示信号在某些指定点上的相位域（见图4.1-5）。 

其显示的重复频率必须要等于发送的符号速率，为了提供一个稳定的图像，该分析仪必须要与

该信号同步，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要知道信号的类型或者至少要知道符号速率。 

在简单的情况下，当调制方式和编码体制已知时，能够实时地进行分析。现代矢量分析仪则能

够显示二进制信号序列或者解码信息的字符。 

然而，在更加复杂的调制体制的情况下，以及接收时不知道调制体制或者编码的情况下，为了

获得发送的代码而进行后续处理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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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星座图中的QPSK信号（幅度-相位域） 

 

–21 dBm 

–21 dBm 

–1.5 
–4.1666667

1.50° r.m.s 
–81.11 MHz

–8.67% 
–4.83° 
–81.11 MHz

 

4.1.3.3 FFT分析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是将数据从时域变换到频域的一种算法。FFT技术的详细描述见第6.7
段。 

4.1.4 测量不确定性 

为了完整，每一个测量结果应附有不确定性的描述。对于每一类测量，测量不确定性应由监测

站决定，并且应在确认符合或违反管理限制的时候予以考虑，管理测量包括测量频率、信号电平和

占用带宽。在这些情况下，管理限制规定了频率偏移、有效辐射功率（e.r.p）和占用带宽的 大值。 

更多细节见关于不确定性计算的第6.9段。 

4.2 频率测量 

4.2.1 总则 

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IFM…）目前已在测量设备中得到了普及，这已经导致测量精度、

调整的简易性，进而是测量速度的大幅提升。关于频率测量可参考ITU-R SM.377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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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监测站开展的所有频率测量均为远程测量，该测量必须借助于接收机才能进行。为了

获得无可争议的结果，接收机应具有下列特性： 

– 高输入灵敏度； 

– 满意的镜像频率抑制； 

– 低交调和互调； 

– 适合的输入滤波器（预选器）以保护测量使用的频段免于干扰频率； 

– 一个外部的频率标准输入； 

– 内部振荡器的低相位噪声； 

– 人工的或远程控制的或自动的增益控制； 

– 可供附加测量的透明IF输出。 

接收机中合路器使用的内部载波必须来自一个频率标准。 

用于频率测量的外部或者内部的信号发生器应具有下列特性： 

– 其频率必须是由一个频率标准合成的； 

– 其内部频率标准对于频率本身及所有的频率阶跃的误差应小于10–7； 

– 小的步长应为1Hz或者更小； 

– 应有一个外部的频率标准输入，1、5或10 MHz； 

– 其内部频率标准应可能待机运行； 

– 其频率范围应覆盖要测量频率的范围； 

– 谐波应至少衰减30 dB； 

– 非谐波应至少衰减80 dB； 

– 低相位噪声（载波偏移10kHz处的相位噪声小于–100 dBc/Hz）； 

– 输出电压并联50Ω电阻应从1 mV到1 V变化。 

频率测量要考虑的影响量是： 

– 基准振荡器； 

– 测量程序； 

– 读数的分辨率（例如：限制的数字位数）； 

– 要测量信号的稳定性； 

– 与要测量的信号有关的测量时间。 

下面描述的测量程序或者或少是人工的方法，尽管此时它们已经部分地被自动化方法所取代，

但它们仍然重要： 

– 由于简单和低成本的测量装置； 

– 用于训练监测操作员； 

– 用于起初运行时的监测业务； 

– 必须要测量微弱的和/或者受到干扰的信号的情况，由于自动化的系统经常会在这些情况下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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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测量通常意味着一个未知频率和一个已知频率（参考频率）之间进行比较的过程。根据这

个比较的过程，以下频率测量方法在监测站被采用（为了便于参考，一些专设的缩写词仅在表4.2-1
中使用）： 

– 常规方法有： 

– 拍频（BF）法。 

– 偏移频率（OF）法。 

– 直接利萨如（DL）法。 

– 频率计数器（FC）法。 

– 鉴频器（FD）法。 

– 相位记录（PR）法。 

– 扫频式频谱分析仪（SSA）法。 

– 基于DSP的方法有： 

– 瞬时频率测量（IFM）法。 

– FFT方法。 

注1 —在国际监测站，DSP方法应更为可取。 

表4.2.-1显示的是随发射类型而变化的实用的频率测量方法。 

表4.2-1 

频率测量方法 

 

 BF OF DL FC FD PR SSA IFM FFT

连续载波（N0N） X X X X X X X X X 

莫尔斯电报（A1x） X X X  X  X X X 

莫尔斯电报（A2x；H2x ） X X X X X X X X X 

无线电报（F1B； F7B） X X X  X  X X X 

传真（F1C） X X X  X  X X X 

广播和无线电话（A3E） X X X X X X X X X 

广播和无线电话（H3E；R3E；B3E） X X X  X X X X X 

广播和无线电话（F3E）    X X  X X X 

无线电电话（J3E）       X  X 

数字广播（COFDM）       X  X 

模拟电视广播（C3F） X X X X X X X X X 

FDM无线电中继（F8E）    X   X X X 

脉冲雷达信号     X  X X X 

无绳电话系统（F1D，F2x，F3E，G3E）       X X X 

点对多点TDMA系统       X X X 

蜂窝电话系统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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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频率测量准确度的方法应满足下列条件： 

– 测量应在 佳的接收条件下进行，以免引入由衰落或干扰产生的新的变数。 

– 应尽可能地不让操作员知道被测量频率的准确数值，他可能会试图去纠正所获得的结果。 

– 为了使上述条件得到满足，应使用本地产生的已知频率，而不是已经传播的标准频率发射。 

– 该方法应产生测量方法的误差（不包括由标准产生的误差），不应产生部分误差。 
– 由于误差可能会因发射的不同类别而不同，必须要确定每类发射的误差。 

– 由于对于某一特定类别的发射，误差会随每次测量而变化，并且由于误差不可能小于测量设

备的分辨率，其结果可能要进行统计处理。 

– 对于特定类别的发射，获得的结果应指出误差或者所采用的方法，然而，不应包含由标准产

生的误差。 

– 在描述测量系统的准确度时（频率标准以及测量仪器和方法），应给出每一种相关因素的误

差，于是整个系统的 大误差将是频率标准产生的误差和测量方法产生误差的绝对值之和。 

与所有其它的测量一样，频率测量会存在误差，必须考虑以下方面： 

– 由测量方法产生的误差（∆fM /f）； 

– 由被测信号的调制产生的误差（∆fmod /f）； 

– 测量设备基准频率误差（∆fR/f）； 

– 由测量设备技术特性产生的误差，包括读数不准确（∆fA/f）； 

– 传输路径上的误差（见下面）（∆fT/f）。 

大误差∆f/f能由各个误差之和估算得到： 

  ( )ffffffffffff modAMRT ///// ∆+∆+∆+∆+∆±=∆  （4.2-1） 

在7波段（HF）以及极少地甚至在6（MF）、5（LF）和4（VLF）波段，频率测量的准确度不仅

受限于发射机调制类型的测量方法，而且受限于由传输路径引入的频率变化，当在7波段（HF）进行

测试时，晚上在超过1000km的传输路径上，输入频率和辐射频率之间会出现可达1012分之± 3 的偏

差。还存在频率的平均昼夜变化，当发射机和接收机都在日光区内时，可以预料频率差 小，在这

种情况下，频率漂移通常会小于108分之三。在5波段和4波段内也能发现发射频率的昼夜变化，假如

传输距离不超过数百公里，此时频率变化的数量级通常是109分之一，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限制

并不那么重要。 

4.2.2 国际监测站采用的 常见的常规频率测量法 

4.2.2.1 直接利萨如法 

这种测量方法被用于接收机的IF输出端，如果由晶体控制的频率合成器设置接收机振荡器的频

率，则IF距离标称值的偏移量等于接收机频率距离设定频率的偏移量。对于频率测量，接收机IF段的

输出被连接至Y放大器，晶体控制的频率（对IF标称值相对应）连接至X放大器（见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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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形成一个显示在屏幕上的椭圆，如果频率合成器有内插刻度，则有必要在椭圆稳定显示时

进行测量。 

图4.2-1 

直接利萨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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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频率计数器法 

除了晶体标准固有的不准确性以外，频率计数器的准确度限于 后数字计数± 1，为了正确地运

行，频率计数器在整个测量期间还需要一个规整的且足够高的输入电压。 

新技术发展水平是接收机的振荡器频率是合成的，源自一个内部的频率标准。因此，等于接

收机频率设置的输入频率将被转换为中频（IF）的标称值，因而经已使用的振荡器频率（或多个频

率）校正过频率指示的IF计数器将会显示输入的频率。 

考虑到频率计数器的积分特性，该方法非常适合于FM信号的测量，只要计数器的选通时间远远

大于 低调制频率的周期。 

4.2.2.3 扫频式频谱分析仪方法 

扫频调谐频谱分析仪方法通常在监测站被用于测量接收到信号的频率，一个输出频率源自内部

或者外部频率标准的合成振荡器，被用于调谐一个现代的频谱分析仪。 

至于一些数字调制，不同于绝大多数的模拟调制，很难在发射频谱中发现其特征频率（例如：

许多模拟调制情况下的载波），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由占用带宽的上界和下界计算中心频率（见

图4.2-2）。 

注1 — 关于占用带宽的测量见第4.5段。 

中心频率为： 

  fc = （fl + fu）/2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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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c: 频谱的中心频率 

 fl: 占用带宽的下界频率值 

 fu: 占用带宽的上界频率值。 

图4.2-2 

DVB-T信号的频谱 

 

 频谱-4.2-02

VBW 3.0 Hz

10 dB/

标记1646.19 MHz

标记2653.81 MHz

*衰减0 dB

参考电平20.0 dBm

增量标记
7.63MHz
.16 dB

中心频率650.00 MHz

*分辨带宽3.0 kHz

量程10.00 MHz
SWP2.8 sec

 
 
4.2.3 国际监测站采用的基于DSP的频率测量方法 

4.2.3.1 瞬时频率测量法 

由于数字技术给测量带来的好处，以及信号捕获和处理技术的进步，今后有可能在监测站取得

较高的准确度，同时保留可观的测量速度。 

特别地，通过使用数字测量接收机例如装备有数字信号处理的传感器，以及使用诸如瞬时频率

测量（IFM）之类的测量技术，准确度和速度性能指标均能得到保证，而且同时具有几个优点：测量

的高逼真度/可重复性，取平均功能、滤波、测量自动化等。 

4.2.3.1.1 原理 

IFM技术的原理之一是对捕获到信号进行自相关处理。在滤波之后，将操作的结果数字化，采用

DSP进行处理以确定信号的准确频率。 

基本原理可用下图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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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IFM技术的基本原理 

 

时域内的信号处理是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信号。 

然后信号本身和经过延迟的相同信号混合在一起，这会产生两个数学项： 

  ( ) ( ) ( )[ ]τω−ω+τω⎟
⎠
⎞

⎜
⎝
⎛= ..2coscos

2 000

2
0 ttAtSMixOUT  （4.2-3） 

第一项与频率和对信号施加的时延成正比，第二项是被低通滤波器抑制的信号的二次谐波。 

在数字化之后，能够由DSP根据以下关系式估算瞬时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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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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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的另一个原理可以被称作是信号相位分析。 

输入信号在I/Q通路被数字化、滤波和解调。 

对于每一个样本，信号的瞬时相位ϕ被认为是Arctg（Q/I），瞬时频率可由以下关系式导出： 

  
( ) ( )

s
n

nnf
πτ

−ϕ−ϕ=
2

1
 （4.2-5） 

τs是采样的持续时间。 

通过对计算得到的瞬时频率取平均，能计算出输入信号的中心频率。 

4.2.3.1.2 IFM技术的性能 

典型地，对于纯载波或者幅度调制信号的载波，有可能获得每一秒甚至小于1秒（200 ms）的测

量结果，同时保持数量级为1Hz甚至更高的准确度。 

这些测量时间适合于中心频率缓慢漂移的信号，也使得通过连续测量证实漂移特性成为可能。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使得以合理的成本开展具有高准确度和逼真度/可重复性的测量成为可能，假

设测量设备参考一个合适的频率标准，对于纯载波可以容易地达到数量级为10–10的准确度，现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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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去铷钟价格的几分之一获得GPS锁定的频率标准，因此固定的的和移动监测站现在均能在不过

度花费的情况下获得较高的准确度，GPS频率标准的使用还解决了测量的可追溯性以及频繁检查接

收机合成器精度的问题。 

因此，对于9 kHz以上到更高的UHF频率（3 GHz）的纯载波，现代监测站上频率测量的准确度

能够达到大约1 Hz。这项性能是适合的并且是必需的，只要检查ITU-R建议书中描述的 严格频率准

确度要求中的某一条，该建议书即高密度网络中模拟TV广播发射机的频率设置（ITU-R BT.655建议

书）。 

对随机调制信号频率测量的准确度取决于信号的统计数字和采样持续时间。通常，随机调制信

号的测量准确度要比纯正弦波低一个数量级（当锁定在10–10频率标准时，准确度为± 10 Hz），然

而，经验和仿真表明，对于《无线电规则》规定的各种业务类型，上面推荐的测量持续时间数值可

以确保频率测量准确度至少要比要求的发射机精度高出一个数量级，即便是对于随机调制的信号。 

为了获得监测站性能的可重复表示，应针对纯正弦信号进行校准和准确度检验。 

对于监测站上的频率测量，还应推荐一个 小的瞬时捕获带宽，这样能够将被测信号与测量滤

波器完全地匹配，实际上，测量应在这样的滤波器内进行，该滤波器应足够的宽以包含要测量的发

射，而且应足够窄以抑制来自邻近发射的影响。 

现代接收机包括大量的滤波器（典型地为10个或者更多），这些滤波器通常足以提供对常见信

号的良好滤波；然而，应仔细选择拥有足够的带宽可以容纳被监测信号的设备， 常见的被监测信

号之一是FM广播，FM广播应呈现出不超过± 75 kHz的频率偏移，要求监测站至少拥有大约 
± 200 kHz到± 300 kHz的瞬时捕获带宽。± 300 kHz的带宽适合于许多现代数字信号，包括GSM，但不

适合于诸如DAB、IS95或者一些高速的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系统之类的信号，例如使用3GHz以下频率

的乡村电话设备，对于这些系统，2MHz的带宽通常就足够了。考虑到更宽的带宽需要更加昂贵的数

字转换器和处理器，根据监测站的目标，建议用于测量的瞬时捕获带宽应达到： 

– 对于覆盖9kHz到3GHz的低级监测站，大约为± 200 kHz； 

– 对于覆盖9kHz到3GHz的高级监测站，大约为± 2 MHz。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更宽的瞬时带宽，例如± 8到± 10 MHz，特别是监测3 GHz以上频率或

者监测数字视频广播或者W/CDMA信号时。 

4.2.3.2 FFT方法 

FFT是一种将数字幅度相对时间记录转换为幅度相对频谱显示的有效方法，适合由微处理器实现

的方法。 

用于频率测量的FFT分析仪应具有以下特性： 

– 在使用接收机IF端的ZOOM FFT能力，或者接收机的高频分辨率； 

– 汉（汉明）窗口能力； 

– 一个外部频率标准输入，5或10 MHz； 

– 至少16比特的分辨率； 

– 其频率范围应覆盖要测量的接收机IF频率的范围； 

– 远程控制接口； 

– 为了测量有噪声的信号的频率，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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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FFT已在测量设备（接收机或者频谱分析仪）中普遍使用，为了获得更高的频率准确度，

测量设备可以在频率标准的驱动下，例如这可以通过嵌入在设备中的GPS接收机来实现。通过使用

具有汉明加权（窗口）功能的ZOOM-FFT可以获得极高的频率分辨率（第6.7段）。 

频率估算是由功率谱中被检测到的峰值周围的功率谱线计算正确的频率，这可能会提高基于FFT

的频率测量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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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的频算  （4.2-6） 

其中： 

 j: 所关注频率明显峰值的序列下标 

 f = Fs/N 

其中： 

 Fs: 采样频率， 

 N: 获得的时域信号的点数。 

范围j  3是合理的，因为它代表一个比通常采用的汉明窗口的主波瓣更宽的范围，这个计算能

够显著地减少测量时间。 

基于FFT的测量系统的优点是： 

– 非常高的频率分辨率和准确度； 

– 有可能测量公共信道信号的频率； 

– 适合窄分辨带宽的更高速度； 

– 与模拟接收机相比（采用可比拟的条件以及被分析的信号），接收机灵敏度和信号分辨率得

到了提高。 

在一个特定的设备中，可以实现以下附加的优点： 

– 容易调谐和调整到要监测的频段（通过计算机终端）； 

– 关于采用各种频段有较高的灵活性； 

– 频谱数据的数字存储； 

– 由减少机械部件的数量带来的高可靠性； 

– 由数字处理带来的所有系统设置的可重复性； 

– 有可能通过电话线将数据传送到频谱用户、集中式办公室等，用于进一步的评估和/或处

理。 

注1 — 在计算正确的频率时必须考虑在接收机IF输出端频谱的位置。 

关于FFT处理的更多细节见第6.7段：“快速傅里叶变换”。 

图4.2-2所示的是稳定信号的频率测量，甚至采用了非常小的频率间隔（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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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频率测量设备的相对于标准频率的晶体控制阶段 

所有的频率测量仪器都配备了晶体标准，无论可变振荡器的标度是通过在特定的频点与谐波比

较而进行校准，还是 后的频率源自于晶体标准，如采用频率合成器的情况。 

晶体控制阶段的输出频率取决于环境温度和工作电压。 

即使在预热期之后，晶体发生器也会呈现出输出频率的平稳变化。 

目前，这些频率变化的数量级在10–8到10–12之间。 

对于好的仪器，在连续数周的预热期之后，晶体频率的平稳变化在每天10–10到10–9之间。 

因此，仪器的晶体控制阶段必须频繁地与频率标准进行比较或者必须受标准频率发射的控制。 

定期比较的一个备选方案是将晶体永久地锁定到一个原子钟上，采用这种方式，将晶体振荡器

的短期稳定性和原子钟的长期稳定性结合起来。 

在高测量精度的仪器中，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至少是内部晶体振荡器的恒温器应不间断地工

作，以避免讨厌的预热效应和老化率的不连续。 

图4.2-4 

MF广播信道的FFT频谱 
（量程：12.5Hz；分辨率：400行） 

 

频谱-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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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汉明加权基于FFT监测系统的频率测量结果（400行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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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在所有的情况下均鼓励使用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377 建议书 — 国际监测站的频率测量精度。 

ITU-R BT.655建议书 — 受不必要的模拟视频信号和其相关声音信号干扰的AM残留边带电视系统的

射频保护比 

ITU-R TF.768建议书 — 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 

4.3 RF电平的测量 

4.3.1 引言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监测站需要了解RF发射的场强或者功率通量密度（pdf），唯一能直接测

量的参数是RF电平，采用接收机输入电压或者输入功率来测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电平测量的

结果计算场强。 

连续发射的RF电平测量能够采用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然而，某些考虑事项适用于被测信

号已经过调制的情况，此外，数字调制信号经常采用时分多址（TDMA）和/或时分复用（TDD），

终的发射是脉冲式的，这使得RF电平的测量更为复杂。第4.3段描述了当测量连续脉冲式信号的RF
电平时，监测业务所使用的方法和设备。 

4.3.2 测量检波器 

测量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通常能够使用不同的测量检波器解释或者加权RF电平。当RF信号的瞬

间幅度连续变化时，检波器用一定的时间检查（测量时间）瞬间RF幅度，显示一个单值作为结果，

下列是 重要的检波器： 

– 峰值检波器（PK） 

 峰值检波器在测量时间内所有的瞬间RF幅度中选择 高的，去掉所有其余的。 

– 均方根检波器（RMS） 

 RMS检波器由所有瞬间RF电平计算平均功率，这等效于RF信号的热功率。 

– 平均值检波器（AV） 

 AV检波器由所有瞬间RF电平计算平均的输入电压。 

http://www.agilent.com/
http://www.agil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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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峰值检波器（QP） 

 检波器以适合脉冲信号的指定上升和下降时间将所有瞬间RF电平作为一个加权网络结合在

一起，其特性的定义见CISPR-16。 

– 采样检波器（SA） 

 这通常是频谱分析仪中的标准检波器，对于扫频式频谱分析仪，每个频率的测量时间是从一

个显示点扫描到下一个点所必需的时间（扫描时间/x轴上的显示点数）。在这个时间段期间

所有可以获得的瞬间电平中，只选择第一个，去掉所有其余的。 

重要的是了解到峰值和RMS检波器指示的是有效的RF电平，这意味着峰值检波器的读数将显示

拥有与被测信号相同峰值电平的正弦信号的均方根值，即 2/U 。 

图4.3-1所示的是当测量一个100%AM调制的RF信号时，不同检波器的指示电平的例子。 

图4.3-1 

测量100％AM调制信号时指示的RF电平 

频谱-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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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电平定义 

许多模拟的和数字的调制例如AM、ASK、PSK、QAM和OFDM会改变RF信号的幅度，因此，

当测量这些信号时，需要考虑应测量的电平的类型，下列电平很重要： 

– 峰值电平： 

 这是 大的发射电平，当该信号被认为是干扰时此电平很重要，因为通常峰值电平决定干扰

的程度。测量峰值电平可采用峰值检波器和 大保存功能（在使用频谱分析仪的情况下），

测量程序对于所有信号均相同，无论它们是脉冲式的还是连续的。 

– RMS电平： 

 这是平均的发射功率，它规定了信号中包含的能量，因而决定着接收机是否能够译码，这是

对于连续信号 重要的电平。除非另有规定，RMS电平总是很重要，它还是连续信号的网络

规划、协调、兼容性研究和准入的参考电平，RMS电平通常等于所谓的信道功率，采用

RMS检波器和长积分时间进行测量。 

– 平均猝发电平： 

 当信号为脉冲时（例如来自TDMA系统），这是一个猝发脉冲期间的平均功率（RMS）。采

用长积分时间的RMS测量通常对猝发脉冲和间歇取平均，产生依赖于定时的结果。然而，对

于脉冲数字信号， 重要的电平是去除了间歇、只在猝发脉冲期间测得的RMS电平。除非另

有规定，如果信号为脉冲，平均猝发电平是有意义的，它还是脉冲信号的网络规划、协调、

兼容性研究和准入的参考电平，采用RMS检波器和比猝发脉冲短（或相等）的积分时间进行

测量，测量必须要与信号脉冲时间同步。 

– 准峰值电平： 

 这个电平专用于描述无用信号的干扰效应，无论它们是脉冲的还是连续的。电气装置的 大

QP电平的定义见相关的标准。由于检波器规定的加权特性，脉冲信号的QP电平取决于脉冲

期间的峰值电平、脉冲长度及其重复频率，采用预先规定的带宽（根据频率范围，为 
200 Hz、9 kHz或者120 kHz）和积分时间进行测量。当使用QP检波器时，现代测量接收机通

常会自动地设置这两个参数。 

4.3.4 调制的影响 

某些调制会改变信号的幅度，而有些调制则不会。这个事实对于测量信号电平的方式有较大的

影响。 

对于没有调制的信号和采用等幅调制的连续信号，例如FM、MSK和FSK，所有的检波器都会显

示相同的读数，在这种情况下，峰值、RMS、AV和QP的电平相等。 

如果调制改变了RF的幅度，例如AM、SSB、ASK、PSK、QAM和OFDM，所有检波器都会显示

不同的读数。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选择测量检波器、设备和方法时，仔细地考虑需要的电平。 

适合改变幅度系统的平均猝发测量需要时间同步的测量，以确保间歇被去除，这个功能在频谱

分析仪或者测量接收机中不一定能够获得。 

然而，很容易确定调制是否会改变幅度，使用零档位模式的频谱分析仪（分辨带宽≥信号带

宽），在清除写入模式下捕获一定的时间间隔（对于脉冲信号：至少一个猝发脉冲）。如果幅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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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保持不变，则调制为FM、FSK或者MSK，否则，幅度是经过调制的（AM、SSB、ASK、PSK、

QAM、OFDM）。 

图4.3-2所示的是时域中GSM/EDGE信号的一个例子（零档位），第一个时隙（猝发脉冲）是采

用GMSK调制（等幅）的一个标准GSM脉冲；第二个时隙是采用8-PSK调制改变了幅度的EDGE猝发

脉冲。 

图4.3-2 

有幅度调制和没有幅度调制的脉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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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必要的测量带宽 

为了直接测量已调制信号的电平，测量带宽必须至少和信号占用带宽一样宽。根据设备的类

型，测量带宽可被称作： 

– IF带宽（采用常规测量接收机的情况下）。 

– 分辨带宽（RBW，采用频谱分析仪的情况下）。 

– 捕获带宽（采用FFT分析仪的情况下）。 

因此，在测量已调制信号电平之前，必须要知道占用的带宽。设备的 大有效测量带宽限制了

能够测量的 宽信号。一个例外是已用信道内连续信号的RMS电平，大多数现代频谱分析仪能够使

用较小的分辨带宽、结合整个宽频率范围内的频谱电平（信道功率模式）测量该电平。 

表4.3-1所示的是某些公共无线电系统的必要测量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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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必要的测量带宽 

系统 必要的 

测量带宽 

备注 

AM双边带 9 或10 kHz 窄带（话音）传输 

AM单边带 2.4 kHz 窄带（话音）传输 

FM窄带，信道间隔为： 
  12.5 kHz 
  20 或 25 kHz 

 
7.5 kHz 
12 kHz 

 

FM声音广播 120 kHz 大占用带宽为180 kHz，但几乎所有的能量都位于120 kHz以内。 

T-DAB，T-DMB 1.5 MHz  

模拟TV 120 kHz 虽然占用的带宽较宽，但几乎所有的能量在图像载波上，因而带宽为

120 kHz就足够了。 

TV数字地面TV 6、 7 或8 MHz 等于所使用的信道带宽 

TETRA 30 kHz  

GSM 300 kHz 虽然公共信道间隔为200 kHz，但GMS信号占用的带宽要更宽一些。 

UMTS 4 MHz  

WiMAX，LTE 3、5、10 或 
20 MHz 

根据系统配置（等于 大的发射带宽） 

4.3.6 采用测量接收机的测量程序 

测量接收机通常能够测量信号的峰值、RMS、AV和QP电平。采用正确的测量带宽（见第4.3.5
段）、相应的检波器以及长的积分时间（测量时间）就能直接测量全部四个电平。 

当信号为脉冲时，RMS读数只提供“长期的”平均功率，此时对脉冲和间歇都取平均。当信号

采取FSK或者MSK调制时，峰值读数也是平均的猝发脉冲电平。对于其它调制，只要脉冲/间歇比在

整个测量时间保持不变，则能够由长期RMS读数计算平均猝发电平： 

  Pav-burst = PRMS + 10*log（T/τ） （4.3-1） 

其中： 

 Pav-burst: 平均猝发电平（dBm） 

 PRMS: 以 dBm 计的接收机长期的 RMS 读数 

 T: 猝发脉冲周期（s） 

 τ: 猝发脉冲长度 s） 

如果T和τ未知，则可使用零档位模式的任何标准的频谱分析仪或者连接到测量接收机中频的示

波器来测量它们。 

4.3.7 采用扫频式频谱分析仪的测量程序 

采用分析仪显示信号实际频谱的 佳RBW大约是量程/扫描点，然而，这个设置不能用于直接测

量已调制信号的任何一种电平。对于电平测量，RBW必须至少和信号带宽一样宽， 终的显示将不

会显示真实的频谱，但能够通过设置在显示迹线 高点的标记读出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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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频域或时域内的峰值检波器和 大保存功能可以测量脉冲和连续发射的峰值电平（在两种

情况下：RBW≥信号带宽）。 

可以采用RMS检波器、清除写入功能（不是 大保存）和长扫描时间测量连续信号的RMS电
平。如果不能获得真正的RMS检波器，也可以使用采样检波器连同线性扫描取平均。 

对于RMS电平，现代的频谱分析仪具有一种测量确定频率边界内功率的内部功能，此功能通常

被称作信道功率测量，它采用小的RBW记录瞬时的频谱（清除写入功能），累计整个所要求的频率

范围内的频谱功率。虽然这项功能对于连续信号十分有效，即使附近的频率被占用，但对于脉冲信

号会失效，这是因为分析仪扫描整个信道所需要的时间大于脉冲的长度。因此，已记录的电平在每

个间歇期间会下降到噪声基底，从而产生一个错误的频谱，进而是错误的功率累计。该测量需要

RMS或者采样检波器，不能使用 大保存功能。 

采用频谱分析仪测量平均猝发电平的 好方式是在时域内，此外，如果信号采用等幅的FM、

FSK或MSK调制，则平均猝发电平等于峰值电平，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测量，然而对于其它调制，我

们需要让测量与信号同步以确保测量只在猝发脉冲期间有效，这项功能可以被称作“时域功率测

量”。在零档位采用RBW≥信号带宽和RMS或者采样检波器，至少捕获一个猝发脉冲的信号。然

后，测量功能计算整个猝发脉冲的RMS电平，这可以通过调整扫描时间使猝发脉冲填充整个屏幕来

实现，或者如果该分析仪提供了可能性，则可通过设置标识计算起点和终点的时间限制来实现。 

图4.3-3所示的是TETRA信号的时域功率测量，由于使用了RMS检波器，迹线的每个像素已经是

一个瞬时RMS电平。只有在时间线T1和T2之间的那些像素会被累计，产生-39.72 dBm的指示平均猝

发功率。 

图4.3-3 

平均猝发脉冲电平的时域功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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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采用FFT分析仪的测量 

现代FFT或者实时分析仪通常捕获信号的带宽总是要宽于信号的带宽，并使用FFT算法计算频谱

和总电平。使用者在捕获时间、带宽和分析长度上有很大的灵活性。缺省地，指示电平是与RMS电
平相对应的捕获时间内的平均功率。 

可以通过选择可能 短的捕获时间，并使用涉及多个连续FFT的 大保存跟踪功能来测量峰值电

平。 

加上有可能在猝发脉冲开始时触发捕获，可变化的捕获时间使得同步设备成为可能，这样就能

够去除间歇、只分析猝发脉冲。不同于扫频式频谱分析仪，其 小扫描时间由RBW滤波器决定，

FFT分析仪能够显示信号的真正频谱，即使只能够获得极短的瞬态图。必需的捕获时间通常要比数字

调制信号的猝发脉冲长度短得多，因此，FFT分析仪也能使用触发的信道功率测量功能测量频域中的

平均猝发电平。 

图4.3-4所示的是来自采用COFDM调制的802.11g WLAN路由器的一个猝发脉冲，左手窗口（时

间纵览）显示整个捕捉或捕获的信号幅度对比时间，上面的蓝线表示分析信号的时间（50 µs），该

时间只是整个捕获时间的一部分。 

分析时间已经置于捕获时间窗口中，这样只有猝发脉冲会被分析。图4.3-4的右边显示的是频域

内的信道功率测量。 

图4.3-4 

采用FFT分析仪的频域内平均猝发脉冲测量 

 

频谱-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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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适合FFT分析仪，因为实际测量只在分析时间（＝猝发脉冲时间）期间进行，因此，指示

的信道功率（–25.5 dBm）实际上是平均猝发功率。 

应注意到一些现代的宽带监测接收机也能完成FFT分析仪的功能，这类设备同样适合于本节中描

述的测量。 

4.3.9 针对宽带信号的校正 

特别地，有时数字信号的带宽要比设备可获得的 大测量带宽要宽，如果信号的RF能量均匀地

分布在整个带宽上，像在OFDM系统中一样，采用更小的测量带宽并用下列公式校正其结果也能测

量所有的电平： 

  P = Pm + 10*log(信号带宽/RBW) （4.3-2） 

其中： 

 P: 以 dBm 计的总的信号电平 

 Pm: 以更小 RBM 测得的电平 

如果强信号在附近频率上出现并且将会影响结果，该方法同样有用。 

然而，它只适用于OFMD调制的信号和–以通常小于1 dB的确定误差—采用余弦或根升余弦

（RRC）滤波的单载波数字信号，不能用于采用高斯滤波的数字信号。 

图4.3-5所示的是典型的数字信号频谱。 

模拟调制信号可能拥有各种各样的频谱形状，然而采用窄带宽并校正到信号带宽进行测量通常

是不可能的。 

 

图4.3-5 

典型的数字信号频谱 

 

频谱-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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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遇到的典型问题 

4.3.10.1 附近频率上的干扰信号 

采用测量接收机的电平测量或者用扫频式频谱分析仪的直接测量只有在附近频率上的信号被充

分抑制的情况下才能提供准确的结果。在典型的监测情况下，这通常不是事实。由于测量带宽必须

至少和信号带宽一样宽，测量滤波器通常具有高斯形状，它也会从相邻信道捕获大量的能量，如果

相邻信道上的信号强于有效信号，直接电平测量也许是不可能的。 

克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故意采用窄的测量带宽以及使用公式（4.3-2）校正到信号带宽进行

测量，但这只对能量均匀分布在整个频谱的信号（OFDM和采用余弦或RRC滤波的宽带信号）有

用。 

另外一个在有邻近信号的情况下的有效方法是在大多数频谱分析仪中实现的信道功率功能，但

这只能用于RMS电平并限于连续信号。 

只有FFT分析仪能在任何情况下测量所有的电平，包括平均猝发电平，该设备独立于信号调制类

型工作，几乎与信号带宽无关，还能在附近频率上存在强信号的情况下工作。 

4.3.10.2 低信噪比 

为了产生准确的结果，每一个讨论的测量方法都需要足够高的（S/N），然而，某些监测任务还

要求对非常弱且接近于系统噪声的信号进行电平测量，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特定条件下针对系统

噪声的校正，该校正取决于S/N、检波器、测量滤波器的形状以及有时甚至是有用信号的调制方式。 

图4.3-6所示的是当测量滤波器具有高斯特性曲线时，连续信号的峰值、RMS和AV电平所必需的

校正。 

图4.3-6中AV和峰值检波器的数值只适用于具有恒定RF幅度的有用信号（未经调制的载波，

FM、FSK、（G）MSK），对于幅度调制的信号，AV和峰值检波器数值的校正取决于实际的信号

（例如，调制的类型、编码），不能被一般化。 

对于平均猝发电平，RMS校正适用。 

脉冲信号的长期RMS或者AV电平不能得到校正，因为所需的校正值还取决于脉冲长度和脉冲重

复频率，相同情况也适合于QP电平。 

图4.3-6中的校正值必须加到测得的信号电平上，由于校正值是负的，实际的信号电平要低于测

得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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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 

在低S/N比下测得的指示电平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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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概括了 小（S+N/N）条件，在该条件下可以无需校正地、以优于1 dB的测量准确度进行

电平测量。 

表4.3-2 

测量准确度为1 dB时的 小（S+N/N） 

 准确度为1 dB时的 小（S+N/N） 

调制 
平均值 
（dB） 

均方根值 
（dB） 

峰值 
（dB） 

未调制的载波（N0N） 6 8 18 

等幅（FM、FSK、MSK） 6 8 18 

幅度调制（AM、ASK、PSK、

QAM、OFDM） 6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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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测量接收机的校准 

如果使用的接收设备不能提供内部校准，则可以采用在整个所要求的频率范围内可调谐的连续

载波标准信号发生器，已知稳定输出特性且输出阻抗等于将要使用的接收机输入阻抗的脉冲发生器

或者随机噪声发生器，来进行增益校准，连续载波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可以使用射频功率计校

准，为了使输出功率适应所要求的接收机电平，建议使用已校准的衰减器。校准通常不是单一测量

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测量的结果，原因是要校准的仪器的特性通常会随着频率和信号电平变化。由

于屏蔽较差，通过电源电路电缆、机壳屏蔽不连续点等，杂散干扰拾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降低读

数的准确度。 

在现代的自动化设备中，校准源通常嵌入在测量接收机/分析仪中，并提供了自动化程序，该程

序可以针对全部的接收机带宽和检波器功能，在其整个频率和电平范围内校准测量接收机。在这些

情况下，建议对嵌入式校准基准实行定期检验，例如每两年一次。为了早期检测硬件错误，现代的

微处理器控制的设备还采用了内置的自检功能，从而避免错误数据的长期汇集。 

4.3.12 测量误差 

可获得的准确度包括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精心设计的同步检波器的幅度响应不会包含任何系

统误差。 

模拟选频电平表和频谱分析仪可能会存在由选择性曲线的形状、扫描速度和检波器响应产生的

系统误差。实际的误差将依赖于特殊的设计和使用方法。 

FFT信号分析仪具有固有的但是可以预测的、由有限采样间隔时间产生的幅度误差，误差的大小

取决于数字信道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之比，以及设备使用的实际加权因子。在 坏的情况下，当使

用汉明加权时，FFT处理的幅度幅度误差不会超过1.5 dB [1977年，兰德尔]。这个系统误差能够容易

地在信号处理期间通过软件程序得到补偿。 

应注意到当信号分析仪扫描接收机的通带时，由于接收机被调谐至一个固定的频率，接收机IF
通带响应的任何波动将会是误差的来源。 

 

参考资料 

RANDALL, R. B.[1977] Application of B&K Equipment to Frequency Analysis. Brüel & Kjaer, 17-089. 

 

4.4 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 

4.4.1 总则 

引言 

在很多情况下，监测业务必须要确定发射的强度或者功率通量密度。这些参数一般可以由第4.3
段中描述的RF电平测量计算得到，确定场强或者功率通量密度的程序以RF电平测量的程序和结果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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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使用的术语“场强的测量”和“功率通量密度（pdf）的测量”计划用于四类通常的测

量： 

– 采用便携式或移设备进行的测量，以获得一个或多个位置上的相对瞬时或者短期的数据； 

– 采用移动设备进行的测量，以获得移动无线电场内覆盖范围的统计参数； 

– 固定位置上的短期测量，通常支持其它的监测工作； 

– 包括场强记录和图表记录分析的长期测量，使用计算机分别存储和分析测得的数据。 

测量的目的 

测量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通常出于一个或多个目的，包括： 

– 对于给定的业务，确定无线电信号强度的适合性和发射源（例如：发射机）的效率； 

– 确定一个给定的有意无线电发射的干扰效应（电磁兼容性）； 

– 确定来自辐射电磁能量的设备的任意波形无意发射的信号强度和干扰效应，并评估抑制措施

的有效性； 

– 测量传播现象，用于传播模型的开发和检验； 

– 确保符合相关的《无线电规则》； 

– 评估电磁场对人体的照射。 

采用预测方法和计算机模型，可以获得特定接收地点的近似场强，然而，重要的是记住存在许

多未知因素迫使和/或论证了现场测量。在现实条件下，无线电波传播会显示具有双重的随机空间和

时间依赖性的确定行为。 

测量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时应考虑的影响量应为： 

– 接收机读数； 

– 天线和接收机之间连接的衰减； 

– 天线因子； 

– 接收机正弦波电压准确度； 

– 接收机相对于占用带宽的选择性； 

– 接收机噪声基底； 

– 天线端口和接收机之间的失配效应； 

– 天线因子频率插值； 

– 随地面以上高度和其它互耦合效应而变化的天线因子； 

– 天线方向性； 

– 天线交叉极化响应； 

– 天线平衡； 

– 障碍物产生的遮蔽和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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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场强和功率通量密度测量的本节协调了测量程序，以便主管部门之间能够交换场强和功率

通量密度数据。 

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场强或者功率通量密度测量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其它的信号质量测量来补

充，例如FM发射传播中调频到调幅的转换，由多径传输产生的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的误码率和信道脉

冲响应（CIR）。 

4.4.1.1 测量的量和单位 

4.4.1.1.1 测量条件 

发射天线周围地区通常被分成三个区域： 

1. 反应近场区。 

2. 辐射近场区（菲涅耳）。 

3. 远场区（夫琅和费）。 

反应近场区的定义为“直接围绕天线的那一部分近场区，其中主要是反应场”。 

辐射近场区的定义为“在反应近场区和远场区之间的天线场区，其中主要是辐射场，视场分布

依赖于到天线的距离”。 

远场区的定义为“视场分布基本上与到天线的距离无关的天线场区”。 

厂商提供的天线参数在该区域内是有效的，E与H之比等于377 Ω。 

图4.4.-1所示的是如何定义各区的界限。 

图4.4-1 

场区的定义 

 频谱-4.4-01
 

   

 

辐射近场区

 

D

反应近场区 远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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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提供了一些确定各区之间边界的数值。 

表4.4-1 

场区的定义 

4.4.1.1.2  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通常使用的场强的计量单位是（V/m）及其十进制的几分之一。 

这个单位严格来说只适用于电场分量（E），但通常也通过与传播阻抗的关系用于表示磁场强度

或者辐射场磁分量的测量，通常在自由空间（377 Ω）的情况下，远场中磁场（H）（A/m）由下式

给出： 

  
Ω

=
377

EH  （4.4-1） 

对于自由空间中的辐射或者远场，两个场中的能量是相等的（近场和远场的定义见克劳斯

[1950]），所选择天线的类型应适用于特定的相关信号。如果被测量的发射的带宽比场强设备的带宽

要宽，则必须要考虑场强计的有限带宽影响被截取信号实际场强读数的程度。 

采用已知天线因子的天线进行场强测量，接收天线的电天线因子Ke是平面波的电场强度E除以天

线在其标称负载阻抗（通常为50 Ω）下的输出电压Vo。 

  Ke= E/Vo （4.4-2） 

相应地，环形天线的磁天线因子Ke是平面波的磁场强度H除以天线在其标称负载阻抗（通常为

50 Ω）下的输出电压Vo。 

  Kh= H/Vo （4.4-3） 

远场和自由空间中电天线因子和磁天线因子之间的关系式为： 

  Ke= 120π⋅Kh或Ke = Kh + 51.5 dB            dB/(m) （4.4-4）, （4.4-4bis） 

常常会给出相对于全向天线的天线增益G，而不是天线因子。全向增益G和天线因子Ke之间的关

系可由下式导出： 

  
G

f
GR

Z
G

K
N

e
81.30

/MHz73.941 0 =
λ

=
π

⋅
λ

=  （4.4-5） 

区域 反应近场区 辐射近场区 远场区 

区域边缘，从天线算

起，其中： 
λ: 波长 
D: 天线的 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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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0 = 377 Ω和 RN = 50 Ω。 

由于通常用以dB(µV)和dB(µV/m)计的电平来测量电压和场强值，天线因子也采用它们的对数形

式： 

其中： 

  Ke= 20 log Ke和G= 10 log G 

以dB/(m)计的天线因子ke采用下式计算： 

  Ke = –29.77 dB – g + 20 log (f/MHz) （4.4-6） 
 

因此，能采用下式由天线输出电压电平vo度量场强电平e： 

  e(dB(µV/m) = vo(dB(µV)) + ke(dB/(m)) （4.4-7） 

由于ke通常不包含天线和接收机之间传输电缆的衰减ac，方程式必须扩充为（现在vo为测量接收

机输入端的电压）： 

  e(dB)µV/m)) = vo(dB(µV)) + ke(dB/(m)) + ac(dB) （4.4-8） 

例 如 ：在 100 MHz处增益为 6.5的天线，在此频率的天线因子为 3.7 dB，输入电压 vo为 
33.4 dB(µV)，电缆衰减ac为1.1 dB，则场强将为38.2 dB(µV/m)。 

4.4.1.1.3 等效入射场强度 

在接收机输入端测得的电压能够用感应到接收天线的相应电压表示，进而用相关的场强表示。 

对于简单天线，例如竖立杆状或环形天线，它只对来自单一极化方向如垂直或水平的波形作出

响应，很方便引入等效入射场强的概念，这个术语专用于HF范围，它指的是天线作出响应的具有相

同极化的合成场。对于任何信号，都可以看作是天波和地面反射波之和。 

使用短的垂直或环形天线的商用便携式场强计和固定装置通常用等效入射场强来校准，然而，

应注意到当等效入射场强的概念与在不同方向有分支的扩展天线例如菱形天线，或者使用环形天线

上偶极子离轴接收一起使用时，其物理上的重要性不大。 

等效入射场强和接收天线感应的电压之间的关系是频率的函数，与r.m.s. 天波场强的相应关系不

同，它与波形到达的方向和大地常数无关。 

因此，当比较不同位置、采用不同设备的测量结果时，等效入射场强是一个更适合的参数。除

了准确了解天线的类型以外（见ITU-R P.845建议书），使用r.m.s.天波场强需要了解主要的波场分

量、极化和到达角度。 

4.4.1.1.4 中间值有效接收机功率 

推荐的用于评估天波信号强度的ITU-R预测方法（ITU-R P.533建议书），提供了在没有接收系

统损耗的情况下用场强或者中间值有效接收机功率表示的数值。为了比较预测的结果和测得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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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适宜的信号强度参数是中间值有效接收机功率，因为它与波到达的方向和极化无关（见ITU-R 
P.845建议书）。 

4.4.1.1.5 功率通量密度 

在较高的频率，特别是1GHz以上，测量pfd（S）将在许多情况下提供更加常规的关于发射有效

强度的信息，pfd的测量单位为（W/m2）。 

对于自由空间中的线性极化波S = E2/Z0 

其中： 

 E: 场强（V/m）。 

 Z0: 自由空间的阻抗值377 Ω。 

对于pfd的测量，有效面积Ae的定义如下： 

P是接收到的功率（W），S是功率通量密度（W/m2），G是全向天线增益（dB），有效面积Ae

是： 

  G
f

GGSPAe 2

222

)/MHz(
)m62.84(

57.124
/ =λ=

π
λ=  （4.4-9） 

其中： 

  S = P/Ae  

使用p = 10 log P和s = 10 log S，以对数量dB(m2)计的有效面积ae为： 

  ae(dB(m2)) = 38.55 + g – 20 log (f/MHz) 

因此s(dB(W/m2)) = p(dB(W)) – ae(dB(m2))。 

如果给出以dBm计的接收到的功率p，则可用下式导出功率通量密度sdB(W/m2)： 

  S(dB(W/m2)) = p(dBm) – ae(dB(m2)) – 30 dB 

由于ae通常不包含天线和测量接收机之间传输电缆的衰减ac，该方程式必须扩展为： 

  S(dB(W/m2)) = p(dBm) – ae(dB(m2)) – 30 dB + ac(dB) （4.4-10） 

例如：天线在1GHz频率的增益g为15 dB，则有效面积ae为–6.45 dB(m2)。当接收到的功率为 
–73.6 dBm，电缆衰减为3.5 dB时，pfd(s)将为−106.6 dB(W/m2)或者+ 13.4 dB(pW/m2)。 

注1 — 有时候由一个给定的天线因子计算有效面积是有用的，反之亦然。出于这一目的，给出了下

列方程式（采用上面定义的量）： 

 
Ne

e R
Z

K
A 0

2
1=    和  ))m/((dBdB77.8))m((dB 2

ee ka −=  （4.4-11），（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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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频率范围划分 

有时候方便将用于测量场强和pfd的技术归类至三个频率范围： 

– 大约在30 MHz以下； 

– 大约在30和100 MHz之间； 

– 大约在1 GHz以上。 

这种分类是有用的，因为 佳的技术会因这些范围而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实际天线尺寸

和被测信号波长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也是由地形的邻近效应造成的，地形会在不同的方面影响这三

个范围内的测量。对于大约在30 MHz（波长长于10米）以下的频率，实际的天线通常比波长短 
（0.1 λ）， 常用的测量天线是一个或多个电屏蔽匝的环，其直径大约为0.6米，或者竖立的杆状天

线，其长度比四分之一波长短，这些天线既可以是有源的，也可以是无源的，如果使用有源天线，

则必须注意避免过载，竖立杆状天线与地球上的地网一起使用，杆状天线具有全方向的优点。 

对于大致在30 MHz以下的频率，通常有必要测量接近地球高度上的电场强度，地面以及附近植

被的特性、电线和建筑物会不同地影响场的电分量和磁分量的强度以及极化的角度，它们还会影响

天线的阻抗。采用电的屏蔽环形天线进行测量受到附近物体的影响，通常要比使用杆状天线小得

多。 

对于大约从30到1 000 MHz（波长从大约10米到30厘米）的频率，实际的天线具有与波长可以比

拟的尺寸，对于这个范围内的某一个固定频率， 通常的用于场强测量的天线是半波长共振偶极

子。偶极子通过平衡至非平衡的变压器（平衡-不平衡变压器）和同轴传输线连接至测量仪器，共振

偶极子天线与环形天线和短杆状天线不同，因为它的效率更高（损耗电阻比辐射电阻低得多）。采

用偶极子天线，必须注意避免（或减少）作为不确定性来源的、与环境和天线电缆的互耦合，宽带

天线或者方向性天线被频繁地用于这个频率范围的较高部分，特别是对数周期和圆锥对数螺旋类型

的天线。通常，方向性能够避免或减少与环境的互耦合。 

对于大约在1 GHz（波长小于30厘米左右）以上的频率，偶极子的孔径面积变得太小以至于不能

提供必需的灵敏度，在这些频率，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从大于波长的孔径收集能量的天线，例如喇叭

形和抛物线反射器系统，通常这些天线的特点是高效率（超过50%）和可预见的方向性，可以使用

同轴或者波导传输线。 

4.4.2 测量地点的选择 

如上所述，接收地点的场强取决于空间和时间，因此，采用固定位置（地面上的固定位置，固

定的方向和高度）上的天线测量场强只能显示场强的时间依赖性。 

4.4.2.1 固定安装 

安装地点应选择尽可能远的地方，在那里要记录的发射场会相对地免于受到本地建筑物或者地

形特性的干扰，附近的架空导线、建筑物、大树、其它天线和电杆、小山以及其它人造的和自然的

地物可能会严重地扭曲或干扰发射的波阵面。这些条件限制测量有效性的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

括场强测量设备的频率范围、使用天线的类型和方向性。在HF频段和更低范围内的频率，通常使用

垂直单极天线或者具有实质上垂直极化接收特性的宽带阵列，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建筑物的 高

处，会使用垂直或水平的偶极子，然而由于校准困难，必须谨慎地使用它们。这些天线特别容易受

到架空导线和建筑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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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高的频率，此时会使用高方向性的天线，重要的是信号源通常方向上的路径应没有障碍；

此外，由本地反射引起的多径接收或者有用信号的再辐射必须 小化，当使用具有较高前后增益比

的天线时（例如安装在抛物线或者角形反射器中的天线），阵列后面的反射或再辐射源不像采用受

限方向特性的天线那样可能会产生干扰 

固定地点主要用于30 MHz左右以下频率的测量，出于这一目的，建议采取以下准则： 

– 地点的临近地区应包括位于相对平坦地区的平原地形； 

– 对于地平面，要求垂直单极天线土壤具有相对高的电导率，没有沙砾或者露出地面的岩石； 

– 在天线地点100米范围之内应 好没有架空导线（例如天线、电力线和电话线或者金属屋顶

或），在较低的频率，此时100米代表半个波长或者更小，在工作频率，对于每个在地面上

方的高度为1米的架空导线， 好离开接收天线20米或者更远，离开的距离应等于至少半个

波长。 

4.4.2.2 移动安装 

移动安装即监测车上的场强测量设备，具有下列超过固定安装的优点：当该车不移动时它们能

用于静止的应用，它们能够用于移动的应用，因此能够用于观测场强的空间和时间分布。 

4.4.2.2.1 静止的应用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获得场强的预期值，特别是在VHF/UHF范围内，除了改变测量天线的高度

以外，在多个点进行场强测量是一个推荐的解决方案。这可以通过将车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点，在

不同的高度测量所关注频率的场强来实现。天线安装在车辆附加的可伸缩支架的顶部，高度通常在

地面10米以上。鉴于这些频段的传播特性，天线必须调整方向和接收到信号的极化。 

4.4.2.2.2 采用便携式场强计的测量 

采用便携式场强计以及距离场强数值观测人很近的天线可开展人工测量，然而杆状天线必须安

置在地面上，通常，其适用与固定安装相同的理想地点准则，除了在使用“群测量”技术的情况下

允许稍微高一些的纬度以外。“群测量”技术是指使用每次测量其安装地点会略微不同的天线进行

几次独立的测量（与频率有关，分开大约一至5米，对于较低频率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其结果是在

中心点附近进行一群或一组测量，然后对各个测量值取平均得到 后的数值，在采用有屏蔽的环形

天线进行测量时，由于这种类型的天线对波形中的磁分量敏感，一般受本地不正常情况的影响（反

射和辐射影响）比采用杆状或偶极子天线要小，通常几次测量就足够了。如果场强计采用一个环形

的或其它的定向天线，如果被测站点的大概方位角对于测量地点已知，通常能够通过调整天线天线

实现 大的信号采集，并注意指示的到达方向是否与站点的实际方向一致来检测本地干扰的存在。

在指示的方向和真实的方向差异可察觉的情况下， 好选择一个不同的地点开展测量。对于VHF和
更高范围内的测量，人们发现无法找到未受干扰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适度准确的结

果，就可能需要包括十次或多次连续单独测量的群技术。 

考虑到测量是由这样的独立设备完成的，设备快速移动和用户附近地区的影响可能会影响测量

结果，并且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因此，对于好的测量，这类设备应安装在三脚架上进行测量。 

对于HF天波信号，“群技术”的使用可能会被单一位置上的时间平均测量所取代。 



第4章 221 

4.4.3 测量方法 

监测站上可能采用的测量场强的多种方法取决于所需的信息，包括： 

– 较长时期的连续记录（在获得关于季节性和太阳黑子周期变化的传播信息时，在MF广播频

段的特殊路径上已经收集了大约30年的数据）； 

– 较短时期的连续记录，以确定信号电平在白天－夜晚或者其它短期的变化； 

– 短时间间隔的采样（例如，每隔2分钟采样2秒钟）； 

– 更长时间间隔的采样（例如，每90分钟采样10分钟）。 

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观测地面波时，依据测量的目的，单次短期的测量可能就足够了。在某

些情况下，例如，测量是为了HF传播研究，可能需要关于整个频段上整个传播条件的信息。 

因此，在已知一天工作24小时的站点， 好每隔90分钟左右在整个高频段进行持续时间约10分
钟的短期记录，因而，选择关注的频率范围和距离要有很好的代表性。对于天波信号，考虑到电离

层的日常变化，在不同的日子进行测量可能也是必要的。 

ITU-R SM.378建议书推荐，除了存在由接收机噪声电平、大气噪声或者外部干扰产生限制的情

况以外，预期的场强测量准确度对于30 MHz以下的频率应优于± 2 dB，对于30 MHz以上的频率应优

于± 3 dB。 

微处理器控制的设备能够切换频率、适时地切换天线，释放接收机通带剩余能量，测量新频率

包括应用校正因子，数字化记录在几十毫秒时间段内的结果。这类系统在很多的频率需要测量或者

长期采样产生太多的数据无法人工存储和分析的时候是有用的。由于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的数

据，其结果当然要存储在计算机中。 

4.4.3.1 固定测量点上的测量 

4.4.3.1.1 瞬时测量 

在位于离开发射机给定距离的给定测量点，能够获得场强分布的样本，位于所要求高度的天线

应调谐到发射机的方向，天线的高度和方位在测量期间应是变化的以便读取和记录 大的场强。 

4.4.3.1.2 短期和长期测量 

为了测量场强的时间分布，永久安装的系统例如在一个固定站上或者一个使用集装箱运输的站

点上，能够开展短期或长期的测量，该测量可以是连续的或者定期重复的，能够观测多个频率。按

计划执行的测量程序可以提供足够的结果来确定随时刻或季节或太阳黑子而变化的传播特性。非常

长期的测量需要短时间的定期校准检验，长期测量也可以使用人工测量设备和数据记录器。 

4.4.3.1.3 测量场强的空间分布 

为了高可靠地估计离开发射机给定距离的某一点上的预期场强，应了解场强在本地至测量点的

环境中的空间分布，为此，应在划分区域内的若干个点上进行测量。根据正态分布，为了一定程度

的可靠性，场强处于预期场强附近一定数值范围内所需的样本数取决于标准偏差σ。通过查找区域内

好的和 差的接收点，可以计算Emax和Emin。根据实际经验，可使用Emax – Emin = 5σ获得标准偏差的

估计值。 

需要的样本数量可以由表4.4-2确定（D是达到的准确度）： 



222 频谱监测 

表4.4-2 

取决于Emax – Emin的所需样本数 

 

4.4.3.2 沿路线的测量 

受本地接收条件的影响，场强的实际值可能会明显不同于它们的预期值，因此，为了确立一个

较大区域内无线电场强的覆盖范围，必须通过测量来检验。 

为了定位测量现场，以及映射在所讨论区域内 容易进入的道路上收集到的结果，测试结果必

须要和它们的地理坐标数据一起记录。 

对于无线电覆盖范围评估，有时候有必要测量用户天线的输出电压（被调查业务的典型天

线），而不是测量实际的场强。 

数字网络系统（例如GSM、UMTS或者DAB）对于反射接收敏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测量场

强以外，通过测量误码率（BER）或者信道脉冲响应（CIR）实现对接收质量的测量，对于确定系统

性能评估也是必需的。使用自动完成的呼叫，这些测量可以在蜂窝电话网络内完成，而不影响正常

的运营。 

为了测量目的，沿路线的连续传输是必需的。 

4.4.3.2.1 移动场强测量的结果 

由于反射信号的影响，沿路线的场强会呈现出严重的波动，单一测量的结果可能会与反射的

小值或 大值重合，还会受到所选择的接收天线高度以及能够产生错误的环境的季节、天气、植被

和湿度的影响。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重复的场强测试结果可通过对大量的原始数据读数进行统计处理，由它们

计算得到。 

4.4.3.2.2 必需的测量点数和平均的间隔 

对于统计评估（Lee方法），选择的采样点数量应使得结果能显示场强的缓慢变化过程（长期衰

落的影响），或多或少，它们应反映当地（瞬时的）场强的分布特性（短期衰落的影响）。 

为了获得在实际均值附近1 dB的置信区间，应在40 λ平均区间每隔0.8 λ（波长）选择测试点的采

样（40 λ内共有50个测量值）。 

  Emax – Emin 
(dB) 

置信水平(%) D(+/–dB) 0 至5 5至10 10至15 15至20 

90 1 3 11 24 43 

90 1.5 2 5 11 19 

95 1 4 15 35 61 

95 1.5 2 7 1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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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3 车辆的速度 

车辆的速率必须适合于波长（考虑Lee方法），同时测得的具有不同频率的测试信号的数量以及

可用的测试接收机的 短测量时间。 

  )(km/h
)s)(·))(MHz(

864
(rtf

v =  （4.4-13） 

 

其中tr是接收机技术要求给出的重访单一频率的 小时间。 

4.4.3.2.4 测量天线 

在测量期间，选择的测试天线的高度为1.5-3米，应认为其结果是在天线高度为3米时测得的。 

接收到的信号从不同的角度来到测试天线，因此，应知道天线方向图对场强测试结果的影响。 

天线因子（k）的准确度应在1 dB以内。 

测量天线的水平辐射图离开无方向性图的偏差应不超过3 dB。 

4.4.3.2.5 导航和定位系统 

推算定位系统 

借助于附加在试验车的非发动机驱动轮上的距离到脉冲的变换器，可以推算出到起点的距离，

同时机械的陀螺仪提供了航向信息，定位的准确度取决于起点登记的准确度和试验车覆盖的距离。 

GPS 系统 

当测试TV或者无线电台的广播覆盖范围时，准确度为100或200米就完全足够了，这可以通过使

用标准GPS系统来获得。 

测试一个市区的数字微蜂窝系统需要定位信息的准确度在几米以内，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差

分定位系统。 

复杂导航系统 

该系统是上述系统的组合，这些导航系统能够在无需人工操作员干预的情况下，不间断地提供

定位和时间数据，航向和航路点信息。 

4.4.3.2.6 采用数据简化的测量结果收集 

通过统计上的处理，该方法能够显著地减少记录的原始数据。 

平均值 

一些测试接收机能够在预先确定的用户间隔期间完成测试结果的内部分类，用户可以选择多达

数万个测量样本的评估间隔，但每个间隔必须至少包含100个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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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预先规定数量的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会被存储，并表示在无线电覆盖范围的 终地图

上。 

按照电平超出概率对结果进行分类 

在测量期间，对结果按照1%到99%之间的超出概率进行分类，这些百分比值表示可用场强电平

超出限度的概率，它们的典型值为1%、10%、50%、90%和99%，中间值50%更适合于传播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接收机需要数毫秒进行分类评估，所以在这个时间期间触发脉冲会被忽略，因而

不会获得新的测量结果。 

4.4.3.2.7 数据表示 

利用过程控制器内置的监视器、外部个人计算机的彩色监监视器、打印机或绘图仪，以下表示

应该是可能的： 

采用表格形式的原始数据表示 

缺点：数据量太大，各个结果不可重复。 

优点：提供了关于本地衰落效应的详细信息，该结果可以转换为任何一种容易被数学或统计过

程查看的结果。 

笛卡尔坐标中的标图 

将处理过的场强数据的图形表示标绘在笛卡尔坐标中，相对于距离以及这些计算得到的中间值

指示。 

缺点：将结果和测量的准确位置联系起来比较困难。 

优点：它提供了快速的、容易查看的有关场强在给定门限电平以下分布和位置的结果。 

映射 

道路地图上显示的多种颜色线用于表示经过处理的场强电平（例如10 Db(µV/m)）或者电平超出

的概率（在1和99%之间）。 

选择地图的比例尺应与被调查的无线电信号覆盖范围的大小和经过处理的场强结果所要求的分

辨率相对应。由于地图的比例尺，表示的间隔可能包含多个平均间隔，选择呈现结果的分辨率应使

得能在不让有色线颜色过多的情况下绘制当地的特性。 

如果需要用更高的分辨率表示平均间隔（例如，用微单元表示结果时），系统应能够放大其使

用的地图。 

如果测量期间两个数据序列是同时登记的（例如，场强和误码率）， 好是用两条平行的、沿

着地图上（关于地图的更多细节见第6.2段）所标绘道路的彩色线把它们同时表示出来。 

缺点：绘图间隔的分辨率可能大于处理的间隔，因此，它会掩盖场强的一些本地特性。 

优点：测试结果能够加到精确的测量点上，它提供了快速的、容易查看的有关场强在给定门限

电平以下的分布和起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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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 测量数据和计算数据的比较 

可利用发射体的e.i.r.p.来计算站点的覆盖范围。 

监测到的数据可以用于： 

– 评估e.i.r.p； 

– 评估、检验传播模型和DTM。 

计算得到数据可以用于： 

– 评估接收系统的幅度校准：天线、电缆、接收机； 

– 评估校准。 

4.4.3.3.1 FM广播中预测场强和测量场强的比较 

无线电信号会随时间和位置的细微不同而变化，这种变化性被加入到许多传播预测方法中，在

大多数情况下，监测测量是在一个位置上进行的，并且测量的时间周期可能太短以致于不能完全地

确定时间变化性。因此，当将测量与预测进行比较时，必须要仔细地考虑它们。这里的例子是针对

变化可能较小并且有把握进行比较的情况，但是有许多情况是变化较大，并且开展比较必须要仔细

考虑观测到的差异。 

区域性协议（1984年，日内瓦）包含了1区FM广播站的规划依据。在该规划中，可以查找哪个

国家可以使用什么频率以及诸如功率、天线高度、天线方向图、极化之类的参数。国际电联每两周

一期的BR IFIC DVD中的国际频率登记总表（MIFR）反映实际的情况。 

通过监测业务检查这些广播站是否遵照了指配的参数，是国际主管部门的任务。这可以通过对

所有站点的定期的实际检查来实现，例如每年一次（或者每两年一次）。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监

测系统在一个或多个固定监测站测量广播站，将结果与预测值进行比较，如果此次比较的结果表明

站点的发射功率太高（或者安装的天线超过了允许的高度），则进行实查。 

4.4.3.3.2 规划软件和数据库 

频率管理经常使用软件计算用于要规划的站点或者检查邻国的协调请求的必要参数。规划软件

也可以产生所谓的频率扫描。在这种情况下，该程序会扫描包含87.5到108.0 MHz频段信息的数据

库，自动生成适合于给定位置的一个列表，该列表包含全部204个信道以及工作在该频率上所有站点

的预测场强，应给予考虑的是，该列表中站点的数量以及某一频率上计算得到的场强取决于所使用

数据库的大小和预先规定的场强电平。 

4.4.3.3.3 远程监测站预测的场强 

举例来说，由12个遥控站组成的网络被用于某一个国家，对于这些远程监测站的每一处位置，

规划工具能够产生一个针对全部204个FM广播信道的预测场强值列表，各个信道上只有场强 强的

站点是需要的。然而，一个更为扩展的列表也是需要的，因为计算得到的 强场强的站点可能会降

低工作功率，于是可能会改为接收到另外的站点。对这个例子的预测是使用已废除的ITU-R P.370建
议书中的传播模型做出，例如，将来的预测可能会使用ITU-RP.1546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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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4 远程监测站测得的信号强度 

所有的远程监测站均由通过分路器使用相同天线的两个接收机组成，一个接收机顺序扫描所有

站点的频段，将结果显示在两台21英寸屏幕上的12个窗口中，根据第一个接收机的测量结果，第二

个接收机能够用于确定屏蔽上显示的站点。每隔10秒钟对整个频段扫描一次，每次扫描后将每一步

测得的信号强度数值存储下来，该系统连续24小时测量（但也可能小于24小时，例如只在白天期间

进行测量），1区中FM广播的信道间隔为100 kHz，因此，为了与预测的场强进行比较，只需要处理

在确切信道上（87.6 MHz、87.7、87.8等）测得的那些信号场强数值，对每一个信道取24小时测量的

中间值，用这种方式能使得一天之中传播变化的影响 小。 

4.4.3.3.5 预测值和测量值的比较 

对于12个位置中的每一个，均可以获得预测值和测得的中间值。这些数值能够自动地相互比

较，在一个屏幕上显示部分的信道，例如23个信道（见图4.4-2）。 

图4.4-2 

远程监测站预测的（黄色）和测得的（绿色或红色）在87.6和89.9 MHz之间的电平 

 
当测得的数值等于或超过预测值时，绿条（测得的电平）变成红条，由此，可以重点关注所关

心的发射机。所关注站点的详细信息以及早期的测量是可以获得的，它能用于考虑是否派遣检查工

程师到达（一个或多个）超出了预测值的站点。所述的测量应定期地重复，因为它能用于提供附加

的信息，例如： 

– 产生包含每个位置各个信道上历史趋势的表示，图形的或者采用普通的文本； 

– 在分布图中显示随时间的测量值； 

– 计算各个远程站上超过的所有测量值； 

– 自动检测每次测量/每个站点的未授权站点，产生关于非法使用趋势的概述，这样，就能够

呈现实施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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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过比较1个以上（尽可能多）远程监测站从不同方向测得的广播站的预测场强，开展广

播站天线方向图检查。 

4.4.4 测量结果的评估、处理和记录 

4.4.4.1 场强和pfd统计参数的定义 

用于从记录获取数据的方法主要依赖于使用数据的目的，在传播研究中，通常的做法是确定一

个规定的时间百分比期间超出的信号电平，或者一个预先规定的时间段的 大值或 小值；例如： 

– 中间值（50%时间超过的电平）； 

– 90%的数值； 

– 10%的数值； 

– 高的信号电平； 

– 低的信号电平。 

对于传播研究，中间值（dB(µV/m)）是离散频率上测量的适宜表示形式。尽管60分钟周期被普

遍地用作（在HF频段）分析的基本时间周期，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更短或者更长的周期（例如：1分
钟、10分钟或者数小时）也许更好。在较低的频率，尤其是30 MHz以下，此时存在着与时刻有关的

信号电平的较大变化，例如在MF和HF广播频段内。可能需要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路径的中间点，

在以日出和日落为中心、按小时计的期间内进行分析，使用适合于这一用途的计算机能够简化和加

快分析。 

以dB(µV/m)计的场强电平常常呈现出时间和空间相关的高斯（正态）分布，其它分布见ITU-R 
P.1057建议书。 

测得的场强值的分布，当用线性单位表示时（例如，V/m、mV/m或µV/m），常常遵循对数正态

分布。当这些数据转换为dB时，分布遵循正态（高斯）分布，需要不同的公式。对于高斯分布的情

况，下列定义适用： 

经过校正的场强经验方差为： 

  dB
1

22 s
n

ns
−

∗ =  （4.4-14） 

其中： 

 n: 样本数 

 s2:  经验值。 

  dB)( 2

1

2 ees i

n

i
−=∑

=
 （4.4-15） 

其中： 

 ei: 场强的采样值（dB(µV/m)） 

 e : 采样的算术平均值（dB(µ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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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场强的空间和时间依赖性评估 

在距离发射机L的区域内，此时有数量充足的样本，已知平均场强（样本的算术平均值 e ）和位

置的标准偏差σL,，能够得到分布函数N( e σL)。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此时有数量充足的样本，已知场

强的平均值（样本的算术平均值 e ）和时间的标准偏差σt，足以得到分布函数N( e σt)。 

利用位置标准偏差和时间方差的折合值，可以确定分布函数N( e σt)。 

  dB22
tLL,t σ+σ=σ  （4.4-16） 

更多细节见ITU-R P.1546建议书和ITU-R P.845建议书。 

4.4.4.3 协调数据清单举例 

为了促进现有网络的提高，欧洲合作协议[2000年，维也纳协议]尤其规定了在不同意与特殊协调

请求有关的评估结果的情况下，以及在VHF/UHF范围内国家之间边界地区存在有害干扰的情况下的

下列测量程序。场强测量的结果应进行交换，因此测量程序已经实现了标准化。 

测量地点的选择应使得在10倍波长的范围内（10 λ）没有反射物体或者反射物体尽可能地少，在

可能的情况下应保持可目视发射天线。 

取决于测量的条件，必须要做好测量包括设置的不同记录，以使得结果是可重复的，所有设备

都须予以指定。 

在固定点测量的情况下，从地面算起的测量天线高度必须在3和10米之间变化，在这个范围内，

须记录下 高的场强值，以及测得这个数值的天线高度。该数值必须被认为是高度为10米处的场

强。 

所有测量装置和所有测量的记录都必须存储在数据库中，必须记录下所有与解释测量结果有关

的数据以用于随后的计算。 

相关测量数据（在有害干扰的情况下）： 

干扰指配： 

– 主管部门； 

– 频率（MHz）； 

– 假定的到受干扰的指配的位置或方向； 

– 发射指示； 

– 测得的场强（dB(µV/m)）。 

受干扰的指配： 

– 主管部门参考号； 

– 频率（MHz）； 

– 位置名称； 

– 位置坐标（度/分/秒）； 

– 站点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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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类型： 

– 固定点，点的数量； 

– 更长时期的测量； 

– 移动的。 

测量数据： 

– 测量的数量 

– 测得的频率 

– 测得的带宽 

– 日期   （日/月/年） 

– 时期（从/到） （时/分到时/分） 

– 位置名称 

– 地理位置  （度/分/秒） 

– 位置高度  （海拔以上，单位：米） 

– 测量天线的高度 （地面以上，单位：米） 

– 测量天线的极化 （水平/垂直） 

– 用户的天线    �  有      �  无 

– 传输路径的描述 

– 传播（天气）条件 

– 备注（如果需要的话，IF带宽，调制，误码率）。 

测量结果：（在更长期测量的情况下） 

– 准 大值（10%）： （dB(µV/m)）。 

– 准 小值（90%）： （dB(µV/m)）。 

– 测得的（中间）值： （dB(µV/m)）。 

4.4.5 测量设备和天线的校准 

场强测量仪器的校准通常包括测量接收机和测量天线的分别校准，包括传输线缆的校准。 

只有在HF场强计的早期实例（人工的）中，天线是调谐电路的一部分，包含在校准程序中。 

校准的频次取决于所使用的设备和设备的使用环境，例如对于移动运行或者地面电导率会季节

性变化的位置，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天线再校准。 

4.4.5.1 测量接收机校准 

测量接收机校准的描述见第4.3.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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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2 测量天线的校准 

由天线系统特性（例如，增益连同线路和变压器损耗）确定的校准因子部分被称作天线因子

（见第4.4.1.1.2段），通常，校准因子随频率变化，校准方法可以在三个基本类别下进行分类：标准

场方法、标准天线方法和标准距离或标准地点方法。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提供适用于远场条件下自由

空间的天线因子。安装测量用天线应使得天线的特性不受天线杆、电缆以及附近其它天线或者反射

物体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 

4.4.5.2.1 标准场法（直接校准） 

标准场方法是 基本的校准方法，它直接来自于天线因子的定义方程式，将天线置于准确知道

其场强的电磁场中，该场强可以根据已知尺寸和电流分布的发射天线中测得的电流计算确定。出于

实际的原因，该方法的使用限于环形天线的校准，原因是对于其它的天线类型，其它方法能给出更

加准确的结果。 

4.4.5.2.2 天线的间接校准 

间接校准通常不会用于校准拥有短杆状天线的设备，原因是在该设备及其天线占用的广大测试

区内建立一个精确已知的均匀场是必需的。在这种方法中，校准因子由天线的计算的或者测得的特

性以及测得的设备特性计算得到。将无源辐射计从场强测量设备中去除，用经过校准的、其阻抗实

际上等于天线阻抗的标准信号发生器代替它。适合的仿真天线通常作为相对于标准信号发生器的无

线电频率电压表（或者功率计），用于校准其余的设备（阻抗匹配设备加上测量接收机）。从将天

线作为一个孔径来考虑，各个频率的天线因子可以由天线的尺寸和电流分布，或者测得的天线增益

计算得到。如果使用了传输电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方便地将它作为接收机的一部分，并将它连接

至校准发生器，这样就不需要单独地确定和考虑电缆损耗。在无线电台未受干扰的远场，采用有屏

蔽的环形天线的场强计可以用于再次确认杆状天线的校准。 

4.4.5.2.3 标准天线法（置换法） 

在标准天线方法中，采用一副精确已知天线因子（标准增益天线，例如标准偶极子）的天线来

测量未知场强的平面波，然后用要校准的天线替换该天线。从接收机输入电压电平的差异，可以确

定以dB计的天线因子。标准增益天线本身的天线因子是由它们的尺寸和测得的适配单元（例如，平

衡—不平衡变压器）特性计算得到的，或者采用精确的校准程序确定的。与第4.4.5.2.4段中描述的方

法相比，置换法具有天线因子的误差会影响该方法的总误差的缺点。当场不是一个理想的平面波

时，更多的误差可能是由于标准增益天线和要校准的天线形状不同产生的。此外，用作标准增益天

线的半波偶极子具有在每个新频率必须机械调谐的缺点。 

4.4.5.2.4 标准距离或者标准地点方法 

当采用标准距离法时，天线校准被简化为两个相同天线之间衰减的精确测量，其结果与计算得

到的地点衰减值进行比较，为了确定自由空间的天线因子，如果可能的话，应使用自由空间校准装

置，它能提供 准确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安装两副天线，这样就可以忽略来自周围物体的反

射，这对于方向性天线通常是可能的。如果不能建立自由空间条件，举例来说，可以使用反射法，

此时将两副天线安装在反射地平面之上，衰减值与假设在接收天线位置上增加了直接波和反射波的

理论值进行比较。该方法必须非常小心地使用，因为天线和地平面之间的互耦合能够影响天线因

子。因此，天线之间的距离以及每副天线和地平面之间的距离必须大到足以忽略互耦合的影响。必

须特殊注意天线相位中心的位置，这个潜在的误差来源可以通过在计算地点衰减时充分考虑测得的

衰减的影响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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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涉及标准距离法结果的评估，就必须区分两副天线法和三副天线法。如果只采用两副天线

进行衰减测量，则只能真正地确定两副天线以dB计的增益之和。当预先知道一副天线的数据时，只

能认为要计算的天线因子是由另一副天线形成的。这种限制可以通过采用三副天线法加以避免，此

时使用组合成三个循环交换对（a+b，b+c， c+a）的三副天线进行三个衰减测量，通过求解有三个未

知变量的方程组，就可以确定每个单独天线的增益（天线因子或者有效面积）。 

4.4.5.2.5 由尺寸和电流分布计算天线因子 

使用简单类型的天线可以方便天线因子的计算。因此，例如，位于广阔地平面上方的细短竖立

的杆状天线（比0.1倍的波长短），假设拥有线性的电流分布，其有效长度是物理长度的一半，通过

连接标准信号发生器和测量装备的串联电容器可以近似地模拟其阻抗。第二个例子是细的半波偶极

子天线，假设拥有正弦电流分布，该天线被频繁地用于校准，计算等效长度为λ/π，在自由空间内的

辐射电阻为73.3 Ω。实际的圆柱形偶极子必须截短到明显短于半波长以实现共振，其辐射电阻和有效

长度比无限细天线的相应数据要小，这些差异是由有限厚度对电流分布的影响造成的，然而，实际

偶极子的方向图与理论上的细偶极子的方向图没有明显的不同，由此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它的增益和

有效功率与理论上的细天线的数值仍会十分接近。这些考虑事项表明实际偶极子加上解决辐射电阻

变化的变压器，可以等效于理论上的细天线，平衡−不平衡变压器是一种附加的变压器，如果这种变

压器的阻抗匹配特性没有被优化、没有考虑其损耗，使用它可能会引入明显的误差。市场上可以买

到的精确偶极子有附加的可以平衡偶极子负载阻抗的衰减器，这对于天线校准很有利。当天线的尺

寸已知时，可采用矩量法（ΜοΜ）[1968年，哈林顿]计算天线因子。必须注意要正确地将MoM应用

于这个问题，只要有可能， 好使用的测量的交叉检验。 

4.4.5.3 固定记录装置的校准 

为了获得ITU-R SM.378建议书给出的需要的准确度，可以通过与经过校准的已知准确度的场强

计进行比较，并在受控的条件下进行这些装置的初始校准，只要进行初始校准的所有条件保持不

变，这样的校准就有效。因此，天线、传输线路或者阻抗匹配设备，或者地点本身（例如：增加或

者去除了附近的天线或架空导线或障碍物）有明显变化时，通常会要求设备再校准。此外，应相对

于本地校准源（标准信号发生器、噪声发生器或者内置的校准源）进行定期的校准检查（一般日常

性的），本地广播台可以慎重地被用作另一个校准检查。如果是在一个扩展的频率范围进行测量，

可以根据所关注的频率范围内频率间隔上测量之间的比较，准备一条校准曲线。在进行这些比较

时，监测站天线和场强计天线应具有相同的极化（例如，两副天线调整为接收垂直极化的发射或者

两副天线均调整为接收水平极化的发射）。 

对于30 MHz以下频率的测量，此时普遍会采用场强计及有屏蔽的环形天线以便校准拥有垂直单

极天线的记录装置，在接近于地面、易于到达的水平面（例如大约1米），采用场强计通常能够获得

满意的结果。对于30 MHz以上的频率，这时通常采用偶极子或者其它共振天线，地球不会在传播中

起主要作用，场强计的天线 好安装在与记录天线相同的高度（通常在地面以上大约10米）。为了

避免场强计天线和记录天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需要将记录天线暂时地移开，将场强计天线放置

在相同的位置上以获取基准场强；然后，将场强计的天线移走，重新安装记录天线。假设正在使用

的信源的电平在校准程序期间恒定不变，如果必须使用变化强度的信号，则采用两副天线进行瞬时

测量，这两副天线应彼此接近，但间隔要大到使两副天线之间的相互作用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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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和报告 

注 — 在所有情况下均鼓励使用建议书和报告的 新版本。 

ITU-R SM.378建议书 — 监测站的场强测量。 

ITU-R P.529建议书 —  甚高频和超高频波段中陆地移动业务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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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P.533建议书 —  HF电路性能的预测方法。 

ITU-R BS.638建议书 — 声音广播的频率规划中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ITU-R P.845 建议书 — 高频场强测量。 

ITU-R P.1057 建议书 — 无线电波传播模型有关的概率分布。 

ITU-R M.1172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中的无线电通信中所使用的各种缩写和信号。 

ITU-R P.1546建议书 — 30 MHz 至 3 000 MHz频率范围内地面业务的点至面积预测方法。 

ITU-R BS.516报告 —  某些电磁场形成的电场强度。 

4.5 带宽测量 

4.5.1 总则 

4.5.1.1 带宽对于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影响 

不同无线电通信业务采用的各种调制体制在产生不同频率的频谱分量。 

为了获得指定的业务质量等级，有必要在接收地点以一定程度的精确度复制发射信号的频谱分

布。 

原始频谱和复制频谱之间的差异越大，能够获得的服务质量就越差。 

另一方面，与有用频谱分量相比，来自其它信源的频谱分量会使原始的频谱分布失真，也会导

致质量下降。为了用物理量明确地表示质量要求，必须正确地定义带宽。 

4.5.1.2 带宽定义 

必要的带宽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条，目前使用的定义如下： 

“1.152   必要的带宽：对于给定等级的发射，正好足以确保在特定条件下以要求的速度和质量传

输信息的频段宽度。” 

注1 — 对于不同等级的发射，使用ITU-R SM.328建议书中给出的公式，可以计算必要的带宽。 

注2 — 必要的带宽之外的发射体的发射被称作无用发射，它由两部分组成（见《无线电规则》第1条
第1.146款）： 

“1.144  带外发射：紧接着在必要带宽之外的一个频率或多个频率上的发射，但不包括杂散发
射”。 

ITU-R SM.328建议书描述了对于各种等级的发射，与带外频谱有关的限制曲线。 

“1.145  杂散发射：必要带宽之外的一个频率或者多个频率上的发射，可以降低其电平而不影

响相应的信息传输，杂散发射包括谐波发射、寄生发射、互调产物和频率转换产物，但不包括带外
发射” 

注3  – 带外发射和杂散发射产生的频率可能会重叠，因此，引入了以下两个进一步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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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A  带外域（发射的）：紧接着在必要带宽之外的频率范围，但不包括杂散域，在该范围

内带外发射通常占大多数，根据来源定义的带外发射存在于带外域内，较少存在于杂散域内，同样

地，杂散发射可能会存在于带外域以及杂散域内。”（WRC-03）。 

“1.146B 杂散域（发射的）：杂散域是带外域之外的频率范围，在该频率范围内杂散发射通常

占绝大多数。”（WRC-03）。 

注 4 — ITU-R SM.329建议书规定了杂散发射的限制，包含了关于带外域和杂散域之间边界的准则，

根据《无线电规则》附录3描述的原则，杂散域通常由离发射中心频率的距离为发射必要带宽的

250%或者更远的频率组成，然而，这个频率间隔可能依赖于所使用的调制类型，数字调制时的 大

比特速率，发射机类型，频率协调因素。 

占用的带宽 

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153款的表述，多年以来，经过提高频谱超负荷，以及增强对该定义更

加普遍适用问题的评估而进行的必要修改过程，占用带宽的定义已经形成。 

目前使用的定义如下： 

“1.153 占用的带宽：频段的宽度，频率下限以下和频率上限以上发射的平均功率分别等于给定

发射总平均功率的指定百分比β/2。 

 除非ITU-R 建议书对适当的发射类别另有规定，β/2的数值应取作0.5%。” 

该定义的概念如图4.5-1所示。 

图 4.5-1 

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条第1.153款的描述，占用带宽的定义 

 频谱-4.5-01

f 1 f2

   %2    %2

占用的带宽

 

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可以用于计算功率谱密度（PSD）的β%带宽，首先，采用多个DSP
算法的其中之一估计PSD的噪声基底，如果在噪声基底以上的功率低于Y dB，则将PSD的数值设为

零，对于大多数的信号环境，Y = 6 dB提供了很好的结果。总的信号功率P可以通过对包含信号能量

的PSD接收器的数值求和来计算。计算PSD的连续积分，对数据进行内插得到频率 f1，其中积分功率

等于Pβ/2，从频谱的另一端重复该过程获得上限频率 f2，其中积分功率等于Pβ/2，带宽为 f2 –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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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ITU-R SM.328建议书的第2段“对于相关等级的发射，当它的带宽与必要的带宽一致时，

应考虑从节约频谱的立场优化发射”。 

“x-dB”带宽 

上面两个定义反映了带宽的质量和干扰两个方面，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它们直接测量给定

信号的带宽可能会比较困难。 

因此，ITU-R SM.328建议书给出了第三个定义，如下所述： 

“x-dB带宽：频段的宽度，超出其下限和上限的任何离散频谱分量或者连续频谱功率密度至少

比预先确定的0 dB基准电平低x-dB” 

注1—研究结果表明：“x-dB”带宽可以根据发射的等级和信号的调制特性，用于评估已知条件下的

占用带宽，然而，有些情况下（例如：一些数字调制体制的情况）“x-dB”带宽不是占用带宽的很

好评估。 

4.5.1.3 在监测站监测发射的带宽 

应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条第1.153款的正式定义进行发射占用带宽监测，这些定义与瞬时带宽

有关，然而，由于监测站发射的测量必须在整个传播路径的实际传输条件下进行，经历测量值的波

动，噪声和干扰的影响，测量设备的响应速度等；因此，测量方法必须进行持续改进。 

FM和AM信号的带宽会随着调制内容不断地变化，在这些情况下，监测站将关注于确定 大的

占用带宽和在给定时间帧中的“x-dB”带宽。为此，在这里描述的所有测量方法均会产生这个 大

的占用带宽。 

ITU-R SM.443建议书建议监测站应暂时采用一种测量26 dB处带宽（即“x-dB”带宽，取

x = 26）的方法，作为带宽的估值。 

现代的测量/监测接收机以数字信号处理为基础，采用这一技术，能够通过两种方法–“x-dB”或

β% 方法–确定带宽，β%方法使得带宽测量与信号调制无关，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优选的方法，特别

是在无法获得它们的技术标识和在低S/N的情况下测量数字信号的带宽。然而，在存在干扰的情况

下，“x-dB”测量值可能更为贴切。 

4.5.1.4 准确度考虑事项 

影响带宽测量的不确定性的因素有： 

– 测量原理（FFT或者扫频式频谱分析）； 

– 分辨带宽； 

– 幅度显示的非线性； 

– 信号的频谱形状； 

– 测量程序（例如，对于TDMA信号） 

– 接收机/分析仪读数； 

– 接收机/分析仪的特性（例如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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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的数量； 

– 电磁环境（例如：噪声、干扰、其它发射的附近）。 

4.5.2 带宽测量的方法 

4.5.2.1 占用带宽的测量 

按照ITU-R SM.328建议书的规定，可以采用直接方法开展占用带宽的测量，测量占用带宽时的

误差δ′和功率比较时的误差υ之间的关系，可由下面描述的频谱包络近似值获得，如图4.5-2所示。实

线相当于按方程式（4.5-1）获得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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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fm）是给定频率fm的功率，N是在频带展宽单一倍频程内频谱包络下降的dB数，虚线相

当于按方程式（4.5-2）得到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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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1表示相当于频带展宽的第一个倍频程的dB数。图4.5-2显示，对于 常用的数值N = 12
到 20 dB/octave，以大约± 15到 20%的极低准确度进行功率比较，足以确保占用带宽测量的准确度达

到± 3到 7%。 

这些方法是通过两个低通滤波器或者两个带通滤波器或者一个高通滤波器或者一个高通和一个

低通滤波器，比较发射的总功率和滤波后的剩余功率，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可以相对于发射的频谱任

意地移动，作为一种选择，相关的功率成分可以通过评估功率谱来确定，如同频谱分析仪获得的一

样。 

4.5.2.1.1 采用频谱分析仪的方法 

采用这个方法，占用带宽定义中涉及的两个频率限制（见第4.5.1.2段）可通过评估发射的功率谱

来确定，如同频谱分析获得的一样，相关功率值由对各个频谱分量的功率求和确定。 

这假设了一个线状频谱，只有周期信号才会有这种频谱。然而，实际业务信号的频谱是一个连

续的频谱，尽管如此，这个方法也能适用于后一种情况，因为选择频率间隔相等的频谱样本就足以

确定占用的带宽，只要选择的频率间隔使得采样能够很好地复现频谱的包络。即便在真正线状频谱

的情况下例如雷达发射的频谱，此时出于实际的原因，分析滤波器带宽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分辨每

一条谱线所要求的那样窄，它也足以评估数量受限的样本，只要针对连续频谱描述的条件得到满

足。因此，该方法特别适合于确定包含数字或者量化信息、具有准周期性频谱的信号的占用带宽，

例如，电报、数据和雷达信号。 

采用X-Y图记录频谱大大地方便了频谱的评估，通常一个袖珍式计算器就足以完成，具有数控合

成器的频谱分析仪能以确定的频率步长扫描频谱，数字存储器将测得的数值发送至计算机，该计算

机依次进行计算。由于常规频谱分析仪对频谱实施的是序贯分析，不是实时分析，建议进行多次扫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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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对于不同的N值，测量占用带宽时的百分比误差（δ′）与功率比较时的百分比误差（υ）之间的关系 

频谱-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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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2 依靠FFT的方法 

相当简单的依赖于FFT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使得从正式定义（《无线电规则》第1条第1.153款）

的意义上测量发射的占用带宽成为可能，至少在以足够的S/N（关于FFT的一些说明见第6.7段）接收

到信号的情况下。与“x-dB”方法相比，这样的直接方法是有利的，“x-dB”方法常常依赖于导出

占用带宽的假设，与所使用调制和调制信号有关的假设。对于常规的模拟和RTTY信号，提供了标准

的假设，到目前为止，新的数值尚未被标准化。看来新的数字信号可能已经提供了“x-dB”带宽和

不易使用的占用带宽之间的一种先验关系，因为： 

– 对于严格相同的调制（例如64-QAM信号），准确的带宽将取决于基带滤波、RF滤波、系统

的发送和接收部分之间的奈奎斯特滤波共享，发射体的线性以及可能采用的预失真技术等等

用于获得与厂商有关的各种技术折衷的所有技术； 

– 另外的困难例如来自邻道干扰的实际功率可能会对测量产生影响； 

– 另一方面，采用固定比特速率的数字信号具有稳定的状态，在这方面，它比随机调制的模拟

信号更易于测量。 

基于FFT的功率比测量方法需要很少的或者不需要有关调制详细参数的信息，能够解析在噪声基

底显现出来的部分信号频谱，并且，功率比方法与“x-dB”数值相比，对于选择窗口的敏感度要低

一些，当SNR不足以确定99%的功率带宽时，可以通过更长时间的积分以及更细粒度分辨率的FFT提
高SNR。然而，这不能用于类似噪声的数字调制。 

总之，采用99%功率法进行带宽测量所需要的SNR不需要过高；对于一些信号，采用15到20 dB
的SNR（在这里定义为峰值信号和噪声基底之差）就可以获得准确的结果，这个数值在许多情况下

是一个合理的数值，要低于数值26 dB。 

采用 FFT 功率比方法测量带宽时不同因素的影响 

窗口的影响 

FFT产生一个滤波器库，这些滤波器不是只采样 f ± δf 的功率但是代表旁瓣的理想矩形滤波器。 

为了考虑优先选择电平测量或频率测量的准确度，已经设计了各种窗口函数（见第6.7段），对

于按照β%方法的带宽测量， 好选择一个产生整体低旁瓣功率含量的窗口，以便工作在尽可能接近

于定义的条件下，该定义要求理想的矩形滤波器。 

然而，对不同信号的大量测量表明，在通常的实际测量条件下，窗口方法的影响对于公共信号

相对较小。 

FFT 分辨率的影响 

要选择的另一个特性是FFT的线数，试验测量（采用不同类型的数字调制信号且不存在噪声时）

表明99%功率法对于所选择的用于计算FFT的分辨率的敏感度要低一些，一旦100以上到200线覆盖了

被测信号的占用带宽，它就能提供非常准确的结果。 



第4章 239 

信号样本持续时间的影响 

当采用基于FFT的功率比方法时，信号采样的持续时间也起着重要的使用，FFT分析是以假设被

测信号是有限宽度、能够被完全地捕获为基础的，因此，观测窗口必须足够地长以覆盖整个信号。 

带宽测量必须针对被调查信号的有效部分进行，但监测站将只观测一段时间的信号，需要提出

能够应用于短时间部分信号的测量方法，以便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大量的发射机进行自动测量。 

采用稳定信号（例如采用数字调制的那些普通信号，没有衰落时）的模拟测试表明，大约1000
个符号就可以获得可靠的结果，因此，当测量数字信号的带宽时，根据经验估计可以把 少1000个
调制符号作为目标。 

噪声的影响 

在有噪声的情况下，必须将对从噪声中显露出来的信号进行滤波，当SNR较低、观测滤波器的

带宽相对于信号带宽较宽时，滤波的重要性增大，如果在没有预防措施（即如果观测带明显超过了

占用带宽）的情况下试图进行直接测量，则测量信号＋噪声的99%的带宽，而不是测量产生绝对错

误结果的单独信号的带宽。 

对于将滤波器定位于隔离新出现的信号主瓣来说，滤波器的形状和准确位置不是非常敏感。一

些理论上的信号可能具有99%的功率带宽，包括一些旁瓣，但是这样的信号实际上很少能够遇到，

因为为了频谱的利用率，发射机端的滤波通常会将发射限制在第一瓣，然而，当分析的信号具有电

平上升到–26 dB的宽旁瓣，或者具有电平缓慢下降至类似电平的窄旁瓣时，应予以注意。两个对称

的旁瓣，每一个旁瓣的宽度等于主瓣的一半、其电平上升到–20 dB，这两个旁瓣将占信号功率的

1%，因此，会对信号的99%带宽产生影响。 

能够用于合适滤波器的实际设置是 大旁瓣电平为–50 dB、通带纹波为0.1 dB，在信号和假设的

噪声基底交会之后，为了滤除噪声，要对滤波器的斜率进行调整，正确的滤波通常是从信号的斜坡

开始，以便达到当噪声基底开始时完全地滤除它。作为验证测量也是改进测量结果的一种实用方

法，操作员有必要规定一个更窄的滤波器进行重复测量，注意到完整捕获滤波器的第一次测量可以

作为帮助确定附加滤波的基础。 

监测人员未知因素的影响 

在监测站无法以容易的方法确定所谓的“隐藏的”调制参数（例如GMSK调制的BT因子），同

样地，这些调制参数无法从测量得到的信号中导出，无论在发射机端对被测的发射进行基带滤波还

是RF滤波；对于可能的发射机非线性同样如此。 

这些因子通常是未知的，无法在监测站测量得到，然而，发射机功率放大器的极化漂移产生的

严重非线性可能会引起占用带宽的大幅增加，监测站在对比以前的占用带宽测量时可以发现这样一

个问题，否则，“隐藏的”参数会严重影响发送频谱的形状，因此，几乎不可能得出一种将 
“x-dB”测量转换为99%功率带宽的方法，即使在考虑一个给定类型的调制时，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

“x-dB”方法，直接方法更受偏爱的原因。 

最大保存功能的影响 

大保存功能使得考虑信号的极端变化成为可能，原因是信号的极端变化很少出现、在取平均

时会被遗漏。 大保存功能可能不是一个评估99％功率带宽的合适的方法，然而，它在分析信号是

否在给定的频谱掩模之下时是适合的，因为它保留了所有可能要超过限制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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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 功率比方法应用于带宽测量的限制 

自动化的考虑 

在频谱监测背景下占用带宽的自动测量通常比较困难：应对被测信号进行一定程度的滤波，以

使得相邻信道和相邻噪声不会过度地影响测量，信号应被隔离，这意味着应把滤波器中的多个发射

和要测量信号的多个载波或者旁瓣区别开。如果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应规定只在信号出现期间进行

测量，其它的参数也可能对测量有影响，例如接收机中的AGC变化、传播衰落等，因此，当分析滤

波器没有围绕有用信号优化设置时，为了限制噪声的影响，带宽测量 好在SNR相当高（比方说>20 
到30 dB）的情况下并且在已知发射方向图的通道化频段内进行。 

当以盲方式对未知信号进行自动测量时，操作员 好在进一步使用其结果之前检验它们的有效

性，当有用信号被入侵信号或干扰取代时，对已知发射带宽的例行系统测量可以作为一种产生告警

的方式，它们还能用于检查发射的一些参数，通常，例行自动带宽测量是在目标信号的短时间样本

上进行的，例如数百毫秒。这是由于监测接收机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信号，重访的频度通常

要足够地高以便检测到无规律的或者有缺点的频谱使用。 

当带宽测量采用的观测窗口太短难以覆盖功率谱密度时，如果目标是一个不稳定的信号，例如

AM、SSB或者FM语音，测量通常会无效。相反地，对于快速的数据传输，容易获得有效的结果

（例如277 kbit/s固定不变的GSM信标信号），然而，当短时间的带宽测量被用于检查信号是否超过

了 大值时，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即便是对于不稳定的信号。 

4.5.2.2 测量“x-dB”带宽的直接法 

这些方法用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信号的频谱，从频谱可以直接读数得到“x-dB”带宽，可

以导出带外频谱的各种特性，例如 初起点电平和衰减率，对于各种类别的发射，为了确定 
“x-dB”带宽和“x-dB”的电平值，确定0 dB基准电平的方法描述如下。 

“x-dB”电平： 

对于每一类发射，可以分别指定相对于零电平测得的“x-dB”电平。 

然而，通过测量发射类别在专门计算得到的“x-dB”电平上的带宽，可以得到更好符合《无线

电规则》第1条第1.153款的结果，表4.5-1给出了“x-dB”电平的数值。 

注1 — 尽管从“x-dB”测量导出99%带宽可能是一个适用于以前提议的不同发射类别的可行方

法，但似乎这些方法不能容易地延用于“数字”频谱，因为数字调制的复杂性不能定义一个简单的

从-“x-dB”进行的测量导出99％带宽的规则。 

频率调制（广播）信号的基准零电平 

对于频率调制的发射，为了测量带宽而确定代表发射峰值的基准（0 dB）电平有时候会比较困

难，因为载波调制时其幅度会降低。在一些无线电系统中，调制是连续的，很少允许为了确立一个

基准电平将总发射功率返回到载波频率，然而，FM调制信号的总发射功率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当测量接收机调谐至要测量发射的中心频率时，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其带宽能够覆盖整个

信号的接收机来测量基准零电平，应注意在选择接收机带宽时不要包括一部分的相邻发射。 

然而，对于下列的“x-dB”测量 – 点，必须要减少接收机的带宽以获得足够的分辨率，可是它

必须要至少等于 高的调制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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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1 

根据经验导出的、和占用带宽彼此接近时的“x-dB”电平数值 

发射类别 
（见《无线电规则》附录1） 

为了评估占用带宽进行“x-dB”带宽 
测量时，要使用的“x-dB”数值 

备注 

A1A 
A1B –30 

当α(1)≥  3%时 
（所有脉冲波形） 

A2A 
A2B –32 

当调制深度在80%和90% 
之间时 

A3E –35  

B8E –26  

F1B –25 
对于所有的信号形状，调制

指数2 ≤ m ≤ 24 

F3C –25 
对于所有类型的发送图像，

调制指数0.4 ≤ m ≤ 3 

F3E 
G3E –26  

F7B –28  

H2B –26  

H3E –26  

J2B –26  

 J3E –26  

R3E –26  

C7W（8-VSB） –12(2) 超过300次扫描的平均 

G7W（T-DAB） –8(2) (3) 超过100次扫描的平均 

(1) 电报信号的相对建立时间α的定义见ITU-R SM.328建议书第1.10段。 
(2) 按照ITU-R SM.328建议书，由于选择的基准电平为必要带宽内功率谱密度（psd）的 大值，这些

数值的单位为dBsd。 
(3) 这个数值源自于利用T-DAB网络开展的试验，从ITU-R BT.2049报告获得。 

 
幅度调制信号的基准零电平 

以上描述的确立基准电平（0 dB）的方法也可用于测量幅度调制和脉冲调制发射的“x-dB”带

宽。 

广播发射之类的幅度调制信号通常具有与 高调制音频频率相似的带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

如上所述的x-dB点的实际测量， 低要求的接收机带宽可能会不够准确，原因是当采用较宽的测量

带宽时分辨率会下降，为了克服这一问题，也可以采用更小的分辨带宽测量AM信号，然而，对于这

种测量，频谱分析仪需要确立0 dB基准电平，如下所述：采用要求的窄分辨带宽、利用 大保存功

能记录频谱，将边带内频谱的 大电平取作基准电平，不考虑在边带中心作为单一峰值显示的载波

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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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调制信号的基准零电平 

通常，数字调制信号的带宽要大于获得适当分辨率的已记录频谱所需要的测量带宽，然而，由

于数字信号是类似噪声的，窄带测量滤波器引起的电平下降在整个发射频谱的所有频率上均相同，

因此，将基准零电平设置为记录或扫描频谱时显示的 大电平，然后必须以相同的测量带宽进行 
x-dB点的测量。 

如果测量旨在提高与给定频谱掩模的一致性，则必须以用于定义该掩模的分辨带宽进行测量。

然而，如果这些掩模是以总的发射功率为参考，则首先必须使用其带宽足以捕获整个信号的接收机

来测量该电平，然后，当为了记录频谱的形状而减少带宽时，必须要考虑测得的 大电平的下降。 

必需的测试设备 

该设备要求被测信号应产生一个频谱，其分量的幅度和频率是稳定的，用一个经过校准的衰减

器以及一个相对于固定电平的基准（测量接收机/分析仪内部的或外部的）来测量幅度。 

在测量相对幅度时可以获得± 1dB的准确度，“x-dB”带宽测量的准确度取决于幅度测量的准确

度以及频谱在测量点的形状和斜率。 

采用以下频谱分析方法。 

4.5.2.2.1 采用单一带通滤波器的方法（序贯频谱分析） 

这个方法， 常用的是通过窄带滤波器例如频谱分析仪的扫描，完整地分析发射的频谱。在使

用这个方法时，认为“x-dB”带宽包含了被衰减的、低于发射峰值电平26 dB的离散分量，诚然，按

《无线电规则》中的定义，这个程序不会提供占用带宽的精确测量，例如，某一特定的发射在主要

发射的两侧有大量的低电平分量，以致于每一侧的分量之和比总的平均功率的0.5%大得多，而这些

离散分量中没有一个超过-26 dB电平，在这种情况下，在发射机端通过测量功率比确定的占用带宽，

可能要比在一定距离内采用本方法测得的“x-dB”带宽大一些。 

采用单一滤波器扫描整个被监督频段的频谱分析仪的主要缺点是，在高分辨率和快速扫描速度

之间不能兼顾，尤其是必须研究宽度较大的频段时，较快的扫描速度对于获得瞬时分量的有代表性

的显示是必需的。 

然而，随着扫描速度的增加，分辨率会变差，这样发射的有效分量将不会得到正确地显示。 

然而，越来越多的基于FFT实时信号处理的现代宽带分析仪或者宽带接收机能够采用大瞬时带宽

（超过100MHz）进行测量，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设备能够采用单一带通滤波器测量带宽，信号捕获

要足够快以便测量瞬时发射，此外，它们中有一些采用缓存技术以限制信号捕获过程中的中断。 

4.5.2.2.2 “x-dB”带宽测量的不确定性 

对于表示为N dB的频段展宽倍频程的SPD下降速率的不同数值，“x-dB”带宽测量（Bx）的相

对误差（δBx）、“x-dB”电平读数的总误差（δx）、边界Bx处信号的频谱功率密度（SPD）电平的

测量（表示）之间的关系如图4.5-3所示。图4.5-3a）显示的数值对应于按方程式（4.5-1）Bx边界内

SPD包络的近似值，图4.5-3b）显示的数值对应于方程式（4.5-2），图4.5-3a）中的实线对应于正的

Bx测量误差，而虚线对应负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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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x-dB”带宽测量误差 

 频谱-4.5-03

N = 6

N =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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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5-3可以清楚地看出，采用符合方程式（4.5-1）的SPD近似值，Bx测量误差要小约1.5倍，

采用两种类型的近似值，该测量误差均非常依赖于在Bx边界以内SPD包络下降的速率N，对于较小的

N值，该测量误差会急剧地增加，在N = 12 dB/倍频程的情况下，为了获得5%以内的Bx测量准确度，

必须要得到“x-dB”电平读数的总准确度，以及大约为0.6-0.9 dB的SPD电平的测量值（表示），然

而当N = 6 dB/倍频程（低调制指数矩形脉冲的AM或者FM/PM传输）时，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Bx测量准确度优于7-8%实际上不可能达到。 

4.5.3 测量带宽时要考虑的条件 

占用带宽当前的定义提出了ITU-R SM.328建议书中描述的、测量总功率与被测量的带宽之外剩

余功率之比的准则，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定位频带的上边界和下边界，合计在频率较高一侧带

外分量的功率，直至得到数值0.5，然后对频带以下的带外分量重复这个步骤，在每一种情况下起始

点应充分远离中心频率以便测量时不会遗漏可察觉到的能量。 

虽然在发射机附近进行测量时，通过测量总功率和带外功率的方法能够完成对发射占用带宽的

测定，但该方法通常不适合于离开发射机有一定距离、在有趋向于掩盖所关注的带外信号分量的干

扰发射或噪声的环境下进行的测量，这在频谱拥挤的MF（第6带）和HF（第7带）部分尤其属实，这

部分频段是国际监测站主要关注的范围。 

尽管隔开一定距离进行的观测对于占用带宽测量的准确度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已经发现近似测

定在频谱监测是为了实施带宽限制的时候是有用的。 

然而，这些隔开一定距离进行的不精确的测量，受限于以前给出原因导致的不准确性，应被当

作仅供咨询。在需要更高准确度的情况下，在发射机端进行测量可能更为适宜。 

为了确保正确地测量，有必要了解噪声、干扰和衰落的确切影响，讨论如下。 

4.5.3.1 干扰的影响 

干扰发射的实际特性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很难讨论所有的情况，对干扰影响的讨论基于以下

假设： 

– 两个发射，要测量的发射和干扰发射，都有稳定的频谱分布； 

– 干扰发射不会产生阻塞、互调或者其它额外的频谱。 

在采用频谱分析的测量方法中，通过观测频谱分布可以确认干扰的存在，干扰的后果可以被降

低和消除。下文中讨论了一个基于受到干扰影响的功率比方法的例子。 

在图4.5-4中，假设在测量设备的通带内不存在噪声或干扰，只有被测量的发射。 

图4.5-5显示的是有干扰发射时的情况。 

（有效）信号的总功率与（无用）干扰发射的总功率之比用W/U表示，在占用带宽之外剩余的

干扰发射功率与干扰发射总功率之比用k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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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4 

没有干扰情况下的频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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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和Pl：带外辐射的功率

Pt：总功率 

 

图 4.5-5 

有干扰情况下的频谱分布 

 频谱-4.5-05

f l fu

Pl Pu

f

Pt

k I

(1 –    )  k  I 

I

 

 

将k作为一个参数，干扰的影响如图4.5-6所示，此图是有效的，与发射的调制类型和频谱分布无

关。 

如果k等于要测量发射的带外辐射的功率与其总功率之比，则干扰不会影响测量得到的数值。 

通常，当W/U变得越小时，误差会变得越大，当k= 0时，干扰发射完全在带内，占用带宽的测量

值会明显变小。 

当k = 1时，干扰发射完全在带外，测得的占用带宽会明显变宽。 

实际上，干扰不一定会遵照以上的描述，而且它的影响是有害的，然而，在实际环境中，考虑

大误差就足够了，即k = 1（干扰发射完全是带外的）。 

从图4.5-6可以获悉，为了将功率比的测量误差限制在小于总功率0.1%的范围内，比率W/U的数

值超过30 dB是必需的。 

建议在进行测量时应使用频谱分析仪或者其它方法确定干扰发射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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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6 

W/U、A′和 B′之间的关系 

 频谱-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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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带外辐射的功率与总功率之比的有效值

B’：带内辐射的功率与总功率之比的有效值

 

4.5.3.2 噪声的影响 

与干扰的情况一样，当采用频谱分析仪方法时，可以降低并消除噪声的影响。然而，噪声的合

成影响是复杂的，因为噪声的特性与产生噪声的源有关。 

在下面章节中给出了在理论上容易处理的随机噪声和其它类型噪声的影响，连同以采用基于受

到噪声影响的功率比方法进行实际测量的一个例子。 

随机噪声的影响 

如果认为噪声是随机的，对其影响评估如下： 

图4.5-7所示的是具有随机噪声的频谱分布示意图。随机噪声对带宽测量值的影响与干扰的影响

相同，用kn（= Wb/WBO）代替图4.5-6中的k，用S/N（= Pt/PN）代替W/U，然而，kn = 0或kn = 1的实际

情况下不会存在随机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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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7 

具有随机噪声的频谱分布 

 频谱-4.5-07

P N 

Pu 
Pl

Pt

Wb
WBO

WBO:  测量设备的等效噪声带宽

PN:  通过WBO的随机噪声的总功率 
（WBO范围内平坦的功率分布）

 

因此，图4.5-6显示的是当被测量发射的信噪比S/N变小时，带外辐射的功率明显增加，并且占用

带宽明显扩展。 

例如，为了将功率比的测量误差限制于小于0.1%，被测量发射的S/N数值应大于25 dB左右，k值
应小于1/3左右，该值被认为适合于监测站。 

4.5.4 带宽的实际测量 

4.5.4.1 实际测量的条件 

在监测站的实际测量中，存在问题是因为在正常通信量情况下，测量通常必须离开发射台一定

的距离，问题如下： 

– 通常，要测量发射的场强较低，必须要从许多个发射中挑选出来； 

– 由于传播扰动的影响，测得的数值可能会不同于在发射台的数值； 

– 噪声和干扰可能会影响测量的结果； 

– 测量设备的响应时间应足够地短，以跟踪由被测量发射的通信情况导致的占用带宽的变化。 

在上面列出的问题中，前三个问题连同测量问题在第4.5.3段中讨论。在实际监测中，存在这些

问题中第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测量系统由测量占用带宽的设备和接收系统组合而成，对于第四个问

题，第4.5.4.2段给出对用于接收和测量占用带宽的设备的要求。 

4.5.4.2 对监测中使用设备的要求 

4.5.4.2.1 对接收设备的要求 

在监测站适用于测量占用带宽的接收设备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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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带的频率特性在要测量发射的整个频谱范围内应是平坦的、波动不超过± 0.5 dB； 

– 频率选择性应能足以分辨带外噪声和干扰，同时相对于通带中间的电平，不会在通带的边缘

引入大于2 dB的损耗； 

– 为了应对要测量发射的场强的可能变化，设备应对变化至少为60 dB的输入呈现出良好的线

性。 

4.5.4.2.2 用于频谱分析的设备 

只要频谱分析仪被用于采用“x-dB”方法的带宽测定，就必须可以使用“ 大保存”（也被称

作峰值存储）运行模式，该设备对于变化至少为60 dB的输入电压应具有很好的线性和显示范围。 

为了测量窄带发射，需要具有高分辨率的频谱分析仪，这样就可以获得发射频谱分布的准确显

示。典型设备的 大分辨率为10 Hz，提供从1 kHz到100 kHz可调整的扫描频率范围，以及从每秒1次
到30次可调整的扫描速度。 

为了分析宽带发射，可以使用频谱分析仪，该设备合并了一个完整的接收机以及那些设计为通

用的接收机，有效的仪器能够以连续可变直到100 MHz（在较高的频率）的扫描宽度，覆盖达到 
44 GHz的频率范围，扫描速度从每秒1次到60次可调整。 

对于慢扫描速度，显示管应具有适当长的余辉，以便进行有效观测。 

4.5.4.2.3 适合功率比方法的设备 

由于对比较衰减器提出了严格的准确度要求，不建议采取带内功率与总功率进行比较的方法；

因此，设备应专门设计成比较带外辐射功率与总功率（与第4.5.2.2段中提到的设备一样）。 

作为一个通用的测量设备，为了自动地计算并直接记录占用带宽，建议该设备应能显示各个门

限频率，在指示的频率以上或以下的平均功率等于总功率的0.5%。 

设备应至少有30 dB的动态范围，如果输入电平变化更大，建议将可变衰减器用于与输入电平变

化一致的自动控制。 

测量设备 好能在0.3-0.5秒内达到全刻度指示，这样它才能跟踪发射的占用带宽的实际波动。 

为了使带外辐射的功率的测量准确度优于10%，通带的平坦度应优于± 0.5 dB，阻带内的损耗应

至少为30 dB，并且，过渡带的斜坡应是陡峭的。 

4.5.4.2.4 采用FFT技术的设备 

可以使用β%方法获得许多PSK、CPM和QAM数字信号占用带宽的可靠评估值，为了让该方法提

供有意义的结果，有必要对被测信号进行适当的滤波，以避免噪声对带宽测量的影响。事实上，对

于大多数的数字传输，99%的功率带宽均包含在信号频谱的第一波瓣内，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未经过

滤波的PSK2信号，像这样的信号在实际发射中很少发现；然而，实际的PSK2传输常常会在发射机端

被滤波，所以相应的辐射波形通常符合99%的功率包含在第一波瓣内的假设。 

因此，由于第4.5.2.1.2段中描述的噪声的影响，该设备应提供一种容易的方式来设置不同的滤波

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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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3 使用频谱分析仪测量占用带宽的方法 

通过一个例子来描述此方法，图4.5-8显示的是F1B发射的频谱，使用50波特，123.7 kHz处频率

偏移为200 Hz，采用频谱分析仪的“ 大保存”运行模式进行记录，5次扫描，分析滤波器的带宽为

30 Hz，每2 kHz的扫描时间为100秒。如同从叠加在频谱上的方格看到的一样，评估的步长为20 Hz，
仅用于确定一个给定频率的衰减值。 

图 4.5-8 

采用50波特、123.7 kHz处偏移为200 Hz的并且用于计算占用带宽的F1B发射的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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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代的频谱分析仪具有固件功能，可以采用与上面描述相似的工作模式评估占用带宽，只

是这些频谱分析仪不能实时地显示频谱的r.m.s.数值，它们只能提供占用带宽的大致数值。 

表4.5-2显示了详细的计算步骤，当ß/2 = 0.5%时，可计算得到： 

 相对功率的100% = 4.372984 

 相对功率的0.5% = 0.021865 

 占用带的下限 ≈ f0 – 180 Hz（见注1） 

 占用带的上限 ≈ f0+ 170 Hz（见注2） 

 占用的带宽 ≈ 350 Hz 

注 1 – 相对功率的 0.5%数值非常接近于∆f = –180 Hz 时的功率值 0.023266（见表 4.5-2 的第一列和第

四列，双线边框）。 

注2 – 频谱包络 高部分的相对功率的0.5%数值大约在∆f = –180 Hz时的功率值0.015718和∆f = 160 Hz
时的功率值0.031567的中间（见表4.5-2的第一列和第五列，双线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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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 

占用带宽的计算 

 

选择40Hz的步长只考虑在–260Hz和260 Hz之间的分量，得到的结果大约为350 Hz，因此，选择

的步长近似等于或小于预期占用带宽的10%通常就足够了，只要包络仍是再生的，并且只考虑那些

近似等于或大于相对于频谱包络峰值–30 dB 的那些分量。 

在这个例子中，假设频谱包络峰值的相对功率电平为0 dB。 

这是为了便于计算，但不是必需的；任何其它的基准电平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注意到显示的读数是以dB计的（第二列），而定义要求汇总功率值，因此，将dB值转换成了相

对功率（第三列）。 

参考文献 

ITU-R 建议书 

注 — 在所有情况下均鼓励使用建议书的 新版本。 

∆f 
（Hz） 

p 
（dB） 

Prelative ∑
∆f

relativeP
Hz400–

 ∑
∆f

relativeP
Hz400–

 

–280 –31 0.000794 0.002321 . 
–260 –31 0.000794 0.003115 . 
–240 –28 0.001585 0.004700 . 
–220 –27 0.001995 0.006695 . 
–200 –24 0.003981 0.010677 . 
–180 –19 0.012589 0.023266 . 
–160 –14 0.039811 0.063076 . 
–140  –8 0.158489 . . 
–120  –4 0.398107 . . 
–100 0 1.000000 . . 
–80  –5 0.316228 . . 
–60 –11 0.079433 . . 
–40 –14 0.039811 . . 
–20 –15 0.031623 . . 

0 –17 0.019953 . . 
20 –14 0.039811 . . 
40 –12 0.063096 . . 
60  –7 0.199526 . . 
80  –2 0.630957 . . 

100 0 1.000000 . . 
120  –6 0.251189 . . 
140 –13 0.050119 . . 
160 –18 0.015849 . 0.031567 
180 –21 0.007943 . 0.015718 
200 –26 0.002512 . 0.007775 
220 –27 0.001995 . 0.005263 
240 –31 0.000794 . 0.003268 
260 –31 0.000794 . 0.002474 
280 –33 0.000501 . 0.00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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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SM.328建议书 — 发射的光谱和带宽。 

ITU-R SM.329建议书 —  杂散域中的无用发射。 

ITU-R SM.443 建议书 — 监测站的带宽测量。 

4.6 调制测量 

4.6.1 引言 

第6.6段中包含了各种调制的基本功能，第4.6段只关注于不同调制参数的测量、调制的识别和分

析方法。 

4.6.2 基本仪器集 

适合于调制测量的仪器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 通用仪器：频谱分析仪、标准（模拟）监测接收机和示波器，其使用限于模拟调制测量或者

数字调制的特定参数。 

– 专用设备：调制计和调制分析仪。 

– 与数字处理有关的现代（数字）监测接收机和矢量信号分析仪（VSA），这类设备能够测量

所有的调制参数。 

4.6.3 模拟调制 

4.6.3.1 调幅 

模拟幅度调制（AM）中要测量的关键参数是调制深度： 

  
100(%) ×

+
−

=
minmax

minmax
EE
EE

m  

正常情况下该数值在0到100%之间，能够从标准量度的接收机直接读出。 

当载波被过调制且m > 100%时会出现临界状态，若Emin< 0也会出现临界状态，然而，测量接收

机不会显示临界状态，而调制深度的另一个定义为： 

  
100

2
(%) ×

−
=±

c

minmax
E

EE
m  

Ec为能够使用的平均电平，例如，可以采用测量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测量得到Emax、Emin和Ec。

如果m+=m–=m±，则认为调制是对称的（即载波幅度的数值（=Ec）不会被调制改变），调制百分比

< 100%，不会出现过调制。 

可以采用被称作调制计或者调制分析仪（如果它们装备了专用电路，能够更严格地检查已调制

的信号，例如失真和S/N比）的专用仪器对调制参数进行更为彻底的调查。 

通常，调制计还能显示载波频率的数值，因为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的仪器能毫不费力地实现这一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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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M解调器的输出是调制波的正包络电压，如图4.6-1所示，图4.6-1a）显示的是解调器的

输入信号，而图4.6-1b） 显示的是解调器的输出信号。 

图4.6-1  

AM解调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 

频谱-4.6-01

EE
Emax

Emin

Eav

a) AM解调器的输入信号 b) AM解调器的输出信号 

时间 时间 

 

指示电路立刻计算调制深度，相应地，仪器显示m+、m–或m±，比较这些数值显示调制是否是非

对称的或者是否出现了过调制（m+ >1）。 

有时候，检查不存在过调制只需要与调制峰值相对应的调制深度的瞬时值，在这种情况下，连

接至接收机中频输出的示波器可能足以进行快速的检查，也可以使用零量程（时域）的频率分析仪

或矢量信号分析仪。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发射机被正确地使用，可能要关注于知道给定时间间隔上的平均调制深

度，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关注调制质量，例如信噪比或者内容失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都有必要使用还包含了精密调制深度计的调制分析仪，这样的仪器能用任何要求的格式显示结果，

例如在前面板上、在PC的屏幕上或者打印的或绘制的图形。 

4.6.3.2 频率调制和相位调制 

如第6.6段所述，频率调制和相位调制（FM/PM）大体上是相同的，会产生相同的RF信号，对于

频率/相位调制的信号，要测量的关键参数是可以直接从标准测量接收机读出的频率偏差∆f，调制指

数为： 

  fm
fm ∆=  

可以从∆f的测量结果计算得到。 

频率和相位偏差的所有特性均可以采用调制计进行测量，测量FM广播电台偏差的另一个可能是

使用基于IFM的调制域分析仪，或者具有数字处理能力的现代监测接收机（或VSA）。必须要根据调

制来选择采样速率（例如，如果 大的调制频率为15 kHz，则采样速率 小应为40 k样本/s），测量

重复时间（时间窗口）应与我们希望确定偏差的 低频率相对应，测量时间越长，在对这些样本进

行处理之后能够看到的调制频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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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信号的相位和频率偏差的测量与峰值测量一样，因为根据定义，通信信号的相位和频率偏

差是峰值偏差，然而，如果必须要测量噪声或信噪比或SINAD，则必须要考虑各个偏差的r.m.s.值或

者准峰值加权值，因此，PM和FM计通常会装备检波器以便提供r.m.s.、SINAD和准峰值（ITU-R 
BS.468建议书）结果。 

关于程序正常运行期间FM广播发射的 大偏差和调制功率的测量及评估的详细描述见ITU-R 
SM.1268建议书。 

4.6.3.3 AM和PM/FM的同时测量 

在VHF频段以及更高的频率，多径传播是FM信号存在的普遍问题，FM系统中多径传播的结果

是不可接受的调制信号失真，由于多径传播，PM或者FM通过在接收机天线上的矢量相加，被转换

为一定百分比的AM，因此，通过测量频率调制载波的AM，可以发现多径传播。为了这一目的，调

制计必须能够同时测量AM和PM/FM，当需要确定FM广播信号的质量是否合格时，必须要测量

PM/FM对AM转换的百分比。 

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以即时计算的转换系数提供偏差和调制深度并行测量的仪器，该转换

系数用每kHz FM偏差上的%调制深度表示。 

ITU-R SM.1268建议书规定了AM数量的 大值以及准确测量的其它先决条件。 

4.6.3.4 专用的模拟调制 

4.6.3.4.1 TV广播调制 

VHF/UHF频段上模拟电视广播（VSB）传输调制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副载波（例如声音和颜色同

步信号）相对于图像载波的电平，这可以采用分辨带宽至少为100 kHz的频谱分析仪来测量，标称值

是系统相关的，可以从适当的标准文档获得。 

按照相应的标准，电视信号的一部分会保持幅度不变，与图像的内容无关。出于这一原因，视

频调制的常规调制深度测量没有意义。 

在示波器上显示IF信号或者解调的视频信号是有用的，它提供了很好的调制印记，IF输出带宽

小为5.5 MHz和 — 如果使用的话 — 接收机视频解调器是正确显示的先决条件。 

可以获得专门的模拟电视分析仪，该设备能够详细地分析图像调制包括插入在后续帧之间测试

线的内容。 

如果调制计具有足够的选择性，就能够用常规方式进行声道的偏差测量。 

4.6.3.4.2 抑制载波单边带调制 

采取这个类型的调制，载波会被抑制，并且没有规定调制深度，因此，不能够测量调制深度。 

4.6.3.4.3 独立边带调制 

以上关于抑制载波单边带（SSB）的描述也适用于抑制载波（B8E）独立边带调制（ISB） 

常规方法是不可能测量调制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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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4.4 动态幅度调制 

如第6.6段所述，每当为了节省发射能量减少调制深度时这种调制也会降低载波电平，载波功率

随着调制电平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了解发射信号特性的详细信息，常规调制计的指示就不可

能是正确的。为了发现是否使用了动态幅度调制（DAM），必须用缓慢的时间常数测量平均载波电

平。 

4.6.4 单载波数字调制 

取决于特定的系统参数，被幅度、频率和/或相位调制的单载波，例如ASK、FSK、PSK、MSK
和QAM，具有即便不相等也很相似的频谱，使用扫频式频谱分析仪很难辨别它们。采用标准调制计

或测量接收机测量调制深度和频率偏移通常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可能要关注下列调制特

性： 

– 调制和星座状态数的识别； 

– 符号速率； 

– 基带滤波； 

– 调制误差。 

4.6.4.1 符号速率 

为了解码数字信号，接收机必须与发射机在时间上同步，这意味着符号速率必须精确地匹配，

如果使用的设备没有数字信号识别能力，监测接收机和矢量信号分析仪只有在操作员输入了正确的

符号速率时才能工作。标准测量设备不能测量符号速率，如果符号速率未知，则进一步的分析和解

码是不可能的。 

由于基带滤波信号的幅度和/或相位的平滑变化，使用连接至监测接收机中频的示波器通常不可

能测量符号速率。 

然而，根据经验，可以认为符号速率约等于信号的占用带宽。表4.6-1显示的是公共数字单载波

系统的一些例子。 
表4.6-1 

举例的单载波系统的符号速率和带宽 

 

系统 带宽 符号速率 

TETRAPOL 7.2 kHz 8千符号/秒 

TETRA 21 kHz 18 千符号/秒 

DECT 1.1 MHz 1.152 兆符号/秒 

GSM 250 kHz 270.833 千符号/秒 

UMTS（欧洲的） 4.2 MHz 3.84 兆符号/秒 

蓝牙 950 kHz 1 兆符号/秒 

WLAN DSSS （802.11b） 13 MHz 11 兆符号/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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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的数字调制分析仪和特别装备的现代监测接收机能够通过采用数学的方法来测量符号速

率，这些在下一节进行说明。 

4.6.4.2 调制和星座状态数的识别 

如前所述，采用标准测量接收机或者扫频式频谱分析仪不可能唯一地识别各个单载波。然而，

通过测量峰值和RMS电平的差异可以获得某些“线索”（对于脉冲信号，峰值和平均猝发电平之间

的差异），更多细节见第4.3段，这个差异被称作CREST因子，如果它为零（两个电平相等），则调

制只能是FSK或者MSK，因为所有其它的单载波调制都具有固有的幅度调制。 

对于FSK和MSK调制，频移测量能够采用连接至标准测量接收机中频的示波器。 

对于ASK调制，调制深度测量能够采用零档模式的频谱分析仪或者连接至标准测量接收机中频

的示波器。 

为了进一步识别所采用的调制，需要能够完成矢量信号分析仪或者FFT分析仪/接收机功能的设

备，该设备能够保留调制信号的幅度、频率和相位。在输入了符号速率以后，这些分析仪/接收机会

显示像图4.6-2一样的星座图，关于星座图的详细信息见第6.6段。 

图4.6-2 

8-PSK信号的星座图 

 
频谱-4.6-02

 

4.1666667实数–4.1666667
–1.5

1.5

虚数 

T1

A

参考电平

–20 dBm

CF 950 MHz 被测信号 
SR 270.833 kHz 星座 

解调 8-PSK 

 

如果分析仪还显示星座点之间的RF矢量（即在任何时刻不间断），则能获得关于调制特性的更

多信息。 终的显示通常被称作矢量图，图4.6-3显示的是图4.6-2中8-PSK信号的矢量图。 

专用的数字调制分析仪是有用的，能够在特定条件下识别完全未知信号的调制，测量其符号速

率。这些分析仪通常是运行在标准PC上的软件解决方案，输入预先记录的被调查信号序列，测量技

术以信号转换函数为基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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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3 

8-PSK信号的矢量图 

 频谱-4.6-03

4.1666667 实数–4.1666667
–1.5

1.5

虚数 

T1

A

参考电平

–20 dBm

CF 950 MHz 被测信号 
SR 270.833 kHz 矢量 

解调  8-PSK

 

频谱相关和矩量法 

对由多个连续FFT过程得到的频谱进行循环自相关，其结果可以用一个二维图形表示，在图中显

示星座点上明显的峰值以及峰值之间的过渡时间，图4.6-4所示的是一个BPSK信号的例子。 

图4.6-4 

BPSK信号的频谱相关性结果 

 频谱-4.6-04  



第4章 257 

升到 N 次幂的信号的频谱 

此方法是以先前升到2或者4次幂的信号的傅里叶变换为基础，与调制有关，其结果会显示出代

表星座状态数量的明显峰值。 

直方图法 

计算瞬时频率或幅度或相位的直方图。 

取决于调制的类型，计算得到的峰值描述了调制参数的特性。 

零交叉频谱 

此方法评估了输入信号复形基带的瞬时频率，该基带的中心频率为零，每当（调制的）基带信

号的频率穿过零点时，零交叉函数立刻产生一个时域内的峰值，于是可以确定零交叉函数连续峰值

（tn）之间的时间，采用关系式 f = 1/tn计算新的“频谱”。 

图4.6-5说明了该过程。 
图4.6-5 

零交叉法的原理 

 频谱-4.6-05

 

 

 

 
   

1: 输入信号

频
率

时间

2: 零交叉

幅
度

t1

幅
度

频率

0 

时间

0 
t2 t3

1/t3 1/t1 1/t2

0 

+

– 

3: 结果

 

 

零交叉法的结果举例如图4.6-6所示。 

这些方法常常会提供比调制状态数量更多的信息，表4.6-2汇总了上述各种方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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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6 

适用于600符号/秒 QPSK信号的零交叉 

 频谱-4.6-06 

 
表4.6-2 

适用于数字调制参数的可能测量方法 

调制 测量… 频谱相关和 
矩量法 

升到N次幂的

信号的频谱 
直方图法 零交叉的 

频谱 

载波频率 √    

符号速率  √ （N=2）   

ASK 

状态数   √  

载波频率   √  

符号速率 √   √ 

FSK 

状态数  √ （ N= 1）* √  

载波频率 √ √ （ N=2）   

符号速率  √ （ N=2或4） √ √ 

PSK 

状态数   √  

载波频率  √ （ N=2）   

符号速率  √ （ N=2）  √ 

MSK 

状态数   √  

载波频率 √    

符号速率  √ （ N= 4）  √ 

QAM 

状态数 （不可能采用这些方法） 

* 取决于调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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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3 基带滤波 

如第6.6段所述，只有高斯和余弦（或者根升余弦（RRC））滤波被用于减少数字单载波信号的

带宽，所采用的基带滤波的类型可以从RF频谱的特征形状得到（见图4.6-7）。 

图4.6-7 

经过滤波的数字单载波信号的频谱 

 频谱-4.6-07  

图4.6-8 

未经过滤波QPSK信号的矢量图和I/Q时域 

 
频谱-4.6-08

4.1666667 实数–4.1666667
–1.5

1.5 

虚数

T1

参考电平

–20 dBm

CF 400 MHz 测量信号

SR 18 kHz 矢量

解调 QPSK

9.875符号0
–1.5

1.5 
实数

T2

CF 400 MHz 测量信号 
SR 18 kHz 实/虚 

解调   QPSK 

1.5 
–1.5

T4

参考电平

–20 dBm

虚数

SGL

SGL

A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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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信号分析仪通常能够显示时域中调制信号的I和Q分量，图4.6-8和4.6-9的显示是以长度为10
个符号的QPSK调制信号为例，图4.6-8中显示的是未采取基带滤波的信号，图4.6-9显示的是采取了余

弦基带滤波的相同信号。 

可以看出基带滤波“平滑”了调制基带内的陡沿，然而仍可确保RF矢量在解码时能够准确地达

到标称的星座点。 

I和Q分量的平滑变化有时会导致星座点“过调”，这会提高RF信号的峰值幅度，然而，带宽会

明显减少。 

图4.6-9 

采取余弦滤波的QPSK信号的矢量图和I/Q时域 

 频谱-4.6-09

–1.5

1.5 

参考电平

–20 dBm

–1.5

1.5

实数

T2

CF 400 MHz 测量信号 
SR 18 kHz 实/虚

解调  QPSK

1.5
–1.5

T4

参考电平

–20 dBm

B

D
虚数

 

 

4.6.4.4 调制误差 

矢量信号分析仪和现代数字监测接收机通常还能够至少测量以下误差： 

– 正交偏移； 

– 增益不平衡； 

– I/Q偏移。 

图4.6-10显示的是具有较大I/Q偏移的16-QAM信号的误差测量。 

所有这些调制误差之和可以表示为误差矢量幅度（EVM），通常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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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0 

调制误差测量举例 

 

 

–20 dBm 

–1.5
–4.1666667

4.97% r.m.s 
4.13% r.m.s 
2.36% r.m.s 
–22.17 Hz 
11.12 dB/sym 
0.07% 

9.26%  Pk   at   sym    292 
–9.25% Pk   at   sym    292 
–7.88° Pk   at   sym      39 
–22.17 Hz Pk 

 

4.6.5 多载波数字调制 

许多现代数字通信系统采用正交频分复用（OFDM）。对于OFDM信号，可能要关注下列调制参数： 

– 调制类型； 

– 载波数量； 

– 载波间隔； 

– 符号时间； 

– 保护间隔。 

4.6.5.1 调制类型 

与单载波系统一样，使用像频谱分析仪之类的标准监测设备不能确定调制的类型，甚至大多数

矢量分析仪只能工作于单载波系统。 

为了分离OFDM集的单载波，需要专门的信号分析仪，某些现代的监测接收机连同合适的信号

处理软件也可能适用。 

通常它们能显示所有载波或只显示所选择载波数的星座图，由该显示可以识别副载波的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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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2 载波数量和载波间隔 

由于调制，副载波的频谱会重叠，因此，采用标准的频谱分析仪很难从视觉上区分它们。 

然而，采用长期跟踪平均模式连同较窄的分辨带宽（RBW < 1/10 ∆f），频谱分析仪将显示如图

4.6-11所示的图形。 

图4.6-11中的频谱是DAB信号的一部分，此时能够测量的载波间隔∆f为1 kHz。 

由外载波之间的带宽能够计算出载波的数量，用频谱分析仪和载波间隔很容易确定外部载波。 

图4.6-11 

高分辨率的部分OFDM频谱 

 

4.6.5.3 符号时间 

符号时间Ts为： 

  f
Ts ∆

= 1  

∆f是两个相邻副载波之间的频率间隔，在图4.6-11的例子中， 后得到的符号时间将为1ms。 

测量符号时间的更加精确的方法是计算（预先记录的）时间信号的自相关函数，该方法需要专

门的设备或者软件，例子如图4.6-12所示。 

自相关图形在时间偏移等于符号时间的地方会显示一个峰值。 

测量保护间隔Tg的长度不能采用标准监测设备，必须改为采用专门的OFDM信号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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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2 

OFDM信号的自相关 

 频谱-4.6-12

 

 

自相关

* 1/4 000 s

τ= 128/4 000 = 32 ms

信道响应 

τ 估算Ts

 
图4.6-13 

OFDM时间信号的循环自相关 

 频谱-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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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类设备确定保护时间的一种方法是对时间信号进行循环自相关处理。 

对于有些发送信息会再次重复的那些时间间隔，循环自相关处理的结果会显示出峰值。 

这些时间将为Ts + Tg，如果Ts已知（或者以前已经测量过），则可以计算Tg，图4.6-13所示的是

一个例子。 

4.6.6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的可能来源有： 

– 仪器带宽比调制信号窄 

– 噪声或者干扰同信道信号； 

– 干扰邻道信号； 

– 反射和多径接收。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必须在接收机（调制计） 有利的S/N比下进行测量，并使用定向天线以便

尽可能地消除无用信号并获得有用信号的 大电压。选择的测量带宽必须正好覆盖有用信号。 

特别地，由于多径传播，具有较高AM含量的FM信号的偏差测量会给出错误的结果，指示值可

能会格外地高（例如，2倍）。测量偏差时无论如何必须要避免多径接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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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K.,et al.[December 1993] Vector Signal Analyzers for Difficult Measurements on Time-Varying and 
Complex Modulated Signals. Hewlett-Packard J., Vol. 44, p. 6-47. 

BUES, D. and RIEDEL, P.[1993] Planning digital radio networks using Impulse Response Analyzer PCS 
and test tranmitter system. News from Rohde & Schwarz, No. 141, p. 26-27.STOKKE, K. N. [April, 
1986] EBU Rev. Techn., No. 216, p. 81-87. 

WOLF, J. [1993] Test receivers ESN and ESVN: Top-rounders for signal and EMI measurement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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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在所有情况下均建议使用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BS.468建议书 — 对声音广播中音频噪声电平的测量。 

ITU-R SM.1268建议书 — 测量监测站的FM广播发射的 大频率偏移的方法。 

http://www.agil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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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无线电测向和定位 

4.7.1 总则 

无线电测向（DF）的目的是利用无线电波的传播特性来确定任何电磁辐射源的方位线

（LoB）。 

鉴于此，DF能够用于确定无线电发射机或者无线电噪声源的方向。 

使用多个测向器（三角测量法）或者直接定位法在以下情况下是必要的： 

– 定位处于危险境地的发射机； 

– 定位未经授权的发射机； 

– 定位其它方法不能识别的干扰发射机； 

– 确定接收到的有害干扰源的地点，例如电气设备、电力线上有缺陷的绝缘子等； 

– 识别发射机，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 

第4.7段的目的是给出用于开展测向和发射体定位的不同方法的比较。 

4.7.2 无线电测向 

DF是一个确定电磁波（在理想条件下）相对于参考方向的到达方向或方位角（和仰角，如果在

HF频段）的传感器。 

在不详细说明与无线电传播有关现象的情况下，假设传播总是沿着连接辐射源到接收点的大圆

弧。 

在这些情况下，采用适当的接收设备提供入射波的方向，有可能获得源（发射机和干扰电流）

的方位，并知道该源在接收位置的哪个方向上。 

所有（DF）共用的功能体系结构包括： 

– 天线阵； 

– 接收组件； 

– DF处理器。 

DF显示的例子如图4.7-1所示。 

初步结果应显示：到达角度、信号电平、方位质量、频谱和地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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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1 

测向器显示的例子 

 

4.7.2.1 基本体系结构、性能和问题的讨论 

选择测向系统常常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它代表着性能面对给定操作情况时的折衷选择，有许多

特有的性能是测向器必须有的，而与所采用的DF原理无关。该设备的操作和设计特性（显示模式、

操作概念、远程控制能力、温度范围、机械的鲁棒性、形状、重量、功耗等）必须要满足特定应用

的要求。 

主要的DF工程特性有： 

– 准确度； 

– 灵敏度； 

– 抗失真的波阵面性能； 

– 抗去极化性能； 

– 同信道干扰的影响； 

– 抗接收机敏感度下降； 

– 短信号持续时间。 

在比较不同的DF方法时，例如接下来的方法，只有这些主要的DF特性是有关联的，因此在这里

只考虑这些特性。 

关于测向器的典型技术要求见第3.4.6段。 

4.7.2.1.1 准确度 

准确度 

关于规定的准确度，应注意到系统误差有两个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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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分量，方位角误差，取决于信号入射的方向、选址和周围地形。第二个分量，频率误

差，是随选择频率而变化的DF误差。 

DF准确度可以在实际环境、户外试验地点或者实验室平台进行测试。 

应该清楚的是DF准确度数值可能会因测试环境而有明显的差异。 

可以按ITU-R SM.2125报告中描述的三种方法测量系统的准确度： 

– 在代表 后运行环境的真实环境中，采取各种调制，使用系统厂商规定的 小S/N比的信

号； 

– 在户外测试点（OATS），通常定义为具有足够（> 20 dB）S/N 比的信号，没有来自附近障

碍物的反射、环境噪声，以及其它可能干扰测量的无线电信号；当然不包括由传播介质（例

如电离层）和多径效应产生的DF误差； 

– 在平台上：其天线未连接至模拟器和发生器的DF站。 

校准和修正 

所有的DF技术必须实行校准以确保获得必需的高水平的方位准确度。 

可以实施以下两项校准技术： 

– DF物理结构的校准。为了减少天线杆干扰和/或天线之间共振和/或车顶干扰的影响，应该进

行校准，该校准发生在工厂内，主要是针对VHF/UHF DF，这在把天线固定在车顶上时尤为

重要，然而，在天线杆顶部精确建立的DF天线，如果在DF天线的频率范围内没有与天线杆

形成共振，并且在天线附近没有障碍物，应不需要任何校准，从而减少费用并增加灵活性

（例如，备件不需要校准）。 

– 定期校准修正各个DF接收通道的时间和温度漂移以及天线参数，该校准通常以同相本地示

波器信号注入到所有天线切换的输入从而使通道均衡为基础，双重取平均的方法也可以在不

需要任何定期校准的情况下用于获得相同的漂移补偿。 

只要安装了测向器，就会存在除了设备公差以外附加的误差因素，还要考虑与DF选址有关的误

差（多径、地形、附近物体等），它们将随地点而变化。为了利用在不同方向上的、跨工作频率范

围的已知参考发射机位置，来修正这两个误差来源，应在安装了测向器之后对环境引起的方位误差

进行修正，这些修正一旦确定，就可以绘制出一条曲线或者显示所存储的数据。在各个频段上，应

对测向器的读数加以修正以获得真实的方位。 

4.7.2.1.2 灵敏度 

灵敏度是测向器非常重要的一项特性，尤其在无线电监测方面。然而在空中交通管制中，例

如，对于 高灵敏度没有特殊的要求，而是对S/N比的充足余量有特殊的要求，无线电监测经常会面

临评估信号难以检测的问题。 

高灵敏度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 在良好接收条件下扩展测向器的范围； 

– 在不太好的条件下充分可靠地测向。 

相当普遍的是，测向器的灵敏度与观测的持续时间（多次测量的平均时间）密切相关，通常和

指定的方位波动（由噪声引起的）一起规定测向器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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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的变化与D/λ比（D – DF天线的直径，λ – 接收到信号的波长）、S/N比、有效积分时间和

选择的带宽成反比。 

ITU-R SM.2125报告很详细地讨论了灵敏度，并总结了测量灵敏度的程序。 

4.7.2.1.3 多径传播和多源的效应 

多径传播 

在一些情况下（城市地区或者山区），能够观测到严重的传播效应（屏蔽和遮蔽效应，平坦的

和选择性衰落）。 

多径现象是由于来自相同源的多个信号以不同的角度和到达时间到达接收机天线，这是由无线

电传播期间的反射或衍射造成的，如图4.7-2所示。 

多径对到达角度（AOA）测定的影响是变化的： 

– 通常，长距离的多径（即由反射引起的多径）只会引起到达角度测定的偏向； 

– 当反射体接近于测向器时情况会相当地不同，如果由附近建筑物或车辆反射的一个多径信号

强于直接信号，测向器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如果由附近建筑物或车辆反射的信号没有直接

信号强，测向器的结果可能是有偏向的； 

– 在右图中，相同频率的信号从不同的方向到达测向器也会产生多源的情况。 

图4.7-2 

多径情况（左图）和多源（右图）举例 

频谱-4.7-02

发射机1
单发射机

发射机1和发射机2的频率相同

发射机2

DF 1

DF

建筑物

反射波

直接波

 

多源 

当不同位置上的两个发射机正在使用相同的频率时，就出现了多源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

AOA协同其它的方法必须要适应复杂的无线电-电气环境。 

能够观测到四种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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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内部干扰：信号都自来属于相同网络的不同发射机，如果传播偏爱于沿着一条长的路

径，频率重用机制可能会产生这种干扰。 

2. 网络外部干扰：两个信号来自不同的通信系统。 

3. 关注的信号干扰网络外部的信号。 

4. 在数字网络展开期间，模拟和数字发射机同时工作。 

测向器技术的结果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DF技术，各个测向器总是从一般假设为均匀的、传播未受干扰的电磁场得到

其方向信息。在这种实际上几乎从未存在的理想情况下，波阵面是平面的；具有相同相位和相同幅

度的线为平行的直线（见图4.7-3）。 

图4.7-3 

小/大孔径DF天线 

频谱-4.7-03

采用大孔径DF天线的方位

采用小孔径DF天线的方位 

标称方位

小/大孔径DF天线 

失真的波阵面

无失真的波阵面

 

沿着电磁波的传播路径，电磁波会被障碍物反射、被边缘衍射，由于特定的、通常与频率相关

的传播条件，也可能会存在多径接收，因此，会存在干扰，原始的平面波阵面会变形，相互干扰波

的幅度、相位、数量和不同角度之间的关系会形成不同的失真。 

与DF天线的尺寸D有关，DF天线只能检测一小部分的波阵面。确定的方向通常是垂直于平均波

阵面截面的直线，在一个失真场中，取决于与失真场中等相线波动的空间周期有关的DF天线孔径，

可以预期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建议选择具有相对于波长λ的较大孔径的DF天线以使得由场失真

引起的误差 小，比率D/λ > 1指的是大孔径的测向器，而D/λ小于0.5 用来表示小孔径测向器，介于

中间的比率通常用来表示中等孔径的测向器。 

使用大孔径天线的能力对于限制DF天线附近障碍物的影响 为重要，由于天线附近的障碍物能

够大大地隔开来自直接路径的方位角且有相似的幅度，它们会产生大多数的干扰多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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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1.4 去极化效应 

去极化作用是指DF天线和入射波之间极化平面的位移，测向器的极化响应十分取决于所使用的

天线系统，从而也取决于DF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单人携带的或者车载的发射机均采用垂直极化，因此，出于实际和

传播的原因，VHF和UHF DF天线通常由垂直偶极子组成，在这个频率范围内接收机场中的水平分量

较小，测向引入的误差可以忽略，对于FM广播或电视发射机或者移动的飞机或直升机测向来说，适

应水平极化是正当的。在该情况下，工作在发射波垂直分量的测向器或与水平极化相匹配的DF天线

均能使用。 

4.7.2.1.5 短信号持续时间 

取决于测向器的工作原理，信号必须在一定的 短时间内有效以便获取方位。采用窄带和宽带

的接收机可以获得持续时间小于1 ms的信号。 

该性能主要取决于DF技术和设备的信号处理能力。 

4.7.2.2 不同的DF技术 

通常，为一个特定的应用选择DF系统是一个合成处于 佳配置的天线、接收机和处理器设计的

特性的问题，按照惯例，无线电测向技术可分为三种基本方法：幅度检测系统、相位检测系统以及

幅度和相位检测系统，许多现代的DF采用的是相位和幅度组合检测技术，本节在对 通用方法差异

的简单概述和说明中，比较了取样的DF技术。对这些技术中每一项工作原理的详尽讨论超出本手册

的范畴，需要更多技术性说明的那些读者可查阅有关DF 技术的教科书。 

现代的DF技术有： 

– 旋转天线； 

– 多普勒和伪多普勒； 

– 阿德科克/沃森-瓦特； 

– 相位干涉计； 

– 相关干涉计； 

– 高分辨率。 

检查每一项技术的性能因素，强调其独一无二的特性。 

4.7.2.2.1 旋转天线 

检测信号到达角度（AOA）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旋转天线/天线系统，环形天线能够人

工地转动以指向到达方向的零位，远程控制的天线和接收机能够用于显示随角度而变化的接收机输

入电平，能够使用水平或者垂直极化的定向天线，为了改进方位结果，可使用由两副相同天线组成

的天线系统，该系统能够提供两副天线输入电平之和或之差。当天线指向发射机方向时，信号差会

产生非常明显的 小值，相加的信号有更高的灵敏度，但是方向性会更低，如图4.7-4所示。 

该测向方法能用于所有在大气中的传输时间比设备旋转两次天线系统所需时间长的传输，该方

法还证明了其在相同频率上使用一个以上发射机的无线电系统中的可用性，如DVB-T、TETRA、

GS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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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旋转天线系统可以达到200 r.p.m的旋转速度，而低速天线系统转一整圈则需要1分钟以上，

接收到的极化只取决于天线架。 

与其它方法相比，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用于垂直和水平极化的信号。 

频率下限由天线的机械尺寸决定，通常不会低于80 MHz，频率上限主要受限于天线杆和天线之

间转环耦合器的技术要求，所谓的自转天线可用于40 GHz以上的频率。 

图4.7-4 

地图中显示的天线方向图a)相加、b)差分、c)差分 

频谱-4.7-04

a) b) c)

 

 

表4.7-1 

装置举例 

 

 

4.7.2.2.2 多普勒和伪多普勒 

通过研究移动天线给接收信号产生的多普勒频移，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多普勒和伪多普勒。在

UHF频段以下的频率，适用于直接多普勒原理的机械转动速度通常不切实际，于是开发出了电子切

换方法以便用固定的环形阵列模拟天线转动，该技术被称作伪多普勒方法。 

为了获得明确的DF结果，各个天线单元之间的间距必须小于工作波长的一半，实际上，会选择

在波长的三分之一处安装天线单元。 

频率范围 极化 天线耦合 旋转速度 

80 – 1 000 MHz 垂直的、水平的 求和，差分 60 r.p.m 

80 – 1 300 MHz 垂直的 求和，差分 1 r.p.m 

500 MHz – 40 GHz 45° 求和，差分 ≤2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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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德科克或者沃森-瓦特方法相比，采用（伪-）多普勒技术的DF系统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以

及很好的抗多径传播性能。 

4.7.2.2.3 阿德科克/沃森瓦特 

阿德科克/沃森-瓦特（WW）系统（见表4.7-2）利用天线和信号处理的改进以提供一个具有接近

于瞬时读数的系统。 

这些系统中所使用的阿德科克天线阵列（1918年开发）由通过一个180°混合电路组合在一起的

偶极子或者单极子天线对组成，从而呈现出在环形天线中常见的“8字形”接收方向图。 

安置在正交基线上的两个阿德科克对，展现对信号到达方向的响应，一副天线会随着到达方向

的正弦变化，第二副天线会随着到达方向的余弦变化。 

沃森-瓦特测向技术采用三个相位匹配的接收机，用正弦、余弦函数和第三个全向的通道显示到

达角度以解决模糊问题。 

现代的沃森-瓦特测向器采用DSP技术计算方位。 

 

图4.7-5 

沃森-瓦特DF系统的原理 

 频谱-4.7-05
消隐

CRT

DF转换器

全向接收天线

交叉环形

亮度

N α 

Uy 

Uy

Ux

Usense

Ux

Usense

Uy

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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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2 

沃森-瓦特DF系统 

 

 

4.7.2.2.4 相位干涉计 

干涉计方法（见表4.7-3）作为一种高精度、瞬时的LoB测量方法于20世纪50、60年代提出，该

系统利用了至少两个独立天线之间的微分相位测量，这类系统的关键部件是鉴相器，该设备能返回

两个接收到的信号之间相位延迟的估值。 

利用这一相位延迟，可以估算到达的角度，采用3、4、5副天线或者更多副天线的组合能够在不

转动天线的情况下获得360°的视野。频率在30 MHz以下时，三角形配置是有效的，在更高的频率范

围，建议采用环形阵列。 

多通道接收系统和天线切换已经作为测量多天线输入的手段得到了成功地运用。 

图4.7-6显示的是角度为θ的入射波阵面到达分开距离为“d”的两副天线时的相位差。 

DF天线阵列测量 在三副天线的输出端进行幅度测量，配置的天线与信号到达角度的正

弦、余弦和全向方向图相对应。 

典型地，采用三个相干接收机通道进行同步幅度测量。 

测量转换为DF方位 方位＝ arctan （sin θ/cos θ）；有时会用取自校准表的因子改进此计算，

模糊问题可以通过（全向的）检测通道得到解决。 

准确度（没有地点影响时） 1° 到2° r.m.s. 

灵敏度 中-高。 
基于天线选择性的性能。 

短信号持续时间 1ms，指示方位没有时延。 

抗去极化性能 采用高平衡天线时，当去极化< 45°，方位误差较低；不能使用去极化补

偿算法。 

抗失真波阵面性能（相干干扰） 有限，由于可能没有大孔径天线阵列。 

抗同道干扰性能（非相干干扰） 可能采用模拟CRT显示技术进行分离，用于解析干扰类型的CRT操作员

判读。 

数字信号处理不能从算法上分离时间上重合的同道信号，对于时间上不

重合的信号，可以采用直方图技术。 

HF天波能力 不能确定天波信号的仰角；能够保持对于高角信号的高灵敏度。交叉环

形天线可以用于关注于极高到达角度的应用。 

备注 这些系统具有发展超过50年的优点，代表着 成功的早期DF技术；它们

保留了部分的相关性，由于非常短暂的系统 短信号持续时间和测量瞬

时信号源方位的能力（包括雷电，它们 初是为雷电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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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6 

相位干涉计：相位差原理 

 频谱-4.7-06

天线2天线1 

d

入射波阵面

相位差

 

 
表4.7-3 

相位干涉计 

 

DF天线阵测量 天线阵内可能天线对子集之间微分相位测量，更多细节见第3.4.4段接收机的

数量。 

测量转换为DF方位 可以通过联合有关天线阵的信息以及得到的对阵列中天线对的微分相位测

量，来计算方位。对特定天线对的相位测量可以根据天线间隔的知识，用于

计算到达角度。利用有关阵列几何形状的知识，多个天线对的测量可以联合

解决方位角的模糊问题，并计算到达的仰角。 

准确度（没有地点影响时） ≤ 1° r.m.s. 

灵敏度 高 

短信号持续时间 10 ms 
1 ms* 
* 常见系统使用的是切换至相干测量通道对的天线，如果每个天线单元使

用一个接收机并且所有的测量都是并行开展的，则 短信号持续时间可

以更短。 

抗去极化性能 由于不能使用补偿算法，只能是天线单元极化线性功能；当极化倾斜达到 
60°时，通常极化误差较低，极化倾斜越大、误差越大。 

抗失真波阵面性能 

（相干干扰） 

高，当使用大孔径天线阵列时。 

抗同道干扰性能 
（非相干干扰） 

对于非时间重合信号，可以采用直方图技术进行隔离；对于时间重合信号，

只能评估强度高出3至5 dB的信号。 

HF天波能力 也能确定天波信号的仰角；当天线阵列由交叉环形天线组成时，能保持对高

仰角信号的高灵敏度。 

备注 相位干涉计与现代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兼容；现在有多个使用个人计算机完

成DF处理的系统在出售；不会限制它们使用圆形排列的天线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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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2.5 相关干涉计 

相关干涉计使用的是信号的相位和幅度信息。 

典型地，这些系统通过将接收到的幅度和相位数据与适合于天线阵的幅度和相位校准数据库关

联起来，来评估被解析信号的LoB。 

可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的二次误差来进行比较。 

如果对参考数据集的不同方位角数值进行相关，则可以从相关系数 大时的数据获得方位。 

这如图4.7-7所示，该方法能够消除与仪器和地点有关的误差，能够进行修改以便用于各种天线

阵。 

 

 

图4.7-7 

相关干涉计的原理 

 
频谱-4.7-07

K(α)

α

测得的相位和幅度差

α

针对入射平面波的

不同方向，计算得

到的相位和幅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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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4 

相关干涉计 

 

 

4.7.2.2.6 高级分辨技术 

高级分辨技术通常被称作超高分辨率，这些技术被用于分辨由多个发射机在相同频率上产生的

信号（多径或多源）。 

本节讨论两项技术： 

– 波束成形和空间匹配滤波器（例如，CAPON算法）：所有方向上的控制天线阵波束和寻找

输入功率峰值的算法。波束成形的计算和空间匹配滤波器算法以控制矢量的表达式为基础，

同时使噪声和干扰源信号对功率的影响 小； 

– 子空间技术（例如MUSIC算法）：它们以消除噪声、干扰信号和多径为基础，子空间技术算

法的计算以所有接收机数据样本的主分量（或者特征向量）分析为基础，通过变化控制矢

量、寻找使控制矢量垂直于与噪声特征向量相对应的特征向量的角度，来计算波入射角度。 

 

DF天线阵测量 测量每副天线的复杂信号电平（幅度和相位），每次至少要在两副天线进行

测量。更多细节见第3.4.4段-接收机的数量。 

测量转换为DF方位 相关干涉计使用在系统的工厂校准期间生成的校准矢量，方位是与测量矢量

匹配的方位校准矢量相对应的内插方位值。 

准确度（没有地点影响时） ≤1° r.m.s. 

灵敏度 高 

短信号持续时间 
 

对于 HF    10 ms  
对于 VHF/UHF  1 ms  

如果使用的并行接收机通道比天线单元的数量少，系统处理时间将会延长。 

抗去极化性能 天线阵极化特性的功能，除了使用适合于这些矢量处理系统的双极化算法补

偿以外。 

抗失真波阵面性能 
（相干干扰） 

高，当使用大孔径天线阵时。 

抗同道干扰性能 
（非相干干扰） 

对于非时间重合信号，可以采用柱状图技术进行隔离；对于矢量相关系统中

的时间重合信号，只能评估强度高出3至5 dB的信号。 

HF天波能力 也能确定天波信号的仰角；当天线阵列由交叉环形天线组成时，能保持对高

仰角信号的高灵敏度。 

备注 这些DF技术与新一代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兼容；运行在新一代个人计算机

中的协处理器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可以快速地完成这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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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5 

高级分辨率 

 

4.7.2.2.7 AOA技术比较 

本节比较了各种方法，并确定了哪一种方法在处理多径和多源情况时是 有效的。 

表4.7-6比较了主要的AOA估计算法，总结了这些方法的主要性能和用途。 

 

DF天线阵测量 测量每副天线的复杂信号电压（幅度和相位），每次至少在两副天线进行测

量。实际上， 少需要两个相干接收机通道。对于子空间技术，适合于天线

阵中所有可能天线对的电压对用于生成数学上称作的测量“协方差矩阵”，

计算该矩阵以解析接收到信号中的同信道内容。 

测量转换为DF方位 通过使用内插的方位角数值计算多个方位，在天线阵被固定的情况下，这些

数值中每一个对应于经过校准的空间识别标志，与信源识别标志 匹配的经

过校准的空间识别标志提供了对源方位角的估计。 

准确度（没有地点影响时） ≤ 1° r.m.s. 

灵敏度 高 

灵敏度取决于所选择的方法，与电子束形成技术相比，子空间技术更适用于

低信噪比的信号。 

短信号持续时间 对于 HF    100 ms  
对于 VHF/UHF  10 ms  

如果并行接收机通道比天线单元的数量少，则系统处理时间会大大延长，需

要信号在整个测量期间是稳定的，这对于数量上比天线单元少的接收机会比

较困难，尤其是在HF频段。 

抗去极化性能 天线阵极化特性的功能，除了使用适用于这些矢量处理系统的双极化算法补

偿以外。 

抗失真波阵面性能 
（相干干扰） 

电子束形成技术能够隔离多个不相关的干扰源，但不能隔离相干的干扰源。 

子空间技术能够隔离多个不相关的干扰源和部分相关的干扰源。 

当使用大孔径天线阵时，两种技术都会提高性能。 

抗非相干干扰性能 两种技术都能隔离非相干干扰源。 

HF天波能力 也能确定天波信号的仰角；当天线阵列由交叉环形天线组成时，能保持对高

仰角信号的高灵敏度。 

备注 这些DF技术与 近一代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兼容；运行在新一代个人计算

机中的协处理器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可以快速地（尽管可能不是实时地）

完成这些计算；这些系统不限于需要圆形排列的天线阵。 



278 频谱监测 

表4.7-6 

DF技术比较一览表 

 

准确度/角度隔离 灵敏度 抗多径性能 短信号持续时间 备注 

旋转天线 

2° 到 5° r.m.s. 

取决于所使用的天线

系统 

高 好 
 

取决于旋转速度，

可达1分钟 
 

实现简单 

实时方法 

多源信号的很好 
隔离 

1°到2° r.m.s.  

不能角度隔离 

中等到高 有限的 

 

1 ms 
 

实现简单 

实时方法 

可操作的、被普遍

实施的方法 

相位干涉计 

对于单个源，准确度

通常为 1° r.m.s. 

当时间和频率分辨率

较高时，角度隔离很

好 

高 对于单个源，中等

到好，与天线的孔

径有关 

10 ms 

1 ms（注1） 

 

实现简单 

实时方法 

可操作的、被普遍

实施的方法 

相关干涉计 

对于单个源，准确度

通常为 1° r.m.s. 

当时间和频率分辨率

较高时，角度隔离很

好 

高 对于单个源，中等

到好，与天线的孔

径有关 

 

HF：10 ms 

 
VHF/UHF： 1 ms 

取决于天线单元和

接收机的数量，以

及处理速度 

 

实现适度复杂 

可操作的、被普遍

实施的方法 

 
 

空间匹配滤波器–（ CAPON） 

对于非相关源，好。 

准确度通常可达2° 

通常处理2到3个角度

隔离的不相关源 

高 处理部分相干的无

线电环境 

对多个不相关源的

鲁棒性。 

不能处理相关的多

径信号 

HF： 100 ms 

 
VHF/UHF： 10 ms 

取决于天线单元和

接收机的数量，以

及处理速度 

当离线分析时，实

现适度复杂。 

如果实时则实现复

杂，需要更多计算

资源。 

获得结果需要长积

分时间，在积分时

间期间信号环境应

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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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6（完） 

4.7.2.2.8 组合测向技术 

空间匹配滤波器和子空间DF方法及技术在恶劣无线电环境下可能是有用的， 好是实时地实现

这些DF方法，但这样可能产生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一个N-通道系统和一个接收机，适用于各个天

线单元的处理和记录通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基于简单算法实现实时处理的多通道设备可以与多通道数字记录系统联合

起来，从而能用批处理方式（数十秒钟）处理更加困难的无线电环境。 

于是，有可能通过应用一些提高了复杂度的A.O.A方法，使系统适应环境： 

1. 相关干涉计或者矢量相关能快速和实时地扫描无线电环境，以便给出主要发射体或源的 初

位置以及存在干扰源的 初指示。 

2. 高级分辨方法将为平均复杂度和/或需要有限精度的环境提供足够的分辨率/定位。 

采用FFT分析的其它技术也可以在复杂的信号环境下工作。 

4.7.2.3 环境的影响 

4.7.2.3.1 30 MHz以下频率DF方位的准确度 

ITU-R SM.854建议书根据准确度和观测特性将方位分为四个等级： 

A级 — 误差超过2°的概率小于5%。 

B级 — 误差超过5°的概率小于5%。 

C级 — 误差超过10°的概率小于5% 

D级 — 其误差大于C级中误差的方位。 

准确度/角度隔离 灵敏度 抗多径性能 短信号持续时间 备注 

子空间方法（MUSIC） 

高准确度性能< 1° 

通常处理2到3个部分

相干源。 
只受限于校准误差和

积分持续时间 

高 通常处理2到3个部

分相干源。 
对多个部分相干源

或多径以及噪声有

较好的鲁棒性 
（能有效地处理 
S/N比< 0）。 
不能处理相关的多

径信号 
 

HF：100 ms 
 
VHF/UHF：10 ms 

如果离线分析，实

现适度地复杂。 
如果实时则实现复

杂，需要更多的计

算资源。 
能运行于不利的无

线电环境（城市、

多山地区）。 

获得结果需要长积

分时间，在积分时

间期间信号环境应

相对稳定 

注1 — 常见的成功系统使用的是切换至相干测量通道对的天线，如果每副天线使用一个接收机并且所有的测

量都是并行开展的，则 短信号持续时间可以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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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SM.854建议书还建议主管部门提供统计数据以支持将数值平均值指配给观测的特性，例

如，标准偏差、样本数、实际误差、样本的统计处理。 

4.7.2.3.1.1 由电离层产生的误差 

运行在30 MHz以下频率的测向器容易受到电离层传输反射产生误差的影响，如果需要，有可在

这些条件下运行的专用系统，这些系统通常与远程的、地平线以上的信号定位操作有关，在频谱监

测系统中不是每一个站都需要这种能力。 

电离层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非均匀介质。 

实际上，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传输可能涉及不同的模式，包含地波、E和F层的单次反射或多

次反射。 

测向器天线阵截获的电磁场可能会被多径射线干扰严重扭曲，从而引起散射以及测量得到方位

中的误差，使用正确的极化分集和算法可以减少它们。 

具有一次或多次电离层反射的传输接收因此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 水平分层； 

– 离子密度； 

– 结构（由尺寸变化的波动组成，深达2 km、长数百千米） 

– 精细结构（导致反射中的散射效应） 

– 去极化（相反极化的信号—圆形或椭圆形的，由反射引起的）。 

在一次反射的情况下，方位上的相对缓慢变化会叠加到由源自电离层“精细结构”的散射引起

的快速波动，方位的准确度还取决于相对于反射面的倾斜角，出于这一原因，方位误差会随着反射

的高度和数量而增大，还会随发射机距离的减小而增大。 

在多次反射情况下，散射会在地面上一个或多个反射点出现，这一实际情况会使观测变得困

难，由于散射是电离层精细结构产生的，接收波的角度不是固定的，但在一个其顶点位于天线阵中

心的圆锥体范围内是不变的。 

地面反射点上出现的散射增大了这个圆锥体口径的角度，因此加大了方位快速波动的幅度。 

4.7.2.3.1.2 选址产生的误差 

第2.61.3段给出了关于测向站选址的信息。 

必须非常小心地选择地点以使得由波阵面失真产生的误差 小，波阵面失真是由地面电导率的

突然变化或者障碍物的二次辐射引起。 

由于实际的地点不是理想的，地点的性质和附近地形的特征肯定会引入误差，该误差将随方向

和频率而变化。 

这些误差可以通过校准已安装的DF得到修正，而校准利用的是已知方向上跨不同频率的多个参

考发射机（见第4.7.2.1.1段，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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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2 30 MHz以上频率DF方位的准确度 

ITU-R SM.854建议书根据准确度和观测特性将方位分为四个等级，应注意到各个等级的数值不

同于30MHz以下的那些数值。 

A级 — 误差超过1°的概率小于5%。 

B级 — 误差超过2°的概率小于5%。 

C级 — 误差超过5°的概率小于5%。 

D级 — 其误差大于C级中误差的方位。 

工作在30 MHz以上频率的测向器获得的方位易遭受下列因素产生的误差： 

– 设备（或者设备使用的技术）； 

– 测向器的位置； 

– 传播。 

设备产生的误差是由其设计和制造引起的。 

位置引起的误差是由测向器附近地形的构造或组成中的不规则产生的，这些误差会随方向和频

率而变化，因此被看作是可变的误差。 

第三类误差是由传播中的不规则产生的，这些可能会导致传播方向相对于发射机和测向器之间

大圆弧方向的侧偏，此外，传播中的不规则会导致由于极化的误差。 

4.7.2.4  适用于DF站的遥控网络 

远程可控制的测向器网络能够提供运行经济和使用灵活的优点，计算机化系统的远程控制见第

2.5段和第3.6.3段中的描述。 

4.7.3 定位 

在很多情况下，方位线不足以满足所需要的对发射机的识别和精确定位，以下四种主要方法被

用于确定一个位置： 

1. 经典方法：为了实施多角测量（人工的或者通过计算机），联合两个或者多个DF提供的

AOA（到达角度）结果 

2. 到达时间差（TDOA）方法； 

3. 采用移动测向器的自动导引或者独立法 

4. HF范围内依靠电离层传播的单站定位（SSL）：可能只用一个DF站就能确定发射机的位

置，该DF站除了提供它的方位角以外还提供AOA仰角信息。 

以下章节给出了关于这些定位方法的详细描述。 

4.7.3.1 位置的三角测量和多角测量法 

三角测量法作为一种特例，在下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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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1.1 总则 

三角测量法 少需要两个LoB结果， 好是三个LoB结果，LoB的交叉点确定了发射体的位置。

由于测向器的测量误差，其结果是一个代表发射机可能位置的椭圆，如图4.7-8所示。 

DF准确度越高、方位越相互垂直，不确定范围越小。 

图4.7-8 

采用三角测量法定位 

频谱-4.7-08

DF 2

DF 3

方位DF 1

 

位置计算直接取决于各个测向站方位的质量，为了获得足够的质量，在定位过程中的每一步，

都应对方位进行分析，即在监测/DF站和定位中心，位置（固定）实际上是计算得到的。 

在监测/DF站点，人工分析主要包括： 

– 检查本地收到的信号和监测站所关注信号之间的一致性； 

– 当相同频率上存在一个以上信号时（干扰），对方位进行分类； 

– 去除明显异常的方位； 

– 计算方位的平均值； 

– 计算方位的方差。 

在定位中心，方位分析主要包括： 

– 确定用于位置计算的方位； 

– 计算可能的传输点的位置； 

– 计算不确定性椭圆。 

在人工定位系统中，方位的质量高度依赖于操作员完成这样分析的技能，在自动定位系统中，

分析是由信息处理（计算机程序）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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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1.2 取决于频率的位置特性 

30 MHz 以下 

对于30 MHz以下的频率，除了地波以外，波还能通过单次或多次反射和电离层中的大气波导传

播。 

测向器接收到的信号是一个来自多径的合成信号，波可以沿着该多径在源发射机和测向器之间

传输，应强调的实际情况是，在HF频段，测向器往往远离所关注的区域，所以经常以较低的S/N进行

DF测量，因此，测量可能会相对不稳定。 

30 MHz以下频率范围的另一个特性是使位置计算变得比较困难： 

– 频谱拥挤（频率干扰）； 

– 对于某些频率范围的地理区域和非可见期。 

单一方位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位置计算，为了在HF频段获得一个满意的方位，多个单独的方

位对于得到一个有效的平均方位是必需的。 

但是必须记住波沿着穿过电离层的复杂路径不可能对应于地球表面的大圆弧，这会引起方位角

测量水平的偏差，因此会引起位置计算水平的偏差。 

30 MHz 以上 

在VHF和UHF范围内，波传播主要是视线传播的（或经过衍射或散射），因此，测向器应安装

在要监测区域的附近，通常是城市地区。尽管信噪比可能会比较差，但是通常能够从一个固定和稳

定的方向接收到信号，这样的条件允许以相对快速和容易的方式捕获到可靠的方位。 

然而，由于存在干扰以及波要经过反射，该测量可能是困难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使用移动DF
站进行测量时。 

通常，简单的测量可以在10ms或者更少的时间内完成，但需要结合与信号持续时间和接收条件

相一致的适当时间段上的结果，这在使用移动DF站时尤为重要。 

当DF单元正在移动时，应只采用使反射影响 小的可靠方位，除非DF单元位于没有任何障碍物

的地点。 

除了常规的方位测量以外，现代测向器还可以完成一些技术测量，例如：中心频率、调制速率

和带宽。 

由于此类测量可能是在有利条件（高信噪比）下进行，它们是可靠的，允许有效地实施方位数

据简化。 

4.7.3.1.3 位置计算步骤 

图4.7-9显示的是位置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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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9 

位置计算图 

频谱-4.7-09

有效的方位

方位地理上

的一致性 经度、纬度

单一方位的方位角、

仰角、典型的偏差 
椭圆特性

质量符号

技术测量频率、

调制、带宽 

定位中心的方位处理 测向器确定的方位

确定各个 
方位的可 

靠性/有效性

去除离开 
中心的方位 位置计算

不确定性 
椭圆计算 

 

计算机程序“TRIANGULATION”通常会遵照这些步骤，从国际电联可以获得该程序。 

确定可靠的方位 

在监测/DF站或者定位中心可以对各个DF方位进行分类，在这两种方法之间作出的选择与监测

/DF站和定位中心之间所使用链路的能力直接相关，该链路用于发送遥控指令。 

a) 快速链路 

如果链路速率使得计算监测/DF站之间的交换是快速的（例如，高速广域网），它可能对于把各

个站点的方位实时地发送到定位中心是有用的，然后，相对于其它站点在同一时刻获得的方位，对

站点方位进行分析。排除可疑的方位，不仅要相对于由相同测向器获得的方位，而且要相对于其它

站点以同步方式获得的方位。在警报的结尾，对于各个测向器，给定位中心提供了大量的独立方

位，定位中心对这些方位进行统计处理（条形图、单键等），从而确定各个测向器的方位特性，以

及相应的典型偏差。 

这类系统的优点是使用了测向器端的简单处理，这种类型的操作允许实时地显示测向器的状

态，在定位中心，有可能人工选择特别测得的关于所跟踪传输的方位线。 

b) 慢速链路 

如果链路速率使得定位中心和DF站之间的交换是费时的，即，当通信时间大于测量时间时，应

该在DF站完成可靠方位的产生，可靠结果的产生可以通过对与定位中心所关注信号有关的各个方位

取平均来实现，因此，为了在测向器端对各个方位进行分类，技术知识是必需的，可以按几个信息

条目进行分类： 

– 方位角间隔； 

– 测得的中心频率的一致性； 

– 不同方位之间仰角的一致性； 

– 就传播特性而言，仰角的相似性； 

– 能够识别有用信号的技术分析参数。 



第4章 285 

这类系统的优点是可以使用慢速链路（例如，传统的电话线），另一方面，这类系统需要测向

器能够分析自己方位并且在收到多个传输时能够对数据进行区分，这类系统非常适合于VHF/UHF范
围内的定位，在该范围内DF方位在时间上相对稳定。 

去除不收敛的方位 

这个步骤在某些定位系统中是由人工完成的，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能用几何学确定非收敛方位的

自动化方法（见图4.7-10）。 

图4.7-10 

检验/去除与期望的源无关的方位 
（与DF 1、DF 2、DF 3有关，与DF4无关） 

 

该方法是对于每一种情况，检查发射的数量与该情况的一致性，在每个发射上，画出每个发射

自身角度误差所覆盖的范围。 

当范围部分重叠时，就是说发射可能相互关联，因此，对于每个发射，要检查各种可能的关

联，保存包含了 大数量发射的关联，如果由多个关联获得了 大数量的发射，则保存以相对于目

标的 佳方位和 佳孔径角度获得的关联。不是 佳关联的一部分的发射被断言是偏离中心的，不

会被保存用于计算位置地点。 

该方法的优点是关于角度误差作图，对于短距离或长距离均有效。 

评估位置点 

在这个步骤中，会提供多个彼此一致的方位，但不是所有的方位都会经过相同的地理点，这个

步骤的目的是确定位置点的 佳位置。 

搜索 佳点可以采取 小平方误差方法，寻找使各个方位上角度变化 小的点从而得到这个

点。 

 

频谱-4.7-10

DF 1 

DF 2

DF 3 
DF 4

与 DF1 方位的各个交叉点

有关的不确定性区域 

方位上的不确定性

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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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P是任意一点，d1, d2, d3,...是施加在交叉于点P的各个方位上的角度变化，v1, v 2, v 3,...是不

同方位的方差。 

设Sp为： 

  ...)/()/()/( 3
2
32

2
21

2
1 +++= vdvdvdSp  （4.7-1） 

佳点是Sp 小的点。 

有多种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 

– 三角测量； 

– 大圆弧、球形三角形（长距离）方法。 

更多方法见[1947年，Stansfield]、[1947年，Barfield]。 

在计算机上实现这些方法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必须记住所有方法只是推算出一个估计值，不存

在能够提供精确位置的数学公式。 

从视觉上评估 佳点是一个困难的活动，即便只有很少的方位。当使用两个测向器时，两个方

位交叉给出了一个点，但是由于误差，不能断定这个点就是发射机的位置，当使用三个测向器时，

可以获得一个三角形，但是由于各个方位上的误差，不能确保发射机位于三角形之内。 

不确定性椭圆的计算 

不确定性椭圆是以 佳点为中心的区域。 

不确定性椭圆的计算依靠[1947年，Stansfield]，由不同方位的典型偏差完成该计算，为了使这个

典型偏差是有效的，系统必须处理足够多的单独方位，以便能够计算有效的典型偏差值。 

测向器当前的发展趋势是提供一个合并了DF方位测量条件的质量符号，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确

定性椭圆的计算将只是一个近似，定位系统的发展方向是确定位置的质量符号。 

位置的质量符号代表： 

– 指定的相同地点上测向器相互之间的协定。 

– 总是指定相同地点的测向器的持续性。 

当多个测向器指派在相同地点上时，协定是强有力的。 

当测向器方位变化对使用所有方位计算得到的 佳点影响很小时，持续性较强。 

4.7.3.1.4 位置不确定性数值的分布 

即使不存在外来的对方位的影响（例如来自本地地貌、建筑物、金属结构等的反射，以及无线

电传播介质的影响），并且三角测量过程中所使用的全部测向器的方位线交叉于一个单点时，被寻

找的发射机也可能不在那个点上，但在由各个测向器的仪器（或系统）位置不确定性（误差）所决

定的不确定性椭圆的范围内（见第4.7.2.1.1段）。这可以从图4.7-11中看出，图中在测向器指定仪器

不确定性的范围内的来自两个测向器DF1和DF2的角度方位线分布，通常采取模糊边缘的线段形式描

绘，可以假设在这样线段内方位线的角度分布为高斯分布，其中方位不确定性数值为1°-2°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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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7-11中来自测向器DF1和DF2的方位线分布线段交叉的两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当两个

线段以90°（情况1）交叉时，位置不确定性 低，在这种情况下，当在三角测量过程中使用的测向

器的方位不确定性相等，并且从测向器到线段交叉区域的距离相同时，不确定性椭圆变成圆形。 

图4.7-11 

DF1和DF2两个测向器的方位线分布线段交叉的两种情况 

 

当线段之间交叉角减小时（情况2），通常用于度量位置不确定性的椭圆长轴会迅速延长，当角

度达到0°时，延伸到无限长，交叉角增加到180°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此，当角度近似于0°和
180°时，只使用两个测向器进行定位就会变得不可能，有必要引入第三个测向器，该测向器应远离

前两个测向器的连线。 

当线段之间交叉角较小时，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位置不确定性椭圆长轴的长度相对于在该

椭圆范围内定位所寻找发射机的概率p是如何变化的，当概率p增大时，椭圆的轴（长轴和短轴）也

会变长，导致由椭圆长轴的长度决定的位置不确定性相应增加。 

从图4.7-11可以看出，不确定性椭圆长轴的长度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 

– 在三角测量过程中所使用测向器的固有的方位不确定性； 

– 方位线分布线段交叉区域和各自测向器之间的距离； 

– 方位线分布线段交叉的角度。 

从中可以得出，由椭圆长轴的长度决定的位置不确定性在整个位置覆盖范围内的不同点上将取

不同的数值。 

确定整个覆盖范围的每个点上位置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椭圆的特性，可以由二维概率密度高斯

分布曲线计算得到。当三角测量过程涉及的测向器的数量增加时，尤其是那些具有不同方位不确定

性数值的测向器，确定椭圆的参数会变得更加复杂。完成这种计算的数学工具的根据见[2004年，

Kogan和Pavliouk]，用于实现该方法的软件见[2005年，Krutova et al.]和[2005年，国际电联手册]的描

述。 

计算结果提供了整个位置覆盖范围内位置不确定性数值的分布，这个分布可以以相邻分区的形

式用图形来表示，分区的边界对应于已确定的位置不确定性数值，如图4.7-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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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区边界相对应的位置不确定性等级显示在图4.7-12右手边的调色板中，整个位置覆盖范围边

界内这些分区的全体被称作“位置覆盖模板（LCT）”[2004年a，Kogan和Pavliouk]、[2004年b，
Kogan和Pavliouk]、[2005年，国际电联手册]和[2006年，Krutova et al.]。 

图4.7-12 

采用三个测向器DF1 – DF3的位置覆盖模板 

 频谱-4.7-12  

图4.7-12显示，对于所讨论领土内给定排列的测向器， 小的位置不确定性数值在0.1-0.2 km范

围内（用绿松石颜色显示），当测向器DF1和DF2方位线以接近于90°的角度交叉时，会出现这些数

值。 广泛的分区是用棕色显示的区域，对应于0.2-0.4 km范围内的位置不确定性，本例子中 大的

不确定性数值在1-2 km范围内（用浅绿色显示的分区），出现在整个位置覆盖区域的边缘，即离测

向器 远的地方，在测向器DF1和DF2的方位线以接近于0°的角度会合的狭窄条形区域内，位置不确

定性超过2 km（用粉红色和其它颜色显示的分区）。 

该例子显示，在位置不确定性数值中出现的相当大的数据扩展（超过20倍）与上述因素有关，

规划测向器网络时需要对它们予以考虑。 

对位置覆盖模板的详细分析见[2004年b，Kogan和Pavliouk]和[2005年，Nurmatov和Titov]，而它

们在频谱监测网络规划中的应用见第6.8段的描述。 

在位置覆盖模板计算的范畴内只考虑了测向器固有的仪器（系统）误差，这种模板反映的位置

不确定性数值可能是 小的，在特定的理想条件下可以得到，然而，该信息在用于规划和优化频谱

监测网络时仍具有重要的价值（见第6.8段）。 

4.7.3.1.5 地图显示 

地图显示也指出了方位线及其交叉点，这使得操作人员能够容易地找到所评估发射的位置，当

发射来自移动单元时，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观察显示中的交叉点来评估移动单元的移动方向。 

关于地图的更多细节见第6.2段。 



第4章 289 

4.7.3.2 到达时间差法 

4.7.3.2.1 总则 

到达时间差（TDOA）方法是利用多个接收机的相对的信号到达时间来确定发射机的位置，由于

TDOA准确度受附近反射物影响的程度 低，且天线和电缆对于TDOA接收机来说通常不是主要的，

TDOA系统提供了在天线选择和安置方面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使得可以对其它的因素加以考虑，例

如：天线尺寸、站点复杂度、坚固性和频率范围。能够利用简单、易安装的天线，这使得TDOA地理

位置系统能够容易地建立，尤其对于临时安装。 

通常认为：对于带宽较窄的信号，TDOA的准确度比对于带宽较宽的信号要低，然而全面地说，

这个说法只考虑了信号带宽，带宽较宽的信号具有更短的时间特性，这能提高TDOA的准确度，尤其

是在严重多径的情况下。然而，定位准确度还会受到接收信噪比的影响，窄带信号在较低的频率上

信噪比通常会比较高，TDOA方法适合于大多数有意调制的信号，但不能用于定位一个没有调制的连

续信号（因为它不包含时间基准）。 

TDOA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即电磁信号源到定位系统中任何两个接收机之间的距离差可以直接

作为到达那些接收机的时间差来观测。距离差为时间差和信号速度的乘积，可以容易地由观测到的

时间差计算得到。两条直接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差每改变一米，TDOA大约变化3.3ns。 

在二维平面上，距离差方程式∆D = D1-D2画出了一条双曲线，图4.7-13中画出了∆D取五个不同

数值时的双曲线，信源“S”在其中一条线上。 

由于双曲线代表一个固定的距离差，可以在不改变观测到的接收机R1和R2到达时间差的情况

下，将信源重新定位于所指示双曲线上的任何位置。这个特性的显而易见的推断是为了确定位置，

TDOA系统需要两个以上的接收机。 
 

图4.7-13 

基于距离差∆D=D1-D2的时间差 
 

图4.7-14 

信源在两条或多条双曲线的交叉点上 

  
 

频谱-4.7-14

R2R1

R3

S

频谱-4.7-13

S 

D2 D1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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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特例情况下的几何形状，TDOA系统需要 少三个接收机来定位二维平面上的一个源，如

图4.7-14所示，采用三个接收机，就会有三个可能的接收机对，产生三个不同的时间差观测，相应

地，三条不同的双曲线，在理想情况下，这三条双曲线会交于一个共同的点，信源就在双曲线的交

叉点上。虽然必须要三个接收机，但是对于地理位置定位来说只需要两个接收机对，在理论上，第

三个接收机对是冗余的，然而，在图4.7-14中，信源在物理上 接近于接收机R3，假设R3处信号强

度更高，R1-R3和 R2-R3对均可能产生比R1-R2 对更好的时间差估计，高级的定位算法经常利用这种

冗余提高定位精度。 

4.7.3.2.2 TDOA实现 

有两个基本的用于计算信号到达接收机对的时间差的方法，在第一个方法中，每台接收机确定

并报告信号的到达时间（TOA）给TDOA计算引擎，然后计算引擎用一个接收机的TOA减去另一个

接收机的TOA来计算时间差。在第二种方法中，接收机对信号数字化，发送加了时间戳的样本到计

算引擎，在那里有多个数值方法都可以用于评估位置。 

TOA 方法 

在接收机端确定某一个信号的到达时间，在数据通信带宽受限的情况下是很有吸引力的，采用

这种方法，只需要传送信号的到达时间，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除非信号具有已知的特性、使得接收机

能够在较差信道条件下准确地确定到达时间，否则该方法会要求：在所有接收机端均是高信噪比

（SNR）、高信干比以及有限的多径失真。 

利用已知的关于数字调制信号的信息，可以提升TOA方法的准确度。数据辅助方法适用于在业

务信道或者通信信道中有标准化的参数（“辨别信号”）的系统，这些参数会被连续或者每隔一段

时间发送：采用TDMA协议时的训练序列，采用CDMA协议时的PILOT码或者同步码，OFDM波形中

连续的或分散的引导（DVB-T、DVB-H、Wimax）等。通过利用TDOA计算中的辨别信号特性，可

以： 

– 受益于信号检测的明显进步，提高灵敏度和可靠性； 

– 区分相同频段内的源，当它们为了同步使用不同的辨别信号时（TDMA同步信号中的多个中

间码，多个CDMA码、OFDM符号中分散导码的分集等）。 

TDOA 方法 

采用TDOA方法，接收机对信号进行数字化，然后传送加了时间戳的样本到TDOA计算引擎，这

种方法的缺点是对于信号估计位置的每一次更新，均需要把来自各个接收机的、甚至可能达到数千

个的样本发送到计算引擎，慢速数据网络将会限制位置估计更新的速度，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在

较差的信道条件下，无需大量了解信号的特性，支持对于大多数信号均有效的算法的使用，它还能

降低对接收机有效计算资源的需求，给操作员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时间、频谱和相关图。对于大

多数频谱监测应用，由于该方法的定位性能和灵活性，应予以优先选用。 

TDOA 系统中计算位置 

TDOA系统中计算位置的一个通用的、直接的方法是首先估算各个接收机对的到达时间差，然后

用算法确定与时间差值相对应双曲线的交点，这与测向系统中采用的方位线（LoB）方法类似，在

DF系统中，角度误差常常会阻止三个或者更多的方位线聚集于单一位置上，在TDOA系统中，时间

估计误差对于如图4.7-14所示的双曲线有类似的影响。 



第4章 291 

其它常见的专利技术也可以用于评估位置，这些技术通常在处理多径、多个同道信号和其它

TDOA复杂事物方面更为完善，这些技术还可以纳入幅度信息，以及采用天线阵时的到达角度信息，

这些计算的结果通常用类似于地图的形式呈现，其中，颜色或色度用于表示可能的信号位置，如图

4.7-15所示。 

图4.7-15 

相似性地图以及相应的频谱图举例。当有效的频谱、时间和相关图能帮助解释TDOA结果时 

频谱-4.7-15  

4.7.3.2.3 影响精确度的因素 

几何形状 

接收机和信源的相对位置会影响TDOA的定位精度。 

图4.7-16显示的是基本的误差机理，在该图中，在均匀间隔的时间差范围内，画出了适用于全部

三个接收机的双曲线，假设本例子中线与线之间的间隔为1 µs，多径和其它错误可能引入达1毫秒的

时间差估计误差。 

 
图4.7-16 

几何形状影响TDOA准确度 

图4.7-17 

不好的接收机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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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条件下，阴影区表示使用全部三个接收机对、由+/–1 µs的时间偏移限定的不确定区，从

这个图可以容易地观察到在这个特殊的接收机布置的中心附近准确度 高，在由这三个接收机定义

的三角形区域的外面，准确度下降，在直接位于“接收机”后面的区域内准确度明显下降。在适当

超出这三个接收机所定义范围的区域，双曲线趋于相互并行，限定TDOA系统报告某些类似于方位线

的东西。 

为了利用现有的接收机地点和其它基础设施，常常有意对定位的准确度取折衷，图4.7-17显示的

是成直线的几何形状，采用这种几何形状，准确度通常会很差，定位系统也无法区分接收机连线左

边的信源和右边的、相对于接收机垂直连线的镜像信源。 

信号带宽、周期性和多径 

时域和频域之间的相反关系很好理解，如图4.7-18所示，频域内宽的矩形形状（RECT）转换为

时域内窄的sin(x)/x (SINC)形状，频域内较窄的矩形形状产生一个较宽的sin（x）/x时间脉冲，撇开所

有其它的考虑事项，带宽较宽的信号可以以更高的精度定位，因为当存在噪声和多径失真时，更加

容易确定该信号更加清晰定义的时域特性的定时。 

尽管通常会要求TDOA接收机带宽与信号带宽匹配，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要求，也不一定是 佳方

法，有很多信号的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载波附近，允许使用较窄带宽的接收机以提高SNR或者更好

地隔离邻近的或重叠的信号。 

当多份信号从多个方位到达时，测向系统中的多径会比较明显，在TDOA系统中，当多份信号以

不同的时延到达时，多径会比较明显。当信号的时间特性相对于如图4.7-19所示的时延扩展较宽时，

多径可能对于窄带信号的影响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辨别由多径引起的脉冲形状失真，加

大了时间差估计的误差。 

图4.7-18 

时间－频率关系 

图4.7-19 

多径和信号带宽 

  

 

频谱-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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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概率较低时，对于包含周期性成分的信号，基于相关的TDOA算法可能会产生一个不正确的应

答，周期性成分的例子包括重复的数据序列和同步脉冲，当定位系统检测到来自使用共同同步信号

的多个发射机的信号时，也可能出现不正确的应答。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可能无法区分到达两个不

同TDOA接收机的一个共同信号的互相关峰值，和嵌入在两个不同信号中的共同信号成分产生的相关

峰值，可以通过避免接收机间隔相对于发射机间隔较宽而使这个问题 小化。 

定时精度 

定时精度是TDOA系统中定位准确度的基础，如同角度准确度是测向系统的基础一样。虽然高定

时精度是必需的，但它不足以确保准确地定位。常见的“一英尺/ns”或者“30 cm/ns”准确度近似值

提供了一种意识，对于给定的定时精度技术要求、可能达到怎样的定位准确度，但不应被当作TDOA
系统性能的准确预测。这些近似值没有考虑接收机的相对位置，或者如上所述的信源特性，它们也

没有考虑接收机之间的相对定时误差，或者由天线电缆和滤波器引入的时延误差。 

基于 TDOA 的相关中信号电平、持续时间和速度的影响 

确定TDOA的一个方法是计算两个接收机信号的互相关，互相交函数表示两个信号随时间而变化

的共同性，对于两个不同接收机在相同时间间隔上观测到的信号，互相关函数幅度峰值的位置表示

该接收机对的时延差。 

图4.7-20包含了来自三接收机系统中单次测量的互相关图，理想地，每个图将包含一个单脉冲，

单脉冲的位置被左移或右移，与时间差有关。由于这个数据来自于实际测量，它呈现的是真实环境

减损的效果，全部这三个互相关图显示出多个脉冲，代表多径。除了多径引起的失真以外，第二个

互相关R1-R3还表现出低SNR的征兆，尽管本例子中的互相关远非理想，高级TDOA算法还是可能从

这个质量数据中提取位置信息。 

图4.7-20 

被噪声和多径扭曲的互相关图 

频谱-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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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关峰值的大小随两个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功率而变化，互相关噪声电平随两个接收机噪声

电平，来自各个接收机的噪声的相关程度，以及计算互相关函数的间隔长度而变化。 

降噪是基于TDOA的系统的好处之一，它允许在系统的一个或者多个接收机上以负的SNR接收地

理位置信号，然而，对于能够获得的降噪的数值没有理论上的限制，只有实际的限制，例如信号的

持续时间。 

信源和TDOA接收机之间的相对运动引入了频移（多普勒），每个接收机的频移不同，与信源和

接收机相向移动或者彼此分开的速率有关。频移的大小还会随信号的频率而变化，基于相关的TDOA
系统必须校正接收机之间的相对频移，以便准确地估计时间差。 

4.7.3.2.4 系统考虑事项 

接收机 

接收机应有可调整的IF带宽以便：允许将信号与其它信号从频谱上隔离；使噪声功率 低；能

够为了地理位置的准确度而 大限度地利用信号带宽。 

为了使网络要求降至 低，传送采样信号到TDOA计算引擎的接收机应采用在没有混叠情况下表

示信号所需的 低采样速率，定时准确度应与采样速率无关，换言之，20 kHz的采样速率不应意味

着50 µs（1/20 kHz）的定时准确度。 

为了进一步降低网络和计算要求，接收机应尽可能避免在信号不存在时传送采样信号。 

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工作条件下，在接收机的天线连接器应规定接收机的绝对定时准确

度，这将避免由内部预选滤波器切换、衰减器或者接收机的模拟和数字信号处理单元的其它变化引

入的定时误差，否则它们可能会影响接收机的总群时延。 

接收机定时准确度应适用于接收机中频带宽内的所有频率，这将确保占用了IF带宽相当大百分

比的信号不会进一步被群时延失真扭曲，还将确保相对于IF较窄的信号能在中频内任何频偏上都有

好的定时准确度，接收机 后的IF滤波器通常是接收机中 窄的滤波器，可能是接收机内部信号路

径上 大的定时误差来源。 

TDOA系统或者系统中的各个接收机，应能方便地针对各个接收地点增加时延校准系数。 

接收机数量 

对于基于TDOA的地理位置定位， 少需要三个接收机。在可以获得的情况下，使用三个以上接

收机的数据可以提高地理位置定位的准确度。例如，采用四个或五个接收机能够明显提高准确度。

接收机对的数量可以用N (N-1) /2来计算，其中N是接收机的数量。有五个接收机，就有十个接收机

对，因此有十个时差估计。来自各接收机对数据的质量将随着信号电平和多径发生很大的变化。并

入了高级TDOA算法的系统将智能地联合或丢弃来自多个接收机对的数据以提高定位准确度。在某些

地点，增加更多的接收机会起反作用，因为计算负荷会成指数增加，却产生极少的准确度改善。 

附加的接收机和地点因素 

在规划一个TDOA系统时，有许多附加的考虑事项。在系统规划过程期间应包括的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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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定位准确度； 

– 系统复杂度； 

– 电功率利用率； 

– 联网的可用性和网络性能； 

– 传播环境； 

– 信号环境（应用，频率重用） 

– 要定位信号的类型（带宽、功率、持续时间、频率）； 

– 可用的地点（仰角，接近于发射机） 

– 天线性能； 

– 接收机性能。 

根据这些考虑事项，建议的接收机间隔将在数百米到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变化。 

时间基准 

通常，TDOA系统使用GPS接收机建立一个公共的时间基准。为了获得 高的定时准确度，GPS
接收机可能会工作在位置固定的模式下，固定模式工作使得GPS接收机能够以更高的精确度获得时

间。 

如果TDOA系统用于定位那些业务的干扰信号，接收机不应该依靠GPS或者其它基于射频的定时

业务。 

网络考虑事项 

推动网络要求的因素有： 

– TDOA方法； 

– 特殊的实现； 

– 用户对于速度和可靠性的要求。 

对于TDOA系统来说，网络容量和速度要求是 高的，该系统将采样的信号返回到TDOA计算引

擎，在接收机端建立TOA的TDOA系统具有较为适度的带宽要求，在这两种类型的系统中，数据传

送可能是高度非对称的，接收机端的上传要求超过了下载要求，网络带宽要求通常要大于TDOA计算

引擎处的带宽要求，因为来自所有接收机的数据均被收集到一个地方。 

通常，低等待时间在所有的TDOA系统中都是需要的，高等待时间可能会对位置更新的速率产生

负面的影响，还可能影响按计划开展TDOA测量的能力。 

在大型定位系统中，可能需要多种网络技术，例如无线的、DSL、线缆调制解调器和光纤。在

这些系统中，网络连接可能要经历天气、干扰和其它网络用户的负载引起的容量和可靠性的变化。

TDOA系统应能够很好地适应不同网络链接之间的性能差异，以及到一个或多个接收机的通信中断，

当使用无线网络时，应注意避免TDOA接收机和射频调制解调器之间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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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共网络被用作TDOA系统的一部分时，应采用虚拟专网（VPN）或者其它类似的网络技术来

保护数据传输安全，防止对接收机的直接攻击。TDOA接收机一般具有受限的计算资源，可能很容易

被不必要的或者恶意的网络流量所过载。 

4.7.3.3 AOA导引和隔开法 

可以使用可重定位的测向器完成发射体定位，该测向器具有使用DF站较少的优点。移动DF站被

安装在车辆上，该DF站包括了所有必需的设备、电源和天线。便携式DF站是可重定位的设备，在进

行测量之前该DF站可能需要安装和展开，这些类型的设备被设计成采用两种基本方法工作：隔开法

和导引法。 

隔开法是从固定位置获得多个离散的LoB测量，该固定位置离开监测对象发射体一段适当的距

离，这个适当的距离可能会随DF系统的准确度、当地地形或其它条件而变化。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仅仅利用一个便携站或移动站、结合使用标准三角测量法，进行连续的测量。 

隔开方法的不足之处包括：测量地点选择容易受到来自周围建筑物干扰的影响，从多个位置同

时测量通常是不可能的，信号传输时间或者发射机移动可能会引入定位误差，对于这些类型的测

量，DF原理的选择应考虑对地点影响的易感性，以及适合于移动和便携应用的物理装置。 

导引法被成功地应用于具有 小复杂度和仅仅适度准确度的移动设备，它们还在使用移动监测

车开展的干扰清除工作中卓有成效。 

这第二项策略利用移动设备（通常在汽车或飞机中）能够通过跟踪实际方位线的逐次逼近值、

快速移动至发射机附近，当到发射机的距离减少时，绝对距离误差的幅度也会减少到一个容易处理

的数值，即便以度计的相对误差保持不变。因为单元是移动的，以及/可以在一个长基线上对误差分

布取平均，这个策略的优点包括：设备的成本更低、复杂度更低，通常可以在一个合理时间内获得

足够结果的实际情况，地点误差问题不那么重要的另外实际情况。 后，DF信息可以从亚声频的和

本地感应的导引系统调制导出，该调制不会破坏发送的信号。 

已经发现广泛应用的导引系统可以运行在不具备清楚听到正常调制分量能力的“导引”配置，

也可以运行在导引电路关闭时“听得见的”配置。这个限制是叠加可听得见的、与信号到达方向成

比例的本地调制的设备设计固有的，定位一个信源只需要一个DF导引系统，尽管同时使用其它的DF
导引系统可以加快发射机定位，缺点是牺牲了不太引人注目的隔开能力，为了充分定位发射机，需

要一段合理时期的多个传输。 

现代的自动测向器足够地小型化，可以安装在车辆中。 

4.7.3.4 适用于HF发射的单一地点定位方法 

单一位置定位（SSL）系统能够通过单一无线电测向器确定发射机的地理位置（见图4.7-21）。

处理由无线电测向提供的数据（方位、仰角、位置）、结合电离层测量或者预测能够评估发射机离

无线电测向器的距离，因此，SSL概念能够在出于地理、定时或者可用性等原因，不能安装完整的三

角测量无线电测向定位系统的时候完成定位任务，SSL也可以被看作是现有定位系统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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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21 

SSL原理 

 频谱-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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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无线电测向器能够同时测定天线阵接收到信号的方位和仰角，传播可能是经过与不同仰角相

对应的多径的地波和电离层波，因此，SSL测向器提供的仰角会显示由多径干扰引起的时间变化，处

理算法用于确定与上述多径有关的仰角值。 

这样的处理，结合电离层的测量或预测，能够评估在2 500 km以内发射机离开SSL无线电测向器

的距离（尽管评估距离大于1 000 km左右的发射机会经历由低到达仰角和位置几何形状产生的较大误

差），联合方位、距离和无线电测向器位置数据，能够评估HF发射机的地理坐标。 

SSL方法的基础是所谓的距离评估典型方法，该方法假定实际的HF传播可以通过假设反射是由

适当高度上一个简单的水平镜产生的来建模，这个镜子的高度来自于垂直入射电离图，作为被称作

等效入射频率上的实际高度，该典型方法以三个简单的基本关系为基础：正割定律、Briet和Tuve定
理、Martyn等效路径定理以及考虑到地球和电离层是曲面的修正项。 

SSL 技术的限制 

SSL原理是基于信号只从电离层反射一次（单跳）的假设，多跳传播会导致计算的距离比真实的

距离短，同样地，电离层高度值可能是不明确的，因此，反射可能会在不同高度的层发生，这样可

能会给出这样的结果，即SSL系统会指示互不相同的到目标的距离。 

4.7.3.4.1 电离层高度的评估 

为了确定电离层的高度，SSL系统包含了下列方法中的一个或多个： 

– 可以从电离探测过程获得实时的电离层特性，完成这个过程的设备被称作电离层探测仪或者

探测器。探测器能够确定电离层在所有频率上的传播特性，从而描述探测器附近电离层的特

性。探测器需要一个发射机、一副专用天线以及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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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已知位置发射机的校准（见[2004年，Touré]），该方法需要发射体位置的 新数据

库，它通常不象基于电离层探测器的SSL结果一样准确，因为校准一个或几个单独的发射机

不会象探测器一样完整地描述电离层在所有频率上的特性； 

– 数据库和电离层预测文件。一些国家的科学组织提供了来自复杂计算包括太阳活动、电离层

传播等的准确结果，然而，预测只是一个平均值，不会说明能够用实时测量检测到的任何当

地的、临时的或者其它的传播效应。当不能获得实时的信息时，包括反射点远离探测器的传

播情形，这些预测是有用的。 

4.7.3.4.2 定位软件 

无线电测向软件能够提供以下初步的测量结果： 

– 方位角（度）； 

– 仰角（度）； 

– 合计多个测量取平均值； 

– 接收机输入端的HF电平（dBm）； 

– 横向和纵向的距离误差。 

所有这些数据项都可能显示在操作员的屏幕上。 

4.7.3.4.3 程序产生的预测 

为了能够确定发射机的位置，除了测量得到的电离图以外，或者代替测量得到的电离图，定位

软件可能包括电离层预测文件。预测软件能够产生适用于所选择地理位置的电离层预测，按照ITU-R 
P.1239建议书和ITU-R P.1240建议书开展建模。 

电离层传播路径是由垂直电子密度分布知识得到的范围测绘程序确定的，由于电离层是一个各

向同性的介质，存在着两个与数据的视角有关的特征波：寻常波（O）和异常波（X），于是有必要

产生与SSL所使用模式有关的预测，对于给定的时间、日期、频率和位置，预测文件提供了所有与要

求的仰角相对应的距离（直方图）。 

4.7.3.4.4 位置范围计算 

定位软件常常要输入以下参数： 

– 初步的DF结果； 

– 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 工作频率； 

– 相关的电离层测量或者预测文件。 

对于HF发射机，距离计算过程的不同步骤是： 

a) 仰角直方图。 

b) 过滤仰角直方图。 

c) 确定数据包。 

d) 处理“低”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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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获得电离层测量结果或产生预测值。 

f) 确定四个基本距离。 

g) 确定 终距离。 

采用后方交会法由四个距离得出 终的距离（见图4.7-22）。 

h) 计算地理坐标。 

i) 结合初步位置。 

j) 位置结果。 

图4.7-22 

距离测定 

 频谱-4.7-22

无线电方向测向器 发射机

Er

σe

D
El

 

对于每次发射，位置计算能给出下列结果： 

– 平均方位角（度）； 

– 初步测量的数量； 

– 平均HF电平； 

– 径向误差； 

– 纵向误差； 

– 发射机的地理坐标。 

可以通过图形显示和打印机得到该结果。 

4.7.3.4.5 有效性 

典型SSL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以下几个假设的有效性： 

1. 地球磁场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忽略的； 

2. 由本地电离图获得的有效高度与线路中点包含的高度相同； 

3. 等效的电离层反射镜是水平的。 

对于较长的线路，假设2）会失效，在某些的地点，有必要转换到使用已更新至与本地电离图一

致的电离层模型的射线再跟踪程序，这样的模型是现有的，并处于全球电离层物理学家的持续改进

之中，包括考虑到了来自假设1）的地球磁场的影响。借助复杂的电离层模型，计算能力和速度能持

续地提高多维射线再跟踪程序的效果，现有的HF传播预测程序例如Ioncap、et al，对于规划是有用

的，但在SSL应用中的价值有限，因为它们是以12个月的平均值为基础，没有精确考虑到电离层的实

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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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等效反射镜是水平的假设3）在短线路上会产生 大的误差，这个误差与仰角的余弦成反

比，实际上，由于与传播电离层分布（或“TID”）有关的大范围梯度（例如日出时或者在赤道异常

的附近）和小范围梯度（或者“倾斜”），电离层反射面可能会从水平方向倾斜差不多4°或 5°。因

此，对于工作于短线路的SSL，需要电离层探测仪还能够测量本地电离层倾斜，从而可以对它们加以

考虑，然而，有明显证据表明测量倾斜不会改善方位线结果[1953年，BRAMLEY]。 

4.7.3.4.6 SSL仰角 

在确定等效垂直频率的数值时不考虑地球磁场的情况下，随着到HF发射体距离的变化，主要是

在短距离和长距离两种极端情况下，决定典型SSL方法有效性的假设会失效，根据对典型方法的假设

为什么会失效的了解，已经对SSL方法进行了改进以便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能够进行有效的范围评

估。为了讨论这些方法，可以将频谱范围分成三类：短距离、中等距离和长距离。 

4.7.3.5 定位方法比较 

表4.7-7 

定位方法比较 

 

项目 导引/隔开 三角测量 TDOA定位 SSL（仅限HF） 

需要的站点数 具有导引或者隔开

功能时需要1个站点 
AOA定位需要2个站点 

明确定位需要3个站点 

至少需要3个站

点，附加站点有助

于解决模糊问题 

1 

需要的材料 车上的DF天线 
 
不需要网络 

每个地点一个测向器 

交换坐标和AOA结果的

低数据速率网络 

传送数字信号的数

据网络 

对天线和接收机的

要求较低 

共享同步（通常为

GPS系统） 

1个测量仰角和方

位角的站点，以

及电离层探测仪

之类的电离层特

性描述方法，预

测或者校准 

取决于发射机/定
位系统几何形状

的性能 

不适用 如果使用3 个DF，则三

角形中心的准确度更高 

在三角形外边，定位准

确度缓慢下降 

在包围接收机地点

的范围内准确度

高 

在三角形外边，准

确度下降至接近于

单一方位线 

SSL仅仅对于单

跳信号是明确的 

取决于输入信号

带宽的性能 
无 

要求持久的或者长

持续时间的信号 

取决于采用的方法 TDOA可能不适合

于极窄带宽的或者

未调制的信号 

无 

专用于移动或固

定站 
只是移动的 固定和移动的 固定的和移动的；

对于移动站可能不

实用，取决于数据

链路的要求 

固定的 

能够解析多径/多
源信号 

通常不能，因为它

经常使用常规的方

法，例如干涉计 

关于部分相干源 
见表4.7-5 

采用高级TDOA处

理技术时能够解析 
关于部分相干源

见表4.7-5 



第4章 301 

4.7.3.6 组合定位法 

通常，没有单一的方法例如基于测量到达时间差（TDOA）和到达角度（AOA）的方法，能提

供所有情况下的准确位置评估。就定位准确度而言，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 

对于宽带信号，TDOA定位方法通常会提供比基于AOA的定位方法更高的准确度。 

然而，基于TDOA的方法比基于AOA方法，需要相对来说更多的站点来完成发射体的定位，例

如，基于TDOA的方法至少需要三个正确分布的站点用于定位。 

另一方面，AOA方法需要两个站点用于定位，然而，如果监测站点远离发射机，则角度测量的

细微误差将会产生较大的定位误差。 

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定位精度，应考虑联合两种或更多种定位方案以互为补充。 

定位可通过处理从各个站点获得的信息来完成，包括AOA测量、TDOA测量和站点位置信息。 

将AOA方法和TDOA方法联合在一起，能够有助于消除与只采用TDOA有关的定位模糊，并能提

高定位准确度，如图4.7-23所示。 

 

图4.7-23 

基于AOA/TDOA组合技术的改进结果 

 
频谱-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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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鼓励使用下列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M.428建议书 — 船上 2 MHz频带内的测向和/或归位。 

ITU-R M.489 建议书 — 工作在25 kHz间隔的信道内海上移动业务的VHF无线电话设备的技术特性。 

ITU-R M.589建议书 —70 和 130 kHz之间频带内数据传输方法的技术特性和对无线电导航业务的干扰

保护。 

ITU-R P.1239建议书 — ITU-R参考电离层特性。 

ITU-R P.1240建议书 — 基本MUF、工作MUF和射线路径预测的ITU-R方法。 

ITU-R SM.854建议书 — 监测站的测向和位置确定。 

ITU-R TF.767 建议书 —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用于高精度时间传递。 

ITU-R SM.2125报告 —  HF/VHF/UHF监测接收机和电台上的参数和测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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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信号分析和发射机识别 

4.8.1 引言 

无线电监测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信号不仅趋于更多的是数字信号，而且更多常规信号的“剩余

能力”被用于发送附加的信息，此外，新的发展和技术也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监测任务。为此，信

号分析作为一种监测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对于发射机识别尤其有用。信号分析是从发射的信号

中提取任何可能信息的技术，这可能会产生发射信号的特性描述（频率、调制等）、发射机的特性

描述（位置）和/或发射信息的提取。 

下面的讨论与窄带信号有关，例如模拟PMR或PACTOR，也和宽带信号有关，例如UMTS、脉

冲信号或OFDM调制信号。 

应了解到信号分析是一项复杂的频谱监测任务，它需要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监测专家来完成，专

家们需要专门的硬件和软件，如果对于一项特殊测量任务，市场上买不到相应的设备和软件，他们

可能需要组装它们。 

4.8.1.1 在频谱监测规则框架下的识别 

为了在规定方面强调对于识别的需求，《无线电规则》第19条（站点识别）第19.1款规定：“所

有的传输都应能通过标识信号或其它方式被识别”。 

假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直接识别，如呼号、站点名称、运营代理、水上移动业务身份、官

方登记标记、航班标识号、选择性呼叫标识号或者其它清晰可辨的容易被国际上识别的特性，另一

种方式是分析信号或发射的特性，并推导出标识。 

然而，《无线电规则》第19.1.1款还认识到对于某些无线电系统（例如无线电通信、无线电中继

系统和空间站），传输识别信号不一定是可能的，发射类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作为识别的形式，

例如，针对水上移动和水上移动卫星业务提出的代码的例子如附录1所示，为了提高分类和识别的概

率，通过补充代码字符的可能代码扩充如附录2所示。 

4.8.1.2 频谱监测活动对于识别的需求 

在频谱监测部门的框架下，识别可能是必需的以便完成以下任务： 

–  识别频谱的用户； 

–  确定频谱利用； 

–  与执照情况的一致性； 

–  频谱利用率； 

–  检测和识别非法使用； 

–  检测和识别干扰源； 

–  定位信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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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1显示的是用发射机的信号识别发射机所遵照的基本过程。 

图4.8-1 

发射机识别的基本任务 

 
频谱-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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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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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3 在频谱监测中应用信号分析 

在频谱监测事件中，信号分析通常被用于信号识别，当频谱监测的基本工具不能识别一个信号

时尤其需要信号分析，如图4.8-1中暗指的一样。信号分析包括检测、频谱分析、调制识别、模拟和

数字解调、编码识别和信道解码，相关分析、密码学和信息隐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该主题的一部

分，本手册的其它地方讨论了其中一些相关的技术。根据国家法律，这些技术中有些可能会被禁

止。 

信号分析不一定是一项执行复杂的任务，以识别为目标的无线电台监听就可以当作是信号分析

任务。 

尽管这些任务可以人工完成，但它们中大多数可以自动完成从而改进处理，尤其是，举例来说

在处理时间方面。 

为了完成发射机或信号的识别过程，可采取不同的方法，图4.8-2总结了主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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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2 

发射机识别 

 频谱-4.8-02

 

绿色方框表示采用了信号分析技术

发射机识别

呼号

相关和滤波基本信号测量（频率、调制等）

位置

参数的识别

信号辅助识别

 

4.8.2 采用呼号或者基本信号测量的识别 

4.8.2.1 标识符确认法或者通过呼号确认的识别 

该技术允许通过单次参数测量来识别发射和发射机。 

呼号的构成 

呼号的构成源自于按照《无线电规则》附录42中的表格分配给国家的国际序列，关于各种业务

内呼号构成的附加信息可以在《无线电规则》第19条的第III节以及第13号决议（WRC-97，修订版）

中找到。 

附件1给出了这些传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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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报系统 

传输可能由单一信道、时分复用系统、频分系统或者它们的组合组成。在单一信道系统中，呼

号可以采用莫尔斯码或者电传打印机代码发送，采取与特定信道上业务相同的调制类型，通常会采

用位交织（例如TORG-10或FEC-100），在频分复用系统中，多个不同的业务信道被辐射，有时会安

排一个线路工程师自己使用的信道，更为常见的是，这是唯一的用于识别的信道，尤其当对业务信

道进行配置以确保通信使用倒频器或者加密装置时，工程信道通常会保持开放状态。 

无线电话系统 

常用的识别方法是以清晰的语音发送呼号；然而，在单边带电话传输时，可以采用将呼号与

采用莫尔斯码的幅度调制缩减载波进行叠加的方法。 

混合业务无线电系统 

对于时分或频分复用中的一个或电报通道，以及调制相同无线电频率载波的一个或多个电话通

道，该调制信号可能是完整的、被缩减或者被抑制的幅度，混合系统通常采用单边带发射。 

在混合业务通道中，任何一种表示为识别时分复用或单边带频分电报站的方法都可以用于识

别。 

4.8.2.2 用于识别无呼号发射机的基本信号测量 

在没有呼号的情况下，识别可以通过定位发射机（见关于测向和定位的第4.7段）或者描述接收

信号的特性（采用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来完成。 

在某些情况下，对信号解调可能是识别信号的一种方式。然而，现代语音倒频器常常被用于水

上移动业务和军事，这些倒频器利用的各种技术本质上是在频率和时间方面重新安排语音频谱。这

样，如果没有专门的设备，标准接收设备不可能听到“清楚的语音”，复杂的现代加密技术通常被

用于发射设备，从接收到的信号很难识别任何原始的语音。 

描述一个信号的特性意味着要测量各个基本的参数，如频率、调制以及能够用于规定波形的所

有参数，例如，在第4.9段中可获得描述脉冲信号特性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这样的信号，示波器可以用于获得某种可识别的类型，可以为了将来使用

对该类型进行识别和分类。为了方便将来的识别，这种程序对于建立被检测信号的数据库是必不可

少的。 

在监测观测期间，每个被检测信号的参数（包括频率、偏移、波特率、方位、用户群等）都可

以存储在计算机文件中。 

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6条，从提交给ITU/BR的报告提取出来的这个数据库可以采用要求的格

式进行设计，搜索任意所要求大小的空白频谱会变得非常简单，它还有助于识别干扰。 

《无线电规则》第5条（频率划分），包括脚注、IFL的提取以及所有已知站点发射的新闻简报

列表，也是详细描述该数据库的帮助文件的例子。 

建议使用自动文件，因为它们会使得查找某些项目或者作出选择变得容易，然而，仍存在由监

测组织编制的“手册”，该手册包含了大量不容易存储在文件中的信息，这些书对于识别非常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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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信号分析处理的一般方法 

信号分析处理方面的识别可以根据图4.8-3来描述，在频谱监测的框架下，信号分析用于承担以

下任务（关于频谱检测）： 

图4.8-3 

信号分析过程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环境

解调是否可能？

选择解调器并解调 

经过编码的信息？

信息是否可读？

采用专门的技术

确定技术参数

确定信号波形的参数

采用信号调节技术

等待或施加激励

分析结束

存在信号？

信号是否可检测？

是

否

频谱  
–  如果它是一个已知系统，指配一个名称； 

–  如果可能的话，提取隐匿的信息； 

–  如果需要的话，确定信号参数（在以前选项失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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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调制特性（如符号速率，频移，线性/非线性调制，调制类型：模拟/数字、相位、

频率或幅度调制、调制状态数、线性调制的星座）； 

–  它的时间特性（猝发波形）； 

–  或者它的频率特性（窄带/宽带，单载波或多载波信号等）。 

发射的起始时间和停止时间以及持续时间也可用于描述一个信号。 

按照图4.8-3来说，识别信号的第一步是分析并检查信号是否可以容易地测量，下一步是确定信

号是否可以被解调，并且如果可以解调的话，确定可以使用的适合的解调器。 

然后，可以对解调的信息进行分析，解码阶段对于数据后处理可能是必需的，这意味着从解调

的数据流中提取信息，如果不可能解调，则信号应采用其固有参数（频率、带宽等）来表示。 

图4.8-4中的例子说明了信号分析处理的前两步，该图显示了可用于识别包含在宽带信号中的窄

带信号的一连串任务，这些任务可由专门用于信号分析的工具来完成，该工具的详细描述见下一

节。 

4.8.4 关于进行信号分析的系统能力的考虑事项 

要求概括如下： 

– 硬件和软件的模块化； 

– 通用标准的应用（例如PCI、DSP标准链路、LAN、LXI…）； 

– 当需要采用实时操作系统和DSP操作系统实现时的实时能力； 

– 对于某些应用（例如相关处理）可能需要双通道能力； 

– 针对特定频率范围如HF、VHF/UHF或SHF，优选的分量和信号处理算法； 

– 系统记录宽带和（或）窄带信号的能力；信息带宽和记录的持续时间决定系统的技术特性，

例如存储器的大小； 

– 可通过具有强大和可配置用户接口的工作站进行遥控； 

– 可选的通过低速的连接，例如电话线以适应用户的需求； 

– 可能与现有设备如接收机和记录仪的接口； 

– 供应商支持的培训； 

– 需要时用户和厂商可扩展的软件。 

由于要完成必要的处理，一些分析工具不能够实时地工作，有些工具则需要费时的人工调整，

这在信号只是偶然出现的情况下是不合乎要求的，因此，有必要使用一些记录装置来记录宽带或窄

带信号。这些记录装置的关键问题是带宽、动态范围和自动记录的 大时间。使用记录仪的另一个

原因是并不是所有的信号分析系统都是便携的而这个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需的这一实际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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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4 

从宽带信号提取窄带信号举例 

第1步：在宽带显示中寻找窄带信号 第2步：使用频谱分析信号的余辉

第3步：基带提取信号的视图（两个信号） 第4步：为进一步测量单一信号而设计的数字滤波器

第5步：经过滤波信号的 终频谱表示

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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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信号分析工具 

包含在信号分析过程中的任务可以作为专用系统的人工或自动操作来实施。为了使信号分析能

力适应新信号和新技术， 后的这个解决办法在硬件体系结构和功能性方面应是开放的和灵活的。 

实际上，信号分析的起点是识别信号本身，通常通过频率测量来完成。信号识别和测量技术应

以采样信号的合适表示为基础，在界面上应实现类似于时域和频域内放大、复制/粘贴的工具和功

能，例子如图4.8-5所示，这样的工具尤其适用于隔离要分析的信号。 

图4.8-5 

支持分析、识别和测量的专用界面举例 

 
频谱-4.8-05

完整信号纵览（频谱和时间视图）

部分信息放大（频谱和时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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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4.8-5中，信号的频谱表示和频谱分析有助于通过检查载波和副载波对信号分类，例如，频

谱比较功能可以用于以有限的频谱完成通信系统的自动识别，对载波及其计数的自动搜索，如同测

量发射带宽一样，可以采用高分辨率的频谱显示和不同的搜索算法，建议采用可变频谱分辨率和积

分时间的信号全景表示。信号的时间和频谱时间表示的组合有助于对猝发信号的识别和测量。 

采用这样的工具，很容易直接从信号的频谱形状（频域和时域内）提取基本信息，然而，它们

中有些需要更加高级的处理工具，这些工具实际上是数学工具，这些工具将在下一节描述。在本节

的剩余部分，对基本参数和高级参数进行了区分，基本参数规定为能够从原始信号的频谱形状推导

出的参数，信号的高级参数与信号解调之后可以获得的参数有关。 

4.8.5.1 基本信号参数的测定 

尽管基本信号参数可以通过上述的图形方式确定，但也可以使用一些数学工具，本节给出了它

们中的一些，某一项技术可以评估信号的第2阶和第4阶。 

这为规则单载波、多载波信号和伪噪声/CDMA信号提供了载波、符号速率和码片速率的精确测

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通过测定技术参数例如符号持续时间TS、保护时间Tg和副载波的数量，来

识别数字调制信号。 

这些问题在第4.6段中讨论，面对宽带或者复杂信号，这样的“盲”技术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非

常有用的识别基础。 

为了测定基本参数，利用跳频信号特征进行信号分析操作的例子如图4.8-6所示。 

图4.8-6说明的是时域内区分两个采用不同跳频图案的信号的分析能力，各个图案（红色的和蓝

色的箭头）已经被人工识别，这样的操作也可以自动完成。 

图4.8-6 

跳频信号特征举例 

频谱-4.8-06  

在这样的分析之后，可以检查相对于标准的一致性，并使用常规的解调器对信号调制，如果不

能解调该信号，则可以用参数例如瞬时频率、幅度和相位等形成信号的技术说明。 

例如，常见的雷达信号可以用其时间信号来描述，跳频器可以用其跳频图案（时间和频率）来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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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1汇总了一些提取数字信号的中心频率、符号速率和其它技术参数的方法。 

表4.8-1 

取决于被分析信号调制的、提取技术信息的一些方法 

要测量的参数 分析工具 调制类型 

PRF或猝发长度 幅度时间信号 OOK，雷达 

瞬时幅度Ai与参考信号互相关 任意调制类型，但对于DSSS 
特殊 

信号的存在 

频谱功率密度 任意调制类型 

瞬时幅度持续时间直方图， Ai，瞬时频

率，iFi和瞬时相位，Φi 
OOK， 
未经过滤波的FSK,  
未经过滤波的PSK 

瞬时幅度的频谱，Ai PSK经过滤波或未经过滤波、

CPM 或者在严格滤波之后 
QAM 经过滤波或未经过滤波 

瞬时频率Fi升到N次幂的频谱，N （= 2
（2FSK）, 4 （4FSK）） 

未经过滤波的FSK 

在瞬时频率Fi零交叉的频谱 FSK 经过滤波或未经过滤波 
PSK, QAM, MSK 

升到N（= 2 或 4）次幂的信号模块的频谱 PSK 和 QAM  
经过滤波或未经过滤波 

严格频率滤波之后升到N次幂的信号模块的

频谱 
FSK经过滤波或未经过滤波 

异步或同步调制的调制

速率（符号速率） 

升到N（N= 1/h）次幂的信号的频谱 CPM经过滤波或未经过滤波 

频谱功率密度 任意调制类型 

瞬时频率的直方图，Fi FSK 

瞬时频率的平均值，Fi FSK 

升到N次幂的频谱 
N(= 2 (PSK)，4 (QAM)或 1/h 对于 CPM） 

PSK, QAM, CPM 

载波频率、副载波频率 

频谱相关和矩量法 ASK, PSK, QAM 

发射带宽 频谱功率密度 
与掩模或极限线函数进行比较 

任意调制类型 

频谱功率密度 
谐波搜索和/或谐波标记 

FSK， OFDM，COFDM 副载波之间的频率间隔

（FSK的频移） 

瞬时频率的直方图，Fi  
 

这些参数还能用于对常规的非数字信号进行分类。 

为了说明表4.8-1的内容，可通过瞬时幅度Ai确定QAM信号的符号速率。 

下图说明的是QAM信号符号速率评估的结果（在符号速率为62.5 kHz、16-QAM情况下）。 

图4.8-8提供了由升到二次幂的瞬时频率Fi获得符号速率为62.5 kHz的2FSK信号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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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7 

由瞬时幅度确定16-QAM信号符号速率的例子 

 

4.8.5.2 高级信号参数的测定 

为了描述信号调制体制的特征，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工具（在确定信号的载波频率和时间状态之

后）： 

– 符号同步显示，例如根据调制类型的眼图和/或相位星座图； 

– 线性调制类型的极化表示（验证同步、确定星座中的点和符号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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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或频率调制的直方图表示（验证同步，测定副载波的数量）。 

 
图4.8-8 

由升到二次幂的瞬时频率确定2FSK信号符号速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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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2 

取决于被分析信号的调制，确定高级信号参数的一些方法 

图4.8-9 

数字信号全部特性举例 

频谱-4.8-09

提取技术参数（载波、波特率等） 直方图 (Ai, Fi, PHi) 频谱功率密度

星座图眼图 (I, Q或 Ai, Phi, 等) 

 

要测量的参数 分析工具 调制类型 

星座图/矢量图 PSK，SQPSK，π/2 DBPSK， 
π/4 DQPSK，QAM 

瞬时幅度直方图，Ai OOK，ASK 
瞬时频率直方图，Fi FSK  

瞬时相位直方图，Φi PSK  

状态数 

频谱功率密度 OFDM，COFDM，复用 
频谱功率密度 任意调制 副载波或音调的数量 
瞬时频率直方图，Fi FSK  
眼图I/Q, Ai/Fi+矢量图 PSK 和 QAM，经过或未经过滤波 
眼图Ai/Fi+直方图显示频率，Fi FSK，经过或未经过滤波 

符号同步 

星座图+频率 Fi和相位Φi的直方图显示 CPM，经过或未经过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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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2概括了适用于数字调制参数评估的一些算法，注意到这些方法中有一些也适用于描述模

拟信号的特性。 

例如，图4.8-9显示的是16-QAM信号的调制参数和调制特性的提取。 

4.8.5.3 解调和解码 

后一步是提取实际的信息，为了确定所使用的编码体制，解调器应拥有对比特流应用相关技

术的比特流分析仪。 

应将比特流映射成不同的信息单元，例如字母表。 

图4.8-10显示的是采用比特流分析仪显示一种比较常规的调制类型（FSK）的数字解调器的例

子。 
 

图4.8-10 

采用比特流分析仪和解码器的数字解调器的例子 

 频谱-4.8-10

 

   

 

解调的原始数据 

解码的数据

信号的频谱

测量参数和测量数据 

 

 

4.8.5.4 与测试信号互相关 

另外一个识别和测量信号的有效方法也可以采用与测量信号的互相关技术和通过互相关获得的

搜索功能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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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析信号和测试信号互相关的峰值使得检测被分析信号的内部是否存在测试信号成为可能。 

能够容易地获得附加的信息，例如：信道脉冲响应的评估，解调质量的检验，关于信道或者时

隙占用的信息。 

该方法还能用于以解码和识别为目的的同步或引导序列。 

可以使用来自数据库的测试信号，或者使用参考信号生成测试信号，像这样的技术也可以应用

于传统（模拟）系统。 

4.8.5.5 用于干扰分析的互相关技术 

信号分析系统中实现的互相关方法能够用于调查干扰是如何形成的，并识别干扰者。简化图如

图4.8-11所示。 

图4.8-11 

用于干扰分析的互相关器 

 

频谱-4.8-11

 

 

接收机1

接收机2

相关器 处理单元 

 

相关器完成互相关过程，使用两个独立的接收机：一个调谐到受到干扰的信号，另一个调谐到

被抑制的干扰信号。通过计算中频信号之间或者解调信号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识别干扰信号，能够

检测以下类型的干扰： 

– 杂散发射； 

– 互调发射； 

– 接收机的杂散和互调通道； 

– 阻塞和交调的影响； 

– 邻道干扰。 

相关技术不仅适用于干扰调查，还适用于其它监测任务。 

关于相关方法的详细信息可从[1984年，Kharchenk]和[2001年，Ralnikov和Kharchenko]获得。 

4.8.5.6 用于TDMA和CDMA信源隔离的自适应滤波技术 

自适应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多源环境和严重干扰条件下完成TDMA和CDMA信号的业务和信

标信道的同步，而且测量这些相同信号的电平和C/I比，连同解调和解码包含在信令信道中的信息，

从而实现它们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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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SM业务信号的实际例子见图4.8-12 a)和 b)，图4.8-12 a)显示当信号指示为业务信道4
（TCH4(BS2)）时，即使在大约16 dB的极低C/I比情况下，也可能检测信号和获得源的身份。在这个

例子中，TCH4已经被确定为受到干扰的业务信道。 

使用从相关基站广播信道中提取的信息，可识别受到干扰的业务信道。 

图4.8-12 b)显示的是对以–16dB左右的强C/I比和–103 dBm的信号电平接收到的源的成功解调和解

码，在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例如在稠密城市环境中传播，网络中密集的频率复用、网络工程的错

误等，对于连续的和猝发的信号，自适应技术均特别适合和有效。 

其中： 

– TCH1（BS1）：基站BS1的业务信道。 

– TCH4（BS2）：基站BS2的第4个业务信道。 

 

图4.8-12 

对城市地区的GSM信号运用自适应技术，分析干扰和隔离GSM TCH源所得到结果的图示 

a) GSM TCH频率上干扰情况举例

全景显示

发射源识别 被检测的业务信道 

b) 采用自适应滤波的干扰分析的结果

时域显示

频谱-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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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7 低于噪声基底（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 

引言 

存在着要求保护不受噪声基底以下无用发射干扰的无源业务，因为对无源业务的观测发生在低

于噪声基底的功率通量密度（pfd），因此，无源业务例如射电天文业务，会采用多测量探针技术。

在存储的时候，会以这样一种方法对无源业务进行处理，以致随机噪声自己互相抵消、而有用信号

从递减的噪声中显露出来。这就是已经征得国际上同意的pfd限制的数值低于噪声的原因。然而，有

关当事人例如射电天文学家继续抱怨如果不对干扰进行监测并采取后续的行动，射电天文将会失

明，因此，监测特别是卫星监测需要使用类似的技术来发现隐藏在噪声中的干扰。 

原则 

为了监测低于噪声电平的有用信号，需要获取、数字化、存储和平均包含了大量（比方说大约

数万个）频谱的一组频谱，有用信号会在这些频谱中出现，也需要对相同数量的不包含有用信号、

但包含相同类别随机噪声的频谱，进行获取、数字化、存储和平均，然后倒置。通过改变天线指

向，或者如果有用信号是猝发类型，通过在开和关时间期间获取它们，可以得到两组不同的频谱。

在这两个 终的经过处理的频谱中，噪声已经明显被抑制，并且当处理这两个早已经过处理的频谱

时，由于上述的倒置，其它未知起源的信号会得到补偿，可从ITU-R SM.1681建议书获得关于这项技

术的更多信息。 

4.8.6 旨在识别发射信号的信号分析 

说明了信号分析工具之后，为了识别一个发射的信号，下面的章节提供了一些关于信号分析过

程的更为详细的信息。这些技术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必需的，但它们能够有益于复杂数字信号

的识别。 

4.8.6.1 必需的设备 

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实时/在线的以及离线的分析工具。 

实时/在线系统可能包括： 

– 用于少数编码的专用解码器； 

– 具有或者没有测量能力的参数的解码器或解调器-解码器； 

– 具有测量和识别能力的自动解调器-解码器。 

当实时分析已经失败时，操作员需要采用离线分析工具处理信号，该工具可能包括： 

– 信号分析工具（时域、频域、相位域可编程的解调器）； 

– 比特流分析，即试图“破坏”代码结构并确定字母输入的工具； 

– 用数学运算描述的编码方法，可以为了将来的在线解码，采用该方法对可编程解码器进行编

程。 

当解码和字母表选择成功时，操作员将会得到一个文本，该文本往往是加过密的，除了传输标

识的时候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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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2 识别的实施 

根据发射机是否采用了呼号或者其它的标识方法，识别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 当传输没有使用专用的标识时，可以采用参数识别法，这种识别是测量发射信号的参数：调

制参数，e.i.r.p.，载波频率等，信号到达的方向或者发射机的位置。 

2. 当传输没有使用专用的标识时，可以采用信号辅助方法，这种识别是将传输的结构和特性与

数据库中的模型进行对比。 

3. 当传输采用了标识方法时，可以采用标识符识别法，这种识别对当作信号的一部分被发送的

信息进行解码，例如：呼叫、站名、水上移动业务标识符等，如第4.8.2段所述。 

这些方法假设传输已被捕获、可供这些方法进行分析，然而，在许多存在干扰以及其它与监测

业务有关问题的情况下，传输可能是断断续续的，或者可能不知道它的准确频率以致于不能稳定地

获取传输，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使用第4.8.6.1段中列举的记录设备来记录大概包含了所关注传输的

较宽带宽的频谱，这样经过训练的操作员以后能够开展分析。 

4.8.6.2.1 参数识别 

参数识别涉及到信号的参数，公共标准系统参数的识别可用三步完成，如图4.8-13所示： 

1. 对于模拟和数字信号，采用第4.6段中描述的方法测量调制的技术参数。 

2. 然后，当全部参数都已测量时，开展分析，从可能的候选列表中识别调制的类型。 

3. 一旦识别了调制类型，下一步是使用估计的调制参数对信号解调，然后将解调信号用于音频

特性或数字编码的识别。 

图4.8-13 

参数识别工作流程 

频谱-4.8-13

 
 

   

 

是

  

 

参数测量-调制 
（类型、状态数、

波特率…） 

调制参数的选择

分析/识别

算法

结果举例： 
– 调制：PSK  
– 状态数：4  
– 波特率：1200Bds   

否 未知的调制

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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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识别的限制 

参数识别方法有许多限制，因为参数识别的结果是一个技术参数的列表，没有指出相关系统的

类型（蜂窝的、航空的…）。 

对于VOR信号（适用于航空无线电导航的VHF全向信标），这个缺点如图4.8-14所示。VOR信号

包括三个副载波，每一个采取不同的体制调制，对于这样的信号，参数识别只能描述这三个信号的

特性，而不能识别该系统是一个VOR系统。 

图4.8-14 

VOR信号识别 

频谱-4.8-14

时间(s)

频率(Hz)

4

电平(dB)

1 kHz 9.96 kHz

OOK 8 Bd (balise «BRS»)N0N 

电平(dB)电平(dB)

频率(Hz) 频率(Hz)频率(Hz)

30 Hz

 

作为第一步，全部三个发射都属于同一个发射的事实能够通过使用频谱记录仪和窄带或宽带测

向器得到证实，信号具有相同的方位角和同时开/关切换暗示信号来自一个共同的源。作为第二步，

带着这样的认识，继续识别过程。 

此外，如果信号不在该方法支持的调制列表中，就不会提供结果，输入信号应具有允许全面分

析和测量所有调制参数（调制类型、状态数、符号速率等）的 少持续时间。 

例如，如图4.8-15所示，当传输由两个连续信号组成时，每一个信号采取不同的调制，参数识别

方法不能识别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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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15 

采取时变调制的信号 

频谱-4.8-15

 

时间 (s)

频率(Hz)

4

PSK8 2 400 Bd

电平(dB)

频率(Hz)

1.8

0.6

电平(dB)

FSK8 125 Bd偏移250 Hz 频率(Hz)

 

模拟信号的参数识别 

模拟信号识别可以在以下4步内完成： 

第1步：以适当的方式调整测量装置。 

第2步：检查信号是否是一个已知的调制，通过解调能使该信号听得见或看得到。 

第3步：第三步是自动的方法：通过计算和信号峰值方差的直方图，利用语音的长期特性进行语

音识别。 

第4步：同时应用以前的方法： 

– 确定信号特性（AM、SSB、FM等）的信号全景表示和时间对比频率显示； 

– 无线电通信模拟信号数据库的基本咨询； 

– 以前推荐的测量技术用于确定以下调制参数： 

– 频分复用协议情况下的载波和副载波； 

– 信号带宽； 

– 按照生效的ITU-R 建议书测得的调制特性（幅度深度、频率和相位偏移）。 



324 频谱监测 

数字信号的参数识别 

三个步骤可用于确定一个数字信号： 

第1步：调制参数测量。关于ASK、PSK、FSK、QAM、CPM和OFDM调制测量方法的描述见第

4.6段。 

第2步：当调制参数已经测量时，画星座，然而与理论上的星座进行比较。 

误差矢量幅度（EVM）可以用于调整测量的参数，以便获得 佳的星座。 

第3步：用正确的参数开始解调。 

4.8.6.2.2 信号辅助识别 

信号辅助识别的原理 

在这个方法中，公共标准系统信号（被称作模型）数据库被用作基准。数据库中的每一个模型

均由一组参数组成，信号辅助识别以被测信号的结构和特性与数据库中候选模型的结构和特性进行

比较为基础。所选模型是对于被测信号提供了 匹配比的模型。 

可以用下列参数描述模型： 

– 频率范围； 

– 信号带宽； 

– 时间“活动性”（连续性、猝发发射、TDMA信号等）； 

– 调制； 

– 编码方式； 

– 识别信息（呼号、标识号等）。 

信号辅助识别提供了下列改进： 

– 提供了关于系统本身的信息（不限于信号的技术特性），为用户提供附加的可利用的操作信

息； 

– 由于不是进行精确测量（例如精确的调制参数测量），而是比较参考模型和要识别的信号，

提高了灵敏度并减少了 短信号持续时间。 

– 能够减少分析的持续时间； 

– 能够只集中在操作员感兴趣的一个模型上； 

– 新的系统特性能够容易地添加到候选模型数据库中。 

然而，存在着一些约束条件： 

– 要求每个候选系统在数据库中有一个模型以便被识别； 

– 要比较的候选系统模型数量越多，需要的计算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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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16 

信号辅助识别工作流程 

频谱-4.8-16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检查频率范围

检查调制/编码

未知模型

输入信号

来自数据库的模型 

检查带宽

检查活动性 
（猝发/持续…）

模型1：传呼 
-频段: 466-466.1 MHz
-带宽: 12.5 kHz 
-调制: FSK 
-状态数: 2 
-波特率: 1 200 Bds 
-编码POCSAG 

模型1：传呼 
-频段: 466-466.1 MHz
-带宽: 12.5 kHz 
-调制: FSK 
-状态数: 2 
-波特率: 1 200 Bds 
-编码 POC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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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上移动和水上移动卫星业务中的选择性呼叫 

程序的描述见《无线电规则》第54条第54.2款。 

1 船舶电台和海岸电台选择性呼叫号码的构成 

船舶站的呼叫号码由5位数字组成，海岸站的呼叫号码由4位数字组成，见ITU-R M.257建议书。

每个数字用 1 124到2 110Hz的音频表示，见下表： 
 

 

每个音的持续时间= 100 ms。由海岸站发送的船只选择性呼叫号码持续时间为500ms，后面是

900ms的间隔，此后重复船只的选择性呼叫号码。（ITU-R M.257建议书） 

对于使用符合ITU-R M.476建议书的窄带直接印刷（NBDP）的船舶站，5位数字标识被转换为符

合ITU-R M.491建议书（附录1）的4个字符，对于海岸站，4位数字也被转换为4个字符代码。 

据ITU-R M.257建议书所说，“连续单频选择性呼叫系统（SSFC）可以用于呼叫船只，直至该

系统被ITU-R M.493建议书和ITU-R M.541建议书中描述的DSC系统所取代”（见《无线电规则》第

54.2款）。 

2 水上业务中水上移动业务的身份 

该身份必须遵守《无线电规则》第19条第19.108-19.117款，水上移动业务身份（MMSI）由经无

线电路径发送的9位数字构成，例如，等同于船舶站身份的9位数字代码构成如下： 

M1 I2 D3 X4 X5 X6 X7 X8 X9， 

M1 I2 D3代表水上标识数字（MID），X是一个从0到9的数字，MID反映站点的国籍，例如，

MID 203被划分给了奥地利，MID244被划分给了荷兰。 

使用窄带直接印刷不仅符合ITU-R M.476建议书，而且符合ITU-R M.625建议书，关NBDP的 
ITU-R M.625建议书与ITU-R M.476建议书兼容，采用5位数字身份（被转换为4个字符代码）以及9位
数字代码，该9位数字代码可以转换为符合ITU-R M.491建议书附录2的7信号身份，例如，9位数字身

份364775427被转换为“PEARDBY”，当海岸站呼叫该船舶站时，会采用单工TOR模式，分三组、

每组三个字符发送该身份，说明如下： 

第1组： P RQ E 

第2组： RQ A R 

第 3组： D B Y 

RQ = 请求或信号重复（YBBYYBB） 

 

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0 数字重复频率 

音频 1 124 1 197 1 275 1 358 1 446 1 540 1 640 1 747 1 860 1 981 2 11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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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上移动卫星业务中水上移动业务的身份 

该身份必须符合《无线电规则》第19条第VI节的规定，对于遵守海上安全国际公约的船只和其

它装备了自动无线电通信的船只，包括数字选择性呼叫（DSC）和 /或全球海难和安全系统

（GMDSS）的传送警告装置，应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9条第19.100-19.126款，按ITU-R M.585建
议书附件1的阐述，指配船舶站的身份， 

注1 — WRC-07废止了《无线电规则》第19条的第19.117至19.126款。 

4 自动发射机识别系统 

对于《无线电规则》附录18用于内陆水域和卫星上行链路视频传输的频率，一些国家使用了自

动发射机识别系统（ATIS）。该系统在每次传输的结尾提供了标识的自动传输，并在传输期间定期

地提供该标识。ATIS序列可以以ITU-R M.493建议书或者区域性巴塞尔协定的建议7为基础，无线电

呼号可以转换成一个十位数字的身份： 

Z1 M2 I3 D4 X5 X6 X7 X8 X9 X10, 

其中： 

 Z： 代表数字9，应只用于内陆水域。 

 MID： 符合《无线电规则》第19条的标识数字。 

 X5至X6： 应包含代表呼号第二个字母的数字，这里01表示A，02表示B等。 

 X7至X10： 应包含呼号的数量。 

例如，呼号PC8075转换为：9  2 4 4  0 3  8 0 7 5。 

5 EPIRB身份 

COSPAS-SARSAT 系统由两个极地轨道卫星组成，发射频率为406.025 MHz，加入该系统的应急

位置指示无线电信标发射（EPIRB）包含9位数字的身份，406 MHz EPIRB也可以由121.5 MHz导引信

标发射机提供， COSPAS-SARSAT系统是一个全球运行的系统。 

1.6 GHz EPIRB（L-波段EPIRB或者 INMARSAT-E）也采用 9位数字的身份，并且使用

INMARSAT系统，由于INMARSAT采用定位于赤道上方的GSO卫星，它不是一个全球覆盖的系统，

对于实际应用，其覆盖范围限于北纬70°和南纬70°之间的地区。 

水上业务中的识别方法是各不相同的。ITU-R M.585建议书建议6声明“任何未来的国际自动水

上无线电通信系统应设计成在无线电路径中使用9位数字船舶电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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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补充的代码字符，第六个和第七个符号 

第六个字符表示一组系统，采用了下列特性和组： 

莫尔斯     A 

异步（起-止）   C 

采用非中断脉冲序列的ARQ系统 E 

猝发类型的ARQ系统 F 

双路移频制    H 

未知的（但已知一帧中的比特数） J 

前向纠错    K 

多音     M 

无线电导航和定位  N 

第七个字符表示系统在上述的一个组内，是系统在该组中的准确表示，这使得可以在每一个组

内（例如，A组、C组、E组等）定义26种不同的系统。例如，第七个字符B表示C组中的电报博多机

系统，E组中的ARQ E3。 

下表提供了一些已知系统的例子： 

 

代码 名称 ALF 位数 检错/纠错 M/CYC DUR/DIS/NUM 

 莫尔斯 莫尔斯     

C- 起止      

CB 电报博多机 ITA2 7.5    

CC 电报俄语 ITA2_RUS 7.5    

CD 电报阿拉伯语 ITA2_ARAB 7.5    

CK 电报 ASCII ITA5 10 奇偶性   

       

E- ARQ脉冲序列      

EA ARQ-1000双工 ITA2_P 7 奇偶性 RQ 4 5  8 

EB ARQ-E3 ITA3 7 m/s = 3:4 RQ 4 8  3 

EC 342 TOR 1 kan ITA3 7 m/s = 3:4 RQ 4 8  3 

ED 342 TOR 2 kan ITA3 7 m/s = 3:4 RQ 4 8  3 

EE 342 TOR 4 kan ITA3 7 m/s = 3:4 RQ 4 8  3 

EF 242 TOR 2 kan ITA3 7 m/s = 3:4 RQ 2    ? 

EK ARQ-N ITA2_P 7 奇偶性 RQ  

EL POL-ARQ SITOR 7 m/s = 3:4 RQ  

EM TORG 10-11 ITA2-R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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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建议书 

注 — 在任何情况下，应使用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M.257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中使用的顺序单一频率选择性呼叫系统。 

 ITU-R M.476建议书 — 用于海上移动业务的直接打印电报设备 

 ITU-R M.491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中直接打印电报的识别号码和标识的翻译。 

 ITU-R M.493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使用的数字选择性呼叫系统。 

 ITU-R M.541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使用的数字选择性呼叫设备的运行程序。 

 ITU-R M.585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标识的指配和使用。 

 ITU-R M.625建议书 — 海上移动业务使用采用自动识别系统的直接打印电报设备。 

 ITU-R M.633建议书 — 通过406 MHz频段运行的卫星系统工作的卫星应急示位无线电信标（卫星

EPIRB）系统的传输特性。 

 ITU-R SM.1052建议书 — 无线电台（站）的自动识别。 

 ITU-R SM.1600建议书 — 数字信号的技术识别。 

 ITU-R SM.1681 建议书 —在使用降噪技术的监测地球站测量空间站的低电平发射。 

http://www.agilent.com/
http://www.meda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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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脉冲测量 

4.9.1 引言 

脉冲式发射可能由各种源产生，包括： 

– 雷达发射。 

– 来自数字TDMA系统的发射。 

– 来自电气或电子设备的发射。 

为了描述一个脉冲发射的特性，测量与其它发射相同的参数是必需的，这部分内容在本手册的

其它章节中描述。这些参数包括： 

– 平均电平/场强。 

– 频率。 

– 带宽。 

第4.9段提供了关于脉冲电平测量和脉冲发射其它基本参数测量的具体信息。 

4.9.2 基本的脉冲参数 

本节描述了其测量的脉冲发射的基本参数是： 

– 峰值电平（A）。 

– 脉冲长度（τ）。 

– 脉冲周期T或脉冲重复频率（PRF = 1/T）。 

– 脉冲上升和下降时间（tr和tf）。 

通常用时域中矩形形状的数学脉冲来描述，如图4.9-1所示。 

图4.9-1 

时域内的矩形脉冲信号 

 频谱-4.9-01

t 

a

τ 
T

A

 

对图4.9-1中的时间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频域内的矩形脉冲信号与图4.9-2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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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频谱由间隔为1/T的明显谱线组成，这些谱线的峰值服从 小间隔为1/τ的sin（x）/x函
数，频率中心的“主瓣”宽度为2/τ。 

图4.9-2 

频域内的矩形脉冲信号 

频谱-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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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脉冲不可能以无限短的时间上升和下降，而是在功率上升到峰值电平、又下降到零这样一

个脉冲的起点和终点，存在一个特征形状的时域波形。 

尽管又有些理想化，脉冲形状的常用描述为梯形。 

图4.9-3 

时域内的梯形脉冲 

 频谱-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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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长度通常定义为幅度为峰值幅度一半的两个点之间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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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时间tr和下降时间tf会影响实际的频谱及其宽度，因此，它们是重要的脉冲参数，测量它们

可以完全地描述发射的特性。由于实际脉冲通常不会有理想的陡峭的上升“边”和下降坡，有必要

规定一个电平范围，在该电平范围内即为上升和下降时间，对于上升时间，通常的取值为10%-
90%，对于下降时间为90%-10%。 

4.9.3 时域内的测量 

所有在第4.9.2段中提到的脉冲参数均能在时域内进行测量，通常采用一个连接至接收机视频输

出的示波器完成测量，重要的是该IF输出电平没有自动增益控制，并且其带宽足够地宽，不会影响

定时测量（见第4.9.6段），目前可以获得非常快速的示波器，该示波器也许能够直接捕获和显示RF
信号。 

图4.9-4中的脉冲下降时间是两个标记之间的时间差，在底部的显示为∆ = 236.36 ns，大多数脉冲

发射的上升和下降时间是非常短的，测量它们需要带宽很宽的设备，当在信号中断时进行测量时，

有用信号必须相对于邻近频率上的其它信号非常地强。 

图4.9-4 

采用示波器测量脉冲下降时间 

频谱-4.9-04  

当使用示波器时，必须注意到电平显示通常是线性单位、不是对数，然而， 终的显示只有当

示波器连接至一个接收机或者分析仪的线性视频输出时才是线性的，许多监测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

只有对数的视频输出，在这种情况下，示波器的电平显示也是对数的，对于脉冲长度测量，由这个

实际情况引入的误差可以忽略，然而，对脉冲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自动测量在这种情况下会失

效，必须改为人工测量。 

定时参数可以直接从示波器显示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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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频谱分析仪常常能在零量程模式下实现非常短的扫描时间，这实际上会得到信号的时域表

示，加上足够的分辨带宽（RBW），它们也能实现时域内的脉冲测量（见图4.9-5）。 

图4.9-5 

采用频谱分析仪测量脉冲长度 

 
频谱-4.9-05

 

注意到当用具有对数电平刻度的频谱分析仪测量脉冲长度时，设置标记的正确点是在峰值电平

以下3 dB。 

当采用频谱分析仪测量脉冲定时时，使用可以获得的 宽的RBW很重要，必须注意过窄的测量

带宽对于脉冲显示形状的影响，必要的带宽取决于脉冲定时本身，更多细节见第4.9.6段。 

采用测量接收机或者频谱分析仪的峰值检波器测量脉冲的峰值电平更为方便，然而，出于以下

几点考虑，也可以采用示波器进行测量。 

首先，注意到曲线 高点的指示电平，虽然示波器通常显示峰-峰值电压（Upp），测量接收机或

者频谱分析仪的峰值检波器将显示这个读数的有效功率电平（或者它的等效接收机输入电压，u），

但这可以通过峰-峰值读数乘以 2/1 计算得到。 

对于RF测量，我们习惯于用对数单位描述电平结果，于是线性输入信号电压u必须转换成对数电

压U： 

 

  U (dB(µV)) = 20*log(u (µV))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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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RF接收机输入信号的电压，必须已知接收机直到视频输出的放大倍数，要按该倍数减

小测量结果。 

4.9.4 频域内的测量 

如前所述，脉冲发射的频谱也能用于测量一些特性参数，然而，即使采用现代的频谱分析仪，

在频域内也只能测量峰值电平和脉冲长度，这是因为该分析仪不能解析脉冲频谱实际包含的谱线，

图4.9-6所示的是脉冲长度测量的例子。 

图4.9-6 

频域内脉冲长度的测量 

 频谱-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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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6中的标记已经标在 接近中心频率的 初两个 小值上，它们的间隔（增量）为 
1 MHz，这是后续 小值之间间隔的两倍，脉冲长度因此为2/1 MHz = 200 µs（亦见图4.9-2下边的文

字）。 

为了在显示发射的真实频谱时具有好的频率分辨率，建议采用大约为量程的1/500的窄分辨带宽

（RBW），然而，采用这一设置，不能够测量电平。为了测量峰值脉冲电平，RBW必须至少为1/脉
冲长度。 

在任何情况下，采用频谱分析仪进行脉冲信号的频域测量都需要采用 大保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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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脉冲频谱的独特的谱线同相相关，如果RBW增加10倍，则指示的频谱电平增加20 dB，而噪

声基底只增加10 dB，因此，当RBW等于1/τ时可获得 大的信噪比，所以判定的频谱 佳显示是高

S/N与高频率分辨率之间的折衷。 

4.9.5 特殊的脉冲特性 

脉冲（有用）发射 常见的应用是雷达，然而，除了简单的梯形脉冲以外，一些特殊的雷达系

统还采用幅度、相位和频率方式调制脉冲，这些雷达发射具有明显不同于图4.9-2和4.9-6所示的频

谱，例如，图4.9-7所示的是在脉冲期间频率扫描雷达的原理频谱（“线性调频雷达”）。 

图4.9-7 

线性调频雷达的 大保存原理频谱 

 频谱-4.9-07频率

 

电
平

 

对于线性调频雷达，其带宽和频谱形状主要由调制决定，而具有实际上较低幅度的、位于左边

和右边的频谱残留部分主要由脉冲重复时间决定，上述表述也适用于具有数字调制脉冲的雷达。 

一些雷达系统使用交替脉冲长度和/或者PRF，当测量这种雷达的频谱时，其电平的 小值和

大值不会像图4.9-2那样明显，例如，图4.9-8所示的是采用两种不同脉冲长度的系统的频谱。 

显然对于采用交替脉冲长度的发射，无法在频域内测量这个参数，改为必须进行时域测量，此

时可以独立地显示和测量各个脉冲。 

4.9.6 设备要求 

除了标准要求例如能够调谐至要求的频率、准确地测量峰值电平等以外，当应该进行脉冲测量

时，带宽（或RBW）是 关键的，为了正确地测量脉冲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所有接收和测量设

备（接收机、频谱分析仪、视频输出、示波器）的必要带宽必须要足以正确地跟踪上升和下降期间

的脉冲电平。 

该要求甚至对 现代的设备提出了需求，采用标准接收机和/或频谱分析仪，可能无法测量上升

时间和下降时间。 

然而，标准设备的带宽通常足以测量电平、脉冲时长和重复频率。 

表4.9-1显示的是测量不同脉冲参数的 小带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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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8 

采用交替脉冲长度的雷达的频谱 

 

表4.9-1 

小的测量带宽 

 

测量的项目 小带宽 备注 

频域内的频谱形状、带宽、脉冲

长度 
–无– 推荐的 大RBW为量程的1/100 

峰值脉冲电平 
τ
1  对于采用交替脉冲长度的系统：1/ 短长度 

脉冲重复频率 
τ
1

 
对于采用交替脉冲长度的系统：1/ 短长度 

带宽越宽，测量精度越高 

脉冲长度 

τ10

1
 

带宽越宽，测量精度越高 

上升/下降时间 
)

10
1;

10
1(

fr tt
Min  

带宽越宽，测量精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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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常规扫描频谱分析仪相对较长的扫描时间，加上大多数脉冲信号的脉冲长度极短和PRF较
低，只有在 大保存模式下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之后才能看到类似图4.9-6的频谱。对于雷达系统，

由于天线的慢速旋转和低脉冲/间歇比，必需的观测时间有可能为数分钟到数小时，然而，采用FFT
分析仪，整个频谱在单一脉冲被捕获之后就能显示出来，如果设备能够在整个时间段连续地捕获，

FFT分析仪也能为采用交替脉冲长度的雷达系统测量频域内的脉冲长度。加之目前可以获得较宽的捕

获带宽，FFT分析仪或者具有完整FFT分析仪能力的设备是优选的用于脉冲测量的设备类型。 

4.10 频谱占用率测量 

4.10.1 总的看法 

术语频谱占用测量指的是记录一段时间内的发射，由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可以产生数量上几乎无

限的图形、表格等，例如，计算得到的每个频段或者每个信道上超出门限电平的占用率，有关谁、

在哪儿和在什么时间占用了无线电频道或者频段的问题不被当作是频谱占用的一部分，而是在第4.8
段中讨论这些问题（信号分析和发射机识别）。 

具有符合相关ITU-R 建议书（见第3章）特性的测量接收机（窄带的或宽带的）或者频谱分析仪

被用作接收设备。 

为了更好地开展频谱占用率测量，对参考资料中提到的ITU-R建议书应予以考虑。 

4.10.2 测量技术 

无线电频谱使用清单给频率管理官员提供了关于频谱实际使用的信息，为他们提供了在某一频

段内指配新频率的可能性，但也给频率管理部门提供了有关频谱利用发展趋势的信息，该信息能够

用于准备国际会议上的国家观点。 

可以人工地或者自动地或者两者联立地对频谱进行监测。 

作为自动监测补充的人工监测在那些有必要分析和识别所观测发射的情况下是必需的（第4.8
段），然而，人工监测是非常劳动密集和耗时的，只是当要记录的基本特性不能被自动登记时的权

宜之计。 

数据使用期或者频段占用率的范围无法方便地以人工方式获得。 

当上述的人工存储技术不能满足要求时，那么自动登记技术会更加适用，该项技术以各种频谱

占用监测任务为基础，自动监测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监测方法： 

– 扫描从F-起始到F-停止的特定频段，以若干个的频率步长，例如1 000个，采用一定的扫描时

间（或者扫频时间或者重访时间），例如10s，以及一定带宽的滤波器。通常采用频谱分析

仪或者（快速）监测接收机完成扫描，以不同图形、表格等显示的结果给出了在一段时间上

通常为24 h特定频段占用的指示。这些测量被称作频段占用测量（FBO）或者频段登记

（ITU-R  SM.1809建议书）。 

– 测量多个预置信道，这些信道之间的间隔不一定相同，通常采用接收机完成测量，这些测量

被称作频道占用测量（ITU-R SM.1536建议书）。 

– 频道占用率测量（FCO）采用的是上述的频段测量方法，假设F-起始到F-停止被分为1000个
频率步长，这些步长可以被看作是频道，例如，当扫频/扫描/重访时间为10 s时，这意味着对

于这1000个频道中的每一个，可以在24h的测量期间获得大约8 630个样本，很容易将这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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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作为频道占用测量（ITU-R SM.1793建议书）来处理，研究已经表明重访时间从1 s增加到

10 s对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图4.10-1所示。 

图4.10-1 

不同重访时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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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发射参数例如信号长度（ 小、 大或者中间数值）和信号在特定门限电平之上的时间百

分比，能从整个测量期间或者更短的期间如1小时估算得到，可记录的参数由频段和频道占用测量确

定，与特定的方法不绑定。 

频谱占用监测可以采用频谱分析仪或者监测接收机，两者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的。这两种设备组

合的意义不大，频谱分析仪或者宽带监测接收机具有扫描速度更高的优点，而监测接收机能够随机

地监测各个频率。 

要监测的频率范围取决于在要测量的频段上使用的系统（例如，传输长度和带宽）以及使用的

设备。占用会随信号在规定门限之上的时间而变化。 

自动发射监测产生下列信息： 

频谱概述 

– 这不包括以百分比表示的占用程度，而仅仅是一般的使用信息，其中包括随时间的电平表

示，例如光谱图、 小/ 大/中间/平均值，瀑布图等。 

信道占用率 

– 典型的占用率测量，它显示的是任一期间通常为15分钟，以时间百分比计的占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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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负载 

– 60分钟期间取平均的占用率数据可以表示为以爱尔兰计的话务强度，业务的时间相关特性可

以作为确定信道要求和服务质量（QoS）评估的基础，在本文中尤为重要的是峰值时间的确

定。峰值时间和忙时用相关测量间隔的起始时间来表示，例如13:15，意味着在测量间隔如

13:15-14:15内的占用率。 

频谱占用率分析不一定限于频谱中登记的发射，还可以用于由其它测量设备例如协议分析仪记

录的数据。 

此外，频谱占用率分析连同结合不同的数据来源，能够记录更多的参数，并以更加差异化的方

式呈现评估值。例如，也可以（自动地）用图形和表格提供从规划工具、用户数据库以及来自同时

的人工监测的观测结果检索得到的用户信息。 

例子是： 

– 确定用户数或者应用的空间分布。 

– 分布函数到占用队列长度的应用情况，对于这种占用确定，很好地了解用户行为是必不可少

的。 

– 通过关联相同周期的测量数据，确定应用的可变性或者应用的稳定性，这被称作增量监测

（比较相同频段在不同日期的不同测量结果，将所有曲线绘制在一张图上）。 

图4.10-2 

增量监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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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 用于频谱占用监测的接收机 

用于此应用的监测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应作为符合本手册其他章节中所反映建议书的 低要

求。用于频谱占用率测量的监测接收机应满足以下要求： 

– 提供高的RF选择性（特别地，在接收机的工作带上应有数量充足的、正确分布的RF滤波器

以便尽可能地防止形成互调产物）； 

– 装备有足够窄带的IF滤波器和/或I/Q输出，用于依托外部数字信号处理的IF滤波； 

– 装备有一个步进衰减器； 

– 能够使用外部频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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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精确地测量场强； 

– 能够快速地扫描从一个频段中选择出来的信道，特别是30MHz以上的频段。 

在占用率测量期间，是否有必要精确地测量场强取决于正在执行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输

入电压值对于占用率检测就足够了。 

在选择一个接收机时，应留意测量设备的电路设计，因为它会影响测量的结果：具有合成器的

接收机能设置成任何频率。然而，它们的扫描过程要比基于FFT的宽带系统慢，当使用FFT时，测量

的带宽要除以计算点的固定数量，因此，不可能恰好测量所有的频率。要考虑测量设备的设置，尤

其是在测量信道占用率时，选择的设置应使得FFT点在要测量的频率上。 

4.10.4 基本原理和测量参数 

4.10.4.1 采样原理 

一个典型的变化强度的信号以及选择的门限如图4.10-3所示，图中还显示了采样时刻以及那些记

录为“已占用”的样本。在这个例子中，44个采样周期中17个被认为是已占用，得出了39%的占用

率记录。根据需要，该数据能够汇总到1、5、15分钟，6、12或24小时的时间间隔。 

图4.10-3 

一个典型的变化强度的信号 

 频谱-4.10-03

39％被占用

17个样本被占用

44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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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获得的样本足以提供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结果，采样技术通常能提供一个对信道占用率的很

好估计。表4.10-1显示的是为了提供具有适当置信度的结果所需要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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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1 

在各种占用率下取得10%的相对准确度和95%的置信度所需要的独立样本数和相依样本数 

（假设采样周期为4秒） 

 

为了以一个可靠的统计置信区间达到一定的准确度，需要规定样本的数量。在占用率为100％的

情况下，仅仅需几个样本就能获得好的结果。当占用率很低时，则需要更多的样本才能达到相同的

准确度和统计置信度。此表旨在说明准确度与整个时间段上样本数之间的关系很依赖于有用频段上

系统的传输长度和发射频度。对于每小时发射一次的PMR用户（例如出租车），为了获得一定的准

确度，监测12秒就应比较长了，因为广播站在不断地发射。 

通常，表4.10-1中的数值足以确定置信度了，对于特殊的应用，例如极低的占用率、极长的扫频

时间等，应参考文本“关于频谱占用率的定义和估计”[1977年，Spaulding/Hagn]。 

表4.10-1中给出的样本数通常指的是获得具有相应准确度数据的周期，换言之，如果在预期占用

率为20%的情况下进行相依采样（通常采用相同的间隔），每个间隔应取4759个样本。如果需要将

数据附加在通信负载上，则需要的时间间隔为60分钟。如果长期采样中每天四个数值就足够了（即

超过6小时得到一个数值），则时间间隔为6小时。 

因此，必需的测量速度主要取决于有关的间隔，在这里给出的例子中，当时间间隔为15分钟

时，必须每隔0.15秒至少采样一次，当时间间隔为60分钟时，每隔0.6秒采样一次，时间间隔为6小时

时，每隔3.5秒采样一次。 

从频率管理的观点看，低占用率的测量不是非常重要。然而，对短期占用可能还要予以关注，

例如，当努力发现频率使用本身时，表述“未使用”和“偶尔使用”是完全不同的。 

4.10.4.2 系统参数 

为了评估尽可能多的信道的占用率，必须收集和处理大量的数据。例如，对扫描接收机进行规

划，使其每隔2秒种记录来自不同无线电频道的50个样本，这意味着该系统要按照2秒的重访时间来

运行，接收机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以精确地适应信道，并产生可靠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每

个信道的观测期或驻留时间大约为5 ms，每个信道的观测期取决于接收机的扫描速度。 

在规划测量系统时，必须记住的是在使用不同类型接收机的情况下，设置必须相同从而获得可

以比较的结果。 

占用率 
（%） 

需要的独立样本数 需要的相依样本数 相依采样需要的小时数 

6.67 5 368 16 641 18.5 

10 3 461 10 730 12.0 

15 2 117 6 563 7.3 

20 1 535 4 759 5.3 

30 849 2 632 2.9 

40 573 1 777 2.0 

50 381 1 182 1.3 

60 253 785 0.9 

70 162 16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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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2.1  传输长度 

不同类型的用户有着不同的传输长度，通常，数据脉冲的持续时间要比话音短，城市或乡村地

区中用户密度的差异对于传输长度以及占用率统计数字也会有影响。 

必须要区分正在发射期间测得的时间和通信占用信道期间测得的时间。例如，在单工信道情况

下，相关无线电台之间的切换时间是信道使用率的一部分，智能记录系统能够记录这些延时，并把

它们加到实际的占用期。 

4.10.4.2.2  一些相关参数之间的关系 

在观测时间、信道数量、平均传输长度、有用占用率和监测持续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重访时间直接取决于观测时间和信道数： 

 重访时间 ＝（每信道的观测时间）×（信道数） 

对于这一类测量，重访时间应比平均传输长度短（很多）。为了用相对缓慢的设备保持适当的

短重访时间，必须减少要被测量的信道数。 

按照ITU-R SM.182建议书，为了获得具有准确度和置信度的信息，监测系统应采用可以接受的

扫描速度以便检测各个短时传输，如第4.10.4.1段所述。 

4.10.4.3 测量的分辨率 

由于数据量太大并且处理困难，记录原始数据并不是权宜之计。因此，在实际测量期间将数据

缩减到指定的间隔是有意义的，根据手头的任务和测量时长，1分钟的时间间隔，相当于每天记录

1440个数据，可以在记录全部数据和过高的压缩损失之间建立一个可以接受的折衷。如果这样的分

辨率不是必需的或者如果监测时期过长（包含了数月），更长的间隔，5、15或者60分钟可能就足够

了。然而，为了在生成滑动平均值时获得更高的准确度，测量设备的时间分辨率在这种情况下还应

该非常高。 

因此，对于可自由选择的分辨率，监测软件应具有生成占用率数据的能力。 

4.10.4.4 地点考虑 

在选择一个适合于频道占用率测量的地点时，应考虑到各种因素。 

和大多数用于接收的地点一样，监测设备应放置在这样的地方： 

– 远离强无线电传输； 

– 远离能够引起反射的结构和建筑物； 

– 在要监测的无线电系统的服务范围之内，覆盖范围预测软件可能是确定接收范围的有用工

具； 

– 远离电气噪声源，即计算机、发动机转速控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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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5 监测的限制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尽管期望得到准确的占用率结果，但记住与自动占用率监测有关的限制以及不准确性可能出现

的区域是明智的。简单的自动监测不能区分从站点A接收到的信号和那些从站点B接收到的信号（分

别是有效发射和无用发射）。 

高级自动监测能够区分来自不同站点的信号，可以将由工作在相同频道的不同站点产生的占用

绘制在一张占用图中，如图4.10-4所示。 

图4.10-4 

确定固定发射机的例子 

频谱-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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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识别两个用户，绿色的是接收电平约为50 Db(µV/m)的用户，蓝色曲线显示的是由其它站点

产生的占用率（大约为30 dB(µV/m)），红色曲线是整个的占用率（绿色＋蓝色）。 

为了获得清晰的结果（图4.10-4右图中尖锐的针状曲线代表固定站），需要少量的、每一个取值

较高的离散电平。 

4.10.4.5.1 干扰信号 

大多数自动占用率监测系统使用门限电平来确立频率被占用的时间。 

虽然明显的意图是记录有用信号的活动性，但是简单的自动监测不能辨别有用发射和无用发

射，这两类发射都会被当作合法的信道占用。 

干扰信号可能来自下列源中的任何一个： 

– 未经授权的传输； 

– 信号较强的邻道用户； 

– 来自发射机的杂散的和带外发射； 

– 人为干扰（例如未加抑制的电动机）； 

– 由于天气和环境条件原因，增强的传播； 

– 来自遥远地方的同信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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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用户的观点看，所有的类型都被认为构成占用，并且对它们不加鉴别，直到涉及测量

时为止。 

为了避免接收机互调产物或者识别这些产物以便用软件算法去除它们，必须要关注系统的设

计。关于互调产物去除，可以通过在交替的扫描中自动地插入固定的已知的RF衰减，然后自动地去

除记录的信号中所有衰减较大的信号，然而，这项测量技术使得记录时间减少了一半，并且由于假

设发射在两次扫描之间是不变的，它未必可靠。 

4.10.4.5.2  总占用率 

即使监测系统不会经历任何一个上述的问题，并且只接收合法的信号，仍必须小心地处理占用

率结果。 

如果在监测系统的覆盖区域内在一个频率上有一个以上的用户是活跃的，则记录的占用将是来

自各个用户的无线电通信量的组合。 

有效移动单元（移动站A）可能会位于距离监测地点比距离用户自己的基站（基站A）远得多的

地方，因此，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可能会比设置的监测门限值低，尽管在预期的基站信号强度足够使

用，相反地，在监测地点可以接收到来自区域外用户的移动单元（移动站B）的信号，但是在用户的

主基站不会收到。 

这两个例子可能会导致对占用结果的不正确判读，需要对这些误差选项进行评估并将它们记录

在测量报告中，测量地点的选择和接收链的质量会对测量结果有明显的影响。 

4.10.4.6 门限设置 

要对设置一个固定门限和一个动态门限进行区分。 

固定的门限可以定义为无线电覆盖所必需的 小场强，因而，它将模拟被监测的无线电网络中

无线电台的情况，当使用固定的门限值时，可以比较 近测量得到的结果和以前测量得到的那些结

果，当使用动态的（变化的）电平时，无法比较结果。 

该门限也可以用对测量地点上电平的认识来定义，为了确定该门限，可以将8-12 dB的余量加到

噪声上，应加到噪声电平上的实际值取决于“期望看到什么”，如果需要认识接收机覆盖范围内所

有的信号，则不超过3dB到 大5 dB应加到计算得到的噪声电平上，当采用固定的门限电平时，应由

所有（远程）地点（接收机）确定噪声电平，并将它们存入一个简单的数据库。当处理数据时，应

使用这个数据库中的数值。 

显然，对于FM广播频段87.5 MHz-108 MHz上处理结果的背景噪声电平不同于航空业务频段 
118 MHz-133 MHz。 

使用频谱分析仪或者接收机进行测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各种算法计算动态静噪，它可以从整

个扫描的样本分布非常容易地导出，5-10 dB的固定余量被加到数量 大的离散电平值所代表的电平

上，这样，就设立了适用于本次特殊扫描的占用率检测的门限（见图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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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5 

动态静噪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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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式，每次扫描都要计算新的门限，这种方法在测量周期较长时具有较大的优势，噪声

电平或者宽带无用信号的变化不会篡改占用率测量值或者使其不可用，然而，必须注意要确保记录

的频谱包含了足够多的、重复噪声的样本。在VHF/UHF/SHF，噪声基底将随时间轻微地变化，然

而，该变化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几个dB，由于若干个dB（3到5 dB）被加到了噪声上，因此该变化

不会产生影响，这使得每一次扫描不一定需要计算新的门限，当噪声基底变化超过5 dB时，会存在

异常的（传播）条件，其结果可能含有错误、不应被信任。 

对于HF频段，情形完全不同，在一天和季节期间噪声电平一直在变化，24小时的差异很大，在

这种情况下，应改为计算相对于时间的动态门限，应给噪声基底增加更多的dB数以确定门限，在图

4.10-6中，可以增加15 dB。 

图4.10-6 

一天中HF噪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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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改变门限值并不方便，因为需要登记原始数据。 

假设24小时的测量，扫描时间为500 ms、1 000个频率步长，这将会产生大约700 MB的数据量。

（1 000个数据点，每个数据点4字节=每次频谱扫频或者频谱扫描4 kB，24 h内172800个频谱* 4 kB＝
大约7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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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测量的频段上要求的信号传输长度有关，采用500 ms的扫描时间不一定是必需的。例如，

广播频段可以采用10 s的扫描时间进行测量（文件大小约为35 Mb），但是即使在扫描时间为500 ms
的情况下，采取压缩时，700 MB的数据文件可以缩小到大约230 MB。 

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1Tb以下的外部硬盘，一次扫描可能要存储4 000个以上的压缩文件，每个

文件包含以500 ms的扫描时间在24小时测得的数据。 

即使可以获得足够大的硬盘存储空间，存储这样的数量仍成问题，数据评估会比较困难。数据

收集期间的数据简化的确从各种理由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但不意味着在开始测量之前就必须知道要

设置的参数。 

4.10.5 频段内的测量 

在30 MHz以上和以下的频率进行频谱占用率测量大体上相同，与ITU-R SM.1809建议书中的描

述相同的方法可以用于整个无线电频谱。 

在30 MHz以上的频率，通常不会采用频道占用率测量。（一个例外是：在为WRC-2007作准备

的欧洲监测运动期间，对HF广播信道进行了信道占用率测量）。 

对于30 MHz以上的频道占用率，通常采用ITU-R SM.1536建议书描述的测量方法，或者ITU-R 
SM.1809建议书描述的频段测量方法，结合来自ITU-R SM.1793建议书的处理方法。 后提到的这个

方法提供了辨别相同信道上一个以上用户的可能性。 

4.10.5.1 30 MHz以下的频率 

对于30 MHz以下的人工占用率监测，分析单元必须提供一个明智的分析滤波器选择，其带宽大约

在100 Hz和10 kHz之间，特别地，频率测量（准确度达到1 Hz）可以通过帮助识别信号，协助占用率

测量过程。 

通常，应该可以对测量设备进行调整，使其能够正确地记录发射。为了提高占用率测定的灵敏

度，也有可能在较窄的频段进行测量。 

测量周期和相关的测量样本/间隔数取决于手头的任务，例如为了识别峰值业务量时间，或者在

数周或数月的长期测量的情况下，为了采用较长时间间隔上相同数量的测量样本进行测量，仅仅测

量一段较短的时间（例如：一天）但具有更高分辨率可能就足够了。 

占用率测量可以以信道或者频率为基础，后者只在使用频谱分析仪时才有意义，如果手头的任

务不关注单一信道/单一频率的占用率，则 好进行与频段相关的测量。原则上，在这样的测量中，

将各个占用率相加，从而收集关于所观测的频段或信道的信息，各个信道/频率上个性的减少会产生

方差较小的结果。 

4.10.5.2 30 MHz以上的频率 

30 MHz以上频谱占用率测量还可以支持各种频率管理和强制任务。 

– 信道占用登记。 

– 频段登记。 

– 业务量分析。 

– 显示在“频率重整”之后可以用于新用途的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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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非法的频率使用。 

– 干扰预防。 

– 长期分析。 

– 采用动态信道指配来分析蜂窝网络（把一个蜂窝当作一个整体，确定其状态）。 

4.10.5.2.1  频道占用率测量 

在大多数国家中，按照著名的规划系统比如说蜂窝状结构，对30 MHz以上的频段进行了规划，

按利用率将无线电信道指配给用户，从频率管理数据库中检索的关于已发执照用户的信息只显示该

频率的使用是经过授权的，一个频率上指配的数量不一定能够提供足够的关于该特定频率实际使用

的信息。 

因此，在拥挤的地区，频率指配以更加真实的数据为基础是必要的，无线电信道上通信量密度

测量将产生关于这些信道占用的更加准确的数值，以定期的间隔重复这些测量能够使频率管理者建

立源自历史数据的发展趋势。 

4.10.5.2.2  业务 

按照惯例，专用移动无线电业务是以模拟语音为基础，然而，数据传输已经作为一种附加设施

或者一种主要的通信手段被引入，在用户希望在他们现有的移动网络中加入数据报文交换的情况

下，数据出现在了共享的无线电信道中。在该情况下，管理当局必须要了解无线电信道的特性，以

便确定如何运行数据通信系统。某些用户可能有只能通过更加合适的无线电信道指配才能达到的要

求。 

通常，新业务也会对以每个移动站为基础的无线电信道的占用率产生影响，一般会增加无线电

信道的总通信量，由于它不会在只登记移动站数量的管理系统中显示，必须要考虑附加的详细信

息。 

4.10.5.2.3  关于某些用户的附加信息 

除了以是/否的表述形式单独确定信号强度在门限之上以外，还有很多个可以存储的参数，例如

信号电平、调制类型或者有关识别目的的信息（例如，选择性呼叫）。 

除了只是登记占用以外，记录每个间隔内 大的、平均的和 小的电平值是有用的，因为这样

不仅会产生占用率数据，而且能够进一步分析频率的活动性，例如，能够识别常规的短期发射，否

则该发射将会被取平均过程隐藏。 

已记录的随时间的状态还允许导出关于使用类型的信息。 

4.10.5.2.4  慢速的信道扫描 

该方法非常类似于之前描述的频率占用率测量方法，除了以非常慢的速度扫描频率以外，可能

只有每秒2个频率，该方法还能在用户身份的传输贯穿用户传输的整个距离的时候使用，因而可以通

过在任何点采样获得用户的身份。 

这可能用于下列系统： 

– 连续音频编码静噪系统（CT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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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编码静噪（DCS）。 

如果需要关于频率使用的更加差异化的描述，通常需要记录和评估附加的协议数据。 

在连续发射的数字无线电系统中，例如：TETRA、GSM，记录控制信道所包含的协议，是获取

关于占用率水准的信息的唯一方法。 

4.10.5.2.5  静态信道监测 

这使得能够收集关于传输长度的信息，也能用于终端用户每次传输只发送一次自己的标识的系

统，不能采用扫描技术，因为接收机必须保持在单一频率上以便不遗漏任何信息（见图4.10-7）。 

这适用于以下类型的系统： 

– 5音选择性呼叫（SELCAL）。 

– 自动发射机识别系统（ATIS）。 

– MPT 1327中继控制信道。 

– POCSAG传呼。 

如果获得了关于每个用户的附加信息，则有可能将该频率的总占用率细分为每个用户的特定占

用率数值。 

在应用控制业务经过控制信道传输的情况下，例如：在中继无线电或者简化得到的单一信道

（如DSC、POCSAG）中，有可能从记录的协议数据得出非常准确的流量分析。 

图4.10-7 

静态信道监测举例 

频谱-4.10-07

 

 

4.10.5.2.6  频段占用率测量 

通常，以下方法是有效的： 

自动监测从频段占用（FBO）测量开始，有许多图（例如光谱图、瀑布图、 小/ 大/中间等）

是不需要门限的，只有在计算频段占用率时才需要门限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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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从频段占用率测量（ITU-R SM.1809建议书）开始，但如果需要每个信道的更加详细的

信息，则应进行频道占用率测量，或者甚至更好地，对按照ITU-R SM.1809建议书获得的结果进行处

理，如同ITU-R SM.1793建议书中描述的FCO一样。 

接收设备的设置取决于要扫描的频段，扫描时间与要求的数据量有关，然而，门限电平的设置

必须尽可能地低以避免记录噪声，若门限电平能够变化，这是非常有用的，从而能够实现各种类型

的评估。记录每次扫描的信号电平，例如，在15分钟期间每秒扫描一次，共扫描900次。其电平在所

选择门限电平之上的频率被认为是已占用，采用专门软件可以放大时域和频域内被扫描的频段。 

采用成形因子为2:1或者更高比值的高选择性IF滤波器的监测接收机，在频率占用率测量方面要

优于频谱分析仪。针对速度要求，常常会使用频谱分析仪，它们通常配备了高斯IF滤波器以防止振

铃，然而，这类滤波器不足以分辨相邻信道的信号，尽管如此，高斯滤波器仍是速度和分辨率之间

好的折衷，因此，频谱分析仪倾向于会过高地估计实际的占用率，如果使用监测接收机，其IF滤
波器的带宽应与通道化的频道的带宽相匹配，所以，需要一组与要监测的频道宽度相匹配的IF滤波

器，建议接收设备 好具有低噪声系数。 

此外，可调谐的预选滤波器也是十分需要的，低噪声放大器能够集成到滤波器之后的预选器之

中。当使用监测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时，对于某些监测情况，可能需要专门的带通滤波器以便有助

于提高测量系统的动态范围。 

例如，对于在与包含相对强信号的频段（例如广播频段）相邻的频段内含有相对弱（低电平）

信号的信道，可能需要这样的滤波器以获得有效的占用率数据。 

后，对存在强信号的频段进行监测时，为了正确地设置监测系统的动态范围，可能有必要在

监测接收机或者频谱分析仪的前置放大器之前使用一个预衰减器。 

由全部测量点（例如1 000个点）构成的这类频谱测量，在每次扫描期间，接收到的信号强度都会

被存储下来，这些步骤可以看作是1 000个单通道，从每个通道接收到的数据都能进行处理。 

为得到基站数量有效指示的测量值分布图、随时间（通常为24小时）的接收到的信号强度、有

关平均语音长度的信息等，均能相当容易地得到。 

因为滤波器的分辨带宽（RBW）的大小通常要大于步长，所以不是所有的“信道”都能使用。

例如，要检查的频带为7.5 MHz，比如说分成1 000步检查，于是步长为7.5 kHz，滤波器的RBW可以

为10 kHz。 

现在对每三步的信息进行处理，这将产生每隔25kHz的占用率信息，25 kHz可以是测量带中已有

的信道间隔，在频率步长为12.5 kHz的情况下，可以每两步处理一次。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将滤波器分辨带宽大小改为10 kHz （如果可能的话），该问题得到解决，这

只能适用于FCO，因为在每一步中，频谱的一小部分会被跳过（不被测量），对于每个信道，可以

观测到-5和+ 5 kHz。 

如果测量采用15 kHz滤波器，占用率将不会不同。应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与频道占用率测量

的重访时间相当的扫描时间大约为10秒，不能被无限地缩短。 

重要的是注意到补充测试已经显示当重访时间从1秒增加到10秒时，准确度将不会明显改变（见

第4.10.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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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 收集数据的表示和分析 

当已经收集了占用率数据时，就需要分析结果并以有效的格式表示它们，需要将数据转变为信

息和 终的知识。 

监测系统可能已经将表示和分析功能嵌入到提供的软件之中，无论这些功能是包含在测量收集

软件中，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提供，过程是类似的。 

完整的过程可以用3步描述： 

1.  测量并收集数据。 

2.  处理数据，将数据转换为信息（曲线、图等）。 

3.  提出结果用于报告或者网站显示等。 

从收集的原始数据，可能产生以下可供选择的表示： 

– 表； 

– 原文的图； 

– 图； 

– 地图。 

下面给出了一些频段测量的例子： 

图4.10-8 

光谱图 

频谱-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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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9 

小、 大和中间值曲线 

（来自与上面光谱图相同的测量数据库） 

频谱-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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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频道占用率时，该表示应 少包含以下信息： 

– 监测的位置； 

– 测量的日期和时期； 

– 频率； 

– 用户类型； 

– 忙时占用率。 

图4.10-10 

HF测量结合人工监测结果的屏蔽截图 

频谱-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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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11 

信道占用率测量举例 

 

对于许多管理者的判定来说，快速纵览信道占用可能就足够了，借助于电子数据表程序（Open 
Office、Excel），可以由占用率数据产生这样的纵览。获得两个用于限制的按钮后，该评估总是能

够适应当前的条件。 

图4.10-12 

信道占用率测量快速纵览举例 

随时间的信道占用率简洁纵览 
时间段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信道 

频谱-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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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13 

频段测量举例 

频率 

频率 电平 

标记 
标记 

增量 

鼠标指针 

接收机：类型
天线：类型和频率范围 
日期：2008年12日16日

观测期：
频率范围： 起止分辨率 

平均的时期：  1秒 
标记，人工设置为报告的参考 

频谱-4.10-13

 
 
 
表示的下一个例子显示的是系统数据的处理，只指出观测到的信号在预置的门限电平之上。 

接收机可以在连续14天测量期间监测50个信道，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分成两批，一批包含工作日

数据，另一批包含周末数据。 

然后，以图4.10-14中描述的下列方式对每一批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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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14 

单一信道上占用率情况报告 

 

平均每15分钟采样一次，每天产生96个样本。 

然后各个15分钟的占用率数据用于形成一个所谓的滑动1小时平均值，就是说，为了构成一个1
小时平均值，一天要对4块15分钟样本取平均96次。 

现在将所有的数值标绘在一张图上，显示工作日期间 大的和连续的平均占用率，相同性质的

一张图给出了周末期间的占用率。 

连续平均线上占用率 高的时刻被称作忙时，对于干扰问题，占用率的日常表示（图形）和回

顾是必需的。 

这些日常表示图形能够有助于解决干扰问题，它们显示的是一个特定信道上占用率的差异，典

型的例如出租车。图4.10-14左边显示的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图，右边显示的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占

用率。图中 上面的线是 大占用率，第二条线是连续的平均值。X轴是时间、Y轴是占用的百分

比，测量周期为14天，采样频率为0.54Hz，忙时用图4.14-14中15.15小时处（左图）和20.45小时（右

图）处的红点表示。 

4.10.7 数据交换 

相邻的主管部门可能会对交换占用率数据感兴趣，尤其是有关国家边界附近区域的数据，以便

辅助频率指配。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唯一的、无歧义的格式很重要，这样能够实现对协作各方互相

提供数据的正确判读。 

例如，ECC/REC（05）01建议书“用于频段登记的自动测量方法和数据传送的协调”建议采用

逗号分隔值（CSV）文件格式，大多数数据库和电子数据表程序都能读这种格式。 

标题段描述了开展测量的位置、频率范围以及多个其它的技术参数。 

标题段被空行与实际的数据隔开，数据段的每一行（扫描）以时间开始，后面是每一个频率步

长的电平值（或场强），例如1000。如果扫描或扫频时间为10秒，则数据文件包含的行>8 630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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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Type         Bandscan 

LocationName     Shenzhen 

Latitude         2W23.00 

Longitude        5N35.00 

FreqStart        87500 

FreqStop         107500 

AntennaType      HK-014 

FilterBandwidth  15 

LevelUnits       dBuV/m 

Date             2007-08-30 

DataPoints       1001 

ScanTime         10.0 

Detector         Average 

Note             Receiver: 

 

00:01:40,19,2.3,19.1,44.5,34,39.9,43.9,63.5,65,66.2,75.1,74.6,63.6,etc 

00:01:50,21.5,22,21.8,34.7,32.8,46.5,43.2,62.9,62.4,75.9,76.4,67.4,etc 

00:02:00,27.7,22.8,23.2,41.7,35.1,36.4,53.5,51.4,61.6,64.8,64.3,64.5,etc 

00:02:10,2.3,19.2,22.1,41.4,33.1,36.4,53.8,47.6,66.4,66.2,76.4,64.1,etc 

00:02:20,22.5,20.8,32,32.7,37.8,47.2,49.3,61.1,71,75.1,73.4,73.9,59.2,etc 

00:02:30,22.3,22.1,26.6,30.3,39.2,41.9,51.2,44,61.2,67.7,64.8,77.5,59,etc 

00:02:40,22.8,28.3,19.3,30.6,40.1,45.4,47.8,52.5,66.7,70.4,74.8,66.5,etc 

00:02:50,20.9,20.6,28,29.3,43.4,43.8,47.1,63,64.5,74,72.5,65.4,62.6,etc 

00:03:00,22,23.4,23.5,24.3,37.2,46.2,42.3,59.4,65.7,64,73.4,78,62.9,etc 

00:03:10,20.8,20.3,2.3,32.7,34.7,45.8,51.7,45.4,63.2,78.1,65.9,62,etc 

....... 

....... 

....... 

23:58:50,20.7,20.6,28.9,31.9,38.1,42.8,51,53.5,48.1,81.7,66.5,79.6,etc 

23:59:00,23.4,2.3,35.2,24.6,43.4,43.2,49.8,48.8,59.7,72.6,73.2,73.1,etc 

23:59:10,22,24.3,2.3,27.1,37.7,43.8,33.6,51.7,58,66.4,78.4,64.3,51.6,etc 

23:59:20,21.8,2.3,22.2,30.2,48.3,34.8,57.9,58.5,71.7,73.2,66.8,72.9,etc 

23:59:30,20.7,20.9,32,33.3,41.2,46.5,41.7,37.9,72.2,66.9,74.6,61.8,etc 

23:59:40,2.3,22.1,20.5,43.2,34.1,42.2,42.2,53.4,58,71.1,78.3,74.9,etc 

23:59:50,2.3,20.5,20.2,33,40.5,40.6,51.9,55.2,66.5,50.4,65.3,72.6,etc 

 

交换乃至公布数据的另一种可能是使用超文本标识语言（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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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在所有情况下均鼓励使用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182*建议书 — 无线电频谱占用的自动监测。 

 ITU-R SM.1536*建议书 — 频率信道占用测量。 

 ITU-R SM.1753建议书 — 无线电噪声的测量方法。 

 ITU-R SM.1793*建议书 — 使用用于频带测量的技术测量频道占用。 

 ITU-R SM.1809建议书 — 监测站的频段注册和测量标准的数据交换格式。 

*秘书处的说明: 本建议已废止，并由ITU-R SM.1880 — 频谱占用测量取代。 

4.11 覆盖范围测量 

4.11.1 引言 

监测业务必须测量无线电发射机和不同用途网络的覆盖范围： 

– 检验用于网络规划的计算机工具的预测。 

– 如果执照的一部分是特定区域中无线电业务覆盖区域的百分比或者人口的百分比，检验与执

照情况的一致性。 

– 检验给定区域内的服务质量。 

– 评估特定位置的接收条件，该位置据报告存在着干扰。 

在模拟调制系统中，测量场强可能就足够了。由于数字调制系统接收中固有的特定情况和原

理，数字陆地网络覆盖范围的测量肯定不同于模拟网络。 

对于无线电发射机和网络覆盖面积的固定和移动测量，本文描述了其测量原理、程序和必需的

设备，然而，可能有必要使提供的信息适应各个系统的要求或各个执照条件。 

4.11.2 覆盖范围预测 

覆盖面积预测是计算地理区域的过程，在该区域内可能会接收到业务，该预测以发射机参数、

地形和传播模型为基础，由计算机工具完成，其结果显示为一个规定的位置和时间概率。 

例如，当在地面上方指定高度（通常为10 m）的特殊接收位置的场强中间值和保护率达到或超

过相关规划文件（例如GE06协议）给出的数值时，就认为特定的区域被DVB-T“已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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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特定区域被覆盖或未被覆盖是覆盖面积预测工具完成的计算过程的结果，该工具考虑到了

规定的条件和/或数值： 

– 接收条件（例如固定的或者便携的接收）； 

– 由地形和结构引起的随着距离的场强损耗。 

– 接收机模型（例如灵敏度和选择性）； 

– 接收天线（高度、增益和方向性）； 

– 接收信道（高斯、莱斯或瑞利）。 

附加于属性“已覆盖”还有时间和位置方面的一定概率，利用规划工具，可以计算对于这一概

率（例如50%的时间和50%的位置）的覆盖范围，因此，不能假设在定义为已覆盖的区域内的每一个

位置上均可以采用标准接收机进行接收。 

在发放执照之前全面、明确地定义某一网络的覆盖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如果网络运营

商和管理当局之间关于实际的覆盖范围达不成一致，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辩论。 

4.11.3 基本测量原理 

通常，不可能测量关注区域的所有点上的场强或者其它相关参数，实际上是测量预测与实际覆

盖范围的一致性，而不是测量覆盖范围本身。 

通常在模拟系统中，要在统计上足够多的固定位置或者沿着路线移动来测量场强，限制因素是

测量点的可达性以及有效时间和工作时间，然后将测得的场强值与预测的场强值进行比较。 

相同的原理适用于数字系统中的系统特定参数或者服务质量参数，应注意到复杂的覆盖范围定

义导致了复杂的测量和评估程序。 

由GE06协议改编的、关于DVB-T覆盖范围测量和规划准则检验的ITU-R SM.1875建议书可作为

复杂度的一个例子被引用。 

在进行测量之前，必须要定义参考区域或参考路线，以便将参考区域获得的测量结果推广到整

个关注区域的范围。 

换言之，如果预测与参考区域内的实际覆盖范围完全匹配，则可以认为网络运营商声称的在参

考路线和区域之外的覆盖面积预测也足够地准确。 

关于如何设计测量路线有多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沿着从服务地区中心开始的径向线，直至信号

一贯地降低在场强或者其它相关参数方面超出了规定的限度。 

另一个选择是检查代表特定类型地区的区域，例如人口高度稠密的城市、郊区，工业或农村地

区。 

后，对于覆盖范围检验，测量包括已覆盖区域和未覆盖区域之间的边缘地区，这一点很重

要。 

图4.11-1是从那些测量获得结果的例子。 

绿色表示已覆盖的范围，红色表示未覆盖的范围，灰色区域是按照预测工具应覆盖的范围，而

白色区域是预测不能覆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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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影响覆盖范围的特殊场合，应在桥上、隧道中、配电基础设施附近甚至建筑物中进行测

量。 

图4.11-1 

参考区域内沿路线的样本测量 

 频谱-4.11-01  

4.11.4 测量装置 

测量装置通常由天线、接收机、定位系统和计算机组成。计算机可通过控制测量接收机，记录

测量数据、定位数据连同适当时附加的系统专用数据，用于辅助测量。 

关于测量装置，有两个基本的备选方案，第一个选择是使用参考终端设备，另一个选择是使用

标准监测设备。 

使用参考终端可能仅仅提供有限的结果，因为它们只是表示同一台设备在给定环境中的状态，

参数如接收机灵敏度等可能无法被分辨，因此，不同于预测工具假设的参数。 

另一方面，这样的结果可以通过表示用户对网络的感知，提供关于网络特性和服务质量的有用

信息。 

为了提高这种测量的可靠性，或者调查不同类型终端的覆盖范围，例如自动接收机、手持和便

携式设备，可以考虑同时使用一个以上的终端包括不同的模型。 

另一个备选方案，将标准监测设备用于评估诸如场强之类的技术参数，按照能实现测量值和预

测值之间进一步比较的规划工具的假设，技术参数评估 好在相同的接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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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将天线安装在小型车辆的顶部，用于移动接收范围的测量，而在高度10米处进行测量可能

适合于确定广播发射机的覆盖范围。 

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用于测量模拟网络的场强值，进一步它们能用于识别任何可能会妨碍正确

测量的干扰。 

定位系统是一个GPS接收机或者一个推算定位系统，这种系统能在GPS信号消失时例如在隧道

中，依托里程表和罗盘跟踪车辆的运动。 

对于数字系统中的覆盖范围测量，必须要使用特殊的接收机，它们提供了特殊的参数，例如误

码率（BER）和其它的像掉话之类的质量参数。 

4.11.5 覆盖范围测量要记录的参数 

必须要记录的参数非常取决于测量的目的，与来自用户的网络评估相比，对执照参数的正式检

验可能需要测量和记录其它的参数。 

在频谱监测的框架下， 好是测量信号的固有参数及其对频谱的影响，这些参数可能是： 

– 场强； 

– 信噪比； 

– 邻道噪声电平。 

除了这些参数以外，还应记录测量的背景（例如环境），应报告测量坐标和时间戳之类的信息

或者干扰之类的特定事件，环境信息（乡村地区、隧道、附近的高建筑物等）。 

如第4.11.4段所述，为了评估服务质量，对特定业务覆盖范围的测量可能需要测量一些附加的参

数。 

例如，在移动通信网络中开展测量的情况下，可以测量下列参数： 

– 位、块和/或调制错误率； 

– 呼叫的起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 网络接入和断开的时间； 

– 指定数据速率的超限和不足； 

– 掉话的数量； 

– 被阻塞呼叫的数量。 

此外，每个网络有其特殊的用于评估覆盖范围的参数，例如，RxQual和RxLev是GSM网络的重

要参数，对于UMTS网络，代码域中的不同参数，如RSCP（接收到的信号代码功率）和RSSI（接收

到的信号强度信息）等是重要参数。 

4.11.6 覆盖范围检验 

为了呈现测量值连同测量车辆在地图上的地理坐标，以及将测量值与覆盖范围的预测值进行比

较，需要包含GIS（地理信息系统）的专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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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径获得的覆盖范围结果可以推广到预测区域的范围，它们还能和其它来源的数据相结合，

例如产生用人口百分比表示的覆盖范围描述。 

参考文献 
 

GE06协议—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的 后文件，关于计划在174-230 MHz 和 470-862 MHz频带内部

分第一区和第三区中计划数字地面广播服务（RRC-06）。包含区域性协议GE06，由RRC-06批
准，指配174-230 MHz 和 470-862 MHz频带内广播业务和其它主要地面业务使用的频率。它们还

包括频率指配和频率划分计划用于过渡时期的数字广播服务（电视和声音），适用的模拟电视，

这些频带内指配给其他主要地面业务的协调清单，以及由RRC-06批准的决议。GE06协议临时于

2006年6月17日起适用。 

 见：http://www.itu.int/publ/R-ACT-RRC.14-2006/en. 

ITU-R 建议书 

注 — 在所有情况下均鼓励使用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1875建议书 — 计划标准的DVB-T覆盖测量与验证。 

4.12 无用发射测量 

4.12.1 引言 

无用发射测量是监测业务的一项常见任务，一方面，这种测量的目的可能是检验发射相对于标

准或建议书所提供的发射掩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无用发射产生干扰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这种

测量。 

无用发射是信号在必需带宽之外的发射，包括带外发射和杂散发射。 

开展无用发射测量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需要具有极高动态范围的测量设备。根据要测量

的系统，ITU-R建议书和相关系统标准描述了对于 佳测量装置的要求。 

4.12.2 定义和术语 

以下术语和定义来自《无线电规则》2008版。 

“1.144  带外发射: 紧接着在必要带宽之外的一个频率或者多个频率上的发射，由调制过程产

生，但不包括杂散发射。” 

“1.145   杂散发射: 必要带宽之外的一个频率或者多个频率上的发射，可以降低其电平而不影响

信息的相应传输，杂散发射包括谐波发射、寄生发射、互调产物和频率转换产物，但不包括带外发

射。” 

“1.146   无用发射:  无用发射包括杂散发射和带外发射。” 

http://www.itu.int/publ/R-ACT-RRC.14-200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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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A  带外域（发射的）: 带外域是紧接着在必要带宽之外的频率范围，但不包括杂散域，在

该范围内带外发射通常占绝大多数，根据来源定义的带外发射存在于带外域，较少存在于杂散域。

同样地，杂散发射可能存在于带外域以及杂散域内。” 

“1.146B  杂散域（发射的）: 杂散域是在带外域之外的频率范围，在该频率范围内杂散发射通常

占绝大多数。” 

“1.152   必要的带宽: 对于给定类型的发射，正好足以确保特定条件下信息以要求的速度传输并

具有要求的质量的频段宽度”是必要的带宽。 

图4.12-1说明的是那些定义，提供了带外域和杂散域之间边界的信息（例如：对于雷达系统，通

常采用必要带宽的250%作为边界）。 

图4.12-1 

带外域和杂散域图解 

 频谱-4.12-01

 

 
 

 

带外发射 

杂散发射

带外域 杂散域

必要带宽的250％ 频率 

无用发射

必要带宽的50％ 

带外占绝大多数 杂散占绝大多数

 

 

4.12.3 无用发射的频率范围 

无用发射分为两个域： 

– 带外域； 

– 杂散域。 

为了区分这两个域，应定义这两个域之间的边界。ITU-R SM.1539建议书提供了一些准则：附件

1的表1和表2提供了用于评估信号的中心频率和带外域与杂散域间的边界之间频率间隔的数值，这个

频率间隔由与信号特性有关的两个门限确定（窄带（BL）和宽带（BU）发射），实际上，对于极窄

带发射，带外发射与必需带宽相比，要相对更宽一些（在这里，与杂散域的边界从必要带宽2.5倍的

偏移处开始），相反地，如果发射带宽很宽，则带外域要比必要的带宽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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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带外域和杂散域之间边界的时候，应规定测量的频率范围。测量无用发射必须覆盖一个

较宽的频率范围，下面的表格取自ITU-R SM.329建议书，根据信号的基本频率，提供了要分析的频

率范围。 

表4.12-1 

用发射测量的频率范围 

 

注意到测量应包含整个谐波带，不应在规定的精确频率上限处被截短。 

4.12.4 杂散域内的测量 

通常，杂散发射为弱信号，为了测量它们，设备必须达到严格的要求。常用的方法是使用滤波

器尽可能地衰减主信号，并且以相关标准或建议书规定的测量带宽扫描所要求的频率范围（见表

4.12-1）。这个频率范围通常太宽以至于不能单步记录下它（例如分析仪的一次扫描）。现代频谱分

析仪采用光栅扫描LCD来显示频谱，这种显示的特征是电平轴以及频率轴上像素的数量是有限的，

这会导致电平和频率有限的分辨率，当以窄的分辨带宽（比一个像素更窄）测量宽频率范围时，有

限的频率分辨率可能会引起屏蔽上信号的损失。某些设备允许可以由用户指定扫频点的数量，显示

点数越多，测量的频率分辨率就越高。 

然而，许多高于屏幕分辨率的扫频点不会显示内置式屏幕上的所有结果，提高频率分辨率只有

在将跟踪数据输出并用软件进行后处理的情况下才有效。 

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要进行多次测量，每次测量覆盖整个频率范围的某一部分。 

4.12.5 带外域内的测量 

对于大多数业务，无用发射测量的结果可以表示为在除了指配信道以外的信道上发射的平均功

率（r.m.s），或者在必需带宽界限之外频率上的频谱功率密度（或者离散分量的功率）。为了测定

与带外发射有关的信号的符合性，定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测量方法： 

– 邻道和间隔邻道功率方法； 

– 频谱掩模方法。 

基本频率 测量的频率范围 

 下限 上限 

9 kHz-100 MHz 9 kHz 1 GHz 

100 MHz-300 MHz 9 kHz 第十次谐波 

300 MHz-600 MHz 30 MHz 3 GHz 

600 MHz-5.2 GHz 30 MHz 第五次谐波 

5.2 GHz-13 GHz 30 MHz 26 GHz 

13 GHz-150 GHz 30 MHz 第二次谐波 

150 GHz-300 GHz 30 MHz 300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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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1 相邻信道功率测量 

该方法是测量如图4.12-2所示带内信号的平均功率。 

图4.12-2 

功率测量带 

 

 f0 – 2fcs f0 – fcs f0 f0 + fcs f0 + 2fcs 

 

常见的是使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测量，大多数现代的分析仪具有内置的、能够同时测量带内功

率和邻道功率的测量功能，必须要人工地输入信道带宽和信道间隔数值，它们的值可以取自任何一

个适用于该业务的相关标准、国家或者国际的信道规划。在某些系统中，信道间隔要大于信道带宽

（保护带），但大多数分析仪支持分别地输入它们。 

在以相对窄的分辨带宽记录了整个频谱之后，结合各个信道各自的频谱功率密度，就可以测量

被请求信道的平均功率，根据经验， 佳的RBW大约是整个量程的1/100到1/500，必须注意此测量

不能使用峰值检波器。 

在大多数的业务中，取决于测量设备，必须要使用采样检波器或者RMS检波器，并且跟踪模式

必须为清除/写入，因此，在没有“门控制触发器”之类附加功能的情况下，这种测量只能用于连续

的发射，而不能用于TDMA系统，然而，应注意到某些系统（例如雷达）要求采用峰值检波器和

大保存跟踪进行测量。 

测量中会出现的 常见的实际问题是相邻信道或者间隔信道中的功率低于或接近于测量接收机/
分析仪的噪声基底，为了确保结果是有效的，应在关掉发射机的情况下，采用与实际测量相同的设

备设置进行预先测量，记录下所显示的相邻和间隔信道的功率。如果随着发射机开机，相邻和间隔

信道的功率比预先的测量值至少高出10 dB，则实际测量是有效的。 

图4.12-3给出了业余无线电台邻道功率测量的一个例子，较低的迹线是在关闭了被测发射机的情

况下系统的噪声电平（D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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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3 

相邻信道功率测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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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2 频谱掩模测量 

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带外或者杂散发射，以比较特定测量带宽上发射的频谱功率密度和建议书或

标准中提供的频谱掩模为基础。 

严格地说，该方法只有在规定了一个使用相同参考带宽的连续相对频谱掩模时才有效，然而，

在很多标准中，给出的带外限制是绝对电平和相对电平的混合，这将确保邻带中 大的辐射功率不

会超过特定的数值，并且与发射机辐射的总功率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掩模用于比较测量得到的频

谱和 初必须计算得到的频谱（使用相对电平）。然而，这个掩模只对发射机一定的输出功率才有

效。 

许多标准对OoB频谱的不同部分应用不同的参考带宽，在这种情况下，按此标准，频谱掩模法

不会产生准确的结果。然而，由于带外域内的发射通常具有一个连续的频谱密度分布（即没有明显

的频率），如果相对频谱掩模的计算包含了必要的带宽修正，则该方法的应用仍能具有相当高的准

确度。 

例如： 

适用于UMTS用户设备（UE）的ETSI标准EN 125101可以用作一个说明频谱掩模计算的例子，在

这个标准中，掩模要求是绝对电平和相对电平的混合，此外，还规定了两个不同的参考带宽，表

4.12-2包括了取自这个标准的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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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2 

适用于UMTS用户设备的频谱发射掩模要求 

 
利用上面表格中的信息，可以计算适用于UE的频谱掩模，该设备在UHFI带上的 大功率为

+24 dBm ，UMTS发射的带宽为3.84 MHz，频谱掩模的功率基准是整个r.m.s电平（＋24dBm），但带

外域（fc +/–2.5 MHz）边界上临界点的参考测量带宽为30kHz，这意味着掩模起始于绝对电平： 
 

  24 dBm +10*log（30 kHz/3.84 MHz） = +3 dBm 
 

这个数值标明的是对于整个频谱掩模的0 dB基准电平，在2.5 MHz处，掩模下降35 dB，这是

“相对要求”列中方程式在∆f 等于2.5 MHz时的结果，掩模在2.5和3.5 MHz之间以15 dB/MHz的速度

下降至–50 dBc。在偏移3.5 MHz处，参考带宽从30kHz变为1MHz，然而，利用测量得到的频谱，必

须重新计算带宽为30kHz时掩模的随后部分，这意味着所有电平必须用10*log(30/1 000) = 15 dB进行

修正。 

低要求（注2） 
带I、II、III、IV、V、VI 

∆f（MHz） 
（注1） 相对 

要求 
（dBc） 

绝对 
要求 

（dBm） 

附加要求 
带II、带IV和带V 

（注3） 
（dBm） 

测量 
带宽 

（注6） 

2.5-3.5 
⎭
⎬
⎫

⎩
⎨
⎧

⎟
⎠

⎞
⎜
⎝

⎛ ∆
⋅ 5.2–

MHz
15–35– f

 

–71.1 –15 
30 kHz 
（注4） 

3.5-7.5 
⎭
⎬
⎫

⎩
⎨
⎧

⎟
⎠

⎞
⎜
⎝

⎛ ∆
⋅ 5.3–

MHz
1–35– f

 –55.8 –13 
1 MHz 
（注5） 

7.5-8.5 ⎭
⎬
⎫

⎩
⎨
⎧

⎟
⎠

⎞
⎜
⎝

⎛ ∆
⋅ 5.7–

MHz
10–39– f

 

–55.8 –13 
1 MHz 
（注5） 

8.5-12.5 –49 dBc –55.8 –13 
1 MHz 
（注5） 

注1 — ∆f是载波频率和测量带宽中心之间的间隔。 

注2 — 对带I、II、III、IV、V和VI的 低要求可由相对要求或者绝对要求计算得到，无论哪一个的功率更

高。 

注3 — 为了只运行在带II、带IV和带V， 低要求可由注2中的 低要求或者对带II的附加要求计算得到，无

论哪一个的功率更低。 

注 4 — 采用30 kHz滤波器的第一个和 后一个测量位置为∆f等于2.515MHz和3.485 MHz。 

注5 — 采用1MHz滤波器的第一个和 后一个测量位置为∆f等于4 MHz和12 MHz。 

注6 — 通常，测量设备的分辨带宽应等于测量带宽，然而，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度、灵敏度和效率，分辨带

宽可以比测量带宽小，当分辨带宽小于测量带宽时，为了获得测量带宽的等效噪声带宽，应累计整个测量带

宽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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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倘若从先前的结果无缝过渡，则偏移 3.5 MHz 处的 终掩模的相对电平为

–35 dBc –15 dB = –50 dBc, 于是，掩模在偏移7.5MHz处以斜率1 dB/MHz下降至–39 dBc，等等。“相

对要求”列在偏移量大于8.5MHz处的 终电平为–49 dBc，在绝对电平（或者频谱功率密度）中，这

将与30kHz带宽中+3 dBm –49 dB = –46 dBm有关。 

下一列中描述的部分绝对限制还必须是经过校正的带宽，因此对于所有的频率偏移，当测量带

宽为30 kHz时，其结果为一个常数–71 dBm，然而，注2指出：如果相对电平较高，则可以忽略绝对

电平，反之亦然。对IV带的附加要求预料可达–28 dBm，这个数值在某些情况下会高于相对电平，图

4.12-4显示的是 终的频谱掩模，该频谱掩模可以直接与RBW为30kHz时测得的频谱进行比较。 

图4.12-4 

适用于UMTS UE频谱掩模的例子 

 频谱-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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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对

电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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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

 
 

频谱掩模测量方法的结果应以dBsd、dBc或dBpp为单位来表示（见ITU-R SM.329建议书和ITU-R 
SM.1541建议书）。 

图4.12-5显示的是采用频谱掩模方法，对DVB-T发射机的带外发射进行测量的结果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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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5 

DVB-T发射机的带外发射测量 

 

4.12.6 设备要求、装置和测量限制 

测量无用发射需要较大的动态范围，对于给定的测量装置，该动态范围可能超出了设备的技术

要求。因此，为了开展这样的测量，应特别关注测量装置的优化。 

4.12.7 测量装置动态范围的优化 

为了获得适用于无用发射测量的 大动态范围，测量接收机或者频谱分析仪必须加载输入混频

器 大可能的电平，而不能压缩发射的信号。RF衰减必须设为不会导致信号通道压缩的 小可能

值。 

设备噪声基底是一个限制，频谱分析仪或者接收机的噪声基底通常被指定为10 Hz或者1 Hz分辨

带宽上的显示平均噪声电平（NANL），这个特性表示分析仪测量弱信号的能力，这个特性的值限制

了设备的 小可辨别信号。频谱分析仪或者接收机的固有噪声功率取决于分辨带宽设置和基准电平

设置。RBW越低，分析仪的固有噪声功率越低。此外，在相关的建议书或标准中，根据要测量信号

的类型，RBW通常是固定的。 

4.12.8 必需的设备 

测量无用发射的常用方法是使用频谱分析仪，然而，也可以使用测量接收机。一个实际的方法

是，尤其是于带外域内的频谱掩模测量，使用测量接收机，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扫描所关注的整个频

率范围。在测量接收机中通常使用的预选滤波器往往能提供比使用频谱分析仪更大的动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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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无用发射测量中的固有的噪声功率，可能要使用内部或外部的低噪声放大器

（LNA）。然而，在不让设备过载情况下的 大可测量电平取决于低噪声放大器的能力，而不是频

谱分析仪或接收机本身，必须注意不要让测量系统的任何部件过载。 

如果测量装置允许以足够的动态范围进行直接测量，则可以直接进行测量，并且其结果可以不

需要做任何后处理。 

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图4.12-5中DVB-T的例子），频谱掩模会跨越100 dB或更大的电平范围，或

者杂散发射应被抑制100 dB，这些域内的测量只有当接收机噪声仍然比要测量的 弱信号分量低至

少10 dB时才有效，这将需要至少110 dB的测量动态，这个数值超出了任何频谱分析仪或接收机的技

术要求，由于在频谱分析仪的输入端加载了高电平的信号以便测量，可能会观测到由频谱分析仪信

号通道非线性产生的信号失真。在这些情况下，有用信道中的主信号必须要经过滤波器的抑制。对

于1 GHz以上的频率，YIG滤波器是 合适的，因为它们能够电调谐，并且只通过当前测量的频率范

围。于是，无用发射是在经过该滤波器之后测得的，其结果要用（测量得到的）滤波器衰减来修

正，这个过程通常由后处理软件完成。 

此外，对于任何有用信号，在输出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例如非恒定包络调制），为了一

致性，可能要使用十次或者更多次取平均的测量。 

4.12.9 测量的实际方面 

通常，相关的标准或建议书要求在发射机输出端进行传导测量。然而，如果测量是在停止发射

的时候进行的，其结果必须作为场强值来度量。这意味着可能必须使用具有不同校正因子的不同的

测量天线，应注意到测量天线只能在它们规定的工作范围内使用。 

主要的实际问题之一是，尤其是在停止发射期间进行测量时，会在结果中发现没有被完全抑制

的来自其它发射机的信号。为了使它们的影响 小，可以对频率范围的各个部分进行两次连续的测

量：在第一次测量期间关掉被调查的发射机，在第二次测量期间打开被调查的发射机。在两次扫描

中都会显示的发射是由外部信号产生的，只在第二次扫描中显示的发射可能是由于被测试发射机的

杂散发射产生的。考虑到即使外部发射不是总是有效，当第一次扫描和第二次扫描之间的时间差较

小时，这个方法也能提供更好的结果。如果被测试发射机的发射是脉冲式的，可以对间歇进行评估

从而检测外部信号。然而，这个方法需要测量设备与被测试发射机在时间上同步。 

ITU-R SM.1541建议书的附件1详细包含了OoB域内的频谱掩模测量。 

雷达系统无用发射测量的更多例子见第5.5段的描述。 

杂散域内无用发射的测量大部分包含在ITU-R SM.329建议书的附件2中。 

参考资料 

 

Application note 1EF45_0E, Rohde and Schwarz, “spurious emission measurements on 3GPP Base Station 
Transmitters”, 2002 

Recommendation CEPT, REC（02）05, “unwanted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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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建议书 

注 — 鼓励使用下列建议书的 新版本。 

ITU-R SM.328建议书 — 发射的频谱和带宽。 

ITU-R SM.329建议书 — 杂散域中的无用发射。 

ITU-R SM.1541建议书 — 带外域中的无用发射。 

ITU-R SM.1792建议书 — 测量用于监测目的的TDAB 和 DVB-T发射机的边带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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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空间飞行器发射的监测 

5.1.1 需要执行的任务与测量 

一个负责执行国内法律与制度并且依据《无线电规则》第16条参与到国际监测的监测业务通常

将正常地参加到空间电台发射的监测中，作为常规监测设施、技术和操作的正常和必要扩展。 

通常，由对空间业务的无线电监测站进行的这些任务与地面业务的无线电监测站并无不同。但

是，空间业务的无线电监测要求使用相对更为复杂的测量设备，例如更为复杂的天线系统，以及不

同的监测与测量程序。这主要是因为空间电台位于卫星上，其位置随时间而定，除非是严格控制在

对地静止轨道（GSO）上的那些卫星。对这样目标轨道的基本了解是对其进行任意种类观测和测量

的一个重要前提。 

因为空间监测在测量技术与术语上不同于地面监测，提供空间功能的测量被称为“空间无线电

业务监测站”。这样一个监测站的功能可以概要如下： 

– 对无线电频谱进行常规和系统的观察，目的是检测和确定空间电台的发射； 

– 确定转发器或空间电台发射机的占用及使用百分比； 

– 测量并记录空间电台发射的特性； 

– 调查并消除由空间电台发射所引起的有害干扰，如果适当，将与地面及其他空间业务监测站

协作； 

– 调查并消除由地面站、未知地球站或其他卫星发射引起对一个空间电台所使用频率的有害干

扰，例如，通过观察和测量一个采用与合法空间电台发射相似方式干扰信号的转发器；（见

第5.1.1.1段）； 

– 对技术和科学项目进行测量并记录； 

– 检测转发器的非法使用并确定其来源； 

– 采用特殊卫星技术来定位地球上的发射机； 

– 在一颗卫星发射前阶段期间的预发射监测，以监测与轨道位置有关的遥感、遥控指令和跟踪

所用的频率。这样的预发射监测将有助于保护器的发射和早期轨道阶段，包括定位。 

如果必须要观测所有类型的空间飞行器，天线系统就必须要能够跟踪低轨道和高椭圆轨道卫

星，还要能够准确地指向GSO卫星。 

卫星通信被分为以下无线电业务： 

– 卫星固定业务（FSS） 

 FSS包括所有基于通过提供电话、传真、互联网、视频和数据业务的专用网或公众网的固定

基础设施的卫星通信业务。 

– 卫星广播业务（BSS） 

 此无线电业务主要用于电视和视频信号的分发。 

– 卫星移动业务（MSS） 

 MSS业务主要用于移动电话和数据业务，以及用于导航和卫星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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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总体成本必须要与针对上述能力要求所进行的设计选择相权衡：频率覆盖、系统灵敏

度、天线快速定向速度、天线定位准确度、一旦需要时改变天线馈源硬件的便利性、接收带宽能

力、信号分析仪表的复杂程度，以及测量自动化的程度。理想情况是一个高度自动化和复杂的空间

飞行器监测系统，完全可操纵，例如具有对1～30 GHz频谱的连续频率覆盖，并且足够灵敏到对所有

涉及的信号提供至少26 dB的载噪比。但是，作为此实例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对灵敏度增加的改善将

导致成本几乎是指数地增长。因此，每个主管部门必须分析其自身的优先级以及对频谱管理的内部

需要，并决定空间业务监测的优先级。 

表5.1-1提供了实施涉及卫星信号的监测活动时要考虑因素的概览。该表是按卫星类型和信号路

径（到卫星的上行链路，来自卫星的下行链路）来编排的。 

表5.1-1 

实施涉及卫星信号的监测活动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卫星类型 卫星空间飞行器发射（下行链路） 卫星地球站发射（上行链路） 

GSO 监测任务通常是从固定监测站进行，

是由于其出众的天线性能和系统灵敏

度。GSO卫星所需的天线定位仅仅沿

着赤道弧。 

对从卫星地球站到GSO卫星发射的监

测，包括在很多商用中的甚小孔径终

端（VSAT），是由工作于适当频率

范围的移动车辆来完成的。典型卫星

地球站天线的高方向性要求测量设备

要靠近发射天线或者是在主波束中的

某处。 

非GSO 监测任务通常是从具有天线跟踪能力

的固定监测站进行（尽管可以采用具

有跟踪能力的移动系统）。 

该监测站天线必须以本章稍后介绍的

几种卫星跟踪方法之一连续跟踪卫星

的位置。 

对从卫星地球站向非GSO卫星发射的

监测是由移动车辆来完成的。如同

GSO的情况，天线方向性要求测量设

备靠近发射天线或者在主波束中的某

处。另外一个因素是发射天线要移动

来跟随卫星轨道，使幅度相关参数的

测量变得复杂。 

 

5.1.1.1 测量的类型 

对于卫星监测，要进行以下主要测量和测定： 

– 频率。 

– 多普勒频率。 

– 参考带宽中总功率通量密度。 

–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信道等效全向辐射功率和载波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 载波C/N0。 

– 带宽和载波带宽。 

– 带外频谱测量。 

– 发射特征。 

– 识别调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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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谱观测记录。 

– 形象化快速时隙漂移的快速频谱图和扫描信号。 

– 极化测量。 

– 卫星轨道定位（至少0.1°的轨道定位准确度）。 

– 接收信号基带特性，即BPSK、QPSK、QAM、FDM/FM。 

– 接收信噪比。 

5.1.1.2 由卫星系统引起的干扰的类型 

– 相邻信道干扰。 

– 共信道干扰。 

– 交叉信道（交叉极化）干扰。 

– 相邻系统干扰。 

这些干扰类型是由所涉及系统（包括一个地球站和卫星）的卫星或另外一个系统的卫星所发射

载波在接收地球站输入处产生的。 

相邻信道干扰 

此干扰类型是由同一系统中从卫星向地球站发射的载波所产生的，处于与所涉及地球站（在以

下内容中被称为受害地球站）相同的点波束中，以不同的频率但是相同的极化发射。 

在FDMA和TDMA接入机制中，这些载波由于发射地球站滤波器的非理想性能而干扰受害载

波。 

共信道（共极化）干扰 

共信道干扰是由卫星向同一系统的地球站发射的载波所产生，该载波具有与受害载波相同的频

率和相同的极化。 

这些干扰载波被发送到地球站，在FDMA和TDMA中处于与受害地球站不同的点波束中，但是

在CDMA中它们处于与受害地球站相同的点波束中。 

在FDMA和TDMA中，此干扰受到受害地球站方向上相邻点波束的卫星天线滚转限制，而在

CDMA中则是受到编码相关特性的限制。 

交叉信道干扰 

此干扰类型是由卫星向相同系统的地球站发射的载波所产生，该载波具有与受害地球站载波相

同的频率和正交的极化。 

如果采用单极化，这些干扰载波被发送到处于与受害地球站不同点波束中的地球站，但对双极

化系统，是发送到处于与受害地球站相同点波束中的地球站。 

对单极化的系统，此干扰受到在受害地球站方向上相邻点波束的卫星滚转的限制，还受卫星天

线极化隔离的限制。在极化重用的情况下，它则仅仅受卫星和地球站天线极化隔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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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系统干扰 

此干扰是由另外一颗卫星向另外一个卫星通信系统地球站发射的载波所产生，该载波以与受害

地球站载波相同的频率和极化发射。 

此干扰受两颗卫星与受害地球站角度分开的限制。 

5.1.2 测量技术 

5.1.2.1 概述 

对来自空间电台的发射必须采用不同于从地球上或接近地球的固定或移动无线电台发射的技术

进行监测、观察和测量的主要因素是： 

– 接收与发送频率之间的差别，和接收频率的变化本性，由多普勒频移效应引起，特别是对不

在GSO轨道上的卫星； 

– 在地球接收点的弱功率通量密度，由于距离远和通常比较低的发射机功率所引起； 

– 来自一个近地点轨道卫星的信号在一个固定监测点可接收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 不得不对接收来自不在GSO轨道上空间电台发射所用的高度方向性地球站天线进行持续的方

向改变。 

5.1.2.2 频率测量 

在GSO空间电台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与用于地面站相同的频率测量方法。这些方法在第4.2段中

详细讨论。 

5.1.2.2.1 多普勒频移效应 

当在发射空间电台和监测站之间有一个相对速度时，将会因为多普勒频移效应而在发射和接收

信号之间出现一个与相对速度成正比的频率差。等式（5.1-1）和（5.1-2）是从图5.1-1推导得出。 

图5.1-1 

多普勒频移效应情况下的原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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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卫星 

 RS： 接收站 

 PCA： 最近路径位置 

 fS： 发射频率 

 fR： 接收频率 

 v： 卫星速度 

 d： 经过时的最小距离 

 c：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 飞行方向与到接收站视线方向之间的角度。 

该等式可以得出以下： 

– 当卫星接近监测站时，接收频率高于源频率； 

– 只有在最近路径时间（TCA）与最近路径位置（PCA）一致时测量频率才等于正确的卫星源

频率； 

– 在TCA期间，将观察到频率的最大变化率（MRCF），它将给出拐切线斜率（dfR/dt）max； 

– 当卫星离开监测站时，接收频率低于源频率； 

– 多普勒频移效应正比于卫星的源频率，而且取决于源与监测站之间的相对速度。 

5.1.2.2.2 测量方法 

由一颗卫星发射的确定频率可以达到的准确度取决于卫星的轨道参数、传输途径、测量设备和

评估方法。对一个非GSO轨道卫星频率的测量是一个间接程序，首先要求记录多普勒频移，然后评

估多普勒曲线。 

要获得适当的测量，宜采用自动化的测量方法。可能的技术解决方案细节见第5.1.6.1段。 

5.1.2.2.3 频率计算程序与测量准确度 

通过采用图形方法，可以确定卫星频率、TCA和MRCF（图5.1-2）。可以达到的频率测量准确

度为 1 × 10
–7

 Hz。 

一个改进的方法可以使准确度程度得到改善。通过多普勒频率曲线对时间进行单次求导，得到

一条抛物线，其顶点指示了TCA及卫星发射机的源频率。 

由于抛物线的结构，足以在TCA的30 s内使用分别测量的数值。必须选择测量值之间的时间间

隔，以使曲线的形状被明确地确定，例如，至少采用5 s间隔。 

采用这种方法和图形评估方法，如果使用铯参考或更好的振荡器类型，可以得到 5 × 10
–9

 Hz的

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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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从多普勒曲线计算卫星频率 

 

频谱-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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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显示了以这种方法进行频率确定的结果。 

要替代耗时的图形估算方法，最好是一个能直接处理频率计数器单次频率测量结果的软件。 

很明显，只有当频谱包含一个接收机能够与之同步的特征频率分量，才能实现可靠的频率测

量。当然，这也适用于对地面站频率的测量。 

5.1.2.3 对带宽的测量 

对GSO卫星发射的带宽测量，原则上可以应用与地面发射测量相同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描述在

第4.5段中。 

在空间电台与监测站之间存在一个相对速度的情况下，在监测站测量到的视在发射带宽是变化

的，是因为与所描述的用于载波频率的相同方式产生的多普勒频移效应。 

必须要考虑两个因素： 

– 在带宽测量所需时间内的整个频谱漂移； 

– 靠近发射频谱上端信号分量的频移略大于靠近下端的分量。对宽的带宽，此差别可以达到数

百赫兹。如在监测站所观察到的，此效应引起视在带宽轻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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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通过对多普勒曲线求导计算卫星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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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接收机中的自动频率控制能够补偿一个发射的多普勒频移。在此情况下，可以应用用于

确定地面监测站带宽的常规测量方法而无需根本的改变。 

如果接收信号非常弱，有可能通过采用该空间电台经过极窄带通滤波器滤波后发射的一个载波

或引导频率作为参考信号来确保接收机振荡器频率的自动修正。 

如果空间业务的监测站不具备带有自动频率控制的适当接收机，如果有必要，必须要通过在确

定该带宽时同时进行多普勒频率的测量，来考虑测量期间该空间电台的频率偏移。 

还有可能需要同时记录功率通量密度，这样，在频谱分析期间发生PDF变化的效应就可以从计

算中消除。 

5.1.2.4 对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 

5.1.2.4.1 在一个参考带宽内的测量 

空间电台的协调和成功运行要求来自一个空间电台的发射在地球表面不能超过给定的功率通量

密度最大值，包括来自一个反射卫星的发射。 

各个频段、空间业务、到达角度和共享条件的数值在《无线电规则》第21条第V节中给出，在空

间监测设施中它们必须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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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B(W/m
2
)为单位的功率通量密度与一个特殊带宽相关，通常是4 kHz、1 MHz或1.5 MHz，取

决于基本发射的频率。 

指出参考带宽（RBW）是必要的，因为辐射功率通常不是集中在单一频率上，而是分布在一个

频段内。 

5.1.2.4.2 对总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 

在此情况下，功率通量密度完全根据一个发射所占用的带宽来确定。 

应相应地选定测量滤波器的带宽。这样的测量是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要计算一个空间电台的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对低于13 GHz的频段，而且只要以晴朗天空为主，可以在计算中采用0.1-0.2 dB的大气总衰耗。 

5.1.2.4.3 测量程序 

无论是要测量在参考带宽内的功率通量密度还是总的功率通量密度，最好通过直接测量功率来

确定功率通量密度，特别是在1GHz以上频率。 

当采用此方法时，功率通量密度可以由等式（5.1-3a）和（5.1-3b）确定： 

  POLBWeSYSRBW KKAPpfd  30  （5.1-3a） 

  POLeSYSTOT KAPpfd  30  （5.1-3b） 

其中： 

 pfdRBW： 参考带宽（RBW）内的功率通量密度（dB(W/m
2
)） 

 pfdTOT： 发射所占用带宽内的功率通量密度（dB(W/m
2
)） 

 PSYS：  系统输入功率（dBm） 

 30：  dBm转换 dBW 的因子 

 Ae：  有效天线面积（见注 2） （dBm
2） 

 KBW：  测量带宽的修正因子（见注 3） （dB） 

 KPOL：  极化修正因子（见注 4） （dB）。 

从等式（5.1-3a）和（5.1-3b）得出的功率通量密度值可以被用来通过采用等式（5.1-4）计算空

间电台的等效全向辐射功率。为了计算，需要在测量时向目标倾斜范围的信息。 

  ATMLd  )π4log(10pfde.i.r.p. 2  （5.1-4） 

其中： 

 e.i.r.p.： 空间电台的等效全向辐射功率（dBW） 

 pfd： 所测量的功率通量密度（dB（W/m
2）） 

 d： 空间电台与接收站之间的距离（m） 

 LATM： 相对于自由空间的大气衰耗（dB）。 

注1 – 输入功率是采用一个热功率计进行测量的，通常连接到接收机的IF输出，接着是一个已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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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r.m.s.测量）的带通滤波器。然后用一个来自校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代替输入信号。对可能的

输入卫星信号多普勒频域的补偿应位于IF输出之前。 

注2 – 可以利用等式（5.1-5）通过天线孔径或增益计算天线的有效面积（Ae）： 

  
2λ

10 log ( η) 10 log
4π

eA A Gi
 

   
 
 

 （5.1-5） 

其中： 

 Ae： 天线的有效面积（dBm
2） 

 A： 天线孔径（m2） 

 ： 表示为小数的效率 

 ： 波长（m） 

 Gi： 全向天线增益（dBi）。 

注3 – 只要功率是均匀分布在测量带宽内时，用于测量的带宽可以大于参考带宽。此条件可以通过频

谱分析来验证。测量带宽是滤波器的有效带宽，它没有必要对应于其3 dB或6 dB带宽。通过等式

（5.1-6）计算修正因子： 

  









RBW

B
K M

BW log10  （5.1-6） 

其中： 

 KBW： 带宽修正因子（dB） 

 BM： 测量带宽 

 RBW： 参考带宽，与BM采用相同的单位。 

注4 – 在接收机天线与接收信号之间极化匹配的情况下，此极化修正因子KPOL = 0 dB。对圆极化发射

的线性极化接收或者相反，KPOL = 3 dB。 

因为功率通量密度通常不仅仅随着频率，而且也随着时间变化，必须要确定其最大值。这可以

通过在涉及的频率上记录一段时间的功率计输出信号来完成。所用功率检测器的时间常数将决定能

够被检测出的功率变化速度。可以在现有的监测手册中找到e.i.r.p.计算的附加信息。 

5.1.2.4.4 测量的不确定性 

功率通量密度测量的不确定性程度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 接收天线的天线增益不确定性； 

– 用于校准测量接收机/频谱分析仪的参考信号（功率参考发生器）的不确定性； 

– 天线指向/跟踪的准确度。 

尽管参考源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控制和最小化，但实际问题是在接收天线的天线增益

精确校准。较大抛物面反射器系统只能在安装地点组装之后进行校准。相应地，对天线增益的满意

计算必须要考虑安装地点的特定条件。[Newell et al., 1986] [Newell et al., 1973]； [Satoh and Ogawa,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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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的测量不确定性（覆盖因子2）不应超过2 dB。应尝试在所有频段减少测量的不确定性。 

5.1.2.5 对极化的测量 

对卫星信号极化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此基本信号特性的确定能够有助于识别未知发

射。从而，一个适当的天线系统应能够区分不同的极化类型。 

极化测量的技术实现必须要考虑在1 GHz以上频段中卫星固定业务和卫星广播业务所用的双极化

技术已被广泛采用。 

要得到在以下方面对于卫星信号的优化接收与测量条件： 

– 最大C/N； 

– 通过对正交极化信号之间充分极化区分得到的最大C/I。 

应可以将监测站接收天线的极化与接收信号的极化相匹配。在双线性极化的情况中，要求极化

平面的完全可操控性。应提供一个至少20 dB的极化区分。 

5.1.2.6 对轨道位置和轨道要素的确定 

对轨道位置的确定涉及的是GSO卫星，而轨道要素的确定涉及的是非GSO卫星。 

5.1.2.6.1 GSO卫星 

一颗GSO卫星遭受试图改变其在轨道中位置的干扰。这些干扰引起杂散轨道平面旋转与半主轴

和偏心误差。如在地球上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这导致卫星显示出一个24小时周期摆动运动的现

象。此运动（所谓的“8字形”）包括一个南北分量和一个平面内分量。 

在GSO卫星上采用划分给卫星固定或卫星广播业务频率的空间电台必须要保持在它们标称位置

经度的± 0.1之内（见《无线电规则》第22条第III节），但在GSO卫星上的实验电台例外，它应保持

在经度的 0.5之内，工作在11.7-12.75 GHz频段的卫星广播业务电台也例外，它因该保持在《无线电

规则》附录30中规定的限制内。只要一个卫星网络不对其空间电台符合这些限制的任何其他卫星网

络造成不可接受的干扰，空间电台就不需要符合这些限制。因此，对GSO卫星位置的确定是一个空

间业务监测站必须的任务。轨道位置通常是从在接收天线方位和仰角平面中对角度的测量进行计算

得到。第5.1.7.4节展示了这样一个测量的实例。 

5.1.2.6.2 非GSO卫星 

根据足够准确度测量对一个非GSO卫星轨道要素（星历图数据）进行计算是对以下任务的基本

要求： 

– 确定一个未知空间电台（见第5.1.5段）； 

– 调查可能的接收时间； 

– 预先确定方位角和仰角相对于时间的函数，例如，在得不到正式发布数据的情况下用于计算

机控制天线的操控。 

一个利用无源模式测量的空间业务监测站能够提供以下定时测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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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角； 

– 仰角； 

– 多普勒频移。 

因为确定轨道要求至少6次解析（例如，开普勒轨道要素），有必要对上述量进行多次测量。通

常，确定轨道是一个统计程序的结果，更多输入数据量将会改善轨道要素的准确度。当监测较高频

率时，即1 GHz以上，因为接收天线在这些频率上有较窄的波束宽度，宜采用基于在方位角和仰角平

面中对角度测量计算的方法。 

5.1.2.7 采用对来自两颗GSO卫星的时间与频率差测量来对地面发射机进行地理定位 

位于地球上的干扰源能够影响在卫星上接收到的上行链路信号。所要信号的接收机将此干扰理

解为下行链路干扰。对影响GSO轨道通信卫星的无线电发射机进行地理定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

务，它通常是通过对到达时间差（TDOA）和到达频率差（FDOA）混合测量进行分析来实现。这些

测量类型都要求传输要受到位于此发射机波束内的第二颗GSO卫星的监测。携带未知信号的GSO卫

星通常被称为“主卫星”，而上面提到的第二颗GSO卫星被称为“相邻卫星”。一个TDOA测量得出

同一信号通过主卫星到达一个陆基接收机和通过相邻卫星到达另外一个陆基接收机时间上的差别。

一个FDOA测量则得出分别到达两个接收机的信号之间的频率差。通常，这两个接收机共同位于相同

的地理地点，但这不是一个要求（见图5.1-4）。在“分散模式”下，用于地理定位的两个接收机相

互之间分开，但是分别限制在每个空间电台下行波束之内。当下行的波束覆盖区之间不相交时，必

须要采用分散模式；确实，可能在不同的大陆接收这些下行波束。当工作于分散模式时，粗略的信

号测量必须要转移到一个共同位置进行进一步的地理定位处理。 

图5.1-4 

采用来自两颗GSO卫星的TDOA和FDOA进行地球发射机的地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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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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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射信号在通过两个不同的卫星到达每个接收机时传播过不同的距离，所以到达的时间不

同。因为两个卫星之间通常有相对运动，在传输中引起不同的多普勒频移，所以接收的频率不同。

尽管GSO卫星的位置宽松地描述为固定在地球赤道上的特定位置，但实际上它们在围绕这些标准位

置的一定范围之内移动。正是这些移动引起了接收信号中可测出的多普勒频移。在确定每颗卫星下

行波束再传输频率的振荡器中的频移造成接收的频率也可能不同。 

与卫星及地面站配置组合的单独TDOA或FDOA测量各自描绘了不同的未知发射机必定所处的曲

面。地球图（所有涉及的发射机几乎都出现在上面）提供限定未知发射机位置的第三个曲面。这三

个曲面的交集给出了来自单独一对TDOA和FDOA测量的未知信号的估计。因为测量或者建模误差可

能导致地理定位的误差，更多TDOA和FDOA测量组合成一个统计解析可以用来减少这样的误差。 

5.1.2.7.1 测量时间和频率差 

记录并分析从两颗GSO卫星中每一颗下行的发射机信号的两个时间系列，以得到它们之间的时

间与频率差（即，TDOA和FDOA）。这是通过交叉模糊函数（CAF）的计算或者二维相关地图来进

行的。一个给定时间和频率差的CAF值是两个记录信号的交叉相关。在连续波（CW）发射器的特殊

情况中，不能生成TDOA测量，因为这两个信号对所有延迟时间差相关。 

在CAF数值是TDOA和FDOA二者函数的情况下，可以用三维显示CAF。对在选定频率范围中只

有单一干扰信号的情况，对应于TDOA和FDOA的CAF最大值将那些偏移选定为带入计算单独一个发

射机位置的地理定位运算的TDOA和FDOA值。对一个连续波发射机，沿着常数FDOA直线的峰值就

是结果。换言之，来自多个位置的多个宽带发射机将产生多个CAF峰值。Stein[1981]详细讨论了用于

计算和分析CAF的算法。 

5.1.2.7.2 地理定位算法 

地理定位算法经常在一个最小迭代平方程序中采用TDOA和/或FDOA测量来估计发射信号起源的

位置。采用其最简单的形式，对发射机位置的初步猜测和两颗卫星给定轨道与卫星运动的物理定律

相结合来生成预测的TDOA和FDOA测量。实际与预测TDOA和FDOA测量值之间的差别（余值）被

用于生成对发射机位置的调整。这个调整后的发射机位置被用来生成第二组预测TDOA和FDOA测

量，它又意味着对发射机位置的进一步调整，如此进行下去。要求一个迭代解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固

有非线性的。 

迭代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对发射机位置的调整足够小，这时地理定位的解被认为已经收敛。 

随着时间进行的TDOA和FDOA测量根据物理定律收敛到发射机的位置。对其他测量类型的组合

也可以得到另外的地理定位解。例如，可以从一系列FDOA测量以与从一个宽带信号获取的对应

TDOA测量可以得到的准确度相比降低了的准确度得到连续波发射机的地理定位。或者，采用第三颗

卫星来生成第二组TDOA和/或FDOA测量也可以提供改善的解，但是，代价是更多地使用接收机天线

资源。采用第三颗卫星使仅有TDOA的解决方案也有可能，但是从两对卫星得出的常数TDOA曲面几

乎是平行的，使其实际应用更加依赖于TDOA测量的准确度或更多次数来累积测量。 

在实际中，两颗卫星中每一颗的卫星星历图的准确度限制了地理定位解的准确度。通过对分离

发射机信号进行的TDOA和FDOA测量可以实现改善地理定位性能，有时被称为参考定位器，它从已

知位置发出，并通过与所关心信号相同的卫星对。这些参考定位器被用于改进一颗或两颗卫星轨道

星历图，而它又反过来改善对所关心信号发射机位置估计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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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3 不确定性分析 

一个地理定位问题不确定性分析的目标是要提供对一个地理定位解准确度的实际评价。 

提供准确的不确定性分析有时是复杂和困难的。每个TDOA和FDOA测量的准确度都正比于在相

关解中得到的信噪比的平方根。TDOA和FDOA测量的准确度还分别与信号带宽及测量时间成正比。

最小平方地理定位解提供正式的误差估计以及所涉及发射机位置的置信区间，此区间基于指配给

TDOA和FDOA测量的不确定性。这些TDOA和FDOA不确定性的可靠性可以通过对比其对应的测量

残值来进行统计校验。换言之，如果可以有足够数量的TDOA和FDOA测量，TDOA和FDOA测量中

的不确定性可以利用相同的解决程序来估算。Bardelli et al.[1995]给出了一个误差分析的实例。 

还必须提出两个说明。首先，TDOA和FDOA测量中的不确定性可能是足够大，以至于废除了在

参数空间跨越区间中解是线性的假设。 

这意味着，由基于线性化统计分析的地理定位算法所生成的正式误差准确度较差。在这些情况

下，可以采用Monte Carlo技术来生成更好的不确定性估算。 

其次，正式不确定性考虑了随机误差，但只部分考虑了任何系统误差。例如，由于对TDOA和

FDOA测量或者在产生卫星星历图中使用的力学模型中的物理上不完全建模，系统误差可能上升。 

系统误差的影响可以通过对地理定位技术和其所有系统误差源非常彻底的模拟来评估。 

有几种导致定位误差的潜在不准确性。该误差可以通过采用确切知道其地理坐标的参考发射机

来充分地降低（见图5.1-5）。 

图5.1-5 

利用来自采用一个参考发射机的两颗GSO卫星上的TDOA和 

FDOA对地球发射机进行地理定位 

 

在通过卫星进

行频率转换中

的不确定性 
在卫星位置和速度

度中的不确定性 

干扰源 

监测站中的测量结果 

传输的影响 

参考发射机 

频谱-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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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使用位于干扰源附近的参考站能使位置误差最小化，在巨大范围上部署的参考站能够消除

由于星历图不准确性引起的误差。见第5.1.5.4.5和第5.1.5.4.6段。 

5.1.2.8 采用单个GSO卫星和反转多普勒频移对地面发射机进行地理定位 

在一定条件下采用通过单独一颗GSO通信卫星中继的发射信号可以确定一个地球表面发射机

（或者干扰源）的位置。由于在轨期间卫星相对于地球微小运动引起的信号载波频率上的微小多普

勒频移能够被利用来估算发射机的位置，达到可能采用移动单元来精确确定发射机或者干扰源位置

的程度（数十千米之内）。该技术利用了对分布在几个小时上罕见的短暂发射载波频率进行的测

量。超高分辨率技术和信号处理被用来以所需准确程度估算发射信号中的微小多普勒频移。可以通

过采用一个参考发射机来改善对一颗卫星位置和速度的预测[Koets, Bentley, 1999年]。 

一颗GSO卫星轨道的非零倾角和离心度将引起卫星相对于地球表面的运动。这个运动引起一个

微小的多普勒频移，它可以被利用来估算发射机的位置。此技术甚至利用了对分散在数小时期间上

的罕见和短暂发射的观测。为了使用这种方法，必须对此发射的载波频率进行非常高准确度的测

量。然后应用一个非线性迭代估算技术。对GSO卫星漂移的讨论见第5.1.2.8.3段和图5.1-6。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采用一颗卫星进行地理定位方法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它还对发射

机本身强加了通常是不被满足的假设，例如： 

– 在很长时间段期间保持超稳定的发射机本地振荡器； 

– 在很长时间段期间的发射机发射。 

5.1.2.8.1 地理定位算法 

地理定位算法利用一个数学表达式（fR）来预测通过一颗GSO卫星中继的一个信号载波频率。该

表达式包括了该卫星的已知位置与速度和接收机的位置，以及被搜索发射机的未知位置。必须要考

虑上行多普勒频移效应、卫星转发器内的频率转换和下行多普勒频移。 

所有矢量的量以三维地固地心笛卡尔坐标系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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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其中： 

 fR： 接收信号的载波频率 

 fT： 发射信号的载波频率 

 vS： 观测时刻卫星的速度矢量 

 rS： 观测时刻卫星的位置矢量 

 r： 发射机的位置矢量 

 f： 卫星转发器中的频率转换 

 vD： 卫星与接收机之间的标量距离变化率 

 c： 信号的传播速度。 

等式（5.1-7）是已知和未知参数的函数。已知参数包括卫星的位置和速度、频率转换和卫星与

接收机之间的距离变化率。卫星位置与速度和距离变化率随时间而定。未知参数组包括发射机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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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载波频率。在多个观察时刻对在接收机处的信号实际载波频率进行测量。地理定位算法估算一

组未知参数，使所测量载波频率与根据表达式预测的载波频率之差的平方和最小。 

地理定位算法采用一个接收频率表达式的线性化版本，它是等式（5.1-7）的一阶多维泰勒级数

表达式。采用这个展开式可以形成一组线性等式，并组成矩阵等式： 

  E  A （5.1-8） 

其中E是在每个观测时刻接收信号载波频率测量的列矢量，A  [Af Ax Ay AZ]，里面每列矢量Ai是

在每个观察时刻计算出的表达式对于参数i的导数，是真实参数值与它们初始估计值之间的误差。

此矩阵等式是采用线性最小平方法对矢量求解，而此误差矢量被用于迭代和改善初始参数估值。因

为所用的线性等式只是对模型的近似，要进行多次迭代程序，每一步都采用最新得到的参数估算。

参数值收敛到最终频率和位置估值上。 

5.1.2.8.2 对频率（多普勒）的测量 

因为一颗GSO卫星相对于地球的固定点缓慢移动，在一个通信链路上观察到的多普勒频移非常

小，在数十赫兹量级。因此，准确的地理定位取决于非常准确的载波频率估算（铷标准是足够

的）。 

多重信号分类（MUSIC）算法可以被用于频率估算。频率估算器的分辨率仅仅受设备准确度的

限制，而不受数据组长度的限制。估算值的准确度受信噪比的限制。MUSIC算法生成一个比基于快

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精确得多的频率估算值。 

5.1.2.8.3 对位置和速度的修正 

准确的地理定位结果依赖于对每个观察时刻卫星位置和速度矢量的准确了解。这些矢量通常是

采用一个轨道传输模型和一组6个描述卫星轨道的轨道要素来计算的。这些要素根据对卫星的观察和

可以得到的更新要素组被周期性地更新。轨道传输算法对地球、太阳和月亮的重力效应进行建模，

以预测计算这些要素之后时刻卫星的位置与速度。存在一些影响没有建模卫星移动的力。因此，得

到的位置与速度估算值的准确度因为预测时刻与要素组被更新时刻之间的时间差变大而变差。卫星

转发器内部的频率转换也并非是充分已知的。 

有必要改善卫星位置与速度预测和转换频率来改善位置估算值的准确性。一个在已知位置和具

有已知载波频率的参考发射机能够被用来改善这些数值。此参考发射机应在观察所涉及信号的同一

时期内通过卫星中继信号。在接收机观察到的每个参考信号的载波频率是采用与目标信号相同的方

法来计算的。然后将这些观察到的参考频率与对采用参考发射机已知位置和轨道要素及转换频率组

初始估算值的表达式进行估算预测出的频率相比较，以改善结果。图5.1-6显示了对采用改善的轨道

要素和改善的转换频率而得到的对频率预测的改善。 

5.1.2.9 对频率占用的测量和对GSO轨道位置占用的测量 

新卫星系统规划中的准备工作应包括对下行频率被其他卫星系统占用的特别调查。这通常是适

用的，因为不能总是假设频率的使用已经得到协调或者通知。因此，为了防止意外干扰，这样的占

用测量是有价值的。 

已经证明自动无线电频谱记录设备对低轨道卫星发射的监测是非常有用的。采用非方向性或半

球形波束天线，在数天时段得到的结果就可以确定卫星发射占用的频段。此外，有可能对卫星频率

进行近似确定，因为期望的接收时间与公转周期的计算具有很好的准确程度。第5.1.7.1段提供了一个

频谱记录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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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具有改进轨道要素的改进频率预测 

 频谱-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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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原则，采用低增益天线的一般频率占用监测方法不适用于3GHz以上频段。对低功率通

量密度信号，要求具有适当天线增益的方向性天线。但是，在GSO空间电台的情况中，以下占用测

量是可能的： 

– 确定由空间电台占用的位置； 

– 提供涉及在占用位置处频段占用的频率和时间相关数据。 

为了确认占用的位置，建议采用一个互动程序来操控用于沿着GSO轨道在其半功率波束宽度内

接收的方向性天线，在此期间从用于处理信号来监测是否超过门限值的分析仪持续进行测量。在扫

描了对无线电监测站可见的轨道段落之后，分析仪被切换到下一个子频段并重复整个程序。 

对一个预先确定位置的时间和频率相关占用的测量允许变化，它应与选定的目标精确地协调。

在第5.1.7.3段中显示了一个实例。 

5.1.2.10 低于本底噪声的测量 

经常会有需要分析弱无线电信号或隐藏在本底噪声之下的信号部分。特别是空间无线电发射受

到这种情形的伤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ITU-R SM.1681建议书– 在监测地球站采用降噪技术

对来自空间电台的低电平发射的测量。图5.1-7显示了这样测量的典型方框图。 

对低于本底噪声低电平发射的测量基于一种从信号中减去噪声频谱的综合方法。 

由一个模拟/数字转换器对IF信号进行取样，并存储在一个硬盘上。此测量通常被重复10 000

次，以获得10 000个记录的取样。在此之后就立即将天线指向一个相邻轨道位置，使卫星在天线波束

之外，因此仅仅接收在相同环境条件下噪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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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另外10 000个取样并存储在硬盘上。两个10 000个取样行列被线性地平均并互相减去。这将

导致典型的10到20 dB噪声的降低。 

必须要注意，整个接收路径极佳的频率稳定性是必要的。 

还必须要消除或扣除显著的卫星多普勒频移。 

 

图5.1-7 

低于本底噪声监测的方框图 

 频谱-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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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设备与设施要求 

以下段落的目的是要强调一些系统特性。 

关于品质因数、天线系统、天线操控与自动跟踪的进一步细节包含在卫星通信（FSS）手册中，

以及在列在参考书目中的出版物中。 

5.1.3.1 概述 

用于空间业务的无线电监测站的技术构想基本上是由将要根据主管部门特定需求进行的任务来

确定。 

在构想规划中应考虑在空间业务领域中的新发展。在表5.1-2中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构想。 

所要求的测量准确度是特别重要的，例如，对频率和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以及特别是为了确

定GSO空间电台位置或者非GSO卫星轨道要素进行的角度测量。 

通常，当在较多的常规监测站中，用于对来自空间电台信号进行监测的设备必须要有适当的灵

活性来在一个宽阔的频率范围上进行调谐，与满足研究或运营空间代理需要的点频率覆盖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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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关于空间业务监测站技术构想的任务及其影响范围 

 

5.1.3.2 一个空间监测系统的品质因数 

接收来自空间发射可以达到的C/N依赖于以下因素： 

– 在接收地点信号的功率通量密度； 

– 接收天线的增益； 

– 接收系统的系统噪声温度。 

一个接收系统的品质因数G/T是在接收信号方向上的接收天线增益与接收系统噪声温度之间的比

值，如等式（5.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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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T： 品质因数（dB/K） 

 G： 天线增益（dBi） 

 TRS： 接收系统的系统噪声温度（dB(K)） 

 C/N： 在测量带宽中所要求的载噪比，B（dB） 

 pfd： 在测量带宽中的功率通量密度，B（dB(W/m
2
)） 

 
2
/4： 一个全向天线的有效面积（m

2） 

序号 任务 影响范围 

1 频谱的哪个部分应能够被监测? 天线系统的数量及种类 

2 哪个卫星系统应被包含在监测之中? 

这些系统在接收位置产生怎样的功率通量密度? 

应达到怎样的载噪比? 

接收系统的品质因数（天线增益、系

统噪声温度） 

3 GSO卫星位置的确定应是可能的吗? 指向准确度、天线操控种类、接收机

概念 

4 非GSO卫星轨道要素的确定应该是可能的吗? 指向准确度、天线操控种类、加速度

和天线操控速度、接收机概念 

5 极化特征的确定和双极化系统情况下的测量应是可能的吗? 天线馈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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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波尔茨曼常数（1.38 × 10
–23

 J/K） 

 B ： 测量带宽（Hz）。 

在卫星固定业务的情况中，一个规划系统的链路情况是确切已知的。对一个给定C/N所要求的

G/T可以通过等式（5.1-10）计算出来。测量带宽等于接收带宽。将由系统开发者来确定应是通过增

加天线增益还是减少噪声温度来达到一个所要求的G/T。 

对空间监测活动不可能期待这样条件的明确性。但是，所用的方法是类似的。希望的G/T是基于

对其发射特性的技术分析被认为对该监测站是必要的那些空间电台的最低功率通量密度值进行计算

的。 

对一个空间监测系统G/T进行的直接测量宜采用分别测量的G和T的比值，因为减少了误差的机

会。G和T的分开测量还要求采用单独一个信号发生器，它不必要地引入了一个不确定性的额外因

素。为了在监测站进行功率通量密度校准的目的，经常在G/T测量中采用太阳，而不是射电星，因为

太阳的信号要强得多。但是，如果接收系统足够灵敏，采用射电星将会更好。 

5.1.3.2.1 定义G/T的术语 

通常在5仰角确定品质因数并以（dB/K）作为单位来表示，即，G/T (dB/K) = 10 log（G/T数

值）。 

 G/T (dB/K)  天线增益(dBi) – 10 log (系统噪声温度)K)) （5.1-11）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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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波尔茨曼常数（1.38 × 10
–23

 J/K） 

 r1： 对大气衰耗的修正因子；用于角度 5 

其中： 

10

(dB)
θsinantilog1

A

r   

 A： 以 dB 为单位的垂直路径单向大气吸收，是测量时刻太阳的仰角 

 r2： 相对于太阳角直径的接收机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的修正因子，其中： 

   
2

2 2

401.4
1 and h

h

r 


  是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分） 

 f： 频率（Hz） 

 ysun： 测量值，以数值单位表示，其中： 

10

)dB(
antilog sun

sun
Y

y   



396      频谱监测 

 s： 从一个国家标准实验室得到的太阳通量密度；如果在直接涉及的频率（f）处的

太阳通量密度s不可得，应采用以下插值等式替代线性插值来获得更大的准确

度： 

2

2

1
R

s

s
s 










  

其中： 

 s1： 在较低频率处的通量（f1），（J/m
2） 

 s2： 在较高频率处的通量（f2），（J/m
2） 

)/(log

)/(log

21

2
2

ff

ff
R   

 c： 光速（3 × 10
8
 m/s） 

 yx： 测量值，以数值单位表示，其中： 

10

)dB(
antilog x

x
Y

y   

5.1.3.2.2 G/T测量程序 

要求一个通常用在监测站里带有一个IF输出指示器（例如，电压表或示波器）类型的接收机。

非常希望该指示器有0.1dB（1%）或更好的电压分辨率。此接收机必须要稳定且在测量期间没有显著

的增益变化。 

对于测量： 

– 接收机的自动增益电路应被关闭； 

– 天线应指向太阳和所得到的最大信号。太阳应有大于大约30的仰角，以避免大气效应，并

确保对修正因子r1与r2影响最小； 

– 然后应仅仅在方位角上旋转天线以离开太阳，例如，大于几度。应记录IF电压电平。此电压

对应于无源天区参考值； 

– 然后应将天线在方位角上转回朝向太阳，并记录电压。读数之差就等于Ysun（dB）； 

– 然后应仅仅在仰角坐标上旋转天线，从太阳向下5仰角并记录电压。此电平与无源天区电平

之间的差为对于x仰角的Yx（dB）。应注意，5的仰角（x）是一个通用的参考标准。 

然后能够采用ysun和yx的测量值并应用修正因子r1和r2来估算G/T。可以从国家标准实验室得到太

阳的通量密度s。 

采用G/T的等式，测量不确定性的方和根值在 0.5 dB的量级。 

有必要在一个明亮的艳阳天进行测量程序。 

5.1.3.3 天线系统 

为了对测量设备提供一个良好的最小灵敏度限值，天线增益应尽可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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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天线或偶极天线矩阵适合于100-1 000 MHz频率范围。作为单个天线，它们提供了大约12至

16 dBi的增益。 

对从1至26.5 GHz的频率范围，带有在主焦点处宽带馈源的一个抛物面反射器是适当的。如果要

求优化的极化和方向性特性，宜采用可互换馈源系统的设计。在第5.1.6.1段中给出了这样技术解决方

案的实例。 

图5.1-8将对应不同直径抛物面反射器的天线增益显示为频率的函数，假设一个典型的天线效率

为55%。反射器的直径应是最小3 m。在此情况下，可以得到范围从1.5 GHz的31 dBi至18 GHz的

53 dBi天线增益。可以对更高频率应用推断法。通常，采用直径从6 m至12 m的天线。 

图5.1-8 

对抛物面反射器的不同直径和55%的天线效率时天线增益、3 dB带宽和 

指向准确度对应于频率的函数 

 

频谱-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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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采用对数周期天线可能具有优越性。此类天线在10至1频率范围提供良好的总体

覆盖并已经被用于50至5000 MHz之间频率上的卫星监测。这种情况的缺点是其对频率的依赖和近乎

常数的天线增益，通常范围在10 dBi以下。 

5.1.3.4 天线操控 

天线驱动系统应支持手动或计算机控制调整。如果要求准确的GSO卫星位置确定，或者如果基

于角度测量的空间电台轨道要素计算被视为一个要求的任务，则自动跟踪是必要的。步进跟踪或者

单脉冲跟踪是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步进跟踪技术基于在期望的卫星位置周围对接收信号强度的测量。通过计算逐步找到最佳点。

单脉冲技术是基于对到达跟踪接收机的波类型的分析。只有当天线直接指向卫星时，才产生期望的

波类型（波导模式）。其他波类型对适当的指向产生跟踪信息。单脉冲跟踪可用于GSO和非GSO卫

星，并且对功率测量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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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 角度测量所需的天线波束宽度 

本子节的意图是要在一个天线半功率（3dB）波束宽度与可以达到的指向准确度之间建立一个关

系。这对于那些GSO空间电台的位置保持或者对非GSO卫星轨道要素的计算被视为无线电监测站所

要求任务情况中的自动跟踪技术是有意义的（见第5.1.2.6段）。 

指向准确度是对一个天线系统确定对一个目标观看角度（方位角、仰角）的适当程度的度量。

按照这个概念，在空间监测和卫星固定业务地球站之间是有差别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一

个最小可能相对对准误差（相对于空间电台）都是重大的。 

可以建立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与最大可达到的指向准确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0 nR  （5.1-13） 

其中： 

 R： 角度测量误差（度） 

 n： 改善因子 

 0： 半功率波束宽度（度）。 

对优化的窄带天线，n  0.01。对一个通常被一个用于空间业务的无线电监测站所采用的宽带类

型天线，如果采用一个单脉冲系统，则0.1的因子似乎是现实的，而如果采用一个步进跟踪系统，则

是0.15。剩下的变量半功率波束宽度是反射器直径的函数。 

适当的半功率波束宽度应通过考虑如《无线电规则》中所规定的 0.1最小经度定位容限来选

定。 0.1的经度容限限定了赤道轨道平面的一个角区段。在一个监测站工作于赤道上的限制性情况

下，保持位置将通过仅仅在天线仰角平面的角度测量来检查。当监测站移向南或北时，在监测天线

的方位角平面发生旋转。例如，在50经度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一个GSO空间电台经度方向的位置保

持容限主要是作为天线方位角平面中角度差来测量的。当监测站与子卫星点之间的经度差为0时，

它达到 0.13，并且当经度差为60时，它降到 0.085。此实例中对应的测量误差是 0.01，即，是

允许容限的十分之一。 

图5.1-8将一个天线的半功率波束宽度和指向准确度作为频率和反射器直径的函数包含进来。很

清楚，完全实现作为监测任务的位置监测受到了制约，特别是在较低频段的情况。在保持位置中仅

仅要确定较大的分歧或者偏差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使用较小天线系统的较宽松要求是可以允许的，

例如在对有害干扰的调查中。 

5.1.3.6 系统极化 

对于极化测量（第5.1.2.5段），应仔细考虑天线系统的特性。因为圆和线性极化被用于1GHz以

上频段，而在卫星固定业务的频段中使用双极化是一个标准技术，有必要将接收系统的极化与接收

信号的极化相适配，并且达到充分的极化区分。 

除了能够得到接收信号的极化特性，这样一个系统还将提供最大的天线增益和对两个正交极化

平面之间串扰信号的最大降低，这是第5.1.2段中指出的大多数测量的一个要求。 

5.1.3.7 接收机 

出于经济的原因，且因为在监测站要求全面的覆盖，可调监测接收机达不到用于空间研究和运

行目的的固定频率接收机的极低噪声指数。但是，用于空间业务监测站的接收系统噪声指数影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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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噪声指数。将其减少到最低可能值是空间业务监测站设计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即使在几乎所

有情况下有可能通过发射频谱一部分的窄带滤波来改善信噪比，这也是正确的。 

对大约3 GHz以下的频率，可以使用标准监测接收机。在3 GHz以上，应采用一个模块化设计的

微波接收机系统来满足各种要求。不能采用接收机是自成单元的常规构想，因为由于在微波范围内

的高电缆损耗，接收机的前端必须要靠近天线，而低频率的模块和控制设施可以位于操作室。表5.1-

3中给出了C和Ku波段接收系统规范的一个实例。 

表5.1-3 

接收系统特性实例 

调谐器和合成器 

频率范围 1-18 GHz，带有几个交叠的调谐器 

接收频率带宽 中心频率 50 MHz 

频率误差   2.5  10–8 

无IM动态范围  66 dB （1 MHz带宽） 

振荡器相位噪声 –90 dBc （Hz）（距离载频10 kHz） 

宽带接收机 

最小调谐步长 1 kHz 

IF滤波器带宽 0.05/0.3/1.25/2.5/5/10/20/40 MHz 

在要求一个频率计数器的多普勒频移测量自动方法中，接收机必须要提供一个准确呈现卫星载

波频率的无噪声输出信号。为此，接收机必须要相位锁定同步到卫星的载波频率上。 

锁相环的带宽应能够在数赫兹至数百赫兹之间切换。这样一个锁相电路的输出频率还可以在带

宽测量期间被用做第二接收机调整的引导频率，如在第5.1.2.3段中所描述。 

出于多个通用目的，如果必须要接收一个没有载波的卫星信号，并且如果此信号的功率通量密

度是足够的，可以使用一个自动频率调谐设备来防止由于接收信号频率中的多普勒频移引起的带宽

和功率通量密度测量的失真。 

应提供以下的接收机输出来帮助进行测量：宽带和窄带中频输出、视频频率、音频和基带

（AM/FM）输出。此中频对一个测量装置中的所有接收机应都是相同的，这样就可以与所有接收机

使用相同的辅助设备。 

5.1.3.8 外围设备 

5.1.3.8.1 一般设备 

表5.1-4包含了一个列表，其中包括对以上所提到的测量是必要的一些外围设备和可以添加到接

收系统中的其他有用设备。 

5.1.3.8.2 分析仪 

已经证明频谱分析仪是最有作用的仪表之一，不仅用于一般监测目的，也用于空间监测目的。

要使其能被用于监测任务，频谱分析仪应能够与处于计算机控制下的其他设备互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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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实时频谱显示和功率测量，能够采用一个数字FFT或者矢量分析仪。可以通过编程数字

滤波器对不同的调制（FM、QPSK等）选择带宽和适当的滤波器曲线。FFT分析仪显示一个实时频

谱，且不像常规频谱分析仪那样需要极长的时间来扫描整个信号带宽。 

表 5.1-4 

外围设备 

 

5.1.3.9 宽带RF或IF监测信道 

建议一个空间业务监测站接收系统的技术设计要能够进行对无线电频谱的宽带监测。应规定 

500 MHz最小带宽的同时分析。 

5.1.3.10 无线电频谱记录设备 

空间监测记录设备的技术特性（参考第5.1.2.9段）对应于地面监测目的所要求的那些特性。因为

必须要采用适当线性极化的非定向天线，必须要通过为记录设备选择一个小的带宽来补偿天线增益

中的损耗。作为一般原则，且特别是对图形记录单元，总的分析频谱带宽不应超过2 MHz。 

5.1.3.11 对计算机的要求 

对计算机的要求应被视为空间业务监测站整体的一个部分。它们能够被用于，例如： 

– 计算轨道要素； 

– 从轨道要素计算天线的指向角； 

– 天线操控； 

– 存储测量结果； 

– 评估测量结果。 

必要的外围设备 其他外围设备 

设备类型 功能 设备类型 功能 

频率/时间标准 

 

频率计数器 

 

时间分割器 

 

信号分析仪 

 

功率计 

信号发生器 

记录仪 

数字示波器 

中心参考 

 

多普勒频率测量 

 

用于频率计数器的定时脉冲 

 

频谱分析、带宽测量 

 

功率通量密度测量 

参考功率通量密度测量 

通用目的 

通用目的 

电视解调器 

 

电视解码器 

 

 

 

声音载波解调器 

 

 

 

调制分析仪 

对FM和数字调制电视载波进

行解调制 

对电视基带信号进行解码

（NTSC、PAL、SECAM、

HDTV） 

 

对电视声音副载频进行解调

制，可调 

 

识别调制类型、调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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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支持空间监测的文档和数据库 

5.1.4.1 对文档和数据库的一般考虑 

一个空间业务监测站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纸质或电子文档的持续更新。这些将更适宜采用不仅包

含国际电联正式发布数据的数据库系统的形式，即： 

– 无线电通信局国际频率信息通报（BR IFIC）CD-ROM； 

– 空间网络列表（在线或CD-ROM）； 

– 空间无线电通信站，DVD-ROM； 

– 无线电规则，纸质或CD-ROM； 

而且还包括对所有在轨卫星的勘定，加上一些它们最重要的轨道要素（旋转时间、倾角、远地

点、近地点）。由主管部门颁发执照的地球站数据在地球站地理定位中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在识

别未授权频谱用户时。 

为了有助于监测操作，有必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记录两种信息。一种是所有涉及卫星的一般信

息，另外一种是将要通过监测来获得的卫星特性。 

5.1.4.2 现有卫星的一般信息数据库 

一颗现有卫星的一般信息数据库主要描述在该站监测能力之内一颗卫星的特性及其已发执照的

空间业务。最重要的信息包括： 

– 卫星轨道信息，包括一个GSO卫星的标定经度、经度容限、一颗非GSO卫星的星历表信息

等； 

– 转发器信息，包括转发器数量、转发器带宽、频率范围、信标频率、最大天线增益； 

– 卫星波束信息，包括波束覆盖、业务区域、最大功率（dBW/m
2）。 

此外，以下卫星信息在地球站地理定位中是有用的： 

– 地理信息，包括经度、纬度和高度等； 

– 天线信息，包括天线尺寸、增益、天线模式等； 

– 其他信息，包括频率指配、带宽、极化、发射功率、业务类型、调制类型、工作时间等。 

以上信息的来源可以是卫星运营者、主管部门和公共媒体。 

5.1.4.3 监测信息数据库 

监测信息数据库被用来记录空间监测站的测量结果。测量结果应包括一些关键参数，例如，频

率、极化、带宽、功率通量密度、调制类型等。频谱的长期占用分析可以帮助频谱的规划。 

为了方便监测站之间的数据交换，应将监测本身的参数也记录在此数据库中，例如，天线位

置、天线参数、测量时间和天气等。 

5.1.4.4 采用文档和数据库来帮助监测 

在监测中，文档和数据库支持以下目的： 



402      频谱监测 

确认空间电台 

可以通过一般信息数据库和监测数据之间的比较来确认空间电台。将在下节中详细介绍确认空

间电台的程序。 

确认非法发射 

监测工程师能够通过对比在一般数据库中已经被主管部门证实的对应条目来确认非法发射。这

可以由监测系统自动实现。 

这仅仅适用于主管部门能够得到已证实载波数据的情况。 

帮助对发射的地理定位 

数据库系统能够显著地改善地理定位任务的效率。可以基于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包括： 

– 分析相邻卫星； 

– 选择参考信号； 

– 分析潜在干扰。 

此外，地理信息系统（GIS）在空间监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站数据库和GIS数据库的联合系统

可以为监测工程师提供频谱使用的纵览。这样一个联合系统能够被用在对空间电台潜在干扰的分析

之中。 

5.1.5 确认空间电台和地球站的地理定位 

确认一个空间电台通常是基于将测量到的发射和轨道特性与在参考数据库和文档中找到的那些

相比较。参考特性包括已经公布或监测业务可以得到的所有空间电台发射和轨道特性的一个列表。

通过将那些与测量到的特性不对应的站反复消除来确认未知站。参考特性在表5.1-5中给出。 

表5.1-5 

参考特性 

发射特性 轨道特性 

频率 星历图数据，或者，如果无法得到： 

带宽 – 旋转周期 

调制类型 – 轨道倾斜角度 

极化 – 近地点和远地点距离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 穿越赤道时间和穿越处的经度 

 

随着GSO卫星被广泛使用，主管部门必须要能够确认地球站对GSO卫星的发射。这样做来获取

地球站使用和消除有害或非法发射的完整信息。当采用在第5.1.2.7段中描述的地理定位方法时，定位

不准确度通常能够达到数十千米。这个准确度对确认来自合法用户的发射可能是足够的。而对非法

发射，需要其他地面监测措施来最终精确定位并消除干扰。 



第5章      403 

5.1.5.1 用于确认的监测结果 

5.1.5.1.1 对频段记录的评估 

通过参考第5.1.2.9和第5.1.7.1段中给出的实例，可以从频段记录得到以下空间电台特性的近似

值： 

– 频率； 

– 非GSO卫星接收的期望时间； 

– 旋转周期。 

5.1.5.1.2 旋转周期的计算 

对于以数秒准确度水平计算旋转周期，通过对两个相继路径TCA时间的测量可能得到一个初始

近似值。然后，改善的结果可以基于在一或两天时间段上附加的TCAF测量。 

5.1.5.1.3 测向 

为了补充确定一颗卫星对一个监测站的精确TCA，可以画一条曲线来显示信号到达方向随时间

的变化，这种变化由测向（DF）方位或者强定向接收天线的朝向确定。变化的最大角速度将发生在

一个特定穿越期间卫星到监测站最近的时刻，且通过此方法得到的信息应与从多普勒频移曲线得到

的信息一致。 

在载频不处于频谱之内的情况下，DF测量很适合于对TCA的确定。但是，DF测量要求在接收点

有足够的功率通量密度。 

5.1.5.1.4 从天线角度测量计算星历图数据 

如果一个监测站装备了一个自动跟踪天线系统，在方位角和仰角平面的角度测量可以被用来计

算未知卫星的星历图数据[Montenbruck，1989]和[Montenbruck and Pfleger，1991]。进行这个计算的

软件已经商用。 

确定星历图数据中的准确度依赖于： 

– 整体角度测量的准确度（第5.1.3.5段）； 

– 用于角度测量的轨道区段； 

– 卫星轨道的类型。 

一个重要的操作问题是需要在一个非GSO卫星进入该监测站可见范围之后立刻将天线快速指向

它。因为得到准确角度测量的需求要求高度定向天线，其使用增加了搜索和发现一颗LEO卫星的难

度，因为能够用于测量的轨道部分小于整个可见轨道。在第5.1.7.2段中可以找到显示根据角度测量计

算轨道要素的实例。 

5.1.5.1.5 发射特性 

前几节对发射特性测量的描述对确认一个空间电台可能是足够的。特别是对按照《无线电规

则》运行和已通报或公布其发射特性的空间电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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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确认程序 

如果测量的发射特性不能形成对一个空间电台的确认，测量的星历图数据或者其部分可以有所

帮助。 

当将测量的星历图数据与公布的参考数据相对比时，具有最相似数据的轨道运动目标被首先选

定。随后对数据的逐步比较应导致需要考虑目标的数量被显著地减少。最终，通过对剩余目标计算

可视次数和TCA，以及通过将它们与监测结果相比较，应能够实现正确的确认。 

5.1.5.3 确认空间电台的其他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已经讨论过的确认空间电台程序都是基于将测量和观察到的信号特性与公布的信息

相比较，以及通过将测量到的星历图数据或其部分（旋转时间，包括倾斜角、TCA）与公布的星历

图数据相比较。但是，此程序耗费时间且要求获得在轨目标的星历图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不符合《无线电规则》或者观察到有害干扰的情况下，一个附加程序

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这些情况下，空间业务监测站能够记录关于频率和带宽测量及其他发射特性的

所有可能信息，加上星历图数据或其部分数据，并向认证与跟踪中心或向卫星网络运营者请求基于

此数据的认证。 

5.1.5.4 关于上行链路地球站到GSO卫星的地理定位的运行考虑 

目前，可以得到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商用地理定位系统，这些系统采用在第5.1.2.7段中描述的原理

来对上行链路到GSO卫星的地球站进行地理定位，并被一些卫星运营者和主管部门采用。在本节里

介绍了这些系统的一些运行考虑。 

在开始时，地理定位系统的运营者首先应确定未知信号的特性。这可以以两种方法进行：借助

其他监测设施，或者从卫星运营者那里得到信息。然后，需要一个相邻卫星来测试。当评估候选相

邻卫星时，运营者可以有多种选择。他还应将其他所需要的信息输入到地理定位系统中。通常，要

求多个参考信号来消除两颗卫星上振荡器的频移，或者将它们用在地理定位算法中来修正作为星历

图误差结果的定位固定误差。 

5.1.5.4.1 获取必要信息 

运营者应知道关于在测信号的一些有用信息。例如，携带未知信号的卫星、其转发器的频率规

划、中心频率、带宽、未知信号的占空因数（对于间歇信号）和频率迁移特性。基于此信息，运营

者将选择适当的观察参数来使成功地理定位的可能性最大。 

以上信息能够通过其他监测方法来获得，或者，如果未知信号是有害干扰，则由受害者提供。 

一有干扰报告给监测站后，就用一个频谱记录仪记录受干扰的卫星转发器，也将会是有帮助

的。它能让人注意干扰源的活动和转发器的占用。 

5.1.5.4.2 对相邻卫星的选择 

可能会有多颗能够被用做相邻卫星的合适卫星。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确保所选定的相邻卫星具

有合适的上行和下行链路连接。 

从未知信号的已知下行链路频率和极化，运营者可以推断未知信号的对应上行链路频率和极

化。在采用半球或点状上行链路波束的情况下，上行链路波束方向图可能限制了掉了未知信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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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的地理地区。但是，运营者应牢记，位于卫星上行链路波束干扰的主波束方向图之外的大型上

行链路天线可能也会引起干扰。 

根据对未知信号上行链路频率与极化及主卫星上行链路天线波束覆盖的考虑，可以找到候选相

邻卫星。选择相邻卫星的这些标准是： 

– 与主卫星相同的上行链路频率覆盖； 

– 与主卫星相同的上行链路极化； 

– 与主卫星相似的上行链路波束覆盖； 

– 沿着对地静止弧的角度上离开主卫星； 

– 转发器不采用星上处理。 

以上所列举的主要选择标准是粗略地按照其相对重要性来排序的。前两个标准，上行链路频

率、上行链路极化与下行链路波束覆盖对于成功的测量是绝对的先决条件。 

一旦运营者已经根据以上所述标准确定了一颗或多颗候选相邻卫星，次要标准能够被用来帮助

指导最终的选择。 

这些次要的标准包括： 

– 恰当参考信号对主/相邻卫星的可用性； 

– 相邻卫星可以获得的星历图数据的质量； 

– 在相邻卫星转发器中存在/不存在对应于干扰信号频率的信号。 

在对相邻卫星做最后选择当中，运营者应牢记，将为具有高质量当前星历图数据的卫星和为所

要使用卫星适当选择参考信号得到最适宜的几何解。 

参考信号可以出现在主卫星或相邻卫星上。如果适当的参考信号在主卫星上可用，这个标准就

不需要强迫选择相邻卫星。固定或是可搬移专用参考发射机也能够被用于改善地理定位的结果。 

可能影响相邻卫星选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测量时刻选定卫星对的FDOA线方向。不像TDOA

线，一个给定卫星对的FDOA线方向可能在一个轨道周期（1天）的路途上明显地改变。 

最佳选择是找到一颗没有信号在干扰信号和参考信号周围的相邻卫星。要观察实际的转发器活

动，建议用一个频谱记录仪装置来记录相邻卫星的转发器。 

如果是在FDOA线和TDOA线几乎平行时进行的测量，结果区域将是沿着常数TDOA线高度延长

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运营者应考虑或者选择一颗不同的相邻卫星，或者在FDOA线方向更有利时安

排另外一次测量。 

5.1.5.4.3 参考信号 

一个理想的参考信号是从在所用的两颗卫星上产生强烈相关的一个精确已知地理位置向上链接

的全时宽带信号。这个精确位置能够从地球站的数据库获得，但是最好用一个便携GPS接收机进行

复核。在参考信号很多的情况下，运营者应尝试采用以下的参考信号： 

– 从一个相对小的天线向上链接； 

– 地理上适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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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适当的调制； 

– 其频率是相邻卫星上尚未被使用的转发器频段。 

5.1.5.4.4 星历图数据 

主卫星和相邻卫星星历图数据的质量都将直接影响结果的质量。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通过采

用两个或者更多参考信号很大程度地消除星历图中的误差（详细信息见第5.1.2.7.2段）。如果星历图

数据特别差，例如可能是紧随大调动之后或者星历图数据的时间是在测量日期之前数天的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数百千米大的定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运营者应努力去获得更好的星历图数据，

或者采用一颗替代的相邻卫星。 

地理定位系统的运营者能够通过以下途径获得星历图数据： 

– 向卫星运营者请求数据； 

– 从网页下载公布的数据。 

采用一个已知（例如，参考）电台的地理位置测量核对星历图数据。如果结果的质量不够好，

可以应用一个星历图误差补偿。这是补偿卫星星历图误差的能力。 

一个地理定位测量可以采用三个或更多参考电台来完成。星历图误差补偿利用地理定位测量的

反向计算来修正星历图数据。 

5.1.5.4.5 设立专用辅助参考发射机 

地理定位系统运营者可能发现参考信号的数量核地理分布在某些环境下不足以产生准确的结

果。对某些卫星，其大多数用户位于一个或两个主要城市，这显然限制了地理定位可用参考信号的

数量。因此，主管部门有必要设立多个专用辅助参考发射机，来向地理定位系统运营者提供更多参

考信号的选择。这些发射机应： 

– 满足卫星运营者的技术要求； 

– 能够指向沿着对地静止弧的任何一颗可见GSO卫星； 

– 地理上合理分布； 

– 具有相对小的天线尺寸； 

– 采用适当的调制类型。 

建议主管部门在不同位置设立专用辅助参考发射机中进行合作，并且当需要时将它们用做参

考。 

在采用专用辅助参考发射机向某颗卫星发射之前，需要该卫星运营者的事先同意。在发射之前

还可能需要一定的技术测试。 

5.1.5.4.6 可搬移参考发射机 

通常，搜索一个上行链路到一颗GSO卫星的发射机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城市地区。两

个主要因素导致了这些困难，一个是建筑物对无线电波的阻挡，另一个是在地面方向产生非常微弱

旁瓣的天线通常具有高方向性。因此，借助可搬移发射机来帮助精确指向发射机（典型的是一个有

害干扰源）的TDOA和FDOA测量将会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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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前节所提到的，向某颗卫星发射之前，需要该卫星运营者的事先同意。在发射之前还可能

需要一定的技术测试。 

理论上，给定一对卫星，不同频率的两个地球站发射产生相同的TDOA值和两个具有非常小差别

的FDOA值。参考发射机离未知干扰源越近，地理定位算法形成的准确度越好。 

在使用便可搬移考发射机之前，运营者应充分利用所有固定参考发射机来使结果的不准确性和

结果区域的面积最小。在此之后，需要从卫星运营者获得对于发射技术参数的事先同意。然后应采

取以下两个步骤： 

第1步：将可搬移参考发射机移动到结果区域的中心，并按卫星运营者的同意发射参考信号。然后应

通知地理定位系统的运营者进行地理定位测量。还应向其通报车辆的准确位置。 

第2步：地理定位测量使用可搬移参考发射机产生一个新的结果。 

此结果将在第2步之后得到改进，并且能够重复这些步骤来获得更好的结果。 

可搬移发射机的运营者应与地理定位系统的运营者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中，路由和发射的选择

将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交通法规，运营者应注意这些因素。 

5.1.6 实例说明技术解决方案 

5.1.6.1 空间无线电监测站的实例 

本节描述了一个空间无线电监测站的原理构成。原理上，它是由四个主要技术部分组成的： 

第1部分： 天线系统（见第5.1.6.1.1段） 

  用于所有通信和所涉及空间无线电频段的一个或多个不同天线（定向和全向天线）。 

第2部分： 接收设施（见第5.1.6.1.2段） 

  馈源系统、极化单元、下变频器、校准系统、参考频率源。 

第3部分： 监测设备（见第5.1.6.1.3段） 

  自动测量系统与手动测量以及信号分析仪、接收机、频谱记录系统和调制分析仪等分析

设施都是监测设备的组成部分。 

第4部分： 控制设施（见第5.1.6.1.4段） 

  包括用于控制天线定位、接收机系统设置与监测设备设置的软硬件将方便自动测量程

序。 

概述 

监测站的位置： 

 监测站应尽可能远离具有人为噪声、蜂窝电话和RLAN的城市和工业区。固定链路不应穿越

该站点的位置。应在监测站周围宣布一个保护区并且不能有地面发射机和固定链路。 

 监测站周围的地形应平坦，没有山和建筑物造成对视线的阻挡。 

站点配置： 

 天线和建筑物的位置主要取决于监测的目标（GSO或非GSO卫星）以及将要涉及的对地静止



408      频谱监测 

轨道部分。还应考虑将来的扩展。 

 在平坦和开放的条件下，天线可以排成一条线，例如东西线。 

 仅仅指向GSO卫星的天线之间的距离，对地静止弧的可视角必须没有障碍物（见图5.1-9）。 

图5.1-9 

GSO卫星监测天线的分离 

 

频谱-5.1-09 

可视 GSO 弧 

东—西线 

可视 GSO 弧 

 

为了对非GSO卫星进行无阻碍接收，天线周围的区域必须在所有方向上至少到所要求的最低仰

角处没有障碍物（天线、建筑物）（见图5.1-10）。 

图5.1-10 

GSO卫星监测天线的仰角 

 

频谱-5.1-10 

10 ° 仰角 

47 m 距离 

 

表5.1-6显示了对卫星具有清晰视线时两个天线之间的理想距离（每个是9 m直径）。该仰角是对

卫星无障碍观看的最低角度。 

为了使所需天线数量最佳，须优先选择接收频段的组合，而没有天线性能的显著劣化。一个地

理定位测量系统需要两个天线，每个覆盖所期望的频段。 

例如，有一个三天线的组合（一个C/Ku、一个L/S以及一个Ka）提供了选择性接收类似广播链

路、网络和卫星控制以及测试信号等应用。还有可能将四或五个频段组合到仅仅一个天线之中。这

可以通过采用一个具有波束波导系统和两个设施舱的卡塞格伦天线或者采用一个旋转馈源系统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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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多频段天线的缺点是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个频段。 

表5.1-6 

对卫星具有清晰视线时两个（具有相同尺寸的）天线之间的距离 

仰角 

（度） 

距离 

（m） 

5 99 

10 47 

15 30 

20 22 

25 18 

30 16 

5.1.6.1.1 天线系统 

原则上的天线概念 

– 有限移动天线 

– 具有>180°连续方位角行走范围的转头天线 

– 仰角轴在方位角轴之上的全动天线 

– 仰角轴在方位角轴之上在倾角轴之上的全动天线 

– 偏斜轴在方位角轴之上在倾角轴之上的全动天线 

– 具有X-Y装置的全动天线 

– 六棱柱天线。 

监测GSO或非GSO卫星要求不同的天线类型。 

下面描述了最普通的天线。 

用于GSO卫星监测的天线 

当监测GSO卫星时，可以使用具有缓慢方位角和仰角速度的天线。 

可用的跟踪系统： 

– 采用两个线素（TLE）的计算机跟踪 

– 步进跟踪 

– 单脉冲跟踪。 

用于非GSO卫星监测的天线 

必须采用具有较快速度和一个跟踪系统的全动天线。 

根据天线底座类型（仰角在方位角之上或X-Y装置），所需要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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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跟踪系统： 

– 采用两个线素（TLE）的计算机跟踪。 

– 单脉冲跟踪。 

仰角轴在方位角轴之上的天线 

此种天线能够被用于卫星轨道最高到85°仰角的所有卫星类型。在方位角平面，此天线类型有一

个锁眼。它对接收设备的安装提供不同的选项，例如，直接连接在蝶形天线上的一个设施舱。 

采用这种天线跟踪最高达85°仰角的卫星轨道根据卫星高度要求一个大约15°/s的方位角速度。 

特别是对具有高仰角的低轨道卫星，如果方位角速度不够，就会有与该卫星失去联系的风险。 

图5.1-13中的示意图显示了卫星轨道、方位角速度与可获得仰角之间的关系。 

为了能够减少方位角速度，天线可以与一个所谓的倾角轴一起使用。倾角轴系统在底座偏斜方

向移动整个天线。 

这使卫星甚至能够在以较低方位角速度进行跟踪时都没有中断。 

为了倾斜角的预先计算，卫星轨道必须是充分已知的（例如，两个线素）。倾斜不能被用于未

知轨道数据的卫星。 

例如，可以采用单脉冲跟踪方式来跟踪这些卫星。 

图5.1-11 

带有主梁底座和在方位角与仰角平面上电动螺旋千斤顶的9 m限动天线 

 

频谱-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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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2 

实例：9.3 m转头天线 

 

频谱-5.1-12 

屋顶形式 9.3 m 天线（0°仰角） 

4185 

3887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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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图5.1-13 

仰角轴在方位角轴之上类型天线的卫星轨道、仰角和方位角速度之间的关系 

 

频谱-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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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4 

具有仰角在方位角底座之上和在蝶形天线后面有两个接收 

设施舱的12 m卡塞格伦波束波导天线 

 

频谱-5.1-14 

 

 

X-Y天线 

这种天线具有没有天顶锁眼就能跟踪任何类型轨道的优点。特殊轴结构仅仅需要缓慢的速度和

加速度（≤3°/s）。缺点是天线背面仅为接收设备提供了有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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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5 

7 m X-Y主焦点天线 

 

频谱-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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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规范 

表5.1-7提供了实际卫星监测天线的技术规范。因为这些要求取决于电台，表中的数值应被视为

典型的最小规范。但是，实际参数应由特定的测量要求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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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实际卫星监测天线的技术规范 

 

参数 性能 

L/S/C频段 Ku频段 Ka频段 

频率范围 L频段： 

1 452-1 492和 

1 530-1 800 MHz  

S频段： 

2 100-2 300 MHz 

2 500-2 690 MHz 

C频段： 

3 400-4 200和

4 500-4 800 MHz 

10.70-12.75 GHz 17.30-21.20 GHz 

在低噪声放大器（LNA）输入端的最

大信号电平（dBm）

 –30   –30  –30 

功率通量密度（PFD）测量性能 

（C/N至少23 dB） 

–155 dBW/m
2 

在4 kHz带宽内 

–165 dBW/m
2 

在4 kHz带宽内 

–160 dBW/m
2 

在4 kHz带宽内 

功率通量密度测量准确度（dB） ±1 ± 1 ± 1 

品质因数（G/T）（dB/K） L = 20 

S = 23 

C = 28 

37 33 

参考频率准确度 老化率：每天1/10
10， 

温度特性：0至50总变化10
9
 

极化 X、Y、左旋圆极化、右旋圆极化 

频率分辨率（kHz） 1   

动态范围（dB） ≥60   

天线 天线直径（m）  9  9  4.5 

指向准确度（度） 0.15-0.04 0.02-0.017 0.025-0.02 

波束宽度（度） 1.6-0.5 0.22-0.18 0.27-0.22 

对于GSO卫星的步进跟

踪速度（度） 

0.02-2/s，手动驱动和自动步进跟踪（取决于天线位置的经度和

维度） 

对GSO卫星的覆盖

（度） 

EL：0至90，AZ：± 60 

对非GSO卫星的覆盖

（度） 

EL：0至85，AZ：± 270（总方向角覆盖360），在90存储 

注1 – 本表和第5.1段其他各部分中的频率范围，例如L、S、C频段，未在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中规

定，但在卫星通信领域中被广泛地采用。根据来源的不同，这些频率范围的规定可略有不同。 

注2 – 对于带外发射的测量，所提到的商用频段必须被扩大。必须要用滤波器阻塞强的地面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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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2 接收设施 

一个波束波导系统的优点是波束能够以低插入损耗被指向不同的位置。 

馈源可以被容纳在为设备与空调的安装和维护提供足够空间的设备舱内。 

卫星监测天线的馈源系统是相对独特的，因为这些天线仅仅被用于接收，并且通常覆盖一个宽

的频率范围。 

图5.1-16 

实例：带有一个可移动馈源和一个将三个频段馈入12 m波束 

波导天线的选择反射器布局的分开馈源 

 

  
  
  

  

  

  
    

  

  

  

  

频谱-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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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7 

实例：带有将五个频段馈入一个12 m天线的可移动选择反射器布局的固定馈源 

 

  
  
  

  

  

  
  

  

  
  

  

频谱-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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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8 

实例：带有6个波束波导天线馈源的多馈源旋转装置系统 

 

频谱-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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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带有8个主焦点天线馈源的多馈源旋转装置系统 

频率范围：1-26.5 GHz，无频率间隔。 

第1至第6馈源（频率范围1 GHz-12.75 GHz）是具有空腔设计的交叉偶极子。 

第7和第8馈源（频率范围12.5 GHz-26.5 GHz）是喇叭天线。 

室外盒体尺寸：大约700 x 700 x 500 mm [W x D x H] 

  图5.1-19   图5.1-20 

 安装在主焦点的多馈源 在开放室外盒体中的多馈源 

 

频谱-5.1-20 频谱-5.1-19 
 

图5.1-21 

没有安装在馈源位置调节器周围室外盒体的馈源 

   
  

频谱-5.1-21 

带有空腔设计的偶极子天线 

带有偶极子天线、LNA、极化器、信号

开关和极化角度调节的完整馈源单元 

带有馈源位置调节器的中央安装 

喇叭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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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馈源都是采用同轴技术对线性与圆极化和 ± 95°极化角度调整而设计的。 

图5.1-22 

实例：3个频段馈入12 m天线的组合 

 

  

  
  
  

  
  

  

    

    

  

频谱-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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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3 

具有2个位置靠近频段馈源的实例 

 

频谱-5.1-23 

卡塞格伦 9 m 及更大配置的馈源系统 

C 频段: 3.4-4.2 GHz, CP/LP 
X 频段: 7.25-8.4 GHz, CP 
Ku 频段: 10.9-12.75 GHz, CP/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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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设备 

接收设备包括以下表5.1-8中的项： 

表5.1-8 

一个天线系统的接收设备 

 

根据天线类型，这些部件可以是空间分开的。 

 

图5.1-24 

方框图：一个带有跟踪耦合器和极化器的馈源系统的实例 

 

频谱-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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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3 监测设备 

在以下图5.1-25中的方框图显示了监测设备集成的实例。 

馈源 喇叭、偶极子或交叉偶极子天线及耦合网络 

跟踪耦合器 为单脉冲天线跟踪耦合出TE21模 

极化调整 用于极化角度调整的旋转器 

正交模转换器（OMT） 将X和Y极化平面分离进两个信道 

低噪声放大器（LNA） 具有尽可能低的噪声指数的第一放大器 

极化器 在圆极化的情况中将X和Y信道组合成RHC和LHC极化 

下变频器 
将射频（RF）信号变换成一个宽带中频（IF）和/或一个窄

带中频（IF），例如70 MHz IF 

开关和后置放大 为传输到主建筑物内切换不同信号路径和放大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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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5 

监测设备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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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卫星监测系统 

在以下图5.1-26中的图显示了一个用于载波捕获的自动监测系统。用于卫星监测的载波捕获设备

（CAE）的硬件结构采用了如图中所示的一个校准系统和注入点。功率计控制来自信号发生器的校

准信号。 

图5.1-26 

一个自动卫星监测设备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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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频谱监测 

CAE能够： 

– 捕获在L、S、C、Ku和Ka频段的卫星频率。 

– 检测本底噪声以上的所有载波（通常在本底噪声以上6至10 dB）。 

– 对每个载波获得射频（RF）参数。 

– 给出一个完整的载波分类，包括调制器采用的所有数字参数和所用的标准。 

CAE须能够对涵盖大部分民用转发器的最高达80 MHz带宽的载波进行分析和分类。 

当卫星业务已知时，CAE检测无用载波并采用FDOA和TDOA方法选择性地定位发射机。 

对于自动卫星监测，应进行以下测量： 

– 射频（RF）测量： 

– 在设备级别的载波功率。 

– 在卫星级别的载波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 载波C/N0。 

– 载波频率，利用质心、恢复、载波形状、峰值搜索方法。 

– 载波带宽：x-dB方法，总功率ß% 方法，从符号速率计算推导。 

– 频谱观察和分析工具（做标记、放大图像、光谱图、选择器）。 

– 在卫星级别的转发器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 数字测量： 

– 载波特性。 

– 调制类型。 

– 比特率（传输速率）。 

– 前向纠错（FEC）率。 

– 里德—所罗门率。 

– 采用的标准。 

– 载波解调制方框图。 

– 基于功率密度检测的载波检测（通常在本底噪声以上6至10 dB）： 

– 后续数据库更新。 

– 内部定义载波检测（载波注入能力须优于13 dB）。 

– 频谱观察，通过模拟终端用户G/T的虚拟频谱观察。 

– 快速频谱图，使快速时隙漂移形象化（例如，MF TDMA 接入）。 

– 轨道参数（至少0.1°的轨道位置准确度）。 

– 应使用校准来确定接收链的增益。 

卫星监测计算机的软件系统应进行互动和自动测量。 



第5章      423 

互动测量让运营者能够迅速研究信号。互动测量包括对多种形式的多频段进行观察，将信号切

换至载波测量和频谱分析仪以及选择性的接收机、磁带录音机、打印机和绘图仪控制。 

自动测量应在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被触发（见注1）或在没有运营者在场的情况下在后台安排时

间。一个任务时间表须能够协调信号的出现、载波测量、频谱占用和统计测量。 

注1 – 例如，一个自动目标信号和参考信号记录可以在一检测到无用信号之后就立即开始。这就给地

理定位模块做好了准备。 

以下图5.1-27中所显示频谱和频谱图信息的监测截屏作为一个实例： 

图5.1-27 

卫星监测计算机上频谱监测屏幕的实例 

 

频谱-5.1-27 
 

5.1.6.1.4 控制设施 

天线控制系统的运行模式 

对于一个空间无线电监测，一个简单运行天线的有效控制是必要的。不同运行模式的数量应是

多种多样的，以有效地将天线刚好指向困难的卫星星群。 

最通用的天线控制功能被列于表5.1-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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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 

天线控制系统的运行模式 

 

 

监测与控制系统 

监测与控制系统（M&C）是一个基于中央计算机的系统，用于控制监测站中所有的设施。一个图

形用户界面（GUI）在每个运营者所在地呈现出关于设备和切换状态摘要的清晰排列的概览（实例见

图5.1-28）。为了避免接入设备的冲突，该系统应有一个指定和锁定模式。测量单元可以根据M&C进

展状态和要求完全被控，或者仅仅连接到M&C信号路径处的手动应用。要实现有效的工作流程，天线

定位和设备控制的操作应分开到两个监测器上。 

 

模式 描述 注释 

预置 移动到预先定义的位置 

输入：Az和El值 

 

地理预置 移动到预先定义的位置 

输入：卫星位置，例如，E19.2° 

在没有用户计算Az和El值的情况下将天

线设置到一个GSO轨道位置 

定位 移动到实际天线位置周围用户定义的角

度 

利用四个窄按钮或利用用于手动天线调

整的旋钮在Az和El上移动天线 

速率 以用户定义的恒定速度移动 大多数校准和测试测量 

编程跟踪 沿着采用Az、El、数据和时间数据预先

定义的路径跟踪一个物体 

 

二线素（TLE）跟踪 跟踪沿着一个带有来自NORDA的TLE轨

道数据组预先定义路径的一个物体 

 

星象跟踪 跟踪天文目标 用于校准和测试测量的选项 

自动跟踪 采用跟踪误差信号跟踪一个物体（单脉

冲跟踪） 

需要一个在馈源系统中的单脉冲跟踪耦

合器和一个单脉冲跟踪接收机 

步进跟踪 采用步进跟踪接收机跟踪一个物体 需要一个步进跟踪接收机，但是不要馈

源系统的附加部件 

轨道预测跟踪 智能步进跟踪 改善步进跟踪指向准确度的选项 

记忆跟踪 采用最后存储的卫星位置数据进行跟踪  

扇区扫描 水平/垂直扫描用户定义的扇区 有助于发现一颗卫星，例如，一颗高倾

斜角卫星 

搜索螺旋 围绕最后的实际位置脉动螺旋 有助于发现一颗卫星，例如，一颗高倾

斜角卫星 

地球同步 指向一个预先定义的地球同步轨道并在

地理弧上的移动 

利用东/西按钮沿着地理弧手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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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8 

实例：一个监测和控制系统（M&C）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屏幕 

 

频谱-5.1-28 
 

以下设备受到控制和检查： 

– 用于指向和搜索功能的天线控制系统。 

– 带有单脉冲或步进跟踪接收机的天线跟踪系统。 

– 带有极化切换和极化角度调整的馈源系统。 

– 下变频器、滤波器和后置放大器。 

– 用于射频（RF）和中频（IF）信号连接和分配的所有交换单元。 

– 测量和分析单元的连接与设置。 

– 发起自动测量的软件。 

天线1从受干扰卫星接收到信号1.1和1.2。天线2从相邻卫星接收到信号2.1和2.2。 

信号1.1和2.1是干扰信号，1.2和2.2是参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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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9 

原理：地理定位测量系统 

 

频谱-5.1-29 

馈源 

系统 

DC 
1.1 

天线 1  

受干扰的卫星 

主计算机 

天线 2 

相邻卫星 

DC 
1.2 

ADC 
1.1 

ADC 
1.2 

MEM 
1.1 

MEM 
1.2 

捕捉单元 1 

高准确度频率 

参考源 

DC:  下变频器   No: x.1: 干扰信号 
ADC: 模数转换器  No: x.2: 参考信号 
MEM: 内存/存储器 

DC 
2.2 

ADC 
2.2 

MEM 
2.2 

DC 
2.1 

ADC 
2.1 

MEM 
2.1 

捕捉单元 2 
 

馈源 

系统 

 

图5.1-30 

在主计算机中地理定位计算程序的原理 

 

  

    

频谱-5.1-30 

图形用户界面 

（GUI）显示 

轨道模型 

地理定位数据库 

地图数据库 

TDOA 

FDOA 

来自捕获单元的

取样信号 

1.1 

1.2 

2.1 

2.2 

相关处理 

LAT 

LON 

地理定位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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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对GSO卫星进行无线电监测的程序 

下面描述一个用于GSO卫星无线电监测的自动系统。它试图将其采用各种技术测量轨道和无线电

波质量任务中的操作者数量减到最少。 

自动监测系统装备了一个具有以下管理功能的计算机程序： 

– 控制，用于设立操作的优先级。 

– 注册，用于安排单个测量。 

– 带有向操作者报告功能系统软件的错误检测。 

– 搜索与测量。 

– 系统校准和检查，检查监测设施是否工作正常。 

– 向运营者报告测量结果。 

– 在数据库中存储注册卫星和测量结果。 

空间监测站的运营者应建立监测时间表，这样监测任务就能按照监测计划例行的进行。 

为了检测有害干扰源、监测新卫星和测量频谱占用的详细情况，半自动和手动模式可以很好地同

时运行。 

监测时间表中确定的项目包括监测时间、自动或半自动模式选择、卫星名称、监测次数、任务优

先级等。 

图5.1-31显示了监测顺序程序的实例。 

时间表处理的测量项目包括卫星轨道位置、极化、中心频率、功率通量密度、占用带宽等。空间

无线电监测设施具有快速跟踪、借助比较算法选择极化、为测量占用带宽定位频率和测量载波功率的

技术是重要的。 

极化是通过反复对照极化标准检查输入测量信号来确定的。 

通常，选择单脉冲跟踪方法，但是也使用其他方法，例如步进跟踪。 

卫星确认是通过将测量结果与卫星数据库相比较来验证的。 

为了改善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和可靠性，要求重复测量与修正。 

考虑到高频的传输特性和在地球上接收的微弱卫星信号，这样的测量任务应以高可靠性来进行。

监测站验证卫星是否按照技术标准和法规来运行。 

此外，运营者对任何新的监测请求和特殊任务进行注册或者更新。存储经常使用的标准程序将简

化注册程序。 

5.1.6.3 精确轨道经度监测（无线电干涉测量） 

5.1.6.3.1 精确轨道监测的目的 

由于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卫星的数量不断增加，对精确轨道监测的需求在增长。对位于相互接近的

轨道经度上的卫星，严格的位置保持是必要的，不这样，卫星可能会相互靠得太近。对应的，在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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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准确度必须比常规的0.1°更高。 

在某些情况下，两颗或更多颗卫星位于相同的轨道经度。在这样的情况下，0.1°的轨道间隙被分

为子间隙，并且分配给每颗卫星一个唯一的子间隙。在这样情况下的监测就必须更加精确。 

图5.1-31 

监测的后续程序 

 

频谱-5.1-31 

运行（自动/半自动） 

天线转向卫星 卫星数据 

寻找 LHCP（左旋圆极化） 

并存储结果（ACU） 

搜索信标/载波 

寻找水平极化并存

储结果（ACU） 

Abs (LHCP-RHCP)> = 3 dB 

天线对水平极化最

高电平的变化 

B 

对水平极化的判决 

对 LHCP 的判决 对 RHCP 的判决 

存储测量结果（极化、 

角度、位置） 

是 

否 

是 否 

寻找 RHCP（右旋圆极化） 

并存储结果（ACU） 

寻找垂直极化并存储

结果（ACU） 

水平>垂直 

LHCP>RHCP 
是 否 

对垂直极化的判决 

天线对水平极化最

高电平的变化 

 



第5章      429 

 

 

频谱-5.1-31-cont 

B 

初始化跟踪接收机 

测量天线角度并存储结

果（方位角、仰角等） 

测量无线电波质量并

存储结果 

作为未确认卫星来注册 卫星是否在数据库中 

结束 

否 

是 

 

精确轨道监测在发射机的地理定位中也是必要的，因为地理定位依赖于涉及卫星6个轨道要素的

准确信息。一个进行发射机地理定位的监测站更应能够通过接收卫星下行链路来生成轨道信息。 

对地球同步卫星精确轨道监测的需求在增长。一个能够用于此目的的有前途的技术是无线电干涉

测量。在以后几节中介绍了具有其技术规范和运行程序的无线电干涉仪的一个实例。 

5.1.6.3.2 干涉仪硬件 

一个干涉仪基本上是一个为了测量相位差而包括两个接收天线的系统，而一个实际的轨道监测干

涉仪具有图5.1-32中所示的形式。来自一个目标卫星的下行链路微波在被天线C接收之前首先被反射镜

A反射，然后被反射镜B反射。这些反射镜是平面的。与此类似，在被天线F接收之前，微波被反射镜

D和E反射。 

对天线C与F之间的相位差进行测量。在对经过路径A-B-C和D-E-F的相位差进行修正后，就可以

假定天线在A和D。然后，直线AD成为干涉仪的DF基线。 

出于后面显示的原因，反射镜A和D被放置在一个水平的旋臂上。随着此旋臂改变自己的方向，反

射镜被重新定向，这样就将微波准确地导向接收天线。两对天线（C、F和C´、F´）被用于两个不同的

频段。倾斜反射镜B和E来选择所需要的天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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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2 

用于地球同步轨道监测的无线电干涉仪 

 

频谱-5.1-32 

A、B、D、E：平面反射镜；C、F、C’、F’：固定天线 '' 

C 

A 

D 

F 

B 

E 

C ' 

F ' 

 

 

图5.1-33显示了在一个给定频段对天线之间相位差进行的测量。在每一个接收路线上，在输入到

FFT之前，信号被下变频。下变频器是通过采用来自一个公共振荡器的本地信号（LO）进行相位同步

的。然后，傅里叶变换数据被交叉相乘并对时间积分；其中理被称为相关处理。因为通过时间积分抑

制了噪声，所以采用了一个改进的S/N来测量相位，这等效于改进了接收天线的G/T。 

相关处理器具有20 MHz的带宽，在此带宽内的任何信号–信标或带通通信信号–能够被选择为测量

的目标。为了补偿在接收路线上可能发生的相位变化，来自一个公共振荡器的参考信号被耦合到低噪

声放大器中。 

干涉仪的规范列在表5.1-10中。固定的天线和带有反射镜的旋臂显示如图5.1-34。如图5.1-35中所

示的其他反射镜距离固定天线16 m。当前，干涉仪有两个频段，可以通过安装另外一对接收天线和下

变频器来增加一个新的频段。 

显示在图5.1-33中的接收设备采用常规地球站天线和部件，而相关处理器对此干涉仪是特殊的。 

如果干涉仪的设计使接收天线安装在图5.1-32中旋臂上的A和D点，天线和室内单元之间的电缆将

随着旋臂的旋转而扭曲，因而引起相位误差。 

采用引导反射镜使天线C和F（以及C’和F’）能被并排安装；因此，电缆的长度能够被充分地缩短

到在环境温度变化时保证相位的稳定性。此外，反射镜B和E对频段切换是有用的。旋臂和反射镜因为

它们对称的形状而能够对称于它们的旋转轴平衡重量。所以，小的电动机就可以平稳地驱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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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3 

相位差测量的方框图 

 

频谱-5.1-33 

LNA：低噪声放大器；D/C：下变频器；FFT：快速傅里叶变换 

RO：参考振荡器：本地振荡器；INT：时间积分 

LNA D/C FFT 

LNA D/C FFT 

RO LO INT 相位 

相关处理器 

 

 

 

 

图5.1-34 

旋臂、平面反射镜和固定天线 

（上：Ku频段，下：C频段） 

图5.1-35 

用于频段切换的平面反射镜 

 

频谱-5.1-34  

 

频谱-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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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6 

卫星位置监测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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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3 干涉仪运行 

干涉仪以不同模式运行于不同监测目的，如表5.1-11中所列。 

旋转模式是监测一颗未知卫星的开始程序。旋臂走过一周，期间每15°方向角停一次。在每次旋臂

静止时对相位数据进行收集。对一颗卫星，一轮卫星数据收集需要15分钟。然后对相位数据进行处

理，以确定卫星在方位角和仰角的方向。旋转模式对分辨相位模糊是必要的。如果是x以度为单位测量

的相位，则它也可等于x360、x720等。在不同旋臂角度收集相位数据可实现明确地确定卫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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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旋转模式结束时，对同一卫星的监测可以以快速模式继续。每个小时在相差90°的两个不同旋臂

方向角收集相位数据。数据循环输入到一个轨道估算程序中，从其中输出卫星的经度和纬度位置。 

在图5.1-36中显示了一个这类位置监测的实例，其中两颗卫星运行在相邻的经度。因为在几分钟

之内即可完成对一颗卫星的一组数据收集，因而有可能对三颗甚至更多颗卫星进行平行监测。如果输

入数据足够，还能输出6个轨道要素。数据收集必须至少进行半天，而要得到好的轨道要素则必须要

进行一天。 

固定模式被用于监测卫星经度。旋臂被朝向东西方向并固定在此位置，其精确角度依赖于目标卫

星的位置。通过一个线性映射函数，相位数据被转换乘卫星经度。 

在固定模式之前，必须运行旋转模式作为开始。固定模式对监测卫星长期经度占用是有用的。 

5.1.6.3.4 误差校准 

因为干涉仪有可移动部件，机械定位误差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以下参数对主要误差进行建模： 

– 旋臂的有效长度。 

– 旋臂方向角的偏置。 

– 旋臂东西方向偏离水平倾斜。 

– 旋臂南北方向偏离水平倾斜。 

要校准误差参数，在不同轨道位置的5颗卫星被选为参考。假设已知参考卫星的方位角和仰角。

然后调整误差参数，使来自干涉仪的方位角/仰角数据符合参考数据。 

误差要每年进行校准，以保持准确度符合表5.1-10中规定的水平。 

 

表5.1-10 

干涉仪规范 

频段 C：3 400-4 200 MHz 

Ku：11 700-12 750 MHz 

固定天线 直径：1.8 m 

G/T：16.8 dB/K （C） 

G/T：23.2 dB/K （Ku） 

旋臂 长度：13 m 

指向准确度：0.001° 

平面反射镜 边长2 m的正方形 

指向准确度：0.01° 

相关处理器 带宽：20 MHz  

目标信号：信标或带通 

S/N改善：23 dB （1秒积分） 

测向准确度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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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1 

干涉仪运行模式 

旋转模式 旋臂旋转一周 

确定方位角-仰角方向 

开始快速/固定模式 

快速模式 旋臂在两个方向角之间旋转 

输出经度-纬度位置 

输出6个轨道要素 

固定模式 旋臂固定在东西方向 

输出卫星经度 

 

5.1.7 举例说明监测结果 

5.1.7.1 VHF频段中的频段记录 

无线电频谱记录系统特别适合于被来自具有全向天线的1000 MHz以下频段低轨道空间电台的发射

所占用频段的监测。 

占用模式图案（多普勒曲线）依赖于卫星的轨道要素，并且是指纹质量。 

除了接收频率，对连续几周进行平均得到的旋转周期（粗周期）、以及接收的期望时间可能不

同。为了以满意程度的准确度确定旋转的周期（精周期），建议采用一个基于以下等式的采用数天一

个周期进行记录的重复方法： 

  12raw TTPERIOD   （5.1-14） 

    nTTxPERIOD /1fine   （5.1-15） 

Tx是一天或几天之后接收窗口的中心点。分母n是在等式（5.1-15）情况中的一个假设旋转次数。 

直到达到所期望的精周期与粗周期结果之间的最小差别时，得到系统的通知。以这种方法，在仅

仅24小时到几十分之一分钟之后，旋转时间的测量误差就可以降低。旋转时间和记录图案的特性对确

认一颗卫星是可靠的。 

另外一种方法是采用一个可调时间线格栅覆盖在所记录的两天或更多天数时间段的卫星发射频谱

图上。如果时间线与卫星发射相匹配，就发现了粗周期。在如图5.1-37中所示的实例中，粗周期是112

分钟。 

要找出实际的周期时间，作为第2步必须要在NASA数据库中进行搜索。 

采用112分钟的结果，可以搜索旋转周期接近112分钟的卫星。图5.1-38显示了标出周期接近112分

钟的卫星的NASA-SSR数据库。 

采用相关的二线要素，需要计算这些卫星对于监测站位置的可视时间。 

频率记录仪系统可以将这些可视窗口显示为在所接收卫星发射频谱图上的覆盖图。 

如果可视窗口与所有被记录的卫星发射匹配，卫星就被确认。图5.1-39显示了对具有111.9分钟旋

转周期的S80/T卫星的可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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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已知轨道数据之后，采用这些数据，一个定向天线能够为将来的测量而跟踪该卫星。 

图5.1-37 

频率占用注册，对旋转时间的近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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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8 

在NASA-SSR中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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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9 

在频率占用注册中的可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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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 从天线角度测量值计算轨道要素 

通过采用从天线角度测量计算出的轨道要素，确认一颗卫星变得更容易了，且在某些情况下只有

这样才可能。是否可能得到足够准确的确认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以得到的对天线角度测量准

确度及被跟踪轨道弧的长度和类型。以下实例应能够对可达到的计算准确度得出特别的结论，它也许

不能在相同时间普遍适用。它是基于以一个已发布的具有高度准确度并因此被用做参考数据的

NOAA10空间电台星历图数据与从天线角度测量所得到星历图数据之间的比较，以及基于可视时间和

根据对一条路径大约24小时后两组星历图数据计算出的方位角与仰角之间的比较。 

对可用12 m抛物面反射面天线在所用的1 700 MHz频段中采用单脉冲技术进行天线角度测量的准

确度大约是0.12（亦见第5.1.3.5段）。跟踪轨道在水平面以上的最大仰角大约是60。 

三组天线角度测量数据（方位角/仰角/时间）被用于初步数学确定轨道，随后是轨道要素的计

算。为了改善结果，随后进行参数计算，其目的是获得一个解，它尽可能符合测量系列的天线角度测

量值。[Montenbruck, 1989]； [Montenbruck and Pfleger, 1991]。 

表5.1-12和图5.1-40显示了这些比较的结果。当用于帮助确认时，表5.1-12中的要素能够很大程度

上有助于对一颗卫星的确认。但是，当星历图数据整体被用于对作为时间函数的方位角和仰角进行预

确认时，可以观察到偏差随着与开始时间的间隔而增加。其原因是仅仅从单独一个卫星路径的角度测

量计算轨道要对准确度的限制。但是，在以下路径期间选出卫星被显著地改善了。在图5.1-40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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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24小时以后（旋转14圈之后）且基于初始轨道确定的一颗卫星路径方位角和仰角的偏差。为了补

偿时延，计算的曲线被移动了–1分钟。 

表5.1-12 

参考轨道要素与计算的轨道要素之间（初始轨道确定）的比较 

轨道要素 

NOAA10 
参考要素 计算的要素 

近地点（km） 807 808 

远地点（km） 825 830 

半主轴（km） 7 187 7 190 

离心率 0.0012156 0.0015 

倾斜度（度） 98.5121 98.78 

旋转时间（min） 100.781 100.85 

 

图5.1-40 

从参考轨道要素与从测量轨道要素计算出的天线角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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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3 转发器占用测量 

图5.1-41显示了采用频率记录系统进行的一个转发器占用测量得到的结果。频谱图显示了在显示

频率范围中间一个未使用转发器区段的一个卫星转发器占用和一个瞬时出现的高功率干扰信号。干扰

源快速上下通过整个转发器。使用一个定向天线接收的信号被连接到在中频（IF）范围的频率记录仪

上。该信号被数字化并用一个快速傅里叶变换联机呈现为一个频率记录仪中的频谱图。该频谱被连续

存储在一个硬盘上并可用于进一步的脱机处理。不同的颜色表示频谱图中的功率电平。显示的功率电

平范围可以通过颜色范围设置来调整。此频谱在频率范围内和记录的时间范围内可以改变，这样通过

放大可以非常详细地呈现一个短的观察时段，或者通过缩小得到一个长时间观察时段进行总体观察。

到频率标记线和时间标记线的位置，所显示频谱图右侧和下面是分别的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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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1 

转发器占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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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4 GSO卫星的倾角 

图5.1-42中的绘制图是通过采用一个0.15°半功率波束宽度12 m抛物面天线以30分钟间隔观察一颗

GSO卫星位置来得到的。根据一个单脉冲跟踪程序，通过初始手动定位卫星，天线指向数据被自动获

得。卫星位置被24小时记录，且计算结果来产生“8”字图。得到的信息显示了卫星对其标准轨道位

置的偏离，并为将来的观察提供了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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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2 

地球同步卫星的倾角（“8”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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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5 一个地理定位测量的结果与呈现 

图5.1-43呈现了从对一个未知上行链路地球站的TDOA和FDOA地理定位测量得到的结果。该结果

通常以一个椭圆区域的形式来表示，为了更好地理解，可以将它覆盖在一个数字地图应用上。此椭圆

的形状和方向可能会因为进行测量的次数、测量的日期、进行测试信号的调制类型、相关信噪比

（SNR）等而明显不同。 

确定此椭圆的因素包括： 

– 半主轴的长度。 

– 半辅轴的长度。 

– 半主轴（或半辅轴）的相对于一个参考方向的角度。 

– 中心的坐标。 

– 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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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显示的是一个带有误差椭圆的地理定位测量在地图上的呈现。星历图误差的巨大椭圆显示了

卫星位置和速度的不准确度。在此情况下，应进行星历图误差补偿测量。 

图5.1-43 

对GSO卫星发射地球站的地理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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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 

注 – 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采用下列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S.446建议书 – 《在卫星固定业务中采用模拟信号的角度调制或数字调制系统的载波能量扩

散》。 

ITU-R S.484建议书 – 《在卫星固定业中对地静止卫星的经度位置保持》。 

ITU-R BO.650建议书 – 《在〈无线电规则〉附录30所定义信道中进行卫星广播的常规电视系统的标

准》。 

ITU-R S.673建议书 – 《关于空间无线电通信的术语与定义》。 

ITU-R SM.1681建议书 – 《采用降噪技术在监测地球站对来自空间电台的低电平发射的测量》。 

5.2 广播监测 

5.2.1 引言 

初看，可能会认为广播业务、无线电和电视是由标准监测程序来涵盖的。事实上，在前面几章中

讨论的这些程序涵盖了在广播业务上进行的大多数基本测量。但是，由于这些业务作为大众传播工具

的重要性，而且同样地，作为教育与提升区域和国家文化价值的工具，一些国家对这些业务实行了特

殊的法规，通常包括覆盖率、服务质量、诸如对商业广告、最小量文化、教育或新闻节目的时间限制

等这样的参数。 

这些法规限制将要求特殊的监测程序和设备。尽管标准监测接收机通常具有能够对广播节目进行

接收与记录的解调制能力，在这样简单任务中采用贵重测量仪表从经济上是低效率和不恰当的，因为

接收特性在质量上可能不适合。例如，监测接收机通常不能记录立体声信道或呈现解码图像自身。大

多数情况下，测量仪表和特别设计用来获取这些业务的消费者产品在性能、选择性和质量上没有太多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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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概念，本章将介绍对通过实现适合于内容监测的附加监测信道来扩展监测设施的一般导

则。这些子系统通常对进行覆盖和业务质量评估这样的活动是必要的，提供更加接近最终用户体验的

接收特性，并且也可以证明对以相对低成本提供同时监测多个信道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频谱的使用，同样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广播业务，特别是调频音频广播和电视广播，通常

在频谱VHF和低端UHF的很大区间上应用极高的发射功率，非常接近重大应用，例如航空导航和通信

频率，增加了对谐波与杂散发射严密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同样地增加了作为防止对其他业务干扰措施

的监测活动的重要性。对此问题，本章将简要地介绍使用中的主要广播标准的特性，为对这些系统进

行分析提供一个参考。 

5.2.1.1 服务质量 

在心理学领域，服务质量一般被定义为感知与预期之间的差别[Llosa, et al., 1998]。尽管对这些概

念的实施仍存在不同意见，特别是其计算式要素，但是已经产生出一些方法来从数量上定义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 

通常，可以考虑三种适用于广播和通信的质量评估方法： 

1. 内在质量，在这里考虑的是服务的技术参数，例如，信噪比（SNR）、信扰比（SIR）、信

扰噪比（SINR）、总谐波失真（THD）、相对基带信号电平、误码率（BER）、误调制率

（MER）、误帧率（FER）等。 

 通常对内在质量的评估直接与无线电环境及与适当的系统运行相关，而且因此与广播标准、

与广播网络的工程、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与在电视接收机和解码器中所采用的技术密切相关。 

 请注意，内在质量是一个系统运行的严格条件，但是它通常与实际用户的感知具有较低的相

关性，特别是与在人类感知极限上努力用减少的带宽、采用非线性和非固定变换来改善质量

的现代系统和编解码器上。 

2. 采用主观方法的感知质量，其中采用了心理和统计仪表来评估用户对媒体段落的感知，基于

用户的实际观点，借助受控环境条件和仪表来评级。此程序与技术无关，它们可以无缝地从

窄带模拟无线电到高清电视系统中应用，并且如果适当采用，将提供一个可靠的结果，作为

所有其他质量评估查阅的主要参考，但其主要缺点是昂贵和耗费时间。 

3. 采用客观方法的感知质量，其中创建了算法来组合多个参数质量指标，以提供一个与主观评

价更好相关的单一质量等级。这是质量评价问题上一个较晚的发展，并且意图将独立于技术

的主观分析的优点与参数评估程序的使用便利性相结合。 

所有三种程序通常是基于将一个测试信号或者掩模输入到传输/接收系统中，然后用输出进行分

析。了解或不了解或是否测量输入信号都可以完成分析本身。 

对感知质量的客观测量通常将要求与参考信号的对比。主观方法可能或可能不采用参考，当评估

是基于可理解性和基于听力测试组的主观感知时，考虑其他方法。内在评估可以是基于信号的特殊特

性，例如循环冗余码（CRC），或均方根功率，并且同样，不需要输入信号来产生结果，或者可能需

要参考测试掩模来提供特定结果。 

特别是当进行主观评估时，感知质量也可以分成两类：当目标是要评估在最佳条件下的系统时，

为“质量评估”；而当目标是要评估编码或传输或发射对信号质量的影响时，为“损伤评估”。 

以下几节将进一步描述无线电与视频的质量参数，重点在国际电联内部描述的客观和主观质量评

估程序，因为这些是在此领域最相关的，而且在前节介绍使用中的标准时，描述了参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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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于模拟标准是通过将内在和感知质量评估与传统的场强和载噪比相结合，而对于数字标

准是与额外的无线电参数相结合，例如，信扰比、传输时延扩展、同步时延扩展等，可以得到全面的

性能分析。 

在此问题上的一个普遍错误就是将质量误解为用户满意度。事实上，被视为科学事实的是，用户

满意度仅仅在质量与消费者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期望与愿望相关时才正比于质量，即，如果其价格比其

他选择方式低得多，例如互联网语音信息应用等，即使一个电话呼叫质量相对较差，一个人仍可能会

非常高兴；或者，如果所呈现的信息与其不相关，一个人可能也不会对卓越视频质量赋予重要性。 

在努力对质量进行管理的同时，应考虑监测的相关成本，并且应清楚与期望给予用户的好处之间

的最终平衡。 

a. 感知音频质量 

主观音频质量测量作为广播与通信应用中的一个问题已经有一定时间了，并且因此产生了多个不

同的ITU-R与ITU-T建议书。 

考虑声音广播中的音频，最好的起点是ITU-R BS.1283建议书，它总结了可以被视为质量评估最可

靠基础的多个关于声音质量主观评估的其他建议书。 

一般而言，主观评估应用5或者7级的尺度，比较录音对时，等级可以是从优秀到劣质质量，从无

法感知的损伤到非常讨厌的损伤，或者从非常好到非常差。 

采用这样的尺度，选定的测试组在特殊设计的环境中完成试听环节，并登记对每个录音评估或者

对录音对进行比较的意见。为了提供最终成绩或评级，对评估结果进行统计处理，这与个别人的倾向

性无关，而是与最终用户的意见高度相关。通常，其中同时采用参考和“失真”录音进行评估，参考

输入与测试系统形成输出之间等级的差别被称为：“主观差异等级”（SDG），分成从0（无法感知

的损伤）至–4（非常讨厌的损伤）的等级。 

ITU-R BS.1116建议书是国际电联内部对于主观评估实验设计的基本参考，描述了对确定音频质量

上微小损伤特别重要的严格实验条件。要降低采用该建议书的成本，可以采用ITU-R BS.1285建议书来

协调对录音进行预选的程序，以减少要评估媒体的数量。 

ITU-R BS.1284建议书是通过将ITU-R BS.1116建议书作为一个主要参考来制定的，但是考虑了更

为灵活的参数，因此，更建议用于尽管音频损伤幅度较大，但仍被视为是高质量音频系统的一般应

用。 

对中间质量系统，例如，互联网音频流、固态播放器和数字广播系统，提出了ITU-R BS.1534建

议书，当对将落入ITU-R BS.1116建议书下半等级中的音频质量进行评估时，它可能更为有效。 

对主要用于语音通信中的低质量窄带系统，也可以采用ITU-T P.800、P.810和P.830。这些建议书

描述了平均意见评分（MOS）测试的方法、用于类似电话这样的电信服务的主观标准参考。 

最后，只要是在声音伴随着图片一起呈现时，声音质量评估的原理融入了也有图像呈现的环境

中，例如在电视中所看到的，ITU-R BS.1286建议书可以用做对前面所讨论建议书的补充。研究显

示，人类对声音的感知受相关视觉的影响。因此，只要进行全面系统评估时，电视和多媒体节目的

评估就不能分开考虑相互关联的音频与视频内容。 

最近以来，已经开发出了几种算法和计算机程序，试图模仿得自主观评估的结果与程序，对在

本手册中讨论的连续监测活动上的应用具有期望的成本降低和灵活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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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质量系统，对客观质量评估的基本参考是ITU-R BS.1387建议书。此建议书是通过对以前存

在的六种方法进行确认和合并来提出的：干扰指数（DIX）、噪掩比（NMR）、感知音频质量测量

（PAQM）、感知评估（PERCEVAL）、感知客观测量（POM）和工具箱方式。 

确认过程采用了10至20 s时间的多种自然声音录音，来自乐器或者人的语音。为了优化该建议书

中所描述的算法，将SDG与客观差异等级相关联。算法本身可能与这些测试信号或任何其他序列一

起使用，例如叮当声，它可以方便地置于正常程序中，使不必中断标准的电台运行就可以进行测

试。 

ITU-T P.862建议书介绍了被称为“语音质量感知评估”（PESQ）的另外一种客观方法。它被用

于窄带（3.1kHz）电话网络和语音编解码器的语音质量评估。PESQ以与所描述的其他方法相似的方

式工作，比较来自一个测试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信号。PESQ的确认过程遵守一个类似ITU-R BS.1387

建议书中所用的程序，但是仅仅应用窄带语音序列，并且采用MOS测量作为参考。 

作为选择，ITU-T P.563建议书介绍了一种不需要输入信号进行处理的方法。该算法涉及复杂的

语音分析，它根据失真信号重建一个估计的参考信号，并且由此提供一个评估MOS等效等级。 

这些客观方法的用户应了解它们的限制。它们大多数在建议书中被定义。 

例如，ITU-R BS.1387建议书要求同步取样，因而不能评估任何传输上的时延。另一方面， 

ITU-T P.563和P.862建议书不仅不能够评估时延，也不能评估电平失真，因为算法的第1步处理并消

除了这样的失真。甚至由系统频率响应上的限制引起的某些失真可能没有被注意到就通过了。 

一般而言，客观算法可能仍不能模拟人类感知的所有方面，并且，建议要谨慎地应用这些方

法，有可能时将结果与更多可靠的方法相互核对一下，或者当系统给出的结果与经验不符时，考虑

评估中的传输和系统特性，至少与来自运营者的快速评估相互核对一下。 

b. 感知视频质量 

ITU-R BT.500建议书是国际电联内部对于主观感知视频质量评估的主要参考。此建议书描述了

能够用于质量评估的多种方法。它们基本上是在刺激呈现、尺度类型和所用图像媒体类型的形式上

有所变化。通常，这些测试包括将静止图像或视频序列呈现给不少于15个志愿者的小组，他们在该

建议书中通常被称为评估者，他们在大约半小时期间将对他们的感知以等级来进行评判。随后对登

记的得分进行统计处理。对这些程序的所有步骤有详尽的描述。 

按照刺激，这些方法可以被分成单刺激和双刺激。对单刺激，要求评估者评估一个图像、一个

图像序列或者一段视频，在每个段落之后描述他的印象。对双刺激，要求评估者评估轮换或者并排

呈现的图像或视频段落对，一个有损伤，而另外一个直接从源生成。对这类刺激，可以按照损伤定

义尺度，在一个相对尺度上比较两种画面，或者按照质量采用一个标准尺度。双刺激方法通常在响

应上提供较低的分歧，但也需要更加小心，并且在特定条件下或对一定系统不适用，例如，如同在

ITU-T J.140和J.245建议书中所讨论的，根据这些方法较好地接近了在家采用一台标准电视机或者计

算机的真实观看者条件的理解，将应用单刺激方法。 

按照尺度，在本节所提到的国际电联建议书中主要描述了四种评估： 

– 首先，采用数字尺度，采用5、7或甚至11个等级，对单刺激方法是从优秀到劣质，或者对双

刺激是从非常好到非常差。 

– 其次，某些方法可能仅仅应用于形容词分类判决，而不与数字相关联，其中评估者仅仅从提

供的词组中选择更适合的形容词。 



446      频谱监测 

– 第三，可以采用一个图形尺度，这个尺度通常定义为一条直线或者线段，将上端的一个优秀

形容词连接到下端的另外一个劣质形容词。然后，评估者被要求在该尺度的点上画一个对应

于其感知的标记。 

– 第四，采用一个滑动点，一个电子设备以与图形尺度极为相似的方式登记主观感知，但优点

是能够连续地进行，它将随着时间登记印象，这对活动图像的评估特别重要。 

按照媒体，ITU-R BT.500建议书描述了对静态和活动图像的评估程序。当评估模拟系统及其损

伤时，因为在与采用要求建立所谓连续评估程序的现代数字视频压缩算法所观察到的相同方式中不

依赖场景和不随时间变化的这些效果，静态图像传统上是更重要。 

考虑到这些变化，ITU-R BT.500建议书定义了以下方法： 

– 双刺激损伤尺度，或则EBU方法； 

– 双刺激连续质量尺度； 

– 单刺激形容分类判决；单刺激数值分类尺度（SSNCS）； 

– 采用连续尺度的单刺激非分类判决； 

– 采用数字尺度的单刺激非分类判决； 

– 单刺激连续质量评估（SSCQE）； 

– 用于连续评估的同时双刺激（SDSCE）。 

除了所有这些方法，在文献中以及甚至在国际电联内部可以找到几种其他的方法。例如，ITU-R 

BT.710建议书介绍了另外的信息，例如选择关于对高清电视（HDTV）采用ITU-R BT.500建议书测试

方法的观看条件和评估的选项。ITU-R BT.1128建议书提供了关于常规电视系统的类似信息，而 

ITU-R BT.1129建议书则是关于数字系统的，主要考虑演播室应用。 

同样在国际电联内部，有可能得到用于质量评估或者演示的测试材料，例如在ITU-R BT.1210建

议书中所介绍的。这些标准材料也被用在很多参考中，以提供不同方法之间比较的公共基础。 

可用的大量测试可能看上去令人混淆。事实上，这是所要涉及大量可能的媒体和损伤类型的结

果。每种测试方法具有其强项和弱点，因而可能更适合于一定的评估类型。有经验人员的协助、仔

细规划、以及常常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对获得和解释评估结果是必要的。在ITU-R BT.1082报告中介

绍了对可用测试方法的一个有趣讨论，尽管有一点过时，但对更好地理解在ITU-R BT.500中所描述

的分等级方法仍是有用的参考。 

考虑到客观感知质量测量技术，在国际电联内部的一个主要参考是视频质量专家组（VQEG），

创建于1997年，集合了来自各种联盟的ITU-T和ITU-R专家。这个特别组已经提出了这些建议书： 

– ITU-T J.144建议书 – 《用于存在全参考情况下的数字有线电视客观感知视频质量测量技

术》。 

– ITU-T J.149建议书 – 《用于确定视频质量评价（VQM）的准确度和交互校准》。 

– ITU-R BT.1683建议书 –《用于存在全参考情况下的标清数字广播电视的客观感知视频质量测

量技术》。 

ITU-T在2004年出版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个全面指南“视频质量的客观感知评估：全参考电

视”，并可以在国际电联网站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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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广播标准与测量 

在本节中介绍了全世界使用的主要广播系统标准的特性。这个描述关注频谱占用特性和能被用

在每个标准中的主要内在质量参数，同样关注频谱监测应用。 

5.2.2.1 模拟AM声音广播 

模拟调幅声音广播是最传统的广播服务，自从广播传输开始时就一直存在，至今几乎有一百

年。 

AM声音广播通常应用基本的双边带和载波调幅，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接收机，这些系统实现时

就有的一个关键特性。在本手册的第4.6.3.1段中一般地描述了信号特性和测量技术。 

如同在ITU-R BS.706建议书中所描述的，类似于在VHF频段实施的无线电数据系统（RDS）

（ITU-R BS.643建议书）的一个数据系统也被开发用于30 MHz以下频段的AM声音广播服务。在一些

国家中施行了被这个称为AMDS的系统，特别是在西欧，它在主声音载波上采用相位调制并支持最

高200 bit/s的数据传输。AMDS的使用并不影响AM声音广播服务的标准频谱占用特性。 

5.2.2.2 模拟FM声音广播 

模拟调频声音广播在无线电历史上发展相对比较晚。VHF频段用于FM广播这个里程碑安排是60

年代在国际电联内决定的，而FM听众接替AM不过是在70年代。 

全世界使用的FM广播标准的一个关键参考是ITU-R BS.450建议书。该建议书介绍了用于VHF频

段FM广播的标准，包括各个国家使用的无线电频率、预加重与一般系统特性。 

FM立体声主要是由基带信号中的一组复用载波组成，即单声道音频（左+右声道）、导频、立

体声音频（左 – 右）、数字无线电系统（RDS，RBDS）、SCA （辅助信道 – 辅助通信授权）和高速

数据系统（例如，HSDS、DARC、C2R、FMeXtra）。完整的复用信号可以包括从0至15 kHz的单声

道信号、19 kHz的导频、从23至53 kHz的立体声信号、57 kHz的RDS以及，例如，从76至86 kHz的

DARC。 

图5.2-1 

FM复用信号的基带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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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数据系统（RDS）是1984年在欧洲广播联盟内部提出的，后来欧盟在1990年采纳了增强

版，作为EN 50067标准，并被国际电联在ITU-R BS.643建议书中采纳。 

RDS采用由在57 kHz子载波上的整形双相位数据信号对一个压缩载波的AM调制，与19 kHz导频

的三次谐波锁相或正交。这个调制信号的结果等效于一个大约1187.5 bit/s数据速率的PSK传输。 

无线电广播数据系统（RBDS）1992年在美国部署，基于RDS，但是带有NRSC的修改。RBDS的

调制特性与RDS的相同，而且为RDS设计的接收机一般能工作于RDBS。差别主要是在节目类型表和

其他功能上，不影响调制和传输层。 

还开发了目的是更高数据速率（16至30 kbit/s）的其他数据系统，能够提到的有以下这些：

HSDS、DARC、C2R、FMExtra。这些系统成功有限，因此将不在本章中讨论。 

为了使相邻FM声音广播信道之间的干扰最小，ITU-R BS.412建议书将最大频率偏差限制在 

 75 kHz，以及复用信号的功率（MPX功率）限制在具有19 kHz偏差的一个正弦音的AF电平。 

对60 s时间段平均，必须不能超过这个0 dB的参考MPX功率。 

与模拟FM声音广播相关联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是航空导航接收机（ILS和VOR）中由于在接近 

108 MHz频率的多个高功率信号造成的互调制。ITU-R SM.1009建议书详尽描述了所涉及的机制和计

算程序。 

因为模拟声音广播信号的频谱比一个ILS或VOR接收机的带宽要宽得多，不只一个航空无线电导

航信道可能受到这个所谓的“B1”干扰的影响。除了到接收机的输入功率，这个干扰有多严重以及

受影响的ILS或VOR信道数如何取决于所涉及的FM声音广播发射机的最大和平均频谱宽度。 

最大偏差决定了最宽的射频（RF）频谱，而MPX功率决定了平均频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

扰，特别是对生命业务的安全性，例如VOR和ILS，偏差和MPX功率都必须受到监测业务的测量。为

了达到准确的结果，用于这些测量的设备必须要满足ITU-R SM.1268建议书中描述的特殊要求，还有

关于测量本身的详细信息。 

ITU-R SM.1268建议书中规定，应在15分钟时间段上观察FM BC发射。应处理所有测量值， 

50 ms中的偏差峰值，并且可以呈现一个类似于在下图中所显示的分布图和一个互补累积分布函数

（CCDF）图。注：统计分布曲线的显示取决于所用的测量设备。此设备应符合ITU-R SM.1268建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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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FM广播的频率偏差 

(a) 分布图和 (b) 互补分布函数图 

 

频谱-5.2-02 
b) a) 

 

多径传输是在VHF频段和在更高频率FM信号的一个普遍问题。在FM系统中多径传输的结果是

调制信号不可接受的失真，以至于在FM调制计上的显示值最多可以以系数2变化。 

由于多径传输，FM被在接收天线的矢量叠加转换成一定比例的AM。因此，可以通过测量一个

调频载波的AM来发现多径传输。为此，调制仪必须要同时测量AM和PM/FM。 

为了这个目的要使用仪表，它们提供对偏移和调制深度的平行测量，并立即计算转换因子，以

相对于kHz FM偏移的%调制深度表示。 

ITU-R SM.1268建议书定义了AM量的最大值，以及一个准确测量的其他先决条件。 

5.2.2.3 模拟电视广播 

在国际电联内部定义的主要模拟电视广播标准是NTSC、PAL和SECAM，它们的基带信号由

ITU-R BT.1700建议书定义。这些基带特性定义了在进行客观视频质量分析时可能被特定仪表所采用

的参数。 

ITU-R BT.1439建议书描述了可应用于模拟电视系统中的内在质量参数的测量方法，还包括特定

的演播室测量。在该建议书中，介绍了更适合于演播室的插入增益、噪声（连续、低频、周期噪

声、脉冲噪声）、线性和非线性失真的测量程序。 

下图是从ITU-R BT.1439建议书中选出并加以编辑的，提供了在模拟电视广播中能够被测量参数

的一个简要汇总，并按照所观察到的效果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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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模拟视频信号的线性失真分类 

 

频谱-5.2-03 

  

  

  

  

    

      

  
  
  

  
    

线性失真 

时域 

群时延/频率特性 

增益差 

行时间波形失真 短时间波形失真 

色度-亮度差 

频域 

场时间波形失真 长时间波形失真 

时延差 

色度波形失真 亮度波形失真 增益/频率特性 

 

图5.2-4 

模拟视频信号的非线性失真分类 

 

频谱-5.2-04 

  

  

  

  

  
  

图像信号 

由于色度幅度 

（交互调制）引起

的亮度失真 

相位失真 

非线性失真 

同步信号 

幅度失真 由于亮度幅度引

起亮度上的失真 

由于亮度幅度（差分相

位）引起的色度失真 
由于色度幅度 

引起的色度失真 
由于亮度幅度 

（差分增益）引起

的色度失真 

由于色度幅度 

引起的色度失真 

 

 

要如Fisher在2008年描述的那样简单地测量这些效果，通常需要采用测试信号图形。这些测试还

能够以使用中的图形来描述（即，白条幅度；同步幅度；脉冲幅度；白条倾斜；2T脉冲幅度；2T K

因子；在20T脉冲中的亮度-色度幅度与延迟；灰度上的静态非线性；具有彩色子载波的灰度上的差

分增益与相位；加权与未加权亮度信号/噪声比和交流声）。 

模拟测试接收机能够提供关于影像载波电平、声音载波电平、声音载波偏移、影像和声音载波

频率、残留图像载波、寄生相位调制（ICPM）的信息。这些测量大多数也能够通过通常能够提供信

号特性基本信息的标准频谱监测设备来进行，主要评估电平、频率和这些参数的差分关系。其他信

息要求带有矢量分析能力的系统，例如寄生相位调制。 

在ITU-R BT.1701建议书中介绍了从6至8 MHz带宽的频谱特性，考虑了在不同国家使用中的这些

主要标准的多个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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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数字声音广播 

数字声音广播自从80年代就已经开发了，但是其部署比数字电视广播慢。 

尽管这个扩展较慢，但是期望数字技术的使用能提供多个好处，如在ITU-R BS.774建议书中所

描述，包括音频本身的改善、支持“CD质量”的移动接收、对频谱效率的改善、在多径环境下更好

的性能、创建单频网络及更为复杂业务的能力，例如数据通信，包括图片、内容元数据、交通信

息、寻呼等。 

ITU-R BS.1114建议书介绍了用于VHF和UHF频段中的三种标准。在该建议书中，这些系统被分

别称为数字系统A、F和C，商业上被称为Eureka 147 – DAB、ISDB-TSB和IBOC DSB。所有这三种系

统采用信道编码中的OFDM调制运行，在DAB情况中附加有卷积纠错编码。这些能够采用每个编码

音频节目小于200 kHz的带宽来提供“FM质量”接收，改善了频谱效率。 

ITU-R BS.1615建议书介绍了DRM和IBOC DSB这两个用于HF、MF和LF频段中的标准。尽管该

建议书侧重在30MHz以下的频率，DRM采用COFDM运行，并且冠以名称DRM+，采用100 kHz信道

带宽将运行频段扩展到VHF频段下部最高达120 MHz频率。所有系统在保持与它们打算取代的原有模

拟业务相同带宽限制的情况下改善了声音接收的质量。 

对这些系统的内在质量评估通常是通过对系统A、F和DRM测量BER （误码率）和SNR，对系统

C测量BLER和S/N来完成。当有可能采用标准监测设备测量SNR时，此比值与差错率的相关可以从实

验室研究中推断出来，例如在ITU-R BS.1114建议书中对30 MHz以上系统所介绍的，以及在ITU-R 

BS.1615建议书中对30 MHz以下系统所介绍的。应采用集成在各自解码器中的特定设备来完成差错率

的适当测量。 

SNR的测量在实际中是比较棘手的，因为信号的存在使得不可能评估真实的噪声电平。一个替

代方法是临时关闭发射机，一个在大多数监测情况下不可能的任务，除非出于实验和初期试运行目

的。另外一个替代方法是考虑在相邻空闲信道上进行测量来推断噪声电平，远不足以防止来自被评

估载波的杂散发射，但是足够保持与原信道噪声值的合理相关性。一些数字系统的自动测量系统可

以指定另外一个误差测量为SNR，更为恰当的是指定为调制误差率（MER）。 

MER被作为一个IQ信号功率与误差矢量功率之间的比值来计算，这里，考虑到接收机所估计的

理想组合，误差被作为接收信号与期望IQ值之差来计算。当影响信号的唯一噪声是白高斯噪声时，

MER测量与SNR是等同的，这个条件在真实世界中没有被真正发现过，因为其中通常有多径和非线

性失真效应。 

以下项目和表介绍了建立监测设备以对主要数字声音广播标准的频谱特性进行评估的主要特

性。 

特殊信道指配取决于有效的区域性法规。 

当评估混合系统时，它同时广播（同时联播）模拟与数字信号，例如在HD无线电和DRM中所建

议的，可以通过记录模拟与数字调制之间切换发生的时刻来实现对质量的简单客观测量。 

在这些系统中，当差错率增加到一个预先定义的门限以上时，接收机自动从模拟切换到数字。 

尽管从系统和程序的简化上提供了一些好处，但是使采用这样的方式必须要小心规划和采用，

因为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受限制于所用接收机的特定条件，使得对这个结果与代表不同性能特性的

其他结果相比较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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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高度建议接收机的特性是要充分已知的，例如灵敏度和最大可接受差错率。 

a) ITU-R BS.1114 建议书系统 A – Eureka 147 – DAB 

 

调制 采用/4 DQPSK的COFDM 

频段 VHF和UHF 

信道带宽 1.54 MHz 

每信道载波  

模式I 1536，1 kHz间隔 

模式II 384，4 kHz间隔 

模式III 192，8 kHz 间隔 

模式IV 768，2 kHz 间隔 

AWGN下的临界BER 1 x 10
–4

 

单信道观看的SPAN 2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4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慢（2 s） 

 

采用 4 kHz测量带宽，以下频谱掩模适用：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发射机工作在非临界的情

况下或在1.5 GHz频段 

± 970 –0 

± 970 –30 

± 3000 –80 

发射机工作在临界情况下 ± 770 –0 

± 970 –45 

± 1750 –80 

± 3000 –80 

发射机工作在采用频率块

12D的一定范围内 

± 770 –0 

± 970 –52 

± 2200 –101 

± 30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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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TU-R BS.1114 建议书系统 F – ISDB-TSB 

 

调制 采用DQPSK、QPSK、16-QAM、 64-QAM

的OFDM 

频段 VHF和UHF 

信道带宽 429 kHz、500 kHz或572 kHz，取决于参考

信道格栅大小（6、7或8 MHz ） 

每信道载波 取决于每个信道所用的区段，单个或三倍 

模式 1 109或325  

模式 2 217或649 

模式 3 433或1297 

AWGN下的临界BER 1 x 10
-4

 

单信道观看的SPAN 6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10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慢（2 s） 

 

采用一个 10 kHz测量带宽，以下频谱掩模适用：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429 kHz信道的单个分段。 

（6 MHz信道格栅） 

± 220 0 

± 290 –20 

± 360 –30 

± 1790 –50 

429 kHz信道的三倍分段。 

（6 MHz信道格栅） 

 

± 650 0 

± 720 –20 

± 790 –30 

± 2220 –50 

500 kHz信道的单个分段。 

（7 MHz信道格栅） 

± 255.5 0 

± 325.5 –20 

± 395.5 –30 

± 1825.5 –50 

500 kHz信道的三倍分段。 

（7 MHz信道格栅） 

± 756.5 0 

± 826.5 –20 

± 896.5 –30 

± 2326.5 –50 

572 kHz信道的单个分段。 

（8 MHz信道格栅） 

± 291.5 0 

± 361.5 –20 

± 431.5 –30 

± 1861.5 –50 

572 kHz信道的三倍分段。 

（8 MHz信道格栅） 

± 864.5 0 

± 934.5 –20 

± 1004.5 –30 

± 243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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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TU-R BS.1114 建议书系统 C – IBOC DSB 

 

调制 采用QPSK的OFDM 

频段 VHF 

信道带宽 400 kHz 

每信道载波  

MP1（混合） 380分成20个频率部分 

MP2到MP3 （扩展混合） 最高530，分成28个频率部分 

MP5、MP6、MS1到MS4 （全数字） 最高1093，分成58个频率部分 

AWGN下的临界BLER 0.16 

单信道观看的SPAN 1.3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1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慢（2 s） 

 

 

采用 1 kHz测量带宽，以下频谱掩模适用：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混合模式上的数字信号 0 至 ± 50 –83.39 

± 50 至 ± 95 {–83.39 +（|频率（kHz）| – 50 kHz） × 0.2} 

± 95 至 ± 100 {–61.39 +（|频率（kHz）| – 100 kHz） × 2.6} 

± 200 至 ± 205 {–61.39 –（|频率（kHz）| – 200 kHz） × 2.6} 

± 205 至 ± 250 {–74.39 –（|频率（kHz）| – 205 kHz） × 0.2} 

全数字模式上的信号 ± 200 至 ± 207.5 {–51.39 –（|频率（kHz）| – 200 kHz） × 1.733} 

± 207.5 至 ± 250 {–64.39 –（|频率（kHz）| – 207.5 kHz） × 0.2118} 

± 250 至 ± 300 {–73.39 –（|频率（kHz）| – 250 kHz） × 0.56} 

± 300 至 ± 600 –101.39 

> 600 –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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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TU-R BS.1615 建议书 – 30 MHz 以下 DRM  

 

调制 采用64QAM、16QAM或4QAM的

COFDM  

频段 LF、MF、HF和低端VHF （120 MHz） 

信道带宽 4.5； 5.0； 9.0，10.0； 18.0或 20.0 

kHz ，取决于所选的占用类型。 

每信道载波 对信道BW的最大值分别从4.5至20 kHz 

模式A 98； 110； 202； 226； 410； 458 

模式B 90； 102； 182； 206； 366； 410 

模式C - ； - ； - ； 138； - ； 280 

模式D - ； - ； - ； 88； - ； 178 

AWGN下的临界BER 1 × 10
–4

 

单信道观看的SPAN 40 k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300 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慢（2 s） 

采用这些参数，以下频谱掩模应适用：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频谱占用 0 

（4.5 kHz，在上半或下半传统模

拟AM信道上） 

< ±2.385 0 

±2.385 –30 

>± 2.385 –12 dB/倍频程至–60dB 

~ 13.49 –60 dB 

频谱占用1 

（5 kHz，在上半或下半传统模拟

AM信道上） 

<± 2.65 0 

± 2.65 –30 

>± 2.65 –12 dB/倍频程 至–60dB 

~ 14.99 –60 dB 

频谱占用2 

（9 kHz，在上半或下半传统模拟

AM信道上） 

<± 4.77 0 

± 4.77 –30 

>± 4.77 –12 dB/倍频程 至–60dB 

~ 26.98 –60 dB 

频谱占用3 

（10 kHz，传统模拟AM信道上） 

<± 5.3 0 

± 5.3 –30 

>± 5.3 –12 dB/倍频程 至–60dB 

~ 29.98 –6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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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频谱占用 4 

（18 kHz，采用两个传统模拟

AM信道） 

<± 9.54 0 

± 9.54 –30 

>± 9.54 –12dB/倍频程 至–60dB 

~ 53.97 –60dB 

频谱占用 5 

（20 kHz，采用两个传统模拟

AM信道） 

<± 10.6 0 

± 10.6 –30 

>± 10.6 –12dB/倍频程 至–60dB 

~ 59.96 –60dB 
 

 

e) ITU-R BS.1615 建议书– IBOC DSB 

 

调制 采用QPSK的OFDM  

频段 VHF 

信道带宽 400 kHz 

每信道载波  

MP1（混合） 380，分成20个频率部分 

MP2到MP3（扩展混合） 最高530，分成28个频率部分 

MP5、MP6、MS1到MS4 

（全数字） 

最高1093，分成58个频率部分 

AWGN下的临界BLER 0.16 

单信道观看的SPAN 1.3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1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慢（2 s） 

 

采用这些参数，以下频谱掩模应适用：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混合模式上的数字信号 0至± 50 –83.39 

± 50至 ± 95 {–83.39 +（|频率（kHz）| – 50 kHz） × 0.2} 

± 95至± 100 {–61.39 +（|频率（kHz）| – 100 kHz） × 2.6} 

± 200至 ± 205 {–61.39 –（|频率（kHz）| – 200 kHz） × 2.6} 

± 205至 ± 250 {–74.39 –（|频率（kHz）| – 205 kHz）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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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全数字模式上的信号 ± 200 至 ± 207.5 {–51.39 –（|频率（kHz）| – 200 kHz） × 1.733} 

± 207.5 至± 250 {–64.39 –（|频率（kHz）| – 207.5 kHz） × 0.2118} 

± 250 至± 300 {–73.39 –（|频率（kHz）| – 250 kHz） × 0.56} 

± 300 至± 600 –101.39 

>600 –111.39 

 

5.2.2.5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多个标准。这些标准共享与用于模拟电视相同的频段。为

此，频谱占用遵循与传统系统相同的定义。这个考虑已经在ITU-R BT.798建议书中陈述，并且后来

在ITU-R BT.1206建议书中以保护掩模的形式加以明确的定义。由于这个定义，对所有讨论的标准都

提供了6 MHz、7 MHz或8 MHz信道带宽的选择方案，以与使用中以前存在的电视广播带宽相匹配。 

在本节中描述了在国际电联内更详细讨论的标准，即，ATSC、DVB-T和ISDB-T，将ITU-R 

BT.1368建议书视为参考，它定义了数字地面电视业务的规划标准，以及ITU-R BT.1306建议书，它

定义了这些系统的纠错、数据成帧、调制和发射方法。用于以下描述的另外一个参考是Fischer所写

的书[2008]。 

未在以上所提建议书中介绍且将不在本手册中详细讨论的另外一个标准是DTMB （数字地面多

媒体广播），以前也被称为DMB-T/H。它采用TDS-OFDM （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用），对固定和移

动应用提供了两种多载波运行的模式。关于此系统的更多细节可以从中国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获

取。 

鉴于数字电视广播标准的内在质量参数是由于发射机网络的各种拓扑和工程选项，加上对广播

网络中的众多模拟向数字的演进和频率共享场合所引起，先进的内在质量诊断对支持频谱监测资源

的适当应用，特别对解决干扰和提升频谱使用效率是必要的。 

某些数字调制标准的一个特殊功能是创建单频网络（SFN）的可能性，这是相互临近的多个发

射机运行在相同频率并发射相同内容的一个环境。这种网络的基本目标是要采用较低功率发射机在

一个区域内提供更好的覆盖，解决由诸如地形特性和/或距离造成的传输限制，因此提供更好的频谱

效率。 

创建这个可能性是利用了数字传输系统的能力来提供多径消除和将多个发射机视为多径传输的

一个严格情况，即，只要传输的符号相同；频率相同；且发射机之间的时间差在可接受限度之内，

这些接收机就应能够无差错地对该信号解码。这种技术有些类似于移动通信网络上的CDMA软切换

功能。 

事实上，在一个SFN模式上运行的能力对提供相当强壮对抗多径传输功能的任何数字传输机制

是固有的，也能够被方便地用于大多数用于电视或者广播的OFDM传输系统中，尽管更常见的是应

用于电视。 

一旦SFN处于运行状态，需要使用能够进行详细系统分析的专门设备来适当地评估网络性能，

主要是因为简单信号电平测量将不能确定这种网络是否运行在其调制要求之内以及/确定干扰影响的

区域是否是SFN工程限制的产物还是出于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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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IST-2000-26222 ANTIUM“DVB-T现场实验报告”项目中看到对于DVB-T系统干扰研究

的一个实例。 

a) ATSC – 先进电视制式委员会 

 

调制 8电平格栅编码残留边带（8-VSB） 

内在质量测量 – BER （三种类型：维特比之前；维

特比之后和里德—所罗门之后） 

– MER （调制差错率） 

– 带肩衰减 

– 幅频响应 

– 引示副载波幅度 

– 谐波 

– 群时延 

– 相位响应 

频段 VHF和UHF 

每信道载波 1 

AWGN下临界BLER 1 × 10
–6，里德—所罗门解码之后 

在一个AWGN信道中的载噪比 取决于调制和信道编码。3.1-20.1 dB。

得自在临界BLER处采用理想信道估算的

模拟 

单信道观看的SPAN 10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10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平均（300 ms） 

 

采用一个500 kHz的测量带宽，以下频谱掩模应适用。对于此系统的另外测量信息亦见IEEE 

P1631/D3： 
 

 相对信道边缘频率差f  

（MHz） 

相对于信道中总平均功率的电平差

（dB） 

全业务发射机（FCC 47CFR 

第73.622（h）段） 

最高至0.5 –47 

0.5与3.0之间 –11.5 ×（f + 3.6） 

> 3.0 –110 

严格发射，按照FCC 47CFR 

第74.794（a）段 

最高至0.5 –47 

0.5与3.0之间 –{[11.5 ×（f – 0.5）] + 47} 

> 3.0 –76 

简单发射，按照FCC 47CFR 

第74.794（a）段 

最高至± 3.0 –[（f 
2
 1.44） + 46] 

> ± 6.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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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VB-T/H – 数字视频广播 – 地面与手持 

 

调制 采用QPSK、16-QAM、64-QAM、 

MR-16-QAM、MR-64-QAM的OFDM 

内在质量测量 – BER（三种类型：维特比之前；维

特比之后和里德—所罗门之后） 

– MER（调制差错率） 

– 信噪比 

– AWGN（附加白高斯噪声） 

– 相位抖动 

– I/Q幅度失衡 

– I/Q相位误差 

– 峰值因子 

– 幅度、相位和群时延 

– 脉冲响应 

– 带肩衰减 

频段 VHF和UHF 

每信道载波 1 705（2k 模式 – T/H） 

3 409（4k 模式 – H） 

6 817（8k 模式 – T/H） 

AWGN下临界BLER 1 × 10
–4，里德—所罗门解码之前 

在一个AWGN信道中的载噪比 5.0-23 dB，取决于调制和信道编码。得

自在临界BLER采用原型系统的测试 

单信道观看的SPAN 10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10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平均（300 ms） 

采用一个4 kHz的测量带宽，以下频谱掩模应适用，根据GE06最后文件，附件2。其他信息亦见

ITU-R SM.1792建议书：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在非临界情况下采用7 MHz信

道间隔工作的发射机 

± 3.35 0 

± 3.7 –40 

± 5.25 –52 

± 10.5 –77 

在临界情况下采用7 MHz信道

间隔工作的发射机 

± 3.35 0 

± 3.7 –50 

± 5.25 –62 

± 10.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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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在非临界情况下采用8 MHz信道

间隔工作的发射机 

± 3.9 0 

± 4.2 –40 

± 6.0 –52 

± 12.0 –77 

在临界情况下采用8 MHz信道间

隔工作的发射机 

± 3.9 0 

± 4.2 –50 

± 6.0 –62 

± 12.0 –87 

 

c) ISDB-T – 集成业务数字广播 – 地面 

 

调制 采用DQPSK、QPSK、16-QAM、64-QAM的

OFDM 

内在质量测量 – BER（三种类型：维特比之前；维特比之

后和里德—所罗门之后），也许对每种发

射机模式 

– MER（调制差错率） 

– 信噪比 

– AWGN（附加白高斯噪声） 

– 相位抖动 

– I/Q幅度失衡 

– I/Q相位误差 

– 峰值因子 

– 幅度、相位和群时延 

– 脉冲响应 

– 带肩衰减 

频段 VHF和UHF 

每信道载波 1405（模式1） 

2809（模式2） 

5617（模式3） 

AWGN下临界BLER 2 × 10
–4，里德—所罗门解码之前 

在一个AWGN信道中的载噪比 5.0-23 dB，取决于调制和信道编码。得自在

临界BLER采用原型系统的测试 

单信道观看的SPAN 10 MHz 

每BIN的RBW或滤波器 10 kHz 

扫描速度/积分时间 平均（3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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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表中给出了采用6 MHz（5.7 MHz）带宽工作的ISDB-T频谱掩模。对其他带宽，简化的掩模

在ITU-R BT.1206建议书中介绍。 

 

 相对于信道中心的频率 

（kHz） 

与信道内峰值电平相比的电平差 

（dB） 

0.25 W以下的发射机 

（ARIB STD-B31 版本1.6） 

± 2.79 0 

± 2.86 –20 

± 3.00 –27 

± 4.36 –44 

发射机功率介于0.25 W和 

2.5 W之间 

（ARIB STD-B31版本1.6） 

± 2.79 0 

± 2.86 –20 

± 3.00 –27 

± 4.36 –50 

子临界掩模 

（ABNT NBR 15601：2007） 

± 2.79 0 

± 2.86 –20 

± 3.00 –27 

± 3.15 –36 

± 4.5 –53 

± 9 –83 

非临界掩模 

（ABNT NBR 15601：2007） 

± 2.79 0 

± 2.86 –20 

± 3.00 –27 

± 3.15 –36 

± 4.5 –53 

± 9 –83 

临界掩模 

（ABNT NBR 15601：2007） 

± 2.79 0 

± 2.86 –20 

± 3.00 –34 

± 3.15 –50 

± 4.5 –67 

± 9 –97 

 

5.2.3 用于广播监测的特殊仪表 

如在第5.2段介绍性注解中所讨论的，在此子节中描述通过部署适合于无线电监测信号和适合于

内容监测的附加监测信道来扩展监测设施的一般导则。 

由附加信道记录的信息能够被用来帮助确认发射机、确定符合特定内容法规，例如非商业授权

信道的商业应用，甚至传输特性的评估，例如运行时间与频谱占用、HF广播的夜间功率降低或者客

观图像及声音质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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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需要，这样电台的一个网络能够向多个不同机构提供对广播服务提供商的不同义务进

行稽核的能力，包括对媒体产品征税、版权保护或甚至公民权利。 

很像对于标准频谱监测设施，监管者能够部署不同类型的内容监测电台。大部分时间，考虑到

小型的这种电台，部署这个内容监测信道作为标准频谱监测电台的一个附加资源很可能是有意义

的。例如，一旦检测到一个传输，一个第二记录仪被激活，释放监测接收机以继续扫描一个更宽的

频率范围。 

5.2.3.1 总体拓扑 

现代监测系统能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最新水平的软件设计实践，包括采用可扩展和可重用软件

组件，例如API，浏览器组件和商业通信标准，例如TCP/IP、HTML和网页服务，来提供一个更加灵

活和易于集成的平台。 

尽管可能，但由于其在运行和维护方面的限制，采用模拟记录和分配系统作为对监测活动的支

持在现代化的时代并不合理，并且因此将不在本章中做进一步考虑。 

下图呈现了一个内容监测的简化平台结构。从此图定义了以下几节，对每个要素提供更为详细

的信息。 

图5.2-5 

内容监测的简化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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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平台能够以一个固定电台，或者集成在移动或可搬移电台的形式来实施。多个以上功能

可以被集成为单个设备。 

5.2.3.2 天线系统 

天线的数量、尺寸和类型应以适应特殊信号特性和安装条件的方式来选择。 

ITU-R BS.599建议书建议在固定FM声音广播监测安装中采用定向天线，这种天线将明显地减少

干扰的概率并增加灵敏度。在图5.2-7中显示了用于在本建议书中介绍的声音广播的方向性掩模，或

者垂直，或者水平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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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关于天线类型和关于建议用于其他业务的方向性数量的明确建议，特别是对特殊无线

电接口信号的测量，但是此概念仍然适用并建议采用方向性天线，以降低不希望有的传输效应的影

响。 

移动内容监测设备应倾向于非方向性天线或天线矩阵，至少在水平平面上。这通常是由单极或

天线矩阵来实现。单极、双极和盘锥形天线作为VHF频段的无源天线可以是很好的选择。 

对更为特殊的移动系统，例如目的是要对SFN网络进行干扰分析，或者用于网络优化任务，带

有缓解干扰能力的天线矩阵和适应性空间处理的使用是合宜的，因为它可以在抗信号干扰上提供更

好的灵活性和性能，包括在相同频率上相关信号的情况下，例如在SFN中所观察到的。 

图5.2-6 

固定监测站接收天线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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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固定装置的增益规范，ITU-R BT.804建议书对电视频段的应用建议了以下数值： 

 

频段 频率 

（MHz） 

天线增益 

（dB） 

I 41-68 3.5 

III 162-230 7.5 

IV 470-582 10 

V 582-960 12 

 

如参考的建议书中所陈述的，这些数值通常被用做规划的参考，同样可以被用做集成一个满足

一般用户的参考电台。 

对于数字电视系统，ITU-R BT.1368建议书建议了类似的数值，有时在较低频段上有稍微高些的

增益。读者应参考本节稍后给出的表格，以通过考虑接收机灵敏度的要求和可用的RF调节设备来适

当地选择天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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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调节： 

RF调节设备包括开关、分配、线缆、低噪声放大器和当在维护实际用户条件的同时提升最佳接

收质量的滤波器。 

作为一个参考，当设计这样一个子系统时，应考虑下面讨论的灵敏度水平。 

5.2.3.3 接收与解码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信号的接收与解码通常是由标准商用视频和音频接收机/调谐器和解码器来

完成。 

当如上所述要求更深入的分析时，为了提升解调制与解码的性能，信号的接收与解码可以包括

适应性空间滤波器。 

理想情况下，系统应足够灵活来与标准商用接收机/解码器方便地集成，以能够对符合不同标准

的通过电缆、卫星或地面运行的数字广播、编码付费电视服务方便地进行监测。 

根据ITU-R BS.703建议书（模拟AM广播）、ITU-R BS.1615建议书（30 MHz以下数字声音广

播）、ITU-R BS.704建议书（FM广播），考虑到接收机、RF调节和天线系统，信号的获取应提供符

合表5.2-1的灵敏度： 

表5.2-1 

声音广播的接收机灵敏度 

系统 频段 滤波器BW 最小场强 

（dB(µV/m)） 

AM DSB声音 30 kHz-300 kHz 10 kHz 66.0 

数字声音 30 kHz-300 kHz 9 kHz 39.1
(1)

 

AM DSB声音 300 kHz-3 MHz 10 kHz 60.0
(2)

 

数字声音 300 kHz-3 MHz 10 kHz 33.1
(3)

 

AM DSB声音 3 MHz-30 MHz 10 kHz 40.0
(4)

 

数字声音 3 MHz-30 MHz 10 kHz 19.1
(5)

 

FM声音 – 单声道 66 MHz-108 MHz 150 kHz 或 

100 kHz
(6)

 

30.0 

FM声音 – 立体声 66 MHz-108 MHz 150 kHz 或 

100 kHz 

50.0 

(1) 较低的DRM估算值（最稳健运行模式），最高至49.2 dB(µV/m)的数值可以被用来增强传输质量。对较

窄的频谱占用模式，最小可用场强稍微高一些。详细描述见ITU-R BS.1615建议书。 

(2)
 也支持数值54 dB(µV/m)和40 dB(µV/m)。 

(3)
 仅仅考虑地波时的较低DRM估算值（最稳健运行模式）。最高至46.5 dB(µV/m)的数值也可以通过采

用天波被用来增强传输质量。对较窄的频谱占用模式，最小可用场强稍微高一些。详细描述见ITU-R 

BS.1615建议书。 

(4)
 WARC（HFBC-87）[1987，Geneva]对DSB和SSB接收采纳了这个数值。 

(5)
 较低的DRM估算值（最稳健运行模式），最高至29.9 dB(µV/m)的数值可以被用来增强传输质量。对

较窄的频谱占用模式，最小可用场强稍微高一些。详细模式见ITU-R BS.1615建议书。 

(6)
 根据使用中的本地系统，150 kHz用于导频系统或100 kHz用于极化调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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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TU-R BT.804建议书（模拟电视广播）和ITU-R BT.1368建议书（数字电视广播），考虑到

接收机、RF调节和天线系统，信号的获取应提供符合表5.2-2的灵敏度： 

表5.2-2 

电视广播的接收机灵敏度 

系统 频段 

（MHz） 

滤波器BW 

（MHz） 

最小场强 

（dB(µV/m)） 

模拟电视 41-68 6、7或 8 47  

模拟电视 162-230 6、7或 8
 (1)

 53  

模拟电视 470-582 6、7或 8 62 
(2)

 

模拟电视 582-960 6、7或 8 67  

数字电视 – ATSC 54-88 6 35 
(3)

 

数字电视 – ATSC 174-216 6 33 
(3)

 

数字电视 – ATSC 470-806 6 39 
(3)

 

数字电视 – DVB-T QPSK 200 8 27 
(4)

 

数字电视 – DVB-T QPSK 550 8 33  

数字电视 – DVB-T QPSK 700 8 35  

数字电视 – DVB-T 16-QAM 200 8 33  

数字电视 – DVB-T 16-QAM 550 8 39 
(5)

 

数字电视 – DVB-T 16-QAM 700 8 41  

数字电视 – DVB-T 64-QAM 200 8 39  

数字电视 – DVB-T 64-QAM 550 8 45  

数字电视 – DVB-T 64-QAM 700 8 47  

数字电视 – ISDB-T DQPSK 100 6 20.7 
(6)

 

数字电视 – ISDB-T QPSK 100 6 23.4  

数字电视 – ISDB-T 16-QAM 100 6 29.1  

数字电视 – ISDB-T 64-QAM 100 6 36.1  

数字电视 – ISDB-T DQPSK 200 6 24.7  

数字电视 – ISDB-T QPSK 200 6 23.4  

数字电视 – ISDB-T 16-QAM 200 6 33.1  

数字电视 – ISDB-T 64-QAM 200 6 40.5  

数字电视 – ISDB-T DQPSK 600 6 30.2  

数字电视 – ISDB-T QPSK 600 6 28.9  

数字电视 – ISDB-T 16-QAM 600 6 38.6  

数字电视 – ISDB-T 64-QAM 600 6 46.0  

(1)
 根据使用中的本地系统，带宽应在6、7或8 MHz之间考虑。 

(2)
 对系统K，频段IV和V中的限值数值应增加2 dB。 

(3)
 限值数值是根据在ITU-R BT.1368建议书中给出的表达式来计算的。给出的数值分别是对6 MHz信道带

宽和频率69、194与615 MHz计算的。 

(4)
 限值数值是根据在ITU-R BT.1368建议书中给出的表达式来计算的。给出的数值是对8 MHz信道带宽计

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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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5.2-2的注（续） 

(5)
 限值数值是根据在ITU-R BT.1368建议书中给出的表达式来计算的。给出的数值是对在选定代表性频率

的8 MHz信道带宽计算的。 

(6)
 限值数值是根据在ITU-R BT.1368建议书中给出的表达式来计算的。给出的数值是对在选定代表性频率

的6 MHz信道带宽计算的。 

附加内容监测信道的实施也可通过集成无线电扫描器来实现，例如业余无线电所用的那些。对

比商用广播接收机，这样的扫描器可能缺少适当的解码能力，但可以提供较大运行频率范围和自动

控制资源的优点，满足对固定监测系统的透明用户接口的要求，由第3章中所描述的标准测量信道和

附加内容监测信道构成。 

5.2.3.4 专用质量/技术参数仪表 

大多数情况下，诸如覆盖和频谱掩模这样基本业务的评估是通过与标准商用视频与音频接收机/

调谐器和解码器组合的标准监测设备来完成的。对数字广播，甚至可以找到一些更复杂的商业接收

机，它们能进行某些基本内在质量的测量，例如BER，但要全面地评估广播网络的特性，可能需要

更特殊化的设备，特别是解决像在SFN中可能看到的复杂干扰情况。 

像IST-2000-26222 ANTIUM“DVB-T多信道处理报告”项目这样的实验研究显示，这样的系

统，包括接收机、解码器和天线，应提供比常规终端高10至20 dB的抗干扰能力，这样就能实现可靠

的干扰诊断和信号测量，包括适当的信令信道解码，能够进行基本参数的确定，例如保护时间调制

和编码机制。 

5.2.3.5 数字化与压缩 

每当选择一个数字化系统时，应了解其内在噪声特性，对媒体质量评估这样的应用选择更高等

级的系统，即，具有更高比特/取样速率以及具有更好的输入滤波器特性，或者对标准内容监测和媒

体分类选择较低等级的系统。考虑到现代系统，应避免采用少于每取样8 bit的选择，而每取样大于 

10 bit可以被认为对大多数应用是不必要的。 

按照基于模拟系统的分辨率和尺度，定义一个352x288像素的图像帧是通用中间格式（CIF）。

一个标清电视将定义为大约4CIF，704 × 576像素，而一个高清电视大约为16CIF，1408×1152像素。

还定义了其他较低的解析度，如QCIF，具有176 × 144像素的四分之一CI，和SQCIF，子四分之一

CIF，具有128 × 96像素。 

对于一个基本计算，取每个彩色分量8 bit，每个像素生成24 bit，将24 bit乘以一个CIF帧上的

101.376像素，将得出每帧2.433.024 bit，或者对应一个每秒30帧活动图像序列上的72.990.720 bit/s。

记住这个数字记，就能轻易地得出关于视频压缩算法重要性的结论。 

为了减小其大小，压缩算法利用了信息的自然冗余。这个冗余只可能是根据所选的数字呈现来

选择，从它可以推导出无损压缩算法，或者可能包括信息本身的冗余，例如时间不变帧分段、呈现

一定场景所需亮度分辨率与色度分辨率之差、与人类感知极限相关的信息频谱特性。对这种冗余的

抑制或减少使用了有损压缩算法。通常，视频与音频压缩算法组合了这些算法来达到更大的压缩。 

在国际电联内部，视频压缩是一些建议书的题目。ITU-T H.120建议书（第一版 – 1988），重点

在视频会议，是ITU-T内部视频CODEC标准系列中的第一个。随后是ITU-T H.261建议书（第一版 – 

1990）。该建议书重点在SDH信道（速率n×64 kbit/s）上的传输以及例如视频会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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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在1995年发布了与ISO/IEC联合提出了被更广泛地称为MPEG-2的ITU-T H.262建议书，试

图应对对具有更高质量的普通CODEC的需求，更适合于广播和数字媒体存储这样的应用。 

ITU-T H.263建议书（第一版 – 1996）改进了来自ITU-T H.261建议书的CODEC规范，包括更好

的转换和图像间预测，以减少空间和时间的冗余压缩。 

在国际电联内部这个系列中最新和最值得注意的建议书是ITU-T H.264建议书，它于2003年获得

批准，稍后的勘误表发布于2009年。此建议书是来自ITU-T视频编码专家组（VCEG）和ISO/IEC活

动图像专家组（MPEG）以联合视频组（JVT）的形式联合提出的。而ISO/IEC标准就是ISO/IEC 

14496，与ITU-T H.264建议书完全相同，亦被称为MPEG-4。 

这个稍晚的标准提供了比以前标准更高的性能，文件大小的减少与ITU-T H.262建议书相比可以

高达64%，与ITU-T H.263建议书相比可以高达49%。当对一个以大约768 kbit/s进行编码的视频序列

进行峰值信噪比测量时，失真大约高于ITU-T H.262建议书4 dB，高于ITU-T H.263建议书3 dB。 

本节中的讨论集中于视频，因为其在信息的处理、传输和存储上要求更高。音频信号在取样和

量化上遭受相同的问题，但是原始数字数据的传输与存储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考虑用于高端应用。

例如，在计算机系统上，WAV文件标准就对应于这样的原始数字格式。 

通常，以上描述的视频标准还包括一个音频压缩层而且相同的算法被用于音频压缩，甚至当没

有视频伴随时。这就是普遍知道的格式，例如MP3，第三层MPEG的缩写，它对应于来自MPEG压缩

标准的音频层。 

作为结论，压缩对内容监测和记录实施的重要性现在很可能清楚了。另一方面，考虑到大多数

压缩算法也将引入噪声和失真，需要记住所规划系统的特殊目标。 

大多数建议的方法是考虑一个集成多种选项并且甚至可能是多个编解码器的解决方案，使得可

以根据该媒体之后的使用来选择适当的编解码器和比特率。 

对这样系统的经验显示，对媒体浏览、流、内容确认和分类这样的应用，对采用ITU-T H.264建

议书的编解码器，16 kbit/s高的压缩率用于音频和180kbit/s用于视频可以提供可接受的结果。这可以

提供类似于在视频会议应用上所体验到的视频和音频质量。 

对视频的质量评估，可以考虑一个4 Mbits/s以上的高得多的比特率，采用ITU-T H.264和H.262建

议书这样的编解码器，它们须提供类似于数字电视或DVD的质量。对声音广播的质量评估，可以考

虑采用原始数字格式。 

还建议将另外的选择用于中间质量，介于用于质量评估的高端需求和用于浏览和分类的基本需

求之间，为系统用户提供能够更好适合其需求的能力。 

一个有意义的选项是这样的参数应在时间安排期间可配置。 

5.2.3.6 初步媒体分析和元数据 

对所收集音频和/或视频的初步媒体分析包括元数据区的创建，一旦需要这个任务时，它们对改

善媒体搜索算法和进一步分类的性能及由一个人类操作员对所收集信息的评注是必要的。 

现在，元数据信息可以不仅包括由接收机和辅助系统直接提供的基本信息，例如：原时间戳、

频率、信号电平、RDS信息、隐藏字幕、差错率，还包括从专门分析算法得出的更复杂的信息，例

如：关键帧检测、参考图像检测、参考声音序列检测（叮当）、质量评估、演讲人确认、节奏分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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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元数据的实时生成可以是有用的或甚至是强制性的，例如，当分析视频质量参数或试图识

别或对特殊功能（帧识别）分类时，因为进一步的压缩和存储可能影响原信息特性，例如，降低一

个视频序列上每秒的帧数，并增加帧检测自动评注的差错率。 

系统设计应在需要进行初步媒体分析的实时处理的成本与作为帮助进一步处理而收集原数据的

好处之间折中。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特定的研究来处理这个问题，但事实是，算法和计算机的能

力的持续演进将持续地将这个平衡倾向于增加系统能力来进行实时媒体分类。 

有很多方法来存储收集或产生的元数据，通常它们将被简单地存储在一个数据库系统上，使它

能够方便地通过采用内嵌在这样系统上的质询算法来恢复。这个概念仍有用且可以被应用于实现一

个集成媒体门户，使得多个用户能够接入该媒体。 

简单数据库系统的主要缺点是，一旦媒体被检索时，它有可能丢失其到元数据的链接，而且，

这个媒体在此数据库系统以外的分发与永久存储可能会有问题。为了克服这个缺点，鼓励采用多媒

体描述标准，例如MPEG-7。 

MPEG-7是在ISO/IEC 15398标准上描述的，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用于元数据核心描述的工具，还

有处理媒体相关信息的系统工具。采用了MPEG-7，元数据可以被存储在数据流本身内的一个XML

结构中，使得可以对此信息进行方便和安全的传输与存储。 

5.2.3.7 数据的分发与处理 

如同在本节开始所讨论的，要利用来自数字记录媒体数据的优点，系统应考虑用于分发和处理

所收集信息的网络资源。 

尽管网络传输的能力在持续增长，当考虑到一个内容监测系统的实施时，应谨慎地考虑网络的

用法，特别是从短期和长期成本的角度。无论何时有可能，应采用更高的压缩，以更有效地使用这

些资源。 

在处理方面，考虑基本任务的全面自动化，在下图中给出了对这样系统所期望的工作流程实

例。这个图解介绍了媒体处理的自动和手动任务之间的互动。 

在图5.2-7中所给出图上的任务能够被归纳如下： 

第1步：一个管理员安排任务时间表。为了适应不同任务目标并达到更高的系统使用率，此时间表可

采用不同优先级别和不同记录特性来定义。信号被自动获取系统记录，并为了进一步分析而被存储

到一个临时数据库上。 

第2步：管理员对所记录媒体的粗略分析，以确立对进一步研究和/或存储的相关性。 

第3步：特殊分析与应用的媒体处理。 

第4步：自动报告的生成。 

第5步：在更高容量媒体上的永久存储，以为了以后的任务释放工作数据库上的空间。 

随着自动媒体评估和分类新算法和技术的演进，应考虑应减少将要分析的媒体量，以完全抑制

手动任务，但是甚至还没有一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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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数据处理工作流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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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8 数据存储器 

如在前节给出的图中所描述，在一个内容监测系统中可以占有至少三种主要存储单元：一个临

时的存储单元，媒体在被获取期间和刚被获取后被存储在这里；一个工作存储单元，媒体被存储在

这里进行进一步处理；以及一个永久存储单元，媒体在所有处理完成之后被存储在这里。 

要使用存储的大小与类型可以极为不同，取决于所设计的解决方案。通常，应按照所用的压缩

算法考虑比特消耗以及对媒体处理每一步所要求的可用媒体时间量来计算存储大小。 

不论考虑媒体可用性时间是多少，存储容量一定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释放。因此，项目实施应

认真考虑对永久媒体存储的替代方案，例如，磁带、DVD和媒体机器人，用于非常大量、低速的存

储。 

一旦实施这类存储时，还应对实施考虑索引和获取此信息的方法，采用对媒体存储加索引的一

个适当数据库来补充存储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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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建议书和报告 

注–  鼓励采用下列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BS.412建议书 – 《VHF频段地面FM声音广播的规划标准》。 

ITU-R BS.599建议书 – 《第八频段（VHF）声音广播接收的天线方向性》。 

ITU-R BS.643建议书 – 《用于与导频音系统使用的FM无线电接收机中的自动调谐及其他应用的系

统》。 

ITU-R BS.703建议书 – 《用于规划目的的AM声音广播参考接收机的特性》。 

ITU-R BS.704建议书 – 《用于规划目的的FM声音广播参考接收机的特性》。 

ITU-R BS.706建议书 – 《单声道AM声音广播（AMDS）中的数据系统》。 

ITU-R BS.774建议书 – 《采用VHF/UHF频段地面发射机对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机进行数字声音广

播的业务要求》。 

ITU-R BS.1114建议书 – 《在30-3 000MHz频率范围内的对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机进行地面数字声

音广播的系统》。 

ITU-R BS.1116 建议书 – 《用于对在包括多信道声音系统的音频系统中微小损伤进行主观评估的方

法》。 

ITU-R BS.1283建议书 – 《对声音质量主观评估ITU-R建议书的指导》。 

ITU-R BS.1284 建议书 – 《声音质量主观评估的一般方法》。 

ITU-R BS.1285建议书 – 《音频系统中微小损伤主观评估的预选方法》。 

ITU-R BS.1286建议书 – 《对带有伴随图像的音频系统进行主观评估的方法》。 

ITU-R BS.1387建议书 – 《感知音频质量客观测量的方法》。 

ITU-R BS.1534建议书 – 《编码系统中间质量水平主观评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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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BS.1615建议书 – 《用于30 MHz以下数字声音广播的“规划参数”》。 

ITU-R BT.500建议书 – 《电视画面质量主观评估的方法》。 

ITU-R BT.710建议书 – 《高清电视中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估方法》。 

ITU-R BT.798建议书 – 《VHF/UHF频段中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 

ITU-R BT.804建议书 – 《用于PAL/SECAM/NTSC电视系统频率规划的电视接收机要素的特性》。 

ITU-R BT.1128建议书 – 《常规电视系统的主观评估》。 

ITU-R BT.1129建议书 – 《标清数字电视（SDTV）的主观评估》。 

ITU-R BT.1206建议书 –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的频谱整形限值》。 

ITU-R BT.1210建议书 – 《用于主观评估中的测试材料》。 

ITU-R BT.1306建议书 –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的纠错、数据成帧、调制和发射方法》。 

ITU-R BT.1368建议书 – 《在VHF/UHF频段中的数字地面电视业务的规划标准》。 

ITU-R BT.1439建议书 – 《可应用于模拟电视演播室和整体模拟电视系统的测量方法》。 

ITU-R BT.1700建议书 – 《常规模拟电视系统合成视频信号的特性》。 

ITU-R BT.1701建议书 – 《常规模拟电视系统辐射信号的特性》。 

ITU-R SM.1009建议书 – 《在大约87-108 MHz频段中的声音广播与在108-137 MHz频段中的航空业务

之间的兼容性》。 

ITU-R SM.1268建议书 – 《在监测站测量FM广播发射最大频率偏移的方法》。 

ITU-R SM.1792建议书 – 《出于监测目的对T-DAB和DVB-T发射机的边带发射的测量》。 

ITU-R BT.1082建议书 – 《为了图片评估方法统一的研究》。 

 

ITU-T 建议书和培训教材 

ITU-T H.120建议书– 《采用一次群传输的视频会议的编解码器》。 

ITU-T H.261建议书 –《用于p x 64 kbit/s视像业务的视频编解码器》。 

ITU-T H.262建议书 – 《信息技术 — 活动图像和相关的声音信息的一般性编码：电视》。 

ITU-T H.263建议书 – 《用于低比特率通信的视频编码》。 

ITU-T H.264 – 《通用视听业务的先进视频编码》。 

ITU-T P.563建议书 – 《用于窄带电话应用中客观语音质量评估的单端方法》。 

ITU-T P.800 建议书– 《传输质量客观确认的方法》。 

ITU-T P.810建议书 – 《调制噪声参考单元（MNRU）》。 

ITU-T P.830建议书 – 《电话频带和宽带数字编解码器的主观性能评估》。 

ITU-T P.862建议书 – 《话音质量的感觉评估（PESQ）：评估窄带电话网和话音编解码端到端话音质

量的客观方法》。 

ITU-T培训教材[2004] 《视频质量的客观感知评估：全参考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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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蜂窝系统的监测 

5.3.1 引言 

在本节的内容中，术语“蜂窝系统”被用来包含提供对公众通信网直接或间接接入的所有移动

无线电系统，例如，公众电话网或互联网。考虑到对无线电监测任务与程序有重要地位的网络结构

和移动性程度的差别，蜂窝系统被分为以下类别： 

– 蜂窝无线电系统。 

– 个人通信系统（PCS）。 

– 卫星移动系统（MSS）。 

– 宽带无线接入（BWA）。 

5.3.2 蜂窝无线电系统与标准 

蜂窝无线电系统提供对其他移动用户以及对公众交换通信网（PSTN）的移动接入。现在全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蜂窝无线电系统标准在使用。改善的新系统将应高质量移动语音和数据业务增长的要

求不断被部署。但是，这些新系统对负责频谱监测和遵守法规实施的电信主管部门提出了另外的挑

战。装备了常规、通用技术的无线电监测站可能会在检测和监测蜂窝无线电系统中遇到困难。为了

紧随蜂窝无线电系统设计中的进展，必须要在无线电监测站中安装新设备和采用新技术。 

蜂窝无线电系统在多个方面上不同于其他地上移动无线电系统。它们提供： 

– 增加的呼叫容量以适应更大的用户数量； 

– 在更大地理地区内改进的业务质量； 

– 无线电频谱的更好利用。 

采用模拟标准的蜂窝无线电系统过去已经在全世界很多地区运行。但是，这样的系统几乎普遍

被替代，或者升级到了数字蜂窝无线电系统.。模拟标准被称为第一代蜂窝无线电系统。对这些系统

的监测不再在本节中详细讨论。 

任何蜂窝无线电系统的一个主要限制是无线电频谱的可用性。所有蜂窝无线电系统采用频率

（信道）重用，而且它们大多数支持定义被称为小区的地理地区之间的受控切换。一个小区的大小

由来自运行在该小区内的基站发射机所给出信号强度的地理覆盖面积来决定。 

图5.3-1采用GSM实例显示了一个数字蜂窝无线电系统的简化结构。 

为了使基站数量最少，它们通常被布置在分别由120°张角定向扇区天线作用的三个六边形小区

的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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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GSM网络结构 

 

频谱-5.3-01 

  

  

  

  

  

  

业务网络 

BTS 

BTS 

BSC 
BTS = 基站收发信机 
BSC = 基站控制器 

 

 

当移动单元进入到由一个通常采用一种或多种以下技术工作的不同基站收发信机（BTS）覆盖

的一个新的地理地区内时，一个所谓的切换程序自动切换移动终端（手机或其他移动用户设备）的

控制以及对相邻小区的连接： 

– 对于频分多址（FDMA），到一个不同的RF信道上； 

– 对于时分多址（TDMA），到一个不同时隙上； 

– 对于码分多址（CDMA），采用在相同RF信道上的不同正交扩展编码。 

在CDMA网络中，有可能同时从多个基站为一个移动单元提供服务。所谓的“软切换”无缝地

将用户数据流传过两个或者三个基站，取决于它们在该移动单元位置的接收条件。 

对以上所提复用方法的一个更为详细的描述见第6.6段。 

已经有六种在2000年之前开发的主要数字蜂窝无线电系统标准被采用。 

这些被称为第二代（2G）系统： 

– 欧洲电信标准学会（ETSI）定义的标准 – 称为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 北美电信工业协会/电子工业协会TDMA标准  – 普遍称为IS-54（由新标准TIA/EIA-136替

代）； 

– 日本无线电系统研究与发展中心（RCR）TDMA标准RCR STD-27 – 称为PDC（个人数字蜂

窝）通信系统； 

– 北美电信工业协会/电子工业协会CDMA标准– 普遍称为IS-95（由TIA/EIA-95替代）； 

– 日本无线电工业与商业协会（ARIB）CDMA标准ARIB T-53； 

– 韩国电信技术协会（TTA）CDMA标准TTA.KO-.0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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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标准GSM采用单一数字网络替代了很多不兼容的以前遍及欧洲的模拟蜂窝系统，它允许跨

国界的漫游。 

在欧洲，GSM也已经被部署在1 800 MHz频段，在北美，在1 900 MHz和850 MHz频段。 

北美过渡标准IS-54和IS-95 （现在被TIA/EIA-136-A和TIA/EIA-95-C替代）开始要求数字蜂窝系

统工作在与模拟蜂窝相同的频段。 

服务提供商按要求要满足各个小区站点的需求，已经逐渐采用数字业务替换了现有的模拟设

备。 

尽管PDC标准类已经被部署在一个800 MHz数字频段之外的一个专用1 500 MHz频段中，它似于

IS-54。 

自从2000年，多个2G扩展和3G发展已经为IMT建立起的新标准，例如： 

– 全球分组无线电业务（GPRS）和增强型数据速率GSM演进技术（EDGE）：这些2.5G系统

处于向GSM标准高速率扩展的中间。 

– UMTS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是一个欧洲3G标准，基于多种CDMA波形式（FDD模式）和

混合TDMA/CDMA波形式（TDD模式），它由ETSI和3GPP组织标准化。地面UMTS主要运

行在2 000-2 100 MHz，有几个在900 MHz和450 MHz频率范围中的扩展。 

– UMTS支持多种移动无线电业务（IP电话、移动视频等）。最近对高速数据模式的扩展，例

如高速下行链路分组接入（HSDPA）和高速上行链路分组接入（HSUPA），以及当前向着

地面4G （长期演进（LTE））的演进增加了可用的数据速率和系统的灵活性。 

– CDMA–2000是一个美国的3G标准，基于多个CDMA波形式（主要是FDD模式），包括第二

代IS 95 A和B CDMA标准，它由TIA/EIA和3GPP2组织标准化。CDMA 2000包括覆盖大部分

移动无线电业务的多种无线电配置，包括高速分组模式。3GPP2标准与3GPP标准的合并现在

正在讨论。 

表5.3-1提供了影响空间接口和数字蜂窝无线电系统频谱的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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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个人通信系统描述 

除了以前描述的蜂窝无线电系统，个人通信系统（PCS）是低移动性系统。主要标准是： 

– ETSI定义的欧洲数字无绳通信（DECT）标准； 

– 日本无线电系统研究与发展中心（RCR）开发的标准 RCR STD-28 – 被称为PHS（个人手持

电话系统）。 

这些系统通常被用来在便携式用户设备（头戴话机、手机等）与一个通过电缆连接到PSTN的基

站之间的无线电连接。因此，尽管具有移动能力，它们通常在一个相对局部的水平上提供无线电接

入。PCS在地面和卫星配置中能够为点对点或点对多点。 

与其他蜂窝无线电系统一样，今天多数PCS采用数字调制技术。表5.3-2提供影响空间接口的一

些参数。 

表5.3-2 

个人通信系统的空间接口特性 

 

标准 DECT PHS 

接入方法 TDMA/FDMA TDMA/FDMA 

频段（MHz） 

– 基站到移动 

 

– 移动到基站 

 

1 880-1 990 

 

1 880-1 990 

 

1895-1907 

 

1895-1907 

双工类型 

双工间隔（MHz） 

TDD 

0 

TDD 

0 

调制 GFSK /4 DQPSK 

载波数量 10 77 

载波间隔（kHz） 1728 300 

每载波信道 12 4 

移动发射功率（mW） 250 10 

基站发射功率（mW） 250 10 私有 

500 公用 

数据速率（kbit/s） 1 152 384 

帧周期（ms） 10 5 

帧结构 417 s 时隙 

24 时隙/帧 

0.625 ms 

8 时隙/帧 

 

与术语PCS相关的最普通业务是“微蜂窝”点对多点语音与数据业务，目的是要向在家中、办公

室或在街上的步行用户提供语音与数据业务的完整组合。小区对提供改善覆盖和容量是必要的。正

被开发的新技术被称为本地多点分配业务（LMDS）和多媒体分配业务（MMDS）。这些系统以蜂

窝结构运行并提供互动视频和数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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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T对以前的CT2技术添加了显著的增强，并被开发来适应街上的步行者，像CT2一样，采用

也能像PABX和LAN那样提供无线室内网络的结构。DECT还提供双向呼叫和自动漫游与切换能力。 

PHS是一个具有类似于DECT概念的数字无绳电话系统。一个个人基站可用与一个专用无绳电话

基站或与一个公用小区基站一起使用。 

所有DECT与PHS基站持续监测信道差错。如果在一个规定时间段内具有差错的时隙数超过一个

门限，要施行避免干扰。这包括切换到在相同载频上的另外一个时隙、切换到另外一个载频、切换

到另外一个小区基站、临时中断发射、以及释放无线电线路。 

5.3.4 卫星移动业务系统 

卫星移动业务（MSS）系统采用在对地静止轨道（GSO）上或具有许多不同轨道特性的非GSO

上的卫星。移动单元直接与正在越过该地区的卫星进行通信，而该卫星将通信中继到另外一颗卫星

或者地球站进行进一步的路由安排。控制站通过其轨道跟踪卫星并作为业务到PTSN的馈线链路。图

5.3-2显示了MSS系统的主要组件。 

图5.3-2 

MSS系统的主要组件 

 

频谱-5.3-02 

Gateway 

Mobiles  
handsets 

Gateway 

LC 

LC 

LC 

LC 

LS 

300 km ( 
LS：L 或 S 频段业务链路 

LC：C、Ku、Ka 频段

连接链路 

固定网络（PSTN、专用……）或移动网络（GSM、Is95、UMTS、

CDMA 2000……） 

网关 

Ka 频段卫星间链路 

地面段 

空间段 

用户段 LC 

LC 

LC 

LC 

地面点：300 m

（典型值） 

移动业务交换中心 

归属位置注册 7 个访问位置注册 

卫星运行控制中心 

网关 网关 

移动 

手机 
LC LS 

 

5.3.5 宽带无线接入 

宽带无线接入（BWA）系统是要采用无线电技术，在宽带电信线路不可用或商业上不可行的位

置，对互联网这样的数据业务提供高速接入。不同于第5.3.2段中描述的蜂窝电话系统，BWA通常假

设准固定用户设备，并因此可能不总是应用切换程序。 

但是，因为BWA 调制、多重接入和蜂窝结构原理类似于其他蜂窝无线电系统，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要求相同的监测设备与程序，它们被包括在本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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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蜂窝系统中的最普通的BWA技术是： 

– UMTS/CDMA2000衍生技术。 

– WiMAX （IEEE 802.16）。 

– LTE。 

因为BWA系统的主要目标是要向和从用户传输一个高数据速率，现代系统被高度优化，甚至在

改变传输条件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最佳性能。此外，特别是在下行链路，有必要以非常有效的方法在

很多用户中共享可用带宽。 

这包括持续地对每一个用户的调制、带宽和发射时间进行适配。像在WiMAX和LTE中使用的

OFDMA这样复杂的接入方法使基站能够在包括少数OFDM用户和短暂发射时间的所谓资源组中组织

业务。 

因此每个下行链路突发能够建立得像一个拼图，将所有资源组对每个用户分别与可变带宽和发

射时间进行最佳适配。 

结果是一个电平、带宽和频谱形状总是变化的高度动态的突发RF信号，它使用于监测目的的测

量非常具有挑战性。 

表5.2-3提供了关于一些影响空间接口参数的信息。 

因为用于这些系统的频段数量在全世界都不同，所以没有包括完整的频率纵览。 

 

表5.3-3 

WIMAX和LTE系统的空间接口特性 

技术 WiMAX LTE 

接入方法 OFDMA OFDMA/SC-FDMA 

频段（MHz） 各种，例如， 

2300-2400 

2500-2690 

2545-2575 

2595-2625 

3410-3594 

5200-5800 

各种，例如， 

791-862 

2500-2690 

双工类型 FDD（TDD） FDD（TDD） 

调制 OFDM OFDM 

载波数量 可变 可变 

信道间隔（MHz） 1.25 ... 20 5，10，20 

移动发射功率（mW） 250 250 

帧周期（ms）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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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对测量的考虑 

蜂窝无线电系统的规划、建立和成功运行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涉及复杂的计算机辅助规划工具

和对于很多不同参数的测量系统。包括测量的大多数相关任务是网络运营商的责任。通常，监测业

务只需要评估覆盖和调查外部干扰。能够测量和分析对网络使用可能很重要的所有参数的先进系统

将只被在非常少见情况下的监测业务所需要，因此不在本节中详述。对只能应用于与网络运营商合

作的监测方法也一样。 

5.3.6.1 对RF参数的测量 

通常，对蜂窝系统基站RF参数的测量类似于对其他业务的测量，包括在第4章中。 

但是，在本子节中描述了一些在测量蜂窝系统基站时出现的特殊考虑和困难。 

RF电平与场强 

因为大多数数字蜂窝系统以突发形式发射，感兴趣的相关RF电平和场强是平均突发电平（AV-

突发），它是在一个突发期间的RMS电平。普通扫描分析仪只能在时域测量这个电平（见第4.3.7

段）。但是，必要的测量带宽要求没有来自相邻频率的干扰。这通常在蜂窝频段内是很难达到的，

因为很多区域中所有信道将被占用。因此，测量位置的仔细选择和定向天线的使用是必要的。在

FDMA和TDMA都被采用的蜂窝系统中，例如GSM，有可能受益于这样的事实，即在相邻频率上的

突发不（总是）发生在与所需信道相同的时隙中。这使得有可能进行一个正确的时域功率测量，甚

至在重叠信道和部分占用相邻频率的情况下。 

在CDMA系统中，接收到的有用能量是由所需接收机在扩频后重新得到的。这通过所谓的扩频

增益极大地增强了S/N。但是，标准监测设备不能利用这个增益，所以它只看到具有非常低电平的扩

宽RF频谱，以至于它经常几乎不能检测。这特别对应于CDMA上行链路。与必要的功率控制一起，

来自移动单元的所需信号甚至在基站位置通常都是这么样地接近本底噪声，以至于不可能测量电

平。当要求一个CDMA基站最大可能的电平时，不得不采用一个能够进行信号扩频的测量接收机在

编码域中测量。形成的信号根据它们的信道编码分开，并能被分别测量。至少总被以最高恒定功率

发射的逻辑信道之一是一个组织信道（例如，CPICH），它不依赖于该基站的业务负荷。在UMTS系

统中，基站的最大可能总电平是在CPICH电平水平之上的一个固定值。尽管普遍承认这个值为 

10 dB，一些网络运营商对不同基站采用不同值。这些值可能大于10 dB，因此，如果应用10 dB，它

可能导致对该基站最大可能功率的低估。 

在采用OFDMA的系统中，甚至基站的AV突发电平都很难测量，因为它甚至在突发期间都变

化。通常，监测业务关心确定发射的最大可能电平，例如当将结果与允许的最大功率相比较时。在

这些情况下，每个突发的第一部分必须在前导与同步信息总是采用最高功率电平来发射的时刻来测

量，而不考虑基站的业务负荷。 

调制 

对蜂窝系统调制差错率（MER）这样调制参数的测量基本上与其他数字系统相同，并在第4.6段

中描述。但是，采用CDMA或LTE技术的蜂窝系统经常被设计得具有基站重叠业务区域。因为它们

都在一个频率上发射，经常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将被测基站发射与其他基站发射区分开的测量位置和

设置。如果尽管采用来定向接收天线也不可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测量位置，在发射机（测试）输出上

的一个引导测量可能是唯一实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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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 业务测量的质量 

特别是在具有稠密基站网络的蜂窝无线电系统中，网内和网间干扰可能造成与所谓服务质量

（QoS）相关联的某些参数的劣化。这些参数只能采用为相关蜂窝系统定制的特殊监测设备来测量。 

以下在给定位置影响一个蜂窝网络实际使用率参数的列表不是详尽的： 

– 信噪比（S/N）和信干噪比（SINR）。 

– 误码率/误包率/误符号率。 

– 由于多径条件/信道脉冲响应造成的反射信号时延。 

– 切换条件。 

因为QoS参数的数值取决于特定位置，这些监测系统最适合于测量车辆中。图5.3-3显示了这样

一个系统的实例，一起还有一些可能的取样测量评估显示。 

图5.3-3 

蜂窝无线电网络测量系统的实例 

 

频谱-5.3-03 

天线网络： 

五个 1/4 波长天线 地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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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信道的检测与解调制 

 

这些特殊的测量系统能够被用于在干扰情况下，特别是由于不良传输条件下来自在相同网络内

其他发射机的干扰（网络内干扰），通过将测量的QoS参数与最小系统要求相比较来检测问题。这样

的设备采用可以通过采用与天线矩阵及协作适配空间滤波器相关的多RF信道同步接收机和取样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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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信号处理的方法。这样的技术通过采用基于已知信号恢复的协作技术改善了无线电测量的准确

度和可靠性、解调制和解码性能。 

关于适配滤波和协作处理方法的其他信息包括在ITU-R SM.1598建议书和ITU-R SM.1600建议书

中。 

5.3.6.3 干扰机制 

之后将描述在数字蜂窝无线电网络中多个干扰情形下的干扰分析。 

共信道干扰：由工作在临近小区相同频率上的多个发射机产生的干扰被称为共信道干扰。如果一个

GSM中继器没有得到网络运营商授权就运行，就可能是这种情况。 

相邻信道干扰：相邻信道干扰是由来自相接或相邻信道或者从多个信道溢出的RF能量所引起。 

除在第4章中描述的用于消除干扰的标准测量技术之外，以下子节提供了普通干扰情形和蜂窝网

络特定的可能测量技术的一些实例。 

PCS：在一个区域内有太多基站 

接收机选择性的限制和错过工作在相同频率的不同网络基站之间的时间同步使得不可能在一个

给定位置使用所有理论上可用信道而没有干扰。例如：在欧洲，10个频率信道被指配给DECT业务，

设计采用每个频率12个配对的时隙。 

所以，理论上120个DECT基站应能够共同存在于一个给定位置。但是在实际中，如果多于10个

基站同时运行，就已经发生严重的干扰。尽管此情形经常发生在密集办公室区域，那里大公司使用

很多DECT电话，这对都是令用户甚至技术人员吃惊的。 

采用一个标准频谱分析仪来辨别这种情形的好方法是在零展频模式下显示单独一个RF频率，受

最强信号所激发。来自其他基站在相同频率上的突发将慢慢随时间移动位置直到它们与被激发的基

站相符合。图5.3-4显示了该情形的一个实例显示：视窗的顶部显示了DECT频段在频域中的一个观

察。 

所有信道被占用。底部是一个在标记频率处的时域表现，在其上面（1 895.6 MHz）显示了一个

DECT帧（10 ms）。在这个信道上，有一个活跃对话（1），以及来自其他未同步基站的多个空闲信

号。例如，这二个标记为（2）的分开小于一倍时隙，，并将很快相互干扰。 

如果实际频段占用已经很高，冲突连接将会找不到一个可选频率和/或时隙，并且将被结束。唯

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减少PCS基站的数量。 

CDMA：来自外部源的干扰 

CDMA的原理要求所有在相同频率上发射的基站要被在基站采用相同电平接收。这是通过移动

电台的一个快速发射功率控制来达到的。如果一个基站接收一个到来自外部设备的干扰信号，它将

提高活跃移动单元的功率，直到它们的电平超过在编码域中的干扰电平。 

通常干扰信号在频域是在所需信号之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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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4 

在相同频率上的多个未同步DECT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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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法是尝试并在采用频谱分析仪这样的标准测量设备的一辆监测车中从空中挑出干扰信

号。如果这不可能，例如因为监测天线不能被布置得离一个微弱干扰信号源足够近，可以采用一个

特殊测量设备，它能够检测并识别低于噪声电平的干扰源，并且有可能隔离干扰信号。如果这个方

法失败或这样的特殊设备不可得，频谱分析仪或监测接收机能够被连接到受干扰的扇形天线。通常

这在采用平行于蜂窝网络接收机的测量输出时是可能的。以这种方法，可以进行测量而不用中断常

规业务。 

当将频谱分析仪这样的标准监测设备连接到受干扰CDMA基站的天线上时，外部干扰的存在将

显示为在本底噪声之上很多的来自移动单元的所需信号电平。如果它是一个宽带干扰，这可能是其

存在的唯一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干扰源的确定只有通过尝试找到一个位置才可能，在那里，进入

一个（定向）测量天线的干扰信号电平高于活跃移动单元的信号。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干扰信号

带宽比CDMA信号窄很多。在此情况下，当它实际上引起对设备的干扰时，由于系统增益，可以清

楚地看到该信号在来自活跃移动单元的信号之上，（见第5.3.6.1和第6.6.4.3段中的描述）。因此，采

用标准方法定位干扰源是相对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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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覆盖区域内没有情况良好的业务 

如同在所有无线电网络中一样，尽管用户充分处于预测覆盖区域之内，遮挡和特别是来自周围

障碍物的反射，例如建筑物或山，能够造成业务中断。这些情况经常报告为干扰，但当监测业务检

验现场环境时，有用的场强可能是足够的，而且也没能检测到外部干扰源。这个问题最可能的原因

是极度多径接收（在OFDM网络中一个保护间隔之外的反射或在一个SFN内两个发射机之间失去同

步）。这样一个环境可以通过测量信道脉冲响应来验证。但是，这要求特殊的测量设备。 

由相同业务的一个未知基站引起的共信道干扰 

即使一个运营商专有地采用一个频率，也可能有业务被使用相同技术的未知基站干扰的情况。

干扰信号的电平可能在有用信号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频谱分析仪和接收机这样的标准测量设备不

能分开或识别干扰源。在这些情况下，有能够通过采用相关技术或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干扰信号的特

殊设备可用。 

用于干扰分析的特殊设备的使用 

尽管大部分干扰情况可以通过常规监测设备来解决，如图5.3-3中所示的特殊测量系统有时能够

被用来更快地或更方便地检测问题并确定来源。 

这样的设备与常规接收终端性能相比具有在明显劣化SNR和SINR条件下测量信号的能力。这个

改善了的性能能够对抗干扰，甚至在严重干扰条件下测量无线电参数和对信令共用信道进行解码。 

5.3.6.4 对覆盖的测量 

因为对术语覆盖没有统一的定义，它取决于业务提供商和/或主管部门对一个位置在哪种情况下

被宣布是否由一个特殊无线电业务覆盖的解释。计算机化的规划工具经常对期望商用设备能够正常

工作的一定最小场强计算覆盖区域。因此，当评估覆盖区域时，只有场强（例如一个组织信道）必

须要被测量。以UMTS网络为例，在ECC103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但有时候，根据定义，仅仅当满足业务使用的一定最小要求时一个位置才算被覆盖。在蜂窝网

络中，以下的网络可用性状态是共同的，所需信号强度和质量按升序列出： 

1. 移动单元登出网络。 

2. 尽管移动单元保持在网络中的登录，但是已失去对该移动单元的有效连接。 

3. 移动单元能够登录到网络。 

4. 移动单元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连接。 

5. 达到一定的数据速率。 

这些状态中的每一个都要求一定来自基站的场强和一定QoS参数数值。 

要精确测量一个蜂窝系统的覆盖并且不依赖于用户设备的特定类型，特殊监测系统必须要能够

沿着一个路由连续测量相关系统参数。第5.3.6.2段中所描述的系统通常适合于这个任务。 

一个简单得多的测量蜂窝网络覆盖的方法是基于统计的方法：通过采用一个用于特殊业务的标

准商用移动单元，访问大量随机选定的位置。在每个位置进行一个实验，测量该单元是否能够登录

到网络、建立一个连接，以及如果适用，可用的数据速率。统计计算已经证明，当测量了400个位

置，得出的覆盖区域能够以95%的确信水平被确认。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不需要特殊监测设备并且可

以由任何能够操作一个移动单元的人来完成。但是，该方法依赖于用于测试的特殊移动单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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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总是客观的。例如，根据这个方法计算的覆盖区域大小取决于所用移动单元的灵敏度。因此，

这个方法可能只有当其结果不是为了针对网络运营商未提供满意覆盖提供证据的法律行动时才被认

为是足够的。 

5.3.7 识别 

已经开发了不依赖于对解码发射数据流的需要就能正面识别发射信号的方法。一个这样的方法

通过测量发射机的各自电子指纹唯一地识别一个特殊发射。每个无线电发射机发射一个唯一信号传

输特征（一个电子版的人类指纹），它不能被复制。这些特征与移动识别号及移动电话的电子序列

号相匹配，以对每个合法用户生成一个唯一掩模。这个指纹能力提供了一个正面识别各个移动单元

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在频谱监测业务中不是普遍可用的。 

ITU-R SM.1600建议书提供了关于数字信号技术识别测量的一些信息。 

5.3.7.1 测向和发射机定位 

测向（DF）与定位无线电发射机的一般方法在第3.4、第3.6和第4.7段中描述。 

如同应用于蜂窝无线电系统与PCS的频率重用概念对任何DF设备形成一个困难的挑战。这样的

设备必须能够在存在共信道干扰的情况下运行，并且必须对都工作在相同频率上的多个发射机提供

明确的方向线路。 

在DECT和GSM这样的TDMA系统中的测向要求DF单元与要被定位的基站时间同步。此外，一

个DF结果的最小时间必须不能超过突发时间。 

在CDMA网络中的测向经常仅仅在采用与为了扩展频谱发射分析而设计的特殊处理和显示软件

相组合的宽带DF系统时才可能。在DSSS发射上的测向要求采用宽带宽（ 10MHz）相关干涉仪DF设

备，这是因为一个DSSS信号频谱将表现得像白噪声，并且将在大多数情况下接近于或甚至低于系统

的本底噪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例外是对它们之中仅有一个基站在DF天线位置占主导时的基站定

位。在此情况下，可以使用标准DF设备与程序。 

ITU-R SM.1598建议书提供关于对TDMA和CDMA信号测向的更详细信息。 

5.3.7.2 解码 

在现代数字蜂窝系统中，用户信息以及发射的语音或数据内容被一个在连接开始时基站与移动

单元之间协商的唯一密钥来加密。因此不可能在空中对用户数据或语音进行监听和解码。唯一可能

的监听和解码用户数据的方法是在用户与实际蜂窝网络之间放置一个主动监听基站。从用户移动单

元的观点，这个监听站可能看上去像一个中继器或甚至一个真实的基站。在成功实施这种方法中的

实际困难是监听站总是要保持距被监测的用户设备非常接近的事实，因为其信号必须提供对移动手

机可得的最强RF电平，以阻止切换。因该注意，国家法律可能不允许监测业务采用这种设备类型。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监测任务，足以识别正在发射当前被测量信号的网络或基站。在蜂窝无线

电网络中，每个基站具有一个或多或少通过广播或组织信道不加密地连续发射的唯一识别号。要阅

读这个信息，监测站必须能够同步和解码数据流，但没有必要主动参与到业务或登录到网络中。 

在GSM这样的FDMA/TDMA网络中，适当的监测系统通常扫描多个可用的频率以不仅显示来自

服务基站的数据，而且还有来自临近小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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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DMA系统中，扩频编码或者已知，或者能被所谓的PN扫描器确定。如果多于一个基站因为

足够的载噪比（C/I）而能被接收到，监测系统通常能找到并显示所有采用的扰码。图5.3-5显示了在

一个UMTS网络中采用PN扫描器结果识别基站的实例屏幕。在这个实例中，有五个不同的UMTS基

站是可接收的。不同的扰码被缩写为“SC”。对每个基站，控制信道的接收信号编码功率（RSCP）

和C/I当量（Ec/I0）被显示在左侧窗口中。对调谐的信道（2 132.6 MHz），信道脉冲响应显示在右手

窗口。 

图5.3-5 

对在一个UMTS网络中基站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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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到的能力在像第5.3.6.2段中所描述的专门用于特殊无线电业务的监测系统中是普遍可以

得到的。 

现代数字蜂窝和PCS系统具有增强的安全功能，它尽量减少或消除在空中发送敏感的用户识别信

息的要求。在这些类型的数字系统中，用户信息仅仅可以从合作环境下的小区中心得到。在GSM系

统中，通过采用用户识别模块（SIM）提供个人移动性，它携带了分配给移动用户的个人号码。 

通过监测和对下行链路中的控制信道解码来获得当前活跃移动单元的SIM号码，就可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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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建议书和手册 

注 – 应采用下列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SM.1598建议书 – 《时分多址和码分多址信号的无线电测向和定位方法》。 

ITU-R SM.1600建议书 – 《数字信号的技术识别》。 

ITU-R手册[1996年11月] 《陆地移动无线接入本地环路》，第1卷。 

 

5.4 微波链路和卫星上行链路 

5.4.1 引言 

除了有限数量的1 GHz以下地面无线电中继或微波系统，通常假设微波链路工作在这个频率以

上。本节涉及这些系统，与传统的无线电链路相比，其检测和控制非常不同。 

微波无线电系统的技术是建立在由从1至100 GHz的非常高频率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上，与之对应

的非常短波长被称为微波（30 cm >  > 3 mm）。这两个概念才使得到宽的基带和一个方向性很强的

辐射成为可能，特别适合于从点对点发射大量的信号或数据。三种传播类型被使用： 

– LoS：为防止地球圆形带来的问题，中继器、接收机和发射机以大约每50 km的距离安装。一

系列无线电跳频被称为一个无线电链路（见图5.4-1a）。传输相当稳定。 

– 对流层散射：为了达到一个无线电跳在光地平线之外的末端（见图5.4-1b）。接收是微弱和

起伏的。 

– 采用一颗人造卫星的LoS：布置在一个36 000 km高GSO轨道上（见图5.4-1c）并且它包括一

个有源中继器且天线朝向地球。 

 

图5.4-1 

传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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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视线 b) 前向散射 c) 卫星通信 

卫星 

地球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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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微波链路的使用 

微波链路是典型的点对点（经常具有多条链路或中继器链），采用了使用最新技术的点对多点

系统。中继器之间的距离根据所采用的传输机制和频率从数千米（LoS）变化到几万千米（卫星）。

通常在一条链路的远端信噪比会很低，而采用数字技术生成信号使这个距离增加。 

发射信号的方向性也可以支持距离延伸。一些系统现在运行在最高达极高频段（EHF）的频

率，例如，在当前被用于视频摄像机的200 m级别链路中的70 GHz。 

关于对流层散射，它利用对流层起反射媒体作用的能力，用于在两个相距数百千米长距离的点

之间提供通信。表5.4-1提供了LoS和对流层散射两种传输之间比较的信息。 

表5.4-1 

LoS微波与对流层散射的比较 

 

项目 LoS 对流层散射 

VF信道 最高达每载波1 800/2 700 最高达每载波240 

比特率 每载波90 Mbit/s或更高 每载波2 400 bit/s至4 Mbit/s 

路径长度（km） 1.6-80 80-800 

发射功率（W） 0.1-10 100-50 000 

接收机噪声指数（dB） 4-12 少于4 

分集 无或双 双或四 

天线孔径尺寸（m） 0.3-4 1.5-40 

 

在微波通信中使用的第三种传输是通过卫星的电信链路发射与接收。 

一个地球站的一般配置不是与一个无线电中继终端完全不同，但是载波无线电波在电台与卫星

之间（大约36 000 km）路径上所经历的非常大的自由空间衰减（大约200 dB）通常要求一个地面站

的主要子系统要有比一个无线电中继终端高得多的性能水平。 

使用微波链路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们能够为了高数据率（典型是在2 MHz至200 MHz以及更高）

以大带宽使用。这些经常被用于发射数字信息、音频和视频信号、复用的音频或编码电视、或任何

其他类型的传输，它们需要一个高数据率或大带宽。 

微波链路RF调制分成两种清晰定义的类型，模拟与数字。很多新的链路是数字的，但是模拟链

路将为不可预见的将来而继续保持存在。 

5.4.2.1 模拟链路 

典型的模拟链路是采用几个或很多复用业务信道的基带信号进行频率调制的。对多信道音频通

信，基带结构遵守ITU-T定义确定的群、主群和超级群约定。每个分开的音频信号可以被混合起来以

4 kHz的间隔在载波上产生一个单边带压缩载波信号（J3E）。 

一组24个语音信道能够占用从12 kHz至60 kHz （前12个信道）和60 kHz至108 kHz （后12个信

道）的基带频谱。复用音频信道的大群能够占用最高达数MHz宽的基带。电视这样的其他信号能够

被类似地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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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数字链路 

数字链路显示出仅仅占用频谱的一个看上去类似过滤白噪声的频段。从RF频谱不能直接明显看

出任何分开的基带信道是否被占用。在考虑任何分析之前，有必要讨论这些信号的结构。 

源通常是如ITU-T G.703建议书所描述的单一复用数字信号。这描述了陆地线路数字链路的数据

和成帧协议。因为发射机控制不了数字信号的本性，它由在该系统内产生的一个伪随机数字序列来

专门安排。如此的原因是要防止一个非数据微波信号的情形（频谱扩散），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

了给时钟恢复提供足够的数字转变。对此因设备类型和制造商而不同的随机序列还没有全球的规

范。 

类似地，数字调制方法被等同的变化，但可能在任何一个频段中是一致的，取决于国家的频谱

管理政策。QPSK或差分QPSK （DQPSK）很普通，但是各种正交幅度调制（QAM）机制也被采

用，代表了各种增强频谱效率和系统设计的方法。 

5.4.2.3 输出频谱 

模拟微波无线电（AMR）频谱不同于数字微波无线电（DMR）频谱，如图5.4-2所示。 

图5.4-2 

AMR与DMR RF频谱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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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4 个语音信道 

90 Mibt/s 数字无线电 
模拟无线电 

1 800 个语音信道 

（8.248 MHz 基带） 

2 700 个语音信道 

（12.435 MHz 基带） 

960 个语音信道 

（4.287 MHz 基带） 

 

注意DMR频谱是如何几乎完全填充了频段的，而AMR频谱在载波频率上有峰值，且边带幅度随

着频率远离载波而逐渐减小。正是这个特性使AMR易受DMR的干扰。如果一个DMR频段工作在太

靠近一个AMR的频段，在DMR频段边缘处大的幅度可能淹没AMR的低幅度边带，引起很严重的干

扰，以至于AMR失效。这一点逼迫要对在相同路由上相互之间频段非常接近工作的微波无线电信号

进行适当IF和RF滤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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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微波无线电系统中的复用 

复用就是很将多分开的信号在同一个载波上同时且没有干扰地一起发送。 

5.4.2.4.1 频分复用 

频分复用（FDM）（见图5.4-3）涉及其本身与连续（或模拟）信号相组合。它可以被认为是一

个极大扩大规模的独立边带发射的副产物。如将要看到的，12或16个信道被组合成一个群，5个群组

合成一个超群，以此类推，采用世界范围标准的频率与安排。然后每个群、超群或更大的聚合被作

为一个整体单元在一条微波链路、电缆或其他宽带系统上发送。 

图5.4-3 

FDM频率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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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B 

信道 

（0.3 至 3.4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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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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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2 时分复用 

时分复用（TDM）（见图5.4-4）是一种在时域间插的方法，脉冲属于不同的传输。这就是说，

其使用利用了脉冲通常很窄，而连续脉冲之间的分离则相当宽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只要

一条链路的两端同步，有可能将宽的脉冲间隔用于属于其他传输的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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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4 

复用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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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5 监测的实施 

跟随着技术的进步，将来数年中对宽带微波传输的使用将会增加（例如，固定无线接入业

务）。主管部门必须要考虑这些系统之间的干扰，以管理和控制频谱的微波部分，这包括： 

– 调查与消除由其他微波系统引起的有害干扰； 

– 调查并消除由微波系统以外系统引起的有害干扰； 

– 符合技术参数； 

– 检测非法发射。 

为执行涉及这些系统法规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是检测非法信号的困难，因为它们的高度方向

性。 

对这些传输的监测必须要来自移动单元，因为这些以可被接收电平发射的信号覆盖了减少和变

窄的地理地区。通常，要测量这样一个系统，监测天线必须要在来自微波发射天线的波束中，或者

紧密耦合到发射机或馈线。对此的一个可靠方法是对天线采用一个在方位角和仰角的粗调整来定位

信号。采用频谱分析仪来定位峰值信号，分析仪的跨段能够减到零，并且扫描时间扩展到大于60 s。

（这个扫描时间不是严格的，但是提供了一个可视跟踪来参考。在一个时间在一个轴上调整天线，

将会发现峰值。重要的是观察要超越第一个峰值，以确认与主瓣相对准。在主瓣的两侧将看到旁

瓣。一旦峰值已经被发现，对其他轴重复此程序。如果采用一个接收机，将有必要心理上跟踪其信

号强度计来确认峰值。一旦天线方向已经被优化，可以在频谱分析仪上采用适当的检测器模式设置

来对所需要的跨段、带宽等进行重新安排。 

5.4.3 测量的一般技术 

对主管部门监测微波链路的需求取决于采用的频率安排策略。通常，要被测量的基本参数是： 

– 载波频率； 

– 场强或者功率通量密度； 

– 占用带宽； 

– 对指配频率的偏离； 

– 观测的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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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等级； 

– 信号源的识别。 

出于干扰建模的目的，可以期望以上介绍之外的附加测量和观察能力。添加这个能力增加了作

为频谱管理工具的监测设施的有效性。可以被测量或观察的附加参数取决于如表5.4-2中所列举的发

射类型。 

表5.4-2 

附加测量的发射参数 

 

发射 参数 

FDM-FM 

 

基带信号的频率与幅度 

语音或其他信道的数量 

载波的峰值偏移 

能量扩散信号的频率与幅度 

TV-FM 

 

基带信号的频率与幅度 

载波的峰值偏移 

能量扩散信号的频率与幅度 

所使用的预加重特性 

SCPC-FM 

SCPC：每个载波单信道 

载波的峰值偏移 

最高调制频率 

载波间隔 

每个转发器的载波数量 

信道占用带宽 

每载波相对功率 

数字 

（PSK，FSK，SCPC等） 

比特率 

相位数量 

幅度电平数量 

每转发器载波数量 

载波间隔 

信道被占用带宽 

每载波相对功率 

完成这个可以采用： 

– 直接监听系统，或者 

– 采用RF混频器的监听系统。 

5.4.3.1 直接监听系统 

以这种方法，测量的信号或调查频段被通过天线、滤波器和馈线直接提供给频谱分析仪或接收

机，没有发生信号转换。这个系统具有配置和校准简单的优点，它需要少的建立时间并允许方便的

测量观察（见图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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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干扰互调制产物可以插入滤波器，而且通常也可以插入LNA来改善测量系统的增益与

噪声特性。有了这两个附加组件，就得到了在存在相邻发射的情况下测量低电平信号的极佳配置。 

以这种方法，在测量频率范围中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分析设备的限制（采用当前可行的技术，范

围可达大约40 GHz）。 

缺点是在10 GHz以上频率的馈线损耗可能会相当大且对测量系统的灵敏度不利。必要的是，在

这种系统中采用的馈线应是最高质量，且经常检查电缆的RF特性和物理条件。在大多数需要10 GHz

以上测量的环境中，将需要馈线的长度少于1 m。 

图5.4-5 

直接监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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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仪 LNA 

天线系统 

分析设备 

校准输入 

滤波器 

 

5.4.3.2 采用RF混频器的监听系统 

采用这种方法，被测信号或被调查频段通过天线、滤波器或馈线直接提供给一个混频器或下变

频器。进行信号变换并且随后提供给工作于较低频率的频谱分析仪或接收机（见图5.4-6）。 

图5.4-6 

采用RF混频器的监听系统 

 

频谱-5.4-06 

  

频谱分析仪 

信号分析仪 

接收机 2 
LNA 

天线系统 

分析设备 

校准输入 
IF 端口 

RF 混频器 

 

通常插入LNA来改善测量系统的增益与特性。 

RF混频器扩展了分析设备的频率范围。有两种原理可用，通过单二极管或双二极管混频器。根

据它们的设计，双二极管混频器表现出平坦的频率响应且不要求另外的偏置，使它们特别适合自动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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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法，能够覆盖的频率范围（例如，从18 GHz至325 GHz）高于采用直接监听的监测方

法，取决于RF混频器、LNA和监测天线系统的特性。 

这个系统的缺点是由于转换损失和混频器高噪声指数引起的较低测量系统灵敏度、由于混频器

漂移和频段平坦特性造成的校准不确定性、互调制问题、来自运行在或接近下变换频率的高功率系

统的干扰。 

5.4.4 监测车辆的设备 

图5.4-7显示了一个微波监测单元的方框图。 

图5.4-7 

微波监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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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 

校准输入 

计算机 信号发生器 

GPS / GLONASS 

直接监听系统或采用 RF 

混频器的系统 

 

5.4.4.1 天线系统 

所选择的天线类型将取决于要进行的测量。某些天线类型将具有更为适合于特殊测量任务的特

性。例如，一个喇叭天线将最适合于极性调查，以确定围绕测量位置360存在于调查频段中的信

号，而碟形天线将更适合于一个单一源信号的测向。 

喇叭天线往往要比碟形天线更加强壮和重量轻，并且通常更易于在一个可搬移测量场合中使

用。它们也更适合于通常因测量位置升高而引起的有风情况中。喇叭天线和碟形天线之间的折中是

喇叭天线与碟形天线相比通常具有较低的增益指数。天线稳定性在天线波束宽度较小的较高频率将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按照这些综合考虑，可以按照频率范围来介绍以下建议书。 

5.4.4.1.1 从1至18/26 GHz的频率范围 

需要一个大约90 cm直径的反射器或类似的宽带抛物面天线、或者一个对数周期天线，一起还有

一个集成前置放大器和一个用于馈点的极化转换网络。极化应是从X线性、Y线性、左手或右手圆极

化中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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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中，可以包括以下单元，具有35 MHz或者更宽3 dB带宽的频率调谐从1至18 GHz的YIG滤

波器，以及典型具有40 dB增益的LNA。一个上面所提到类型的1至20 GHz天线的典型增益显示在图

5.4-8中。 

图5.4-8 

一个具有60 cm直径反射器的校准方向对数周期天线的典型增益相对于频率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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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2 18-26 GHz和26-40 GHz频率范围 

能够使用一个标准增益喇叭天线（具有大约1/3 m的反射器天线直径）。用于18-26 GHz和26- 

40 GHz频率范围的天线单元能够与一个喇叭天线一起构成一个单元。在车辆中，能够包括以下单

元：典型具有30 dB增益的LNA和下变频器。 

5.4.4.2 分析设备 

根据监听的类型，有两种主要情况需要考虑： 

– 直接监听系统： 

 调谐至最高3 GHz的传统接收机可以与各种滤波器和检测器一起使用，例如，SSB、ISB等，

覆盖了低至12 kHz的一个范围，以解调制各个音频信道。当前至少可以得到最高40 GHz的频

谱分析仪。 

– 采用RF混频器的监听系统： 

 能够采用覆盖IF频段的所有可用监测设备（传统频谱分析/仪信号分析仪或接收机）。该系统

的IF输出端口应是幅度匹配并且与RF子系统相位锁定，因而能在中间下变换频率对RF信号

进行准确分析。 

以下设备可以被连接到IF输出端口： 

– 脉冲分析仪：用于对雷达脉冲的准确测量（最高达1 ns分辨率）。 

– 数字示波器：用于对重复信号进行分析的500 MHz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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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频率间隔分析仪：具有250M取样/s能力和具有100 MHz量级带宽的实时分析仪。 

为了对调制信号进行分析，可以采用一个矢量信号分析仪或FFT频谱分析仪来提供精确的解调制

（AM、FM、PM、数字）、窄带频谱测量（300 Hz-3 MHz）和具有高频率分辨率（0.001 Hz）以及

准确性（ 0.1 ppm）的测量。 

5.4.4.3 校准设备 

有多种方法能够对一个测量系统校准或在进行测量之前进行确信度检查。 

a） 信标法 

用于此校准方法的程序是确定一个工作于接近RF信号频率或在调查频段内的临时源的地点（考

虑其他用户和对授权用户潜的干扰）。 

该源和测量天线将需要通过采用定位器来被精确瞄准，以达到准确的校准。将需要对信标与测

量天线之间进行一个准确的距离测量，这样就能够计算天线之间在校准频率上的自由空间路径损耗

（FSPL）。将需要一个校准信号分配器、信号发生器和功率计来驱动信标天线。 

采用这种方法，能够将接收功率与天线、放大器、滤波器和电缆图形式的系统数据推导出来的

计算值相比较。 

信标法理想上适合于长度调查并使系统能够在调查期间被不断地检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为

了进行校准需要相当多数量的测试设备。这能够造现场的困难，例如屋顶，设备将要运送到那里，

而那里的空间可能有限。 

这种方法评估测量系统中的所有组件，包括天线。 

b） 信号替代法 

采用这种方法，在测量天线的位置需要一个信号注入点来注入一个来自校准信号发生器的已知

信号电平。这个方法将校准测量系统，包括滤波器、放大器和馈线。测量天线将至少需要一个来自

测试机构的年度校准证书。对于安装了喇叭天线和波导放大器的测量系统，可以使用一个安装在喇

叭天线输出和放大器输入之间的交叉波导耦合器来注入一个校准信号。喇叭天线也将需要一个来自

测试机构的校准证书。 

可以期望具有连接电缆的天线的响应特性和任何前置放大器的增益是已知的，这样RF信号电平

就能够以从3 dB至6 dB （最差情况）的准确度被测量。 

信号发生器的目的是要产生参考信号；以下是其建议的特性： 

– 频谱纯净频率合成器； 

– 0.01-40 GHz的频率范围； 

– 外部脉冲，AM和FM 调制； 

– 1 Hz的频率分辨率； 

– –90至大约+10 dBm的动态输出电平范围； 

– 谐波 –2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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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已知源的测量 

当采用可搬移设备在高层建筑屋顶这样的位置进行测量时，不总是有校准设备可用。为了在这

些遥远环境中进行基本确信度检验，有时有可能测量一个工作于或接近测量频段已知的稳定信号

源。在这些环境下，卫星信号能够是一个可靠的基本校准源。 

5.4.4.4 导航与定位系统 

监测车辆应装备一个导航和定位系统来实现准确的位置确定（地理坐标）以及该车辆的方位

（方位角方向）。在第6.1段中可以找到此系统的描述。 

安装在车辆中的定位系统接收机能够完成其他任务： 

– 频率标准（1  10
–11的频率准确度）； 

– 当前日期和时间信息（YY-MM-DD和hh：mm：ss.sss）。 

5.4.4.5 旋转操纵与伸缩支持 

测量天线可以被直接安装在附在一根支撑杆上的双轴可旋转架上（具有方位角：370；仰角： 

–20至90；定位准确度：0.1的典型特性）。该支撑杆的底座应旋转。设备的结构应为了运输而能

迅速装配与拆卸。 

该车辆可以安装伸缩或可调支撑来保证旋转平面水平。支撑能够从车辆内部进行调整。可以借

助一个旋转罗盘来达到可旋转架的真北坐标。 

5.4.5 与固定业务共享的卫星固定业务 

5.4.5.1 FSS和FS干扰 

有很多标准干扰路径，称为干扰机制，将会在卫星和地面微波通信中遇到它们（见图5.4-9）。

这些受各种管理机制的控制，包括频率协调。各自链路的正常运行用短实线箭头来表示，它们提供

全双工传输。 

图5.4-9 

采用相同频段的卫星链路与地面微波链路之间的潜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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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径编号1至4标识的干扰路径能够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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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1：进入卫星上行链路接收机的地面无线电干扰。卫星受一个地面微波天线最大辐射功率限值以

及一个这些天线不应指向GSO轨道规定的保护。作为来自地面站低辐射功率的结果，这些类型的干

扰在实际中通常体验不到。一个可能的例外是使用广告牌尺寸天线的高功率对流层散射链路。 

路径2：进入地面无线电接收机的地球站干扰。这是对确定一个发射地球站是否能够工作在一个特殊

位置的最重要的干扰情况。沿着路径2的辐射是地球站天线的旁瓣，并沿着多个路径向地面接收机传

输。国际电联有规定和程序来协调可能与在相邻国家中地面微波链路干扰的一个国家的地面站。 

路径3：进入地球站下行链路接收机的地面无线电干扰。能够将地球站天线对地面发射机屏蔽，一个

已经也被用于路径2的技术。 

路径4：进入地面无线电接收机的卫星干扰。来自一个卫星的辐射电平通常太弱，不足以成为地面接

收机的太大耽心。《无线电规则》通常设定一个最大允许从自卫星投射到地球表面的功率通量密

度。 

路径2要担心的是发射地球站，而路径3则为了地面上任何卫星接收系统而必须要解决。 

5.4.5.2 分析方法 

能够采用载扰比C/I计算技术对卫星通信地上站以及共享相同频段地面站的干扰进行评估。对在

图5.4-9中显示的接收地球站几何形状，C/I等式能够以dB表示如下： 

 

    











R

R
GGPPGGIC stt log20)()()0(/  

其中： 

 G（0）： 在卫星方向上的地球站天线增益 

 G（）： 在地面站方向上的地球站天线增益 

 Pt： 进入其天线的卫星发射功率 

 tP： 进入其天线的地面站发射功率 

 Gs： 在地球站方向上的卫星天线增益 

 G'： 在地球站方向上的地面天线增益 

 R和R'： 地球站和卫星与地面站之间的距离。 

此等式显示了期望与干扰贡献者之间不同的项，单位为dB。检验问题更简单的单方法是干扰预

算问题，它仅仅是两个链路预算：一个是对于期望路径的，另外一个是对于非期望（干扰）路径

的。C/I是以dB为单位的期望与干扰接收载波功率之差。 

在表5.4-3中给出了一个显示在图5.4-10中的干扰几何形状的干扰预算实例。 

当以这种方法评估C/I时出现了多个重要的问题。有些与被建模的实际物理特性相关，（例如，

地球站与地面微波天线的旁瓣增益以及要被去除的预期地形屏蔽或阻挡量），而其他是自然中的统

计（例如，地面微波信号的大气吸收和对流层散射传输）。 

在表5.4-3中的分析对干扰的强度进行了一定的假设。地面站离地球站8.5 km，路径被部分阻挡

（例如，20 dB来自山的屏蔽）。在28.6 dB C/I时，干扰将是可检测到的，并且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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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由空间衰耗，传输衰耗可能对任何可以进行现场测量之前估计实际干扰预算的人来说都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其他与地球站和地面天线性能相关的因素也很难评估，特别是在后瓣和旁瓣区域中。 

图5.4-10 

对在具有大直径天线地球站接收的地面干扰的干扰几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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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 

受一个地面微波（工作在相同频率的发射机）干扰的 

一个数字视频链路的发射机干扰预算 

因素 数值 

期望信号（由卫星发射） 

在天线端口的每载波卫星发射功率（W） 20 

卫星在地球站方向上的天线增益（dBi） 30 

卫星在地球站方向上的等效全向辐射功率（dBW） 43 

自由空间损耗（dB） 196.2 

大气损耗（无雨）（dB） 0.1 

地球站天线增益（3 m碟形天线）（dBi） 39.8 

接收的期望载波功率（dBW） –113.5 

非期望信号（由地面微波站发射） 

在天线端口的每载波发射功率（W） 10 

在地球站方向上的发射天线增益（dBi） 0 

在地球站方向上的地面微波等效全向辐射功率（dBW） 10 

自由空间损耗（8.5 km路径）（dB） 132.1 

地形遮蔽（dB） 20 

在地面微波站方向上的地球站天线增益（dBi） 0 

接收到的干扰功率（dBW） –142.1 

载扰比（C/I）（dB）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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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3 一个GSO卫星干扰调查的地面搜索阶段 

5.4.5.3.1 概述 

干扰能够对GSO卫星通信和广播商业形成巨大威胁。通过在本手册第5.1段中所详细描述的地理

定位测量，可以将干扰定位在一个覆盖数十至数百平方千米的椭圆形区域内。与其中可能产生干扰

的卫星上行链路覆盖相比，这应被视为是很大的改善。在很多情况下，地理定位结果将帮助卫星运

营商通过技术或程序手段确定干扰源，特别是对那些采用不完善设备的干扰用户。但是在某些干扰

源是国际的或者卫星运营商不能找到它的情况下，一个被称为“地面搜索”的调查就变得有必要

了。因为从发射机的旁瓣接收微弱信号的困难性，这将对监测人员构成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由旁瓣

发射的微弱信号通常由便携设备或者安装在移动车辆上的设备来监测。一个干扰调查的地面搜索阶

段可以通过常规方式来进行，或者通过采用先进的DSP算法来改善测量系统的灵敏度。这些方式在

以下内容中讨论。 

5.4.5.3.2 采用定向天线或全向天线的常规方式 

干扰的检测能够通过一个喇叭天线、一个LNA这样的接收方向性天线和频谱分析仪这样的接收

设备来实现。便携设备通常应被带到较高的位置，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反射。运营商能够通过组合不

同的DF结果来发现发射机的位置。这被证明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它通常被要求在高层建筑的顶

上进行测量，特别是在城区。另外一个缺点是在房顶上不总是有交流电源可用；因此要求有用于频

谱分析仪的长持续时间电池。全向天线也能够被应用于地面搜索。在大多数场合下，装备了接收全

向天线、LNA和频谱分析仪的一辆监测车辆能够被用来检测来自发射机的信号。运营商应考虑全向

天线解决方案的两个缺点，一个是较低的天线增益，另外一个是因为设备通常安装在车辆上，所以

它只能沿着道路进行监测。 

图5.4-11 

能够从空间和地面方向接收信号的一辆监测车辆的实例 

 

频谱-5.4-11 

  

喇叭天线 

抛物面天线 

 

5.4.5.3.3 采用交叉相关算法改善系统灵敏度 

能够从空间和地面方向接收信号的一辆监测车辆也能够被用于地面搜索（这样一辆车的实例见

图5.4-11）。代替一个频谱分析仪，DSP模块被用来捕获低于本底噪声的信号，这样监测系统的灵敏

度就可以被改善。在图5.4-12中可以找到这个系统的一个方框图。以这种方式，交叉相关算法被用于

DSP模块中来分别用抛物面天线处理来自卫星的信号和用喇叭天线或全向天线直接处理来自发射机

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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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解决方案的一个方框图可以描述如下： 

图5.4-12 

交叉相关解决方案的一个方框图 

 

频谱-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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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带 

基带 DC 

基带 DC 
L 频段 

L 频段 DC 

L 频段 DC 来自发射机

的信号 

GPS 定时 

 

实际当中，定向天线旋转一定角度，随后进行相关处理。旋转360°之后，当两个信道（空间与

地面）的相关SNR最大时，运营商就能够发现发射机的方向（见图5.4-13），即使地面信号的电平太

微弱以至于不能在一个频谱分析仪上观察到。 

5.4.6 安全性 

有很多与这些测量类型相关的安全性问题。这些问题由RF辐射问题和测量设备将要被使用的环

境类型所引起。大多数测量将涉及设备要被部署到平坦通信桅杆平台的高层建筑屋顶上。 

在这种测量中将会涉及很多意外。也可能有由于工作在接近测量位置的其他微波系统引起的RF

辐射意外。建议在进行测量之前进行一个全面的风险评估。 

每个人都有责任满足他/她工作实践中的安全。这在工作于不熟悉环境中和可能处于解决干扰或

平息政治情形的压力之下特别重要。测量人员必须确保他们理解与环境和所进行测量相关的风险。

他们还必须确保其他在场的人了解任何风险，而且他们已经采取了适当的行动来保护他们自己和其

他人防止这样的风险。 

安全性是头等重要性，不仅仅对于测量人员，而且对于所有工作或出现在或靠近测量位置的其

他人员。所有电缆、天线和测试设备必须要明确地标记以防止事故。在有高功率发射机的情况下，

应通过测量人员正在操作位置的场强来进行一个基本RF辐射测试。 

可以使用一个探头或校准计量仪表来评估风险。如果水平令人担忧，应采用最少人员进行校准

辐射测量直到情形被确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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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3 

一个交叉相关面 

 

频谱-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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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雷达发射的监测 

5.5.1 引言 

雷达是无线电检测与测距的缩写，在1930年代首先被应用于军事应用中检测航空器的存在。今

天，雷达应用无处不在。像高频、短脉冲和旋转天线这样的典型特性要求特殊的无线电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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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雷达基本原理 

雷达是基于发射一个电磁脉冲然后借助于一个接收设备来检测是否能够收到一个反射信号的原

理。如果电磁波（发射的脉冲）遇到一个物体，例如，一个航空器、一辆车、一只鸟、一片云、一

座山、一片水，这个脉冲将被反射，或者强烈，或者微弱，取决于目标的有效雷达横截面。脉冲的

反射部分像所有方向辐射，即也向发射机的方向。雷达的接收机接收反射的脉冲并放大和评估它。 

图5.5-1 

典型雷达脉冲 

 

频道-5.5-01 

时间（µs） 

发射脉冲 

接收脉冲 

时间微分 = ½距离 

幅
度

 

 

脉冲被天线辐射到接收到反射脉冲所需要的时间能够被转换为距离，因为电磁波的速度是已知

的。此外，接收机还知道每一时刻天线的方向，并也因此可以确定到反射物体的方向。在移动物体

的情况下，例如飞行物体，物体的相对速度引起被称为多普勒效应的反射脉冲相对于发射脉冲的频

率偏移。物体的相对速度能够从该频移计算出来。如果接收的脉冲在地图上呈现为一个点，连续进

行的多个测量使得可以确定物体的方向。装备了适当评估电路的现代雷达甚至能够描述一个物体的

位置、尺寸和轮廓，并且也许甚至能识别物体的类型或分类。 

发射的脉冲是由具有类似正方形形状的多个脉冲（脉冲序列）构成。以机场空中交通管制所用

的一个中距离雷达为例。这种类型的雷达通常在2.7-2.9 MHz频率范围发射，并且具有例如1 MW 

（90 dBm）的脉冲功率。这样一个系统的脉冲持续时间通常为1µs，脉冲的重复频率是1 ms。因此发

射机的平均功率是1 kW。这意味着，能够覆盖50-60 NM（93-111 km）的一个区域。最小可接收功率

电平可能是10
–13

W（–100 dBm）。如果这样，发射机功率超过接收功率190 dB。 

5.5.3 雷达作用距离等式 

以其一般形式的雷达范围等式生成一个目标仍够能被检测的最大距离。这假设没有辐射的干扰

功率、自由空间传输条件占优，以及一个天线被用于发射与接收。 

  

2 2

4
3(4 )

T
max

R min

P G
R

P

 



  


 
 

其中： 

 PT： 发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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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天线增益（发射天线 = 接收天线） 

 λ： 波长 

 σ： 雷达横截面 

 PR min： 最小接收功率 

这个等式显示出，为了使范围加倍，必须要增加4倍天线增益，或者16倍的发射机功率。一个雷

达的范围也取决于目标的有效横截面。根据雷达的应用，范围可以被人为地增加或减少。 

5.5.4 雷达系统的主要部件 

发射机包括一个波形发生器和一个功率放大器。最后这一级或者包括一个速调管、磁电管或者

一个半导体输出级。 

复用器确保天线从发射机迅速切换到接收机，反之亦然。 

天线发射并接收脉冲。在监测雷达中，天线被安装在一个旋转传动装置上，它装备了一个向接

收机连续提供关于当前方向信息的小配件。在其他雷达中，天线只朝向一个方向。 

接收机必须放大微弱的进入信号并尽可能压缩噪声分量（低噪声放大器）。 

现在信号处理必须被用来将无用的回波（例如，来自山）与期望的回波（例如，来自航空器）

分离。至此，还估算了揭示一个移动物体相对速度的多普勒效应。这使得移动物体能被与固定物体

区别开。还估算了天线方向。然后显示超过一个预置门限的所有信号。 

图5.5-2 

一个带功率放大器雷达的示意图 

 

频谱-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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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视觉显示单元将测量数据以图形形式显示在雷达屏幕上。在移动物体情况下，显示的不仅

是它们的位置，还有它们的方向。 

5.5.5 雷达的应用 

今天，雷达技术被应用于很多领域。但是它的主要应用仍在航空、导航和军队中。雷达技术现

在也是气象学的支柱（测雨或测云雷达、风廓线）。警察使用雷达来监测车辆速度。在工业和汽车

技术中有测距雷达、液面检测雷达等。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雷达技术也被用于研究和空间技术。 

船载、港口、船闸、灯塔雷达 

在这些情景中，雷达被用做来确定到其他船舶、冰山、陆地等的距离，以及它们的位置。频率

范围和功率电平按船舶的应用与尺寸而变化。 

机载、机场等雷达（空中交通管制） 

机载雷达被用来确定到其他航空器（防撞雷达）、到地球表面或其他障碍物（无线电高度表）

的距离。很多航空器还装备了一个气象雷达（机载气象雷达）。在机场上，有着陆和短距离雷达，

在较高高度的位置使用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 

气象观察雷达 

风廓线雷达被用来确定不同高度风的速度和方向。测雨或测云雷达测量风暴的移动、云的积累

和降雨。在机场上也能看到这些雷达，终端多普勒气象雷达（TDWR）和在较大航空器上发布关于

严重干扰的警报。 

对车辆速度的测量 

这里，多普勒效应被用来测量一个物体的速度。 

在工业、空间技术中等的雷达应用 

例如在工业中，雷达技术被以填充水平雷达或雷达移动检测器的形式用于建筑材料的非破坏性

检验。它也被应用于调查地理信息（地面探测雷达）。在汽车技术中，测距雷达确定距离。在空间

技术和航天中，雷达被用于遥感（对星球进行调查与绘制地图）和监测空间残骸。 

5.5.6 基本雷达技术 

有两种基本雷达技术： 

– 管式雷达。这种类型的雷达采用磁电管、速调管、行波管（TWT）等。它们已经被使用了半

个世纪，并仍非常流行。 

– 固态雷达发射机。它们在最近二十年中变得非常流行。固态雷达可提供成本和维护性上的优

点。但是它们比管式雷达重，而且它们不能提供像管式雷达那么高的峰值功率。 

表5.5-1显示了不同技术的优点与缺点。 

5.5.7 雷达的类型或分类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雷达进行分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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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地面、空中、空间、船载等）。 

– 频段。 

– 雷达功能（测距雷达、气象雷达、速度测量等）。 

– 信号形状（脉冲、CW、FMCW）。 

表5.5-1 

不同雷达技术的优点与缺点 

雷达技术 优点 缺点 

磁电管 高发射机功率 

便宜 

大可调频率范围 

高噪声电平 

不适合于具有脉冲压缩或采用

多普勒效应的雷达（测速） 

速调管和行波管 高发射机功率 

满意的稳定性 

低噪声 

很适合于具有多普勒效应的应用 

比磁电管贵 

由于高电压造成的X射线辐射 

固态发射机 极佳的稳定性 

很适合于脉冲调制和采用多普勒

效应（测速） 

无X射线辐射 

耐久并易于维护（短中断） 

功率低于速调管能够的 

较低能效 

经常比速调管重和贵 

 

一次雷达 

一个一次雷达发射一个电磁信号，接收信号的反射，评估并显示结果。这种雷达是最普通的。 

二次雷达 

二次雷达主动响应一个请求，如果二次雷达接收到一个雷达脉冲，它响应并送出其编码及其他

数据。这也必定增加了雷达的范围。这就是二次雷达如何在全球被用于航空器。 

请求是在1 030 MHz发射，响应则是在1 090 MHz。测距设备（DME）也工作得像一个二次雷

达。航空器发射一个脉冲，地面站响应，时延被用来计算实际的距离。在导航中，雷达信标经常被

安装在航标上。 

它们用一个唯一码响应一个雷达信号来提供一个较小的航标，它们将不能被雷达检测到，并在

雷达屏幕上可见。 

连续波雷达 

一个连续波雷达连续发射一个雷达信号，同时也连续接收。 

由移动物体引起的频移（多普勒频频移）被估算。这被用于雷达测速情况中。 

FM-CW 雷达 

FM-CW雷达（频率调制连续波雷达）也发射一个连续信号，但是是频率调制的连续信号。信号

时延引起一个可以轻易被转换为距离的频率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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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理被FM-CW高度表所采用。 

图5.5-3 

一个FM-CW雷达的原理 

 

频谱-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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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脉冲雷达 

这种雷达应用是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如果一个雷达应用不具有进一步的标识，则被认为是这种

形式。一个短脉冲被发射。 

天线随后被切换到接收模式，并等待一个反射信号。然后，接收信号的方向、场强、通常还有

频移（由于移动物体的多普勒效应）被计算出来。 

用于识别移动物体的雷达（MTI = 移动目标指示）常常依赖于脉冲重复时间以能够识别杂波凹

口和由于长度时延引起的不正确测量。 

当多普勒效应被用于抑制固定目标时发生杂波凹口。如果移动物体的相对速度引起与发射波相

比360°或多倍360°的相移，则该物体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目标且不予以显示。 

当接收到一个回波时，不清楚这是由于脉冲1接收的过冲还是脉冲2的正常接收。如果改变脉冲

接收时间，在过冲情况下，回波脉冲将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是在正常接收情况下，发射脉冲－回波

脉冲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 

图5.5-4 

检测脉冲的不明确 

 

频谱-5.5-04 
  

  

  
  

发射脉冲 1 发射脉冲 2 

接收脉冲：来自脉冲 1 还是脉冲 2 的回波？ 

PRT = 脉冲重复时间 

 



第5章     509 

脉冲压缩雷达 

在这种雷达技术中，一个长脉冲的频率或相位被调制来达到一个具有短脉冲距离分辨率的长脉

冲范围。 

图5.5-5 

按照雷达应用的分类 

 

频谱-5.5-05 

  

    

    
    

  

  
  

雷达系统 

军用 民用 

战场 防空 
天气 工业 

空中交通管制 

海上雷达 
警务 

科学 

 

下图显示了一些典型的雷达。 

图5.5-6 

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和顶部的二次雷达天线 

 

频谱-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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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7 

海上搜索与导航雷达 

 

频谱-5.5-07 
 

5.5.8 雷达系统的主要频段 

表5.5-2列出了雷达系统的主要频段及其应用。 

表5.5-2 

雷达系统的主要频段 

频率 频段 应用 

 5-25 MHz HF 跨地平线雷达 

420-450 MHz UHF 雷达定位，例如风廓线雷达 

960-1 215 MHz L 空中搜索（DME应用） 

1 030/1 090 MHz L 一次/二次雷达 

1 250-1 350 MHz L 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 

2 700-2 900 MHz S 机场上的空中交通管制 

2 900-3 100 MHz S 船舶导航 

3 100-3 600 MHz S 空中搜索 

4 200-4 400 MHz C 低范围无线电高度表 

5 000-5 850 MHz C 空中导航与空中搜索 

8 500-10 500 MHz X 无线电定位，空中与海上搜索 

13.25-14 GHz Ku 雷达运动遥感器，无线电定位 

15.4-17.7 GHz Ku 空中导航与空中搜索 

24.0-24.25 GHz K 雷达运动遥感器，工业，无线电定位 

31.8-36 GHz Ka 雷达运动遥感器，工业，无线电定位 

59.3-64 GHz V 雷达运动遥感器，工业，无线电定位 

 

5.5.9 测量雷达信号的仪表 

如果必须要进行雷达测量，以下设备应是可用的： 

频谱分析仪 

能够采用一个频谱分析仪来测量很多像脉冲宽度、脉冲重复频率、轮转速度、脉冲功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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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占用带宽和无用发射这样的雷达功能。只要RF滤波器带宽足够大，分析仪也能被用于测量上

升与下降斜率。 

数字示波器 

一个数字示波器配合一个宽带解调制器非常适合于脉冲持续时间、上升与下降斜率和脉冲长度

的测量。为此，很多设备适合于特殊测量功能。 

借助替代方法也有可能测量脉冲功率。至少也能确定相位调制。 

但是，将示波器用于这些测量的前提是可以得到适当的信号电平且在示波器输入处没有其他发

射。在雷达处进行测量时总是这样的情况。 

矢量信号或 FFT 分析仪 

借助一个矢量信号分析仪或FFT分析仪，能够通过随时间显示相位或频率来补充频谱分析仪的测

量功能，使其能够测量一个脉冲的相位和频率调制。但是，不像在频谱分析仪的情况中，雷达旋转

一次后就能完全捕获和显示频谱。一个频谱分析仪将需要非常长时间来完成这个。由于在第5.5.10.7

段中所描述的特殊要求，一个FFT分析仪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不适合对无用发射的测量。 

功率计（热功率计） 

采用一个现代热功率计，平均功率和脉冲功都能够在一个雷达的测量输出被直接测量出来。采

用占空比，可以从平均功率计算出脉冲功率。 

脉冲分析仪 

脉冲分析仪以高速扫描脉冲，将它们数字化并自动估算结果。每个进入脉冲的频率、幅度、脉

冲宽度和脉冲重复频率都被测量。 

这种测量方法使一个雷达的主要参数能够在短时间内被准确地测量。特别是能够方便地测量参

差雷达，即，其脉冲长度或重复时间不是常数。 

5.5.10 雷达信号的测量 

5.5.10.1 主要雷达参数 

– 中心频率； 

– 脉冲持续时间（脉冲宽度）； 

– 脉冲上升和衰落时间； 

– 脉冲重复频率（脉冲速率）； 

– 雷达旋转速度； 

– 脉冲功率（峰值功率）； 

– 占用带宽； 

– 无用发射（杂散发射和带外发射）； 

– 脉冲的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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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2 测量设置 

概述 

原理上，有两种方法来测量一个雷达：在测量输出处的实际雷达上或通过无线电接口（自由空

间测量）。 

要确定发射天线的旋转速度，测量必须要在无线电接口处进行。这也适用于必须要测量辐射掩

模的场合。 

如果要测量雷达测量输出端处的无用发射，需要知道与天线在不同频率上特性相关的精确辐射

掩模（见ITU-R M.1177-3建议书），因为天线可能放大了相邻频率上不同于主要发射的无用发射。 

不是所有较小的雷达都具有一个测量输出，以至于在这些情况下，测量必须要在无线电接口处

进行。 

在雷达测量输出端测量 

经常只能够通过一个雷达的测量输出来测量其发射机功率，因为特别在航空中所用固定雷达的

情况下，仰角不能被减少到足以在主瓣中进行直接测量。 

在一个雷达测量输出端的测量确保了只有来自实际雷达的频率分量被测量。这使测量比通过无

线电接口进行的那些测量问题少。 

但是，必须详细了解天线的特性，这样就能计算发射功率或无用发射的功率。 

因此，大多数雷达具有一个测量输出。一个具有30 dB耦合衰减的方向耦合器被插入到雷达发射

机与雷达天线之间。 

图5.5-8 

在雷达本身处对典型雷达功能进行测量的示意图 

 

频谱/矢量信号分析仪或 

具有脉冲分析的 

监测接收机 

定向耦合器 

30 dB 衰减器 

雷达发射机 

雷达天线 

数字示波器 

检测器 

功率计 

双工器 

雷达接收机 

频谱-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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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无线电接口来测量一个雷达（自由空间测量） 

在这个合成体中，有必要确信测量天线是稳定的，并且准确地朝向雷达的发射天线（方位角和

仰角）。在发射与接收天线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且必须符合远场条件。 

大型天线的远场条件是从以下公式推导出的： 

 

  
λ

2 2D
 （4.2-1） 

其中： 

 D： 天线直径 

 λ： 波长 

实例：一个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具有6 m的天线直径和1 300 MHz的频率。在312 m及以外满足远

场条件。 

图5.5-9 

借助其无线电接口测量雷达的示意图（自由空间测量） 

 

频谱-5.5-09 

  

  

  

  
    

频谱/矢量信号分析仪或具

有脉冲分析的监测接收机 

测量天线 

LNA 数字示波器 检测器 

脉冲分析仪 下变频器 

带通滤波器 

 

（如果需要） 

 

5.5.10.3 对中心频率的测量 

通过在“正峰值”检测模式和“最大保持”显示模式下运行频谱分析仪一段时间，可以得到中

心频率。测量滤波器（RF带宽）越小，读出中心频率越准确。 

当在分析仪上的每个水平扫描点被雷达最大功率击中一次，频谱显示最好。但是，采用一个常

规频谱分析仪，这个测量需要相当长时间。 

实例：一个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需要11.6 s完成一次旋转，分析仪有500个扫描点，所以测量需

要至少1.5个小时。 

如果采用一个FFT分析仪来进行，测量就短得多。因为FFT分析仪能够在单独一个扫描期间处理

并显示所要求的频率带宽，整个频谱在单独一次旋转之后被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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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4 对脉冲参数的测量 

其中，脉冲持续时间、脉冲上升和衰落时间、脉冲重复频率和旋转速度必须要被测量。已经在

第4.9段中大量地描述了测量的方法。为了测量旋转速度，仅仅需要提高分析仪的扫描时间，直到能

够以零扩展模式测量至少一个旋转。 

要能采用频谱分析仪测量一个参差雷达，必须要依次捕获多个脉冲。数量必须要足够多，以使

脉冲重复时间重复它们自己。 

图5.5-10显示了一个采用14个不同脉冲长度的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的实例。在屏幕上可见的是14

个脉冲中5个的序列，间隔为2.545 ms、1.953 ms、1.957 ms和1.963 ms。 

当然对这样一个测量采用一个脉冲分析仪更为容易，因为更多脉冲（例如，1024个）被捕获，

并且在每种情况下输出脉冲长度、脉冲重复频率和进一步的参数。 

图5.5-10 

一个长距离空中搜索雷达的脉冲测量 

 

频谱-5.5-10 
 

5.5.10.5 测量脉冲功率 

能够采用一个测试耦合器在雷达直接测量峰值发射机输出功率（脉冲功率）。这可以采用一个

频谱分析仪或一个热功率计来完成。 

为此，或者功率计必须能够在脉冲期间仅测量功率，或者平均功率和占空比被用于采用公式

“平均功率/占空比=脉冲功率”计算脉冲功率。 

实例：当一个雷达发射机的平均功率为1 KW且占空比为1/1 000时，则脉冲功率为1 MW。 

通过添加天线增益Gi并考虑线路损耗来确定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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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将发射天线朝向主瓣方向的接收天线，也能够在无线电接口处测量脉冲功率。要能够

这样做，需要远场和自由空间条件。频谱分析仪被用于功率测量。能够同时测量脉冲功率和脉冲长

度。脉冲测量见第4.9段。能够借助第6.3.2.1段中的公式计算辐射功率。 

5.5.10.6 对占用带宽的测量 

测量占用带宽与无用发射相关联。按照ITU-R M.1177建议书，雷达必须不超过一个B–40最大带

宽，即，PEP （峰包功率）之下40 dB。这个功率是从脉冲长度和上升或衰落时间计算出的，取决于

二者当中哪个更短。占用带宽必须要在所计算的带宽之内。在ITU-R SM.1541建议书的附件8中详细

描述了B–40带宽测量的公式。 

当测量占用带宽时，应牢记测量滤波器的最大带宽取决于调制类型、脉冲长度、相位啁啾长度

和频率扫描范围。进一步的细节可以在ITU-R M.1177建议书中找到。 

根据ITU-R M.1177建议书的附件1，一个大于通常在其他无线电应用中部署的滤波器被用做测量

滤波器，来测量无用发射并用它们测量占用带宽。计算的带宽B–40已经考虑了随之发生的测量误差。

例如，在非脉冲编码雷达情况下，测量带宽Bm服从Bm ≤ 1/T，其中T = 脉冲长度。在脉冲长度为1 µs

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一个1 MHz的Bm。这个测量带宽对无用发射总电平的正确测量是重要的，因而

对占用带宽也同样。 

能够在无线电接口和一个雷达的测量输出处对占用带宽进行测量。在无线电接口处的测量应在

一个非旋转雷达天线处进行。 

5.5.10.7 对无用发射的测量 

a) 一般考虑 

“带外发射”是在必要带宽之外由调制造成并因而不可避免的发射，它和与实际发射不直接相

关的“杂散发射”之间有一个区别。杂散发射包括谐波发射、寄生发射、调制间产物及频率转换产

物。 

必须对每个雷达计算一个必须要符合于并包括B–40的掩模、带外限值和杂散限值的掩模。此程序

在ITU-R M.1177建议书中详细描述。 

对占用带宽和无用发射的测量是采用一个频谱或FFT分析仪来进行的。如果采用了一个放大器，

应小心确保它没有过载并且对无用发射的测量具有足够的动态范围。接收机噪声在频谱边界上必定

是可见。 

图5.5-11显示了一个来自ITU-R M.1177-3建议书的计算频谱掩模和测量频谱的实例。尽管一个接

近1 MHz的测量带宽将会更为合适，但出于演示的目的，采用了一个100 kHz的测量带宽来记录滤波

器曲线。因为测量是采用一个较窄测量带宽来完成的，在杂散域和确定PEP中应用了修正值。 

雷达发射的频谱掩模通常跨越至少60 dB的一个量级范围，有时最高达100 dB。假设无用发射的

最低电平至少应在设备灵敏度10 dB以上，要求超过70 dB（最高110 dB）的测量配置最小动态范围，

它超出了商用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的规范。 

因此，测量必须要通过一个压缩主要发射并使整个所涉及频率范围通过而几乎没有衰减的滤波

器来完成。 

对于雷达无用发射，要测量的频率范围可能覆盖数GHz。调谐在主要雷达频率上的带阻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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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波滤波器）通常并不适合，因为它们不对整个频率范围提供“接近零”的衰减。因为雷达发射

和因此要测量的频率范围通常在1 GHz以上，YIG滤波器是最适合的，因为它们是电调谐的，并且作

用为一个窄带带通滤波器。但是，这些带通滤波器的使用在带通滤波器的调谐频率与分析仪的当前

测量频率相同步的场合要求一个步进测量。采用扫描分析仪可最好地满足这个要求，而覆盖一个宽

即时带宽的FFT分析仪也许并不适合。 

图5.5-11 

一个计算频谱掩模的实例 

 

频谱-5.5-11 

PEP 

带外掩模 

（ITU-R SM.1541 

建议书） 

20 log(      ) B  /B 
Pep  m 实例: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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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 20 Mhz 
= 1 MHz 

B 
B  B 

B  B  

m  

Ref  m 

Pep  m /  ) = 46 dB 

= 100 kHz 

/  ) = 10 dB 10 log (   

20 log ( 杂散限值（《无线

电规则》附录 3） 

最小 
(43 + 10 log (PEP)/60 dB) 

测量的频谱 
Spurious corrected 
+ 10 log ( Bref /Bm) 

带外域 杂散域 带外域 杂散域 

B 
–40 

 

 

b) 对一个雷达无用发射进行测量的实例 

考虑在第4.12段中所描述的关于无用发射测量的信息，以下段落目的是提供对在一个雷达系统上

进行无用发射测量时所应采用的总体方法的概述。这个实例基于一个在5 GHz频段中雷达的现场辐射

测量，并且雷达天线停止旋转。 

基本考虑 

首先，要求一个理论方法来定义并评估适当的测量链。 

– ITU-R SM.329建议书的表1定义了要考虑的频率范围（对一个在5、6GHz的雷达，测量的高

端频率应是26 GHz，而低端频率为30 MHz）。 

低端频率迫使采用一个大的天线。考虑到要覆盖的大频率范围，需要两种测量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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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R M.1177建议书定义了测量配置（RBW 1 MHz），一个60 dB的可应用掩模跨度，和

OoB域杂散域之间的边界限制。 

该掩模要求一个至少具有70 dB动态范围的测量链。 

– ITU-R SM.1541建议书附件8为了定义必要带宽（等于在–40 dB的带宽）提供了一些导则。根

据在此实例中雷达的参数，B–40为15.5 MHz。 

在这些考虑之后，为了给测量找到一个适当的站点，要求建立一个链路预算，考虑到可用等效

全向辐射功率和70 dB的动态范围。这个预算还允许定义测量天线的必要增益。在选择测量站点的期

间，还应考虑环境（在第一菲涅耳区中没有障碍物，到雷达天线的视线）。 

当站点选定后，为了计算在测量站点的最大可能接收信号电平，应确定最终的链路预算。这个

信息有助于调整雷达天线的最佳角度来使测量动态范围最优化的过程。 

表5.5-3 

链路预算 

雷达的标称功率（dBm） 81  

雷达天线增益（dBi） 43.8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dBm） 124.8  

路径损耗（3.3 km，自由空间）（dB） 117.8  

在测量链输入处的电平（dBm） 7  

在雷达中心频率处的测量天线增益（dBi） 8.5  

电缆损耗（dB） 6  

在分析仪输入处的最大可能电平（dBm） 9.5  

已知了一个典型频谱分析仪的最大输入功率是+20 dBm（具有最大衰耗）以及显示的在一个 

1 MHz RBW中的平均噪声电平大约是–90 dBm（无衰减），该站点被确定。 

为了这个测量，已经开发了一个软件程序来控制频谱分析仪和收集数据。监测程序的原理如

下： 

– 配置频谱分析仪（1 MHz的RBW、检测器峰值、跟踪最大保持、衰耗0 dB）； 

– 频谱被划分成100 MHz的分段； 

– 每个分段被频谱分析仪采用一个15 s的积分时间来进行测量； 

– 每个测量之后，由计算机记录跟踪时间。 

测量 

在开始测量之前，雷达应被旋转到测量站点的方向。为了优化雷达的朝向，要进行基本参数的

测量。雷达的方向应被调整得尽可能接近链路预算中所找到的雷达功率电平。 

测量的原理基于： 

第1步：捕获雷达信号围绕其中心频率的频谱。 

第2步：接通雷达信号，从30 MHz至26 GHz进行测量。 

第3步：关闭雷达，从30 MHz至26 GHz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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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采用频谱分析仪来进行（最大衰耗、RBW 1 MHz、跨度50 MHz、中心频率符合雷达的基

本参数、检测器峰值、跟踪最大保持）。第一个记录完成。 

其他两步借助于开发的软件来完成。对这两步测量的配置显示在图5.5-12中。 

图5.5-12 

测量配置 

 

频谱-5.5-12 

  

    

  
  

30 MHz-1GHz 
带阻滤波器 

(5 GHz) 

频谱分析仪 PC 

1GHz-26GHz 

 

 

后处理 

后处理分三部来实现： 

第1步：对不同测量的电平修正。 

第2步：相关性处理。 

第3步：应用频谱掩模来测量雷达信号。 

第1步均衡所有三个测量的电平，考虑滤波器的衰耗和频谱分析仪的不同衰耗。此第1步的结果

显示在图5.5-13中。 

图5.5-13 

对在雷达中心频率处电平的修正 

 

频谱-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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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处理被用于带有和没有雷达信号时所获得的数据。这一步改善了动态范围并应消除不是

源自该雷达的发射。这个操作显示在图5.5-14与图5.5-1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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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14 

修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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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不是所有外部信号都能被消除。可能的原因是积分时间太短，而测量2和3之间的

时间相对较长。 

最后一步包括将频谱掩模应用于处理过的数据。这显示在图5.5-15中。 

 

图5.5-15 

国际电联掩模和雷达信号 

 

频谱-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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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8  测量一个脉冲的相位调制 

在现代雷达技术中，脉冲压缩日益增长地被用于即使雷达范围较大（长脉冲）也能得到高质量

的物体分辨率。 

这个脉冲压缩能够通过脉冲的相位或FM调制来实现。 

能够采用矢量信号分析仪来测量一个脉冲的调制。与此情况下的频谱分析仪相比，不仅仅显示

了相对于频率的幅度，而且还显示了相对于时间的相位或频率。 

如果没有太多的相移，这些功能也可以采用一个示波器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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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16 

一个相位调制脉冲的实例 

 

频谱-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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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个相移的相位调制的实例。 

（来源：Frank H. Sanders所著的雷达信号的检测与测量。） 

 

参考文献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adar Signals, NTIA 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 Siences, Frank 

Sanders. 

Radar Handbuch Third Edition by Merrill Skolnik. 

Radar Measurements Application Note from Agilent. 

Spektrum-Analysator-Meßtechnik-Seminar für Hochfrequenz- and Mikrowellentechnik, Hewlett Packard, 

September 1981. 

ITU-R 建议书 

注 – 鼓励采用下列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M.1177建议书 – 《测量雷达系统无用发射的方法》。 

ITU-R SM.1541建议书 – 《带外域的无用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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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对非电离辐射的测量 

5.6.1 引言 

移动电话的盛行和无线互联网的可用性伴随着基站数量的增加。与在最近数十年中所进行的研

究相关联，这个现象增加了公众对由基站、广播发射站和也许被认为对公共健康可能有危险的其他

无线电设备所发射非电离辐射（NIR） （见注1）可能非预期效应的意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这

个现象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受到来自普通公众日益增长的耽心。 

注1 –在关于此内容的多个参考中使用了更为普通的缩写EMF （电磁场），而不是这里所用的

NIR。倾向于这种方式，以使本节所讨论的特殊内容与手册其他节在电磁场测量中更为普通的内容之

间的区别更加明了。 

自从1974年就已经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 IRPA内部进行了关于此题目的研究，随后在1977年组

成了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 INIRC，并且在1992年最终组成了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 

ICNIRP。这些研究被用来建立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NIR的导则，并在很多国家中为关

于这个问题的法规框架打下了基础。 

很多主管部门利用在此领域中现有的技术确定从电信设备到负责频谱管理权威的涉及最大NIR水

平管理的实施。因此，国家监测和监察服务被赋予了测量NIR水平的这个任务。 

进行NIR测量可能是： 

– 与一个无线电执照的颁发相关； 

– 定期地，按照一个NIR控制与监测计划；或 

– 根据适当的理由，即，由于公众或官方的要求。 

NIR测量原理上简单的就是场强测量。但是，有一些限制需要考虑，并且对结果的评估也不同。

考虑到这些特殊性，第5.6段意图提供对频谱监测人员和组织就如何执行这个任务提供另外的支持。

它描述了以比较对人体辐射的限值为目的评估电磁场的现场测量的基本原理和参照物。它们不适用

于严重辐射强烈集中的情况，例如，蜂窝电话手机相对于人头。 

在ITU-T K.52、K.61、K.70建议书和ITU-R BS.1698建议书中可以找到关于电磁场特性、测量

（程序和仪表）、预期与测量之间的比较、计算场强的实例、限值与水平的其他重要信息。 

5.6.2 NIR限值与辐射商数 

有两种限值，基本限制与参考水平。基本限制是直接相关于生物效应的，但它们有时以量来表

示，而这些量是难于测量的（例如，在人体中的电流密度）。参考水平是从基本限制中推导出来

的，并形成易于测量数量的公式。具体定义如下。 

直接基于确定健康效应的对辐射于随时间变化电、磁和电磁场中的限制被定义为“基本限

制”。根据场的频率，用于确定这些限制的物理量是： 

– 电流密度（J）； 

– 比吸收率（SAR）； 

– 功率密度（S）。 

对于受辐射的个体而言，只有在身体之外的空中的功率密度能够容易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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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水平被提供用于实际辐射评估的目的，以确定基本限制是否可能被超过。一些参考水平是

采用测量和/或计算技术从相关基本限制推算出来的，并且有一些涉及感知和对EMF辐射的有害间接

影响。 

推算的量是电场强度（E）、磁场强度（H）、磁通量密度（B）和功率密度（S）。在任何特殊

辐射情形下，这些量的任何测量或计算值能够与适当的参考水平相比较。 

符合参考水平将确保符合相关的基本限制。如果测量值或计算值超过参考水平，并不一定会出

现超出基本限制的情况。 

但是，一旦一个参考水平被超过，有必要测试与相关基本限制的一致性并确定是否需要附加的

保护措施。 

可应用于专业人员和大众的辐射参考水平是从被合格认证机构采纳用于对比测量电磁场对人体

辐射的基本限值推算出来的。参考水平以下的测量值保证了辐射的基本限值没有被超过的要求被满

足了。 

更为宽松的限值可以适用于对时间有限的专业人员的辐射。参考水平是频率相关的，且可能是

取自相关的国际、地区或国家文件。作为一个实例，见在表5.6-1中所给出的ICNIRP导则，但是国家

规定应优先考虑。 

尽管参考水平是以有效（RMS）值给出的，仍有峰值的限制（见表5.6-1中的注3和注4）。当信

号的峰值与RMS之比高时，它们就变得重要了（例如，脉冲雷达信号）。 

辐射商数是在一个给定频率测量出的最大电磁功率密度或场强（E、H场强或S）与适当参考水

平之比。一个大于“1”的值意味着人们可能要受辐射的水平超过了参考水平。 

多个参考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多个辐射商数可以应用于一个频率（例如，E和H场），而不同的

商数可以应用于所涉及的频段之上。 

总的辐射商数是在单独一个位置所测量频段中所有各个频率辐射商数的合计。对来自各个频率

商数的这个值的计算被定义在辐射限值中。多个总辐射商数是可以应用的（例如，对于E和H）。 

下面可以找到参考ICNIRP导则对总辐射商数计算的一些实例。 

在电激励效应占主导的频率范围中，总辐射商数的计算直接基于场强（见第二个实例）。在热

效应占主导的频率范围中，总辐射商数的计算是基于场强值的平方（见第三个实例）或基于功率通

量密度（第一个实例）。从最后两个实例可以看到，分别的频率范围重叠。在有频谱分量位于两个

范围公共部分（100 kHz-10 MHz）的情况下，应计算两种总辐射商数，且它们两个的数值应是以下

的一个。 

– 总辐射商数（或者累积辐射比）基于功率通量密度： 

  1

3

3

2

2

1

1

1




guid
N

meas
N

guid

meas

guid

meas

guid

measN

i
guid

i

meas
i

S

S
.....

S

S

S

S

S

S

S

S
  

其中： 

 Si
meas： 指数为 i 的测量功率通量密度 

 Si
guid： 根据使用中导则的功率通量密度限值，与 Si

meas在相同频率 

 N： 所考虑测量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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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1 

ICNIRP 1998：时变电磁场对专业人员和大众的辐射参考水平 

– 由于电激励效应的总辐射商数： 

  




MHz10

MHz1

MHz1

Hz1 ,

1

i

i

i il

i

a

E

E

E
 

辐射类型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V/m） 

磁场强度 

（A/m） 

等效平面波功率密

度Seq 

（W/m
2） 

对专业人员的辐射 

最高达1 Hz – 2  10
5
 – 

1-8 Hz 20 000 1.63 10
5
/f

2
 – 

8-25 Hz 20 000 2  10
4
/f – 

0.025-0.82 kHz 500/f 20/f – 

0.82-65 kHz 610 24.4 – 

0.065-1 MHz 610 1.6/f – 

1-10 MHz 610/f 1.6/f – 

10-400 MHz 61 0.16 10 

 
400-2 000 MHz 3f

1/2
 0.008f

1/2
 f/40 

2-300 GHz 137 0.36 50 

对大众的辐射 

最高达1 Hz – 2  10
4
 – 

1-8 Hz 10 000 3.2 10
4
/f

2
 – 

8-25 Hz 10 000 4000/f – 

0.025-0.8 kHz 250/f 4/f – 

0.8-3 kHz 250/f 5 – 

3-150 kHz 87 5 – 

0.15-1 MHz 87 0.73/f – 

1-10 MHz 87/f
½
 0.73/f – 

10-400 MHz 28 0.073 2 

400-2 000 MHz 1.375f
1/2

 0.0037 f 
1/2

 f/200 

2-300 GHz 61 0.16 10 

注1 – f 如在频率范围所显示的。 

注2 – 对100 kHz与10 GHz之间的频率，平均时间是6分钟。 

注3 – 对最高达100 kHz的频率，峰值可以通过将有效值乘以2（ 1.414）来得到。对持续时间为tp的脉冲，

要应用的等效频率应计算为f = 1/（2tp）。 

注4 –在100 kHz与10 MHz之间，场强的峰值是通过从100 MHz处峰值的1.5倍至在10 MHz处峰值的32倍峰值

得到的。对超过10 MHz的频率，建议按照在脉冲宽度上平均的峰值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不超过Seq限值的

1000倍，或者场强不超过在表中所给的场强辐射水平。 

注 5 – 对超过10 GHz的频率，平均时间是68/f 
1.05分钟（f 以GHz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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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i： 在频率 i 处测量的 E 场 

 El，i： 频率相关限值 

 a = 87V/m，用于对大众的辐射，或者，610V/m，用于对专业人员的辐射。 

  




MHz10

kHz65

kHz65

Hz1 ,

1

j

j

j jl

j

b

H

H

H
 

其中： 

 Hj： 在频率 i 处测量的 H 场 

 Hl，j： 频率相关限值 

 b = 5A/m，用于对大众的辐射，或者，24.4A/m，用于对专业人员的辐射。 

– 由于热效应的总辐射商数： 

  

























GHz300

MHz1

2

,

MHz1

kHz100

2

1

i il

i

i

i

E

E

c

E
 

其中： 

 Ei： 在频率 i 处测量的 E 场 

 El，i： 频率相关限值 

 c = 87/f
1/2

V/m，用于对大众的辐射，或者，610/f V/m，用于对专业人员的辐射。 

  






























 GHz300

MHz1

2

,

MHz1

kHz100

2

1

j jl

j

j

j

H

H

d

H
 

其中： 

 Hj： 在频率 j 处测量的 E 场 

 Hl，j： 在频率 j 处的参考限值 

 d = 0.73/f A/m，用于对大众的辐射，或者，1.6A/m，用于对专业人员的辐射。 

5.6.3 电场与磁场 

电磁场可以被细分成两个分量：电场E （以V/m为单位测量）和磁场H （以A/m为单位测量）。

E场和H场在远场在数学上是相互依存的，这意味着只有一个分量需要被测量。例如，在自由空间，

如果在这个区域中H场被测量了，它可以被用来计算E场的幅度和功率密度S（W/m
2）： 

  =  已知  377
00

2

0
ZZHS,ZHE  

相反，在电抗性的近场区域，H场和E场必须被分别测量，并且被对应于各自的限值来考虑。 

一般，远场的内边界被认为是在大约离发射机位置3的半径（或2D
2
/，如果天线的尺寸与波长

相比较大）。在ITU-T K.61建议书中可以找到对近场和远场的一个恰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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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的全向遥感器能够使用，例如，必须采用一个偶极天线或一个环形天线在三个正交方

向上进行3次测量，以得到不同的场分量。通过采用以下表达式得到总场强： 

  
222

EzEyExE  ，
222

HzHyHxH   

5.6.4 NIR测量的仪表 

5.6.4.1 宽带全向探测器和仪表 

宽带全向探测器是特别设计来量化有害电场或磁场的设备。它们通常包括集成的（E或H场）天

线和检测器单元。宽带探测器通常提供正比于所测量场强的直流电压。 

电场天线通常采用电阻偶极矩阵，而磁探测器则采用环形矩阵。这些天线被以相互正交的方式

来安排，因而提供在所有极化和方向上的读数，创建了这些遥感器近乎全向的特性，这样它们就能

提供表示在一个特定位置接收到的总辐射水平的单独一张图。 

全向探测器对三个空间坐标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分开的检测器。通常肖特基二极管或热电偶被应

用于此目的。采用肖特基二极管能够到达较宽的动态范围，当用于其特性的平方律区间，它们提供

一个正比于RF信号均方根值的直流电平。 

尽管其灵敏度与动态范围低于肖特基二极管，热耦合总是提供真实的均方根值而不管RF信号的

波形。所以它们更适合于测量高峰值对RMS比的RF信号。 

源自不同空间分量的检测直流电平通常在探测器所连接的仪表中组合起来，但在某些情况下，

它发生在探测器本身中。 

因为宽带探测器不能区分不同的频谱分量，所以只能得到单独一个测量结果。具有平坦频率响

应的检测器提供在频段内的总场强值，但是它们不适合于总辐射商数的测量。有可用的装备了实现

由特殊标准所要求加权特性的内置频率相关加权电路的探测器。这些加权的探测器仅仅提供总辐射

商数值，不适合于总场强的测量。下图提供了一些图和一个在薄膜上构成的全向电场遥感器的照

片，如Botelho所描述，et al.[2008]。 

关于宽带全向探测器和仪表的使用，可以指出以下主要好处： 

– 提供快速阅读，通常在1/3 s或更少的量级，减少了对设备操作人员的辐射，使得这些技术可

以被用于快速纵览或移动监测。 

– 通常被设计得能对抗强EMF，允许靠近无线电频率源这样对NIR测量重要的位置进行工作。

测量尺度的上限通常也很高，高于70V/m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最高达数百（V/m），可以对极

度危险的RF环境进行评估，对解决一个职业危害争端可能是必要的行动。 

– 使用简单。 

另一方面，应了解以下限制： 

– 一旦探测器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检测器时，在调制信号下和具有多个各种频率源的地方增加的

不确定性。如在理论研究[Randa and Kanda，1985]中指出的，能量密度测量的误差可能最高

达–15 dB至+3 dB，典型的是在数dB的量级（通常少于4 dB）。如在商业数据库中所显示

的，采用探测器的实验确认，这个误差具有过渡估计真实值的趋势，即，显示的值高于“真

实”EMF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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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单独一个值，非频率相关，这意味着除非设备被用于评估一个特定单独源，应采用下

限，而且不需要应用误差修正。 

– 由于其宽带特性引起的低灵敏度，全向探测器和仪表的噪声电平通常介于0.1 V/m和0.8 V/m

之间，当适用于普通公众环境的法规下限为28 V/m量级时，例如ICNIRP和WHO所建议的，

这不是问题，但如果应用的法规更严格时，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限制。通常，所期望的是灵

敏度水平应至少比计划评估的限值低3倍。 

 

图5.6-1 

(a)  构成一个E场遥感器的电阻性偶极子安排图； 

(b)  全向E场遥感器实例图； 

(c)  全向H场遥感器实例图 

 

频谱-5.6-01 

  

a) b) c) 

 

建议全向探测器和仪表应符合以下特性： 

– 各向异性好于1dB （相对于理想全向特性的偏差）。 

– 评估场强的均方根（r.m.s.）值。 

– 最大操作电平高于在仪表频段内适用的最高规则性限值。 

– 噪声电平低于在仪表频段内适用的规则性限值。低10 dB将是最小的合理要求。如果可能，

这个差应更大。 

5.6.4.2 三轴天线和场强仪表 

三轴天线指设计用来进行现场非电离辐射测量的特定天线。这些通常被设计为三个短正交天线

（双极、单极或环形）的一个矩阵。取代从三个基本天线组合RF信号，它们通过一个开关单元顺序

地连接到天线的输出端口。场强仪表（频谱分析仪或测量接收机）从天线输出对每个空间分量进行

电场测量。可能需要一个工业计算机或笔记本计算机这样的分开的外部控制器来控制天线的切换和

收集测量数据给后处理，按照以前定义的参数及法规提供结果和报告。有可用的解决方案将天线开

关集成到天线上，以及将控制器集成到所用测量仪表上，这样，它将变得更轻便和适合于外场使

用。 

图5.6-2给出了由[Gallee et al., 2007]所描述这样测量系统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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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2 

(a)  包括外部控制器的系统示意图，如果频谱分析仪或 

接收机合并了天线控制功能，就可以将其去除； 

(b)  显示提供近乎全向测量特性的一组短偶极子构造的示意图； 

(c)  三轴短单极天线的实例图 

 

频谱-5.6-02 

  

a) b) c) 

天线矩阵 

天线开

关接口 频谱分析仪或测量接收机 

外部控制器 

 

如第5.6.2段中所描述的将原始场强测量变为累积辐射商数的处理对按照规定的辐射限值进行测

量的恰当评估是必要的。这增加了由以上所描述组件作为“外部控制器”所执行的任务以及对用于

执行这个计算算法进行恰当确认的重要性。 

关于三轴天线和场强仪的使用，可以指出以下好处： 

– 提供频率选择性测量，允许在多用户（多信号）环境下的运行及对每个频谱用户贡献的评

估。测量不确定性通常也好于对宽带全向探测器所观察到的，通常，比得上所观察到的其他

现场场强测量方法的不确定性。 

– 提供比全向探测器更好的灵敏度，在mV/m量级，支持对遵从比ICNIRP和WHO所规定的更

严格法规的场所评估。 

另一方面，应了解以下限制： 

– 缓慢的获取时间。快速浏览可以在数秒内完成，使得可以慎重使用激励这样的方法，但是可

靠的测量可能需要数分钟来完成。在完整频谱范围上完成详细的扫描可能需要接近一小时。 

– 作为空间分量切换的结果，会有短暂的时间三轴天线不提供任何输出（盲期）。所以它不适

合对由短暂峰值组成的RF信号（例如，脉冲雷达信号）进行测量。 

– 尽管天线和开关单元通常被设计能对抗强EMF场，但对频谱分析仪和测量接收机并不是这

样，按照制造商的承诺，它们通常不超过10或20V/m，大部分时间低于由ICNIRP和WHO定

义为限值的最低水平。如果采用了商用笔记本或计算机，这些甚至可能被更低水平的EMF场

所影响。 

– 由于更为复杂，该系统可能更适合于特别是来自软件部件的故障。 

5.6.4.3 可搬移电台 

可以有手动操作（手持或便携）形式和适合于长期自动操作版本的EMF测量仪表。它们被称为

可搬移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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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国家（巴西、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

是由于公众要求，NIR的监测已经通过附加的可搬移电台得到补充，实现了对特定场所的长期和/或

“实时”监测，或者在巴西的案例中，采用安装在车辆上的可搬移电台对大面积进行快速的观察。 

一个可搬移电台由一个NIR测量仪表构成，例如宽带全向探测器或三轴天线和场强仪，配合有支

持子系统，例如特殊的电源、数据存储和控制单元、通信接口和防护。这些项在下面详细描述： 

– 电源：由于其结构的特性和宽带，全向探测器和仪表非常易受来自电源线的传导噪声影响。

要减少这种噪声，全向探测器通常不直接连接到一条电源线，而是从一个直流源获取电源，

例如电池。为了长时间运行，像运输电台所期望的，电源可能来自太阳能板或特殊适配电

源，它们通过不时自动切换电池或其他方式来向探测器提供能量，例如激光。采用三轴天线

的电台通常因为在RF检测器之前采用了减少来自这样来源干扰的滤波器而不会受这种问题

的影响。 

– 数据存储器和控制单元：大多数电台依靠某种形式的数据存储器和控制单元。对于具有三轴

天线的系统，因为控制和处理任务更为复杂且数据量大得多，这通常是一个工业计算机。对

于采用全向探测器的系统，这部分可能会简单得多；事实上，大多数现代便携仪表已经包含

了足够处理一个可搬移电台任务的存储器和处理特性。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期望这样的系统

应能够存储足够运行一个星期的数据而不需要通信或辅助。 

– 通信接口：可搬移电台是要对长期测量进行采集，但在多种情况下，也被用于为普通公众提

供“实时”测量。要执行这种任务，某种通信接口是必要的。大多数时间，由于要传送的信

息量少，这可以简单地采用一个公众无线网来实施。为了避免对测量的干扰，控制单元通常

顺序进行测量和数据传输，例如，6分钟测量+1分钟数据传输。 

– 防护：因为可搬移电台是要安装在室外环境中，它们应适当地对潮湿、热、冷和故意破坏加

以防护。 

在巴西案例中，电台也装备了GPS接收机，使它们能够被安装和运行在车辆上。这样的电台能

够被用于慢慢开过大的面积来对其提供快速观察，并且能够快速提供关于特定地点的信息，然后收

起车辆。 

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其较大的尺寸，可搬移电台通常不排除需要便携设备，以适当地描述一个

场所的特性。有时候，便携设备也被需要用于初始检查并确定安装这样电台的地方。 

5.6.4.4 标准场强测量设备的使用 

有可能采用标准场强测量设备来进行NIR的测量，例如包括在本手册其他章中所描述的频谱监测

站。应谨慎采用这样的应用，因为预期的强EMF能够损坏这样较为灵敏的系统，在任何情况下应考

虑以下几点。 

– 由于较大的天线尺寸，要用这些设备进行近场测量是不可能的。 

– 一旦预期有强场，应采用衰减器来保持来自天线的信号电平在测量仪表工作范围之内。 

– 测量的进行与计算应根据所涉及的不同源考虑所有极化和方向。 

仅仅考虑需要在不同方向和极化重复测量的时间，在一个复杂环境中采用标准设备进行NIR测量

所采用的时间能比采用一个三轴天线完成相同任务的时间长4至8倍。这可以通过仅仅在有效使用中

的方向和极化上进行测量来简化，但因此在准备测量和配置上需要更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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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测量程序 

以下几节提供能够被用于进行非电离辐射水平测量的基本导则。 

5.6.5.1 对测量地点的选择 

测量位置的选择应能够呈现一个人可能遭受的最高辐射水平，考虑相邻天线的位置。可以通过

采用测量设备进行一个“快速检查”，或者通过基于来自相邻天线理论传输的计算来找到这些位

置。 

关于计算程序的细节可以在ITU-T K.52和K.70建议书中找到，它们包括了软件EMF估算器，它

是能够被用来估算在发射站附近累积辐射的一个应用。 

理论方式通常能够节省很多时间，使得能够在前往任何现场之前选择相关的地区。同样重要的

是要注意，定限对结果的质量是关键的，因为不同发射机与各种发生天线模式的组合可能使一个仅

仅依赖进行测试人员的技术水平进行的评估变得困难。 

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考虑通过理论计算得出的结果远低于规定的门限值时，能够忽略掉在大

多数公共场合对测量的需要，这增加了减少要进行测量任务数量的模拟工具可用性和使用的重要

性。 

以前被描述为“快速检查”的经验化替代方法也被称为“激励评估法”，采用一个探测器来进

行快速扫描以定位可能的最大辐射点，最好在一个定界的区域内。 

采用这种方法，探测器应缓慢地移动通过此区域，避免接近任何金属表面，以及操作员的身

体，从大约离地面1.1 m至1.7 m进行扫描。这个扫描的速度应符合所用遥感器的捕获时间。观察到较

高瞬时值的地方应根据后面几节中所描述的程序来被选择用于详细的评估。 

这个方法是重要的，因为计算方法仅仅将调查的区域限制到数平方千米，例如一个屋顶或一个

公寓，但是负责测试的人员应将此区域缩小到一个特定点，仪表将被安装在那里进行后面几节中所

描述的测量。 

5.6.5.2 仪表布置与平均 

一旦选择了一个用于测量的特定位置，RF辐射遥感器或天线应被安装在一个非导体三脚架上，

以减少电磁场的扰动。出于同样的原因，人员应在测量期间从天线处撤离。 

如果选择的位置在期望的近场区域内，电场和磁场都应被测量，如在第5.6.3段中所描述的。这

是通过采用不同的探测器或天线来进行的。电磁场的电场分量（E）能够采用适当的天线方便地测

量，例如，偶极子、双圆锥、对数周期天线等，而电磁场的磁场分量（H）通常采用环形天线来测

量： 

– 要减少由于多径传输造成的非均匀场分布效应，还建议对测量进行空间平均，例如，在 

1.1 m、1.5 m和1.7 m高度的三个点，如作为基本参考的ITU-T K.61建议书所建议的。 

– 测量时间也必须按照相关辐射导则来选择，例如，在ICNIRP导则中的6分钟。应知道，尽管

当前导则规定了一个单独的时间平均期，实际中这应根据信号特性与使用的测量设备来调

整，例如，将所考虑载波的调制和占空比与扫描时间和所用的检测器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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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3 对强电场或磁场的预防 

如果必须要测量强电磁场，则必须考虑人员防范辐射的安全措施。场强预测、采用辐射保护计

量表和明确的工作指导可以是确保安全工作条件的适当工具。 

必须要检查设备的抗扰度，特别是对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而且如果有必要，必须要使用一个

具有对抗强信号更好抗扰度的探测器。 

还应确保必要支撑设备的抗扰度，例如负责测量自动化的计算机，因为强EMF可能在这些设备

上产生干扰测量的间歇故障。 

5.6.5.4 宽带探测器和仪表的使用 

在以下情况中应采用此方法： 

– 仅仅要求总非电离辐射水平，即，不需要知道工作在不同频率的每个源的独立贡献，或者仅

有一个主要源工作于被考虑的地点附近； 

– 由这种方法预期和给出的总场强未超过调查频率范围的最低导则参考水平； 

– 仪表的本底噪声至少在所调查频率范围的最低导则参考水平之下10 dB。 

探测器必须覆盖所涉及的全部频率范围，如果有必要，可能要求两个或多个探测器。如果这

样，最终结果将采用每个探测器所提供的数值根据以下公式来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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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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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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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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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是探测器的数量，Ei或Hi是由各个探测器得到的数值。一旦采用多个宽带探测器，如果

探测器的频率范围重叠，结果就可能被过渡估计。 

如果只有单独一个相关源，即，在遥远位置上的一个短波发射机，可以应用基于该探测器校正

因子的频率特定修正，以改善结果的质量。 

如果所得到的结果接近于最低可应用导则水平（在测量不确定性范围之内），应进行选频评

估。这对具有复杂调制机制的信号特别关键，因为在其中装备了肖特基二极管检测器的宽带探测器

可能会提供不正确的数值，如以前所讨论过的。 

5.6.5.5 对频率选择评估的总体考虑 

当要求扫描频段内频率的非电离辐射水平时，应采用选频评估。 

最恰当地完成一个选频评估是采用一个重量轻的电池供电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 

因为接收机或分析仪有时必须要工作在强电磁场中，好的动态范围和互调制性能对可靠和可重

复结果是必要的。 

应采用重量轻、强健的天线和高质量的馈电电缆。适宜的天线类型是： 

– 选频三轴探测器。 

– 用于HF的磁环天线。 

– 宽带偶极子天线或（封装的）对数周期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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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锥天线。 

– 定向天线（当有一个主要贡献且其他发射电平可忽略时可用）。 

考虑显著的波长，对于较低频率，应选用电动小型天线。 

天线与在发射机方向上的任何障碍物（例如，墙或高地）之间的最小距离必须至少为1 λ。对低

于600 MHz频率在地面之上50 cm高度的测量应采用宽带、电动小型磁或电天线，而不是偶极子天

线。人员应在测量期间离开天线，为了不干扰电磁场，天线应安装在非导体三脚架上。 

由于在调查期间要收集的巨大数据量，接收机/分析仪的软件控制是一个必要的功能。该软件还

应能够对频率范围上天线因子和电缆损耗进行修正。软件自动化的采用也使得可以按照被监测的各

种业务采用不同的设置，而且这个选项应总是适宜的。 

5.6.5.6 9 kHz与6 GHz之间的一般评估 

在整个频谱中，有一个具有很大不同信号特性的宽/窄、模拟/数字和连续/离散源的混合。因

此，测量带宽将是一个折中。本节中，我们将介绍当特殊业务配置不适用、相关或未知以及仅仅要

求一个一般评估时一个能够被用于9 kHz至6 GHz之间的一般配置。 

下面所描述的设置适合于一般评估或用于依赖于所用检测器的快速频谱观察。一个具有最大保

持的峰值检测器对发现所有发射源时有用的，除了在本案中，所计算的最终总辐射商数通常被过度

估算。对于总的人体辐射商数的一般评估，为了准确测量应采用一个RMS检测器。 

事实上，一旦可能，配置参数最好应根据预期的发射来调整，即，采用与工作在每个子频段的

业务相匹配的带宽和扫描时间。 

在后面的几节中描述了大多数普通业务配置的一些实例。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适当采用业务特定配置可能不仅仅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结果，还提

供了更高时间效率的操作，因为信道的数量通常被减少了，例如，仅仅考虑移动业务的控制信道，

或者对宽带系统采用一个信道功率测量。 

记住了这点，对一个未知场所的初始评估最值得建议的方式是将业务特定配置扫描与下面所定

义的更为一般的评估扫描结合在一起。 

采用这种方式，能够在对NIR水平有较大耽心的频段中得到更可靠的结果，例如分配给广播和个

人通信业务的那些频段。 

在这种详细配置的复杂性由于已经描述的原因没有被证明的其他频段中，得到的是代表性的结

果。 

应尝试在测量质量和一个完全频谱扫描之间达到一个可接受的折中。 

为了检测发射，例如来自未被授权的电台和/或来自工业、科学和医疗（ISM）设备，全频谱扫

描会是重要的。 

接收机与频谱分析仪的设置 

– 对于接收机，已经证明以下带宽/步进大小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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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kHz-30 MHz BW = 9 或 10 kHz 采用10 kHz的步进大小 

 30 MHz-3 GHz BW = 100 kHz 采用100 kHz的步进大小 

 3 GHz-6 GHz BW = 1 MHz 采用1 MHz的步进大小 

 接收机停顿时间：≥ 0，1 s 

– 对于频谱分析仪，可以采用以下带宽/扫描设置： 

 9 kHz-30 MHz BW = 10 kHz 采用50-100 ms扫描时间 

 30 MHz-300 MHz BW = 100 kHz 采用100 ms扫描时间 

 300 MHz-3 GHz BW = 100 kHz 采用700 ms-1 s扫描时间  

 3 GHz-6 GHz BW = 1 MHz 采用700 ms-1 s扫描时间 

 最大保持和用于快速观察的峰值检测器或用于一般评估的RMS检测器如上所讨论。 

– 门限水平被选定为参考水平之下40 dB。如果在一个频段内没有发射超过该门限水平，最高

的两个发射可以被报告为参考。 

– 天线极化：应采用测量天线以检测所有空间方向场强分量的方法来完成测量。 

5.6.5.7 6 GHz以上的信号 

通常采用定向天线，例如，喇叭、碟形和对数周期天线。应按照以下步骤来完成测量： 

– 对发射的每个信道采用等于（如果可能，大于）该信道带宽的分辨率设置中心频率。 

– 选择RMS检测器。 

– 天线须以适当的极化指向发射机（最大信号）。出于实际的原因，忽略可能的反射。 

5.6.5.8 雷达与脉冲发射 

对于这种类型的信号，能量携带在短时间脉冲上。与脉冲间的间隔相比，脉冲通常较短。 

有很多种雷达，特别是对于航空应用。这些应用具有非常不同的特性，通常在100 MHz和 

95 GHz之间的频率上，且峰值功率介于1W和50MW之间。 

对于将与雷达系统相关的峰值功率有可能有另外的限值。例如，按照EU 1999/519/EC，峰值功

率不应超过参考电平30 dB，且与雷达的脉冲特性不直接相关。 

因此，要被评估电场和磁场强度的数值是峰值和脉冲场的均方根值。 

对于峰值的评估，程序应符合以下步骤： 

– 选择一个足够的宽带滤波器来在低于脉冲的持续时间上进行测量。在一个未调制脉冲的情况

中，一个4/的滤波器带宽足以捕获该信号99%的功率，为该脉冲的持续时间。 

– 选择正峰值检测模式。 

– 对于雷达的一次或多次旋转选择最大保持模式，直到该信号稳定。 

– 选择以发射频率为中心的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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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均方根场强的评估，或者有必要知道信号的临时特性并从峰值推算出平均值，或者以RMS

模式测量该信号的平均值。 

因为波束在方位角和仰角平面中的移动，为了恰当地测量信号，必须要采取特殊的措施。 

5.6.5.9 非连续信号 

如果信号的技术参数未知，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测量： 

– 对发射的每个信道采用一个等于（如果可能，大于）该信道带宽的分辨率设置中心频率。 

– 检查均方根值和峰值，并按照表5.6-1中的注4考虑最关键的那一个。 

5.6.5.10 GSM 

尽管EMF测量的目标通常是要找到实际的辐射值，有时应在基站的附近推断可能的最大值。 

这些系统的发射包括一个永久控制，例如，在GSM 900/1 800系统中的BCCH信道，以及（n-1）

个业务信道，其中，n是该基站的信道总数。因此，总功率取决于业务负载。 

以下程序能够被用来评估最大可能业务量，进而最大功率： 

– 确定永久控制信道。 

– 对永久控制信道采用一个等于（如果可能，大于）该信道带宽的分辨率来设置中心频率。 

– 选择峰值检测器。 

– 选择最大保持模式。 

– 测量Econtrol channel。 

– 确定基站的信道数量。这在跳频的情况下可能是困难的。 

– 然后采用以下表达式计算对最大业务量的推断： 

  rstransmittechannelcontrolmax nEE   

– 如果一个基站的发射信道工作在不同的功率电平，应采用以下表达式： 

  
channelcontrol

total
channelcontrolmax

P

P
EE



  

其中： 

 Ptotal： 基站的最大可能功率。 

5.6.5.11 宽带发射（模拟/数字电视；数字网络……） 

测量设备与用于一般测量程序的相同。某些种类的发射，特别是脉冲信号和UWB发射，要求采

用一个时域分析仪来预分析信号并相应地采用测量设置。 

对于这些发射类型，很难得到等于发射带宽的分辨率，所以程序应按照以下步骤：选择一个较

低分辨率的滤波器并考虑低分辨率滤波器形状进行累计计算。 

这种处理被称为“信道功率”模式，而且很多频谱分析仪将提供这个功能作为一个标准或可选

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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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12 CDMA系统（UMTS……） 

还能够对UMTS网络或其他采用CDMA技术的系统进行推断，以确定在最大业务量时的情形。但

是，该方法不同于用于GSM的方法，因为必须要测量编码域中的功率。 

以UMTS为例，第1步是要确定一个特殊的公共信道，“P-CPICH”（公共引导信道），然后测

量这个PP-CPICH信道的功率。与此信道相关的UMTS最大功率将采用一个如下显示的系数来从PP-

CPICH推导出来。测量的原理和计算如下： 

– 采用一个频谱分析仪来确定并记录所有UMTS发射的中心频率freq0。采用一个UMTS扫描仪

来测量各个检测信道"CPICHi"的P-CIPCHi功率。然后，对所有CPICHi信道的功率求和。 

  )()( 0

1

0 freqPfreqP
n

i

CPICHPCPICHP i


   

将通过从P-CPICH （freq0）开始，结合天线因子和电缆损耗，计算出等效EP-CPICH（freq0）。以下等

式使有可能通过采用RP-CPICH系数计算出在freq0处最大业务量的E场。 

  CPICHPCPICHPmax RfreqEfreqE   )()( 00  

其中： 

  
CPICHP

max
CPICHP

P

P
R


   

对于UMTS扫描仪，应注意没有国际上认可的校准方法，因为缺少对于软件定义编码（像

CPICH）的参考。 

为了进行可靠的测量，可能需要对设备的资格认证，以确保由UMTS扫描仪提供的结果没有问

题。 

进行这样资格认证的方法可以是采用至少两个UMTS信号发生器来检验该扫描仪的以下特性： 

– 频率响应： 

 通过采用一个在UMTS频段中两个不同频率的具有与P-CPICH相同功率和在5 MHz块中相同

总发射功率的参考信号。 

 两个P-CPICH测量功率与两个信道测量功率之间的差应最小。 

– 线性： 

 通过采用一个固定频率的参考信号，具有P-CPICH功率与总信道功率之间固定比且具有在5 

MHz块中不同的总发射功率。 

 测量功率与发射功率之间的差应小于2 dB。 

– 业务量： 

 通过采用一个固定频率的参考信号，具有在5 MHz块中的固定总发射功率和P-CPICH功率对

比于总信道功率的不同比。 

 测量比与发射信号比的差应最小。 

 应采用两个信号发生器来对这三个参数进行检查，且结果（采用两个信号发生器）的差应最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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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测量链的所有不确定性和校准因子必须是已知的，并被考虑到计算中。 

5.6.6 不确定性 

NIR测量的不确定性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由于仪表的不确定性。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由于各种参数（衰落、多径….），所以有固有的现场测量不确定性。  

采用如第5.6.5.2段中所描述的空间平均方法来减去该值。 

可以考虑，采用3个测量点时，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被减少至3 dB，采用6个点时，减少至 

2 dB。 

关于时间和空间平均应用的更为详细的信息可以在ITU-T K.61建议书中找到。 

由于设备的不确定性将是每个仪表内在的，因而应由制造商提供。 

一旦采购这样的设备，应注意提供了所有用于不确定性计算的必要信息，包括校准证书和不确

定性传递函数，它使得在这样证书上提供的信息能够被适当地用于确定最终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 

应保持总的不确定性在一个可接受水平之下。 

作为一个实例，欧洲标准 EN 50 492建议了一个4 dB的数值作为最大不确定性。 

5.6.7 报告 

对每个位置的测量结果应整理成一个报告，宜采用表格。如果没有在现场测量，对应的H（或

E）及S值能够按照第 5.6.3段计算。 

测量与计算的数量必须要与可应用法定要求的最低参考水平相比较。 

如果测量或计算值的量较高，这应在报告中加以强调，并应根据现行的法规采取可应用的规

定。 

期望一个全面的测量报告还应包括以下信息： 

– 测量的目的与目标； 

– 日期、开始与结束时间； 

– 地理坐标、地平线上高度、和测量地点的特殊特性； 

– 被确认发射机的列表； 

– 温度； 

– 所用的设备及其序列号； 

– 测量的不确定性。 

此外，为了改善报告的可理解性，希望对结果采用地图、图表和照片形式的图形表示。 

这些可以呈现在其位置的测量结果，以及主要发射机与涉及地区的相对位置，例如学校、医院

和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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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将测量值与适用的总辐射商数相比较，并得出一个RF辐射与相关法规中限值符合性

的结论。 

参考文献 

BOTELHO, T. R.; FRASSON, A. M. F.; NAZIMA, F. T.; ALMEIDA, A. M. [September, 2008] Análise e 

construção de Sensor de Campo Elétrico de Faixa Larga Construído com Filme Espesso; MOMAG – 

13
o 
SBMO-Simpósio Brasileiro de Microondas e Optoeletrônica e 8

a
 CBMAG – Congresso Brasileiro de 

Eletromagnetismo. 

ECC Recommendation （02）04 （revised Bratislava 2003, Helsinki 2007）; “Measuring Non-Ionising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9 kHz – 300 GHz）”, available at:www.ero.dk. 

European Recommendation, 1999/519/EC, 12 July 1999. 

European standard EN 50 492, CENELEC, November 2008. 

GALLEE, F.; CHAINON, S.; LATTARD, H.; GORON, E.; TOUTAIN Y. [October, 2007] Development of 

an isotropic sensor 2GHz-6GHz.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European Microwave Conference Munich, 

Germany. 

ICNIRP,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1998]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time-varying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up to 300 GHz）. 

KANDAE, M.; DRIVER,L. D. [February, 1971] AnisotropicElectric-FieldProbewithTapered Resistive 

Dipoles for Broad-Band Use, 100 kHzto18 GHz; IEEE Trans. Microwave Theory Tech., vol MTT-35, 

p. 124-130. 

RANDA, J.; KANDA,M. [January, 1985] Multiple-Source,Multiple-FrequencyError of an 

ElectricFieldMeter;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Vol. Ap-33, No. 1. 

ITU-R建议书 

注 – 鼓励采用下列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BS.1698建议书 – 《估测由工作在任何频带内的地面广播发射系统所产生的场以评估非电离性

辐射的照射》。 

ITU-T建议书 

ITU-T K.52建议书 – 《关于遵守电磁场对人体辐射限值的指导意见》。 

ITU-T K.61建议书 – 《关于为遵守电信装置的辐射限值对电磁场进行测量和数值预测的指导意

见》。 

ITU-T K.70建议书 – 《在无线电台站附近限制电磁场对人体辐射的减轻技术》。 

5.7 对无线电噪声的测量 

5.7.1 引言与背景 

当规划无线电网络和评估其特性时，C/I是一个关键参数。在没有另外干扰源存在的情况下，例

如共信道发射，干扰基本上是本底噪声。在这种情况下，C/I变得等于S/N。在很多无线电应用和频率

范围中，由于来自电力和电子设备的无用发射引起的外部噪声高于接收设备的本底噪声。 

因此，对这个外部噪声水平的了解就确定了一个具有给定辐射功率的发射机或网络的覆盖区

域，或者当一个给定区域应被覆盖时所必需的辐射功率。 

http://www.ero.dk/


538      频谱监测 

网络规划通常是基于在ITU-R P.372建议书中公布的无线电噪声指数，但是这些值是从在1970年

代进行的测量中得出的，因此也许不适用于今天。 

因此，出于以下原因，对无线电噪声的测量可能是必要的： 

– 要提供最新的噪声水平的数值，以能够进行现实的网络规划。 

– 为了评估现有网络在不同环境下或在特定位置的系统性能。 

– 为了更新ITU-R P.372建议书中用于网络规划的旧的数值。 

但是，测量无线电噪声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并且电平可能不是完全描述其特性所需要的唯

一参数。本子章提供关于无线电噪声测量复杂问题的必要背景信息，尽管在ITU-R SM.1753建议书中

对实际的测量配置、所要求的设备、测量程序、结果的评估与呈现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5.7.2 无线电噪声的来源 

根据ITU-R P.372建议书，无线电噪声的三个主要来源是大气、银河和人造噪声（MMN）。前两

个是充分已知的，且经过长时间也不显著改变，而MMN经常是主导的，并且可能随着电力和电子设

备密度的增加而改变，因此在进行无线电噪声测量中主要需要关心的是这一部分。 

表5.7-1 

每个频率范围无线电噪声源的重要性 

噪声源 重要性的频率范围 

大气噪声 100 kHz以下 

银河噪声 3 MHz至100 MHz 

人为噪声 9 kHz至1 GHz 

 

测量银河噪声通常要求一个指向天空的天线。但是，大多数通信接收机从地球表面附近接收它

们的主要能量。当评估无线电对通信业务的影响时，应采用适合那些业务方向的天线，因为那样被

测无线电噪声源就将是人为噪声。 

5.7.3 无线电噪声的分量 

采用在ITU-R P.372建议书中给出的定义，无线电噪声是来自非源自无线电通信发射机的多个源

的发射之和。如果在一个给定测量位置没有单个噪声源占主导，无线电噪声的特性具有一个常规幅

度分布，且能够被认为是白色高斯噪声（WGN）。 

但是，有了高密度的噪声发射设备，特别是在城市和住宅区，事实上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至少暂

时被噪声或来自单个源的发射占主导的位置。 

这些源经常发射脉冲或单个载波。因为无线电通信设备必须要工作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要将这

些分量从无线电噪声测量中排除是不现实的。 

只有当它来自接近测量位置的单独一个源时，SCN才被检查到。多个发射单个载波的源随着它

们数量的增加迅速地添加到一个类似噪声的频谱中。ITU-R P.372建议书将无线电噪声定义为来自各

种源的汇聚无意识发射，并特别排除来自单个、可识别源的发射。 



第5章     539 

因此，有必要选择不受来自这些单个源发射主导的测量位置和频率/范围，这些来源使得在MMN

测量中没必要进一步考虑SCN。 

表5.7-2 

无线电噪声的分量 

噪声分量 特性 源（举例） 

白色高斯噪声（WGN） 非相关电磁矢量。带宽等于或大于

接收机带宽。 

频谱功率电平随带宽线性增加。 

计算机、电源线、超宽带设备、

有线计算机网络、银河噪声 

脉冲噪声（IN） 相关的电磁矢量。 

带宽大于接收机带宽。 

频谱功率水平随带宽平方上升。 

启动火花、闪电（大气噪声）、

汽灯点火器、计算机 

单载波噪声（SCN） 一个或多个不同的谱线。 

带宽小于接收机带宽。 

频谱功率电平独立于带宽。 

有线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开关

式电源。 

 

5.7.4 关键参数 

利用RMS电平值可以充分描述WGN分量，而这对IN却是要困难得多。现代数字通信业务几乎总

是应用纠错，使它特别对脉冲噪声更有免疫力。但是，当达到一定脉冲长度和重复率时，IN能够明

显地干扰这样一个业务的运行。因此需要以这样一个方式测量无线电噪声，即不仅给出IN电平，而

且还要给出关于像脉冲持续时间和重复频率这样的脉冲参数统计分布的信息。 

5.7.5 测量类型 

确定真实的MMN电平和包括所有频率范围的IN特性是一个非常耗时和复杂的测量任务。但是，

当仅仅关心WGN分量时，或者仅仅一定频率范围要被调查时，测量能够被显著地简化而不丢失重要

信息或降低准确度。出于这个原因，当进行无线电噪声测量时，可能有以下三个不同类型： 

类型A： 仅仅WGN。这个方法仅仅提供WGN电平，忽略IN。它仅仅要求对一个“自由频率”上

剩余RMS电平进行测量。数据评估被简化。标准监测设备能够被用在大多数情况中。 

类型B： WGN和IN。这个方法提供WGN电平和无线电噪声重要IN参数的特性。它要求测量设备

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对瞬时信号电平进行取样。数据评估更为复杂且需要大量的后处理，它们大多

数只能由计算机来完成。 

类型C： WGN、IN和MMN的分离。除了WGN电平和IN特性之外，这种方法将大气脉冲噪声与

MMN极大程度地分开，这在HF频率范围内可能是重要的。测量处理等同于B），但是它必须要在两

个不同的位置来进行，而且两个位置的设备必须要严格地时间同步。 

5.7.6 测量的位置与频率 

即使在一个频率上，无线电噪声电平，特别是被MMN主导时，随着像时间、位置和传输条件的

事物而变化。一个噪声电平的统计相关图只能通过对来自不同但是相似位置的多个测量结果进行平

均推算出来。ITU-R P.372建议书定义了不同位置分类：城市、住宅、乡村和安静乡村。应只将从相

同分类的位置取得的测量结果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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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适当频率（频段）的实际方法是首先通过扫描期望的频率范围来找到一个可能的备选

频段，并确定具有最低电平的频率（频段）。这个频率（频段）的可用性能够通过应用奇异值分解

（SVD）处理或者借助一个幅度概率分布图（APD）来验证。 

两种方法都在ITU-R SM.1753建议书中详细描述。如果它们显示扫描主要包括WGN，测量就能

够被采用。如果不是，不得不选择一个另外的频率（频段）。 

因为不同的传输条件、所使用通信接收机的不同典型带宽和不同的测量天线，无线电噪声的测

量可以在三个主要涉及的频率范围内分别进行，即： 

– 低频（LF）至高频（HF） （9 kHz至30 MHz）。 

– 甚高频（VHF） （30 MHz至300 MHz）。 

– 超高频（UHF）及以上（大于300 MHz）。 

ITU-R SM.1753建议书提供关于选择测量位置与频率（频段）更为详细的信息。 

5.7.7 结果表达的实例 

如以上所提到的，MMN电平被确定为也能随时间改变的一个统计值。 

WGN的一个典型表达将是所谓的“箱线图”，它显示了最高、最低和中间值，一起还有数值的

上75%和低下25%，如图5.7-1。 

 

图5.7-1 

箱线图实例 

 

频谱-5.7-01 

箱线图：高斯白噪声在 5.4 MHz 处的小时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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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噪声参数将被显示为一个类似显示脉冲持续时间的图5.7-2的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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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2 

脉冲/突发长度分布的实例 

 

频谱-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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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国际电联无线电噪声数据库 

当大量注册能够被编辑时，无线电噪声电平及统计是最有价值的。为此，国际电联已经建立起

一个数据库，其中所有主管部门能够获取可用的测量数据。无线电噪声数据被包括在该数据库的表

C9-1中。为了仅仅获取所关心的数据，提供了在各个领域上的搜索和过滤功能。 

访问该数据库可在：http：//www.itu.int/ITU-R/go/sg3-dtbank-dbsg3/en。 

在可以从以上网址下载的一本用户手册中提供了关于如何使用和获得对数据库接入的信息。 

在其第一阶段，该数据库仅仅包括WGN电平。鼓励进行无线电噪声测量的主管部门提供它们的

数据，以使它们可被所有感兴趣者获取。 

 

参考文献 

ITU-R建议书和报告 

注 – 应采用下列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P.372建议书 – 《无线电噪声》。 

ITU-R SM.1753建议书 –《无线电噪声测量方法》。 

ITU-R P.2089报告 – 《无线电噪声数据分析》。 

http://www.itu.int/ITU-R/go/sg3-dtbank-dbsg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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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卫星全球定位  

6.1.1 概述 

6.1.1.1 目的 

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RNSS）系统对以下监测目的是必要的： 

定位： 

– 颁发执照：按照执照中的规定对电台的位置进行验证，确定违法电台的位置。 

– 移动测向（DF）系统：预测移动测向系统的确切位置。 

– 移动场强测量：FM广播电台的覆盖；出于安全原因验证最大场强。 

– 对辐射方向图的测量：直升机载辐射方向图测量。 

定时与频率标准： 

– 时间：在非常短时间信号情况下测向网络的同步。 

– 频率：接收机同步。 

RNSS系统也具有预测速度和方向的能力，但是不是它们所有都对监测要求那么准确。 

这些业务向在或接近地球表面的用户提供全球的、连续的和全天候的定位。接收机工作于被动

方式，因此允许无限数量的用户同时使用。RNSS系统具有对非授权用户拒绝提供准确业务的功能。 

卫星的测距编码广播使接收机能够测量信号的传输时间，并因此确定卫星与用户之间的距离。

为了三维（3-D）定位目的，通常要求有四颗卫星同时处于接收机的“视野”之中。 

ITU-R TF.767建议书建议在要求全球覆盖和大约10-100 ns准确度级别的应用中使用GPS和

GLONASS。考虑GPS和GLONASS的共同观点来确定接收机天线的1 m坐标。因为对接收机提供了一

个高准确度集成铷频率标准，它还可以用做所有监测设备的频率标准。 

在移动监测应用中，采用RNSS系统已经成为20 m以内准确度就足够情况下的缺省标准。一旦开

始，该系统能够大约每2秒（此时间段可以根据用户的偏好进行调整）提供更新的定位信息。在一辆

移动车辆中，这通常提供足以确定你是在街的哪一侧的准确度，并且通常足以对大小区或广播系统

进行覆盖测量。还有其他商用卫星导航系统正在被开发作为新卫星移动业务的一部分，但是GPS系

统是当今应用最广泛的。 

6.1.1.2 可用的系统 

以下RNSS系统现在可用： 

NAVSTAR 美国系统，最初是设计用于军事应用，对民用GPS应用也可以使用，使用户利用差分

GPS应用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准确度。 

GLONASS 俄罗斯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或者与 一起使用来获得更好的准确度。 

6.1.1.3 可用的设备 

可以期望的标准的、商用的RNSS系统接收机最差能够提供数十米内准确度的定位；时间准确度

通常在 250 ns以内。测量另外一颗卫星和第二个地面位置将通过不同的解读来使准确度改善到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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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接收机可以被方便地集成到一个移动系统之中。它们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模块、作为电池供电

手持接收机、或者作为公共计算机总线插件卡。便携天线极为紧凑且强健，通过少量工作便可安装

在车辆的顶上。 

很多商用接收机提供从卫星数据推导出来的附加输出，包括高程、速度和加速度。从多个制造

商也可以得到航路点导航的选项。用于包括一个接收机工作站的移动系统中时，独立的接收机装备

了一个对该计算机的适当数据接口。GPS信息可以与计算机化地图包相集成（见第6.2段），在车辆

移动时提供该车辆位置的实时显示。 

在移动应用中使用GPS时，准确度和信号捕获可能会有问题。当在建筑群区域和步行区测量微

小区时要求准确度高很多的定位。在城区、建筑物内和其他实际障碍物可能削弱接收的地方，捕获

来自卫星的信号会有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使用一个其他替代的定位技术。 

6.1.1.4 对准确度的改善 

可以通过将高度表、惯性导航系统以及由该系统本身提供的技术（NAVSTAR的差分GPS

（DGPS）、GLONASS系统的GPSGLONASS等）这样的系统组合到一起来改善RNSS系统的准确

度。 

6.1.2 NAVSTAR GPS 

6.1.2.1 系统描述 

在非常高轨道的24颗GPS卫星通过同步的信号向全世界的用户提供定位与时间信息。测量至少

来自三颗卫星的那些信号将实现地球上接收地点的定位。该星群使用户可从地球上任意一点看到8颗

卫星。 

三维导航是GPS的主要功能。在提供修正（DGPS）的参考位置采用GPS接收机以及为远端接收

机提供的相对定位数据能够进行精确定位。基于星载精确时钟和受控于监测站的时间和频率分发是

GPS的另外一个应用。通信设施和实验室标准可以利用特殊用途GPS接收机设定到精确的时间信号或

受控于准确的频率。 

6.1.2.2 系统性能 

GPS提供两个级别的导航：精确定位业务（PPS）和标准定位业务（SPS）。全世界的民用用户

免费或无限制地使用GPS（见表6.1-1）。 

大多数接收机能够接收并利用SPS信号。SPS的准确度被DoD（美国国防部）借助于选择性可用

度（SA）事先刻意地给降低了。但SA在2000年5月1日结束了，美国再没有使用SA的打算。 

表6.1-1 

GPS准确度 

 

可预见准确度（无SA） 标准定位业务（SPS） 

水平准确度（95%） 22 m 

垂直准确度（95%） 33 m 

时间准确度（95%，相对于UTC） 200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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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制造商可以采用这里所述以外的其他准确度措施（RMS、圆概率偏差、球概率偏差、带/

或无SA）。因此，一些接收机的规格表显得那些接收机比由采用较为保守误差措施的更为负责的供

应商所说明的更为准确。 

6.1.3 GLONASS 

6.1.3.1 系统概述 

一个完整部署的GLONASS星群由在三个轨道平面上的24颗卫星构成。GLONASS卫星提供二种

导航信号：高准确度信号和标准准确度信号。高准确度信号主要仅仅是为了授权的用户。高准确度

信号在L1和L2子频段发射，以保证电离层修正。所有用户可以免费获取在L1子频段的标准准确度信

号。但是，表6.1-2中所给标准准确度导航信号可以通过采用差分导航模式和/或附加的特殊测量技术

来被显著地改善。 

表6.1-2 

GLONASS的可预测准确度 

可预测准确度 GLONASS 

水平准确度（95%） 28 m 

垂直准确度（95%） 60 m 

时间准确度（95%） 700 ns 

速度矢量 15 cm/s 

 

6.1.3.2 GLONASS与GPS组合应用功能 

GPS与GLONASS系统的用户部分包括天线和具有处理功能的接收机，执行信号的接收与导航解

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位置、速度和准确的时间。卫星发射一个伪随机同步信号和包含每颗卫星轨道

参数（星历表）的一个导航信号。接收机利用星历表数据来确定一颗卫星的位置。获取了四颗卫星

的准确位置后，该接收机就能确定其自己的3D定位和时间。 

尽管有在表6.1-3中所指出的差别，新式数字信号处理方法能够采用相同的接收机结构来处理

GPS和GLONASS信号。GPS和GLONASS频率范围很接近，因而在用户设备中允许采用组合的天线

和公共输入放大器。优化的接收机设计和适当的信号处理软件使得能够以仅仅略微高于一个GPS或

GLONASS接收机的价格开发一个组合接收机。GPS和GLONASS星历图信息与年鉴图之间的差异并

不对用户设备的操作构成任何障碍。导航处理器软件提供适当的纠错并允许处理二者的数据流。 

作为整个系统中最灵活的部分，用户设备在持续地改进。目前，大多数现有接收机是多信道

的，且能够同时跟踪多个可视卫星的伪距和伪速。它们从而提供了导航观察的最大准确度和完整

性。 

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为已经支持在靠近前端输入阶段对卫星信号进行离散变换和

数字处理的非常高度的集成提供了手段。 

GLONASS与GPS的组合应用提供了超过这两个系统任何一个独立使用的显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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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可用性：对于在受到阻挡环境下的运行，像山区地形或城市“峡谷”，相对于仅仅GPS

或仅仅GLONASS接收机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加倍的可用卫星数量经常意味着有效的解决方案。 

改善的准确度：卫星数量的增加通常将形成更好的用户对卫星几何条件。 

更快的冷启动：当接收机没有取得位置和时间信息时，捕获一颗卫星的概率随着在视野中卫星

的数量增加而增加，进而降低了捕获时间。 

强健的系统健全性：通过增加在视野中卫星的数量极大地增强了检测和隔离一颗故障卫星的能

力。同样，依赖于两个独立的系统提升了抵御系统范围故障的健全性水平。 

在市场上，有在陆地、水上及空中进行拓扑与地理测量调查中同时采用GLONASS与GPS系统导

航卫星信号的可用设备。 

当这种设备运行在差分模式时，保证了1-3 cm  10–6L（L  1 000 km）的地球站地理定位精度，

其中，L是地理定位站、车辆、航空器、船舶之间的距离。 

6.1.3.3 GPS与GLONASS的特性 

在表6.1-3中给出了GPS与GLONASS的特性。 

表6.1-3 

GPS、GLONASS及GPS GLONASS的比较 

参数 GLONASS GPS 

星历图信息呈现方法 地固坐标及其一阶和二阶导数 改进的轨道开普勒要素 

地理坐标系统 PZ-90 WGS-84 

相对于（UTC）的时间修正 UTC（SU） UTC（USNO） 

卫星数量（全运行） 24 21  3备份 

轨道平面的数量 3 6 

轨道倾角 64.8 55 

轨道高度 19 100 km 20 180 km 

轨道周期 11小时15分 12小时 

卫星信号复用方法 FDMA CDMA 

频段L1（MHz） 1 601.489-1 609.8235 

（1 597.5 515-1 605.886）(1)
 

1 575.42 1.023 

频段L2（MHz） 1 245.489-1 252.1985 

（1 242.4265-1 249.136）(1)
 

1 227.6 1.023 

历书传输持续时间 2.5分 12.5分 

超级帧容量 7 500 bit （5帧） 37 500 bit （25帧） 

帧长度 30 s 30 s 

同步编码重复周期 2 s 6 s 

相邻信道之间的串扰 –48 dB –2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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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续） 

(1)
 最高及以上（括号中） 2005。 

参考资料 

GLONASS ICD[1998]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NASS. Interface Control Document （4th 

edition）, Moscow. 

ICD-GPS-200C[12 April, 2000]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Interface Control Document. 

Signal specification[2 June, 1995]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Standard Positioning Service, 2nd Edition. 

ITU-R建议书 

注 – 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采用建议书的最新版本。 

ITU-R TF.767建议书 –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用于高准确度时间传送》。 

 

6.2 地图 

6.2.1 监测站地图的使用 

近来，数字地理信息系统（GIS）成为计算机自动频谱管理与频谱监测系统的关键组件之一。对

它们的利用有助于监测系统，它们或者以单独模式，或者是作为整个频谱管理系统一部分来工作。 

数字GIS之所以非常有用是因为多个原因：最显而易见的是，GIS为监测提供了对重要目标地理

位置的快速和详细观察，例如频谱管理数据库的获得执照（以及有时是未获得执照的发射机）的地

点、固定监测站的地点、移动测量的位置、从定向测量得到的未知发射电台估计位置，及其更多。

根据要求，这些目标可以被显示在不同的地图上。有用的地图可以是检查该目标是否在一定的地区

或国家中的一个行政地图，或者是验证是否沿着一条道路或者在所需要城市中进行测量的道路图。 

参数 GLONASS GPS 

C/A码片速率 0.511 MHz 1.023 MHz 

C/A码长度（字符） 511 1 023 

C/A码类型 最大范围PRN序列 Gold码 

调制 BPSK BPSK 

导航数据速率 50 bit/s 50 bit/s 

准确度参数（标准，95%） GLONASS GPS 
(1)

 GPS GLONASS 

水平 28 m 22 m 20 m 

垂直 40 m 33 m 30 m 

速度 15 cm/c 0.5 m/c 5 cm/c 

定时 0.7 s 0.20 s 0.25 s 

(1)
 GPS数值基于没有SA的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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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数字地图上显示这些目标时，如果连接到频谱管理系统的中央数据库，监测系统能够进一

步提供快速与便捷地获取它们的属性，包括最重要的技术与管理数据。 

计算机自动频谱管理与频谱监测系统的另一个关键组件是基于通用波传播模型的发射电台预测

场强计算。更准确的传输模型要求获取不同类型的地理数据，包括地形数据、土地使用数据，以及

有时还有其他类型的数据，以保证正确的计算。这个地理数据通常被安排成数字GIS内的不同地图层

面。因此，数字地图是大多数波传播计算不可或缺的基础（见第6.4段）。但是，创建陆地数据和精

确使用土地经常是昂贵的任务。 

尽管这些计算仅仅提供对在长时间上真实发射情形集的一个近似，但是它们能够被用于覆盖模

拟、识别和测量分析。准确的场强测量和发射机位置对检查发射电台的发射是否符合其执照是最为

重要的。 

波传播计算极大地依赖于其输入数据的质量。在所有计算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是所用地图层的

适当分辨率。主要关系是所用图层分辨率与所考虑的发射频率与功率之间的关系。通常，当频率增

加和功率减少时所用分辨率更高。必要的分辨率与发射的范围相关，因为它越低，分辨率应就越

好；它也取决于其他参数，例如，无线电业务、发射与接收天线的高度，以及所调查的地理地区。

例如，在一个山区，计算可能依赖于高分辨率数据，而在平坦地形较低分辨率通常就足够了。要采

用的分辨率也受数字数据成本和可用性以及使用这些数据的计算机程序的影响。 

6.2.2 数字数据的来源 

数字地形数据可以是来自不同来源的各种格式，最经常的是来自不同主管部门的政府机构。可

以在[GLOBE, 2001]得到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单个统一数字地形数据库。GLOBE项目是涵盖世界

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数字地形数据文件。 

生成数字地理数据最普通的来源是传统的纸质地图、卫星图像和空中摄影。“激光扫描”允许

更加自动化地生成数字地形模型（DTM）。几乎全世界到处可以得到从传统纸质地图得到的100 m或

200 m的DTM以及杂项数据。由于蜂窝RF规划中的微小区和UMTS以及CDMA2000这些新数字无线电

技术，存在着更加准确的数据。从卫星图像、空中摄影或激光扫描得到的10 m、5 m甚至1 m的DTM

逐步替代了从传统纸质地图产生的DTM。 

有用的数据源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可用性：必须要确认该数据源是否受版权保护或被政府或军方划归机密。 

信息的质量与密度：包含在数据源中所要求的信息类型不总是适合用户的需求。此外，在某些

国家中，地图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不满足常规需求。 

最新信息：在很多国家中以及对很多数据源类型，更新的间隔可能非常长，这特别影响土地使

用图层的可靠性。相反，高度值在一个长的时间段内（没有地震）保持是可靠的，例如编辑一个

DTM所要求的那些。 

6.2.2.1 纸质（印刷）地图 

可以将描绘在一张传统纸质地图上的信息数字化来产生一个地理数据库。DTM能够通过数字化

等高线插入。能够通过首先扫描地图，然后将光栅转换成矢量信息来得出土地使用地图和线性功能

（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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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提供了得自不同地图比例典型纸质地图的数字地形数据所能达到的准确度。 

目前，地图扫描是生成大面积中等准确度地理数据既最便宜又最快的方法。对世界的几乎所有

部分都可以得到1:200 000或更大的地图。通常，不用太多的麻烦就可以得到和扫描这些。这样比例

的可得信息通常对运营需求是足够可靠的。 

准确度取决于地图比例，且能够如下估算：地图上的1 mm是真正的人眼分辨率；地图的分辨率

被限制在这个长度；因此，对比例为1:50 000的纸质地图，可以达到一个50 m的DTM分辨率，而对

1:250 000比例的纸质地图，则可以达到250 m。 

其中，XY方向上的准确度主要是由地图上等高线的线粗细来决定。Z方向上的准确度与每个区

域可用等高线的数量及其地区类型相关。 

表6.2-1 

从不同地图比例可以得到的典型准确度 

 

地图比例 XY 

（m） 

Z – 平坦地区 

（m） 

Z –山区 

（m） 

1:25 000 10 2.5 10 

1:50 000 20 7 10 

1:100 000 40 10 20 

1:200 000 80 20 40 

1:250 000 100 25 50 

1:500 000 250 60 150 

 

6.2.2.2 卫星图像、空中摄影和激光扫描 

光地球观测卫星携带设计用来测量地球表面不同“光”波长的亮度或辐射线的被动式仪表。卫

星的轨道和决定系统分辨率的成像仪器决定了其特性。大多数地球观测卫星布置在高度大约为 

800 km的一个太阳同步轨道上。这使它们能够获得实际上地球表面任意点（允许云覆盖）的图像，

覆盖数千km
2，以规则时间间隔飞过任意给定位置。 

光卫星数据的主要缺点是有限的分辨率。当前民用卫星携带的成像仪器和传感器不能从太阳同

步轨道获取非常高分辨率的图像。此外，因为它们是光仪器，它们不能透过云、阴霾和薄雾来

“看”。 

在表6.2.-2中详细说明了几个商业上可用的光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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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几个在轨光卫星的列表 

 

空中摄影变为了生成高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DEM）的一个重要数据来源；它被广泛地用于传

统地图绘制中。 

空中摄影在超过当前对民用领域用户可用星载传感器能力之外的分辨率和准确度是特别有用

的。起点是通常从1：10 000至1：30 000比例范围的空中照片。相邻帧之间大量的重叠导致了立体图

像对。采用精确扫描仪将这些照片数字化来得到数分米至1或2 m之间分辨率的数字图像。然后，在

一个数字生产线上处理这样的图像来生产正射图像、DTM、DEM产品；为土地使用地图和矢量信息

构建数据。这些照片的主要缺点是它们缺乏可用性。对于很多感兴趣的地区，最新的空中照片完全

不存在，即便如此，它们还经常被视为机密。此外，因为每帧所覆盖的面积相对较小，用户通常不

得不购买和处理大量的照片，因而使项目增加了可观的成本。 

激光扫描处理可以实现以高度自动化来创建DEM。激光扫描系统是机载的，并且包括了差分

GPS系统以及一个惯性系统来测量加速度和传感器平台方向的改变。这个设备使得能够以大约2 cm的

准确度确定飞机的飞行路线。实际的激光扫描系统确保分别对平台与目标或地球表面之间距离的高

精度测量（准确度1 cm）；例如采用激光脉冲反射仪。因此，三个传感器的集成能够对地形表面进

行高准确度的测量。 

作为归纳，表6.2-3综述了各种数据来源和水平分辨率，它们是通过采用分别的来源产生的。 

卫星 业主 传感器 分辨率 

（m） 

图像尺寸 

（km） 

Landsat 空间成像公司 TM 30（MS） 185 

Landsat-7 空间成像公司 ETM 30（MS） 

15（PAN） 

185 

HRMSI 10（MS） 

  5（PAN） 

60 

SPOT CNES（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HRV 20（MS） 

10（PAN） 

60 

JERS-1 NASDA（国家空间开发公司） ADEOS 16（MS） 

  8（PAN） 

75 

IRS-1C  LISS-III 23 70 

PAN 5.8 70 

在轨卫星的实例（MS – 多谱传感器；PAN – 全色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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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3 

各种数据来源的综述 

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可达到的分辨率 

（m） 

纸质地图比例：1:20 000 – 

1:500 000 

道路地图 2-100 

数字地形模型、杂项 10-200 

卫星图像 图像 1-50 

数字高程模型、杂项 5-50 

空中摄影 照片 0.5-5 

数字高程模型、建筑物、杂项 1-5 

激光扫描 照片 0.5-5 

数字高程模型、建筑物、杂项 1-5 

6.2.3 数字地图数据的类型 

对特殊频率范围和业务有在复杂性上相当不同的各种波传播模型；关于传播的更多信息在第 6.4

段中。地球表面和大气对电磁波的传播有着主要影响。根据所选的模型，计算采用了不同类型的数

据来对地球表面的特性进行建模： 

– 地理地图、道路地图和地理参考照片； 

– 数字地形模型（DTM）； 

– 建筑物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DEM）； 

– 杂项数据； 

– 国际电联数字化世界地图（IDWM）。 

此数据要通过一个适当的绘图坐标系统被地理上引用为普通的数字地图。它被包含到GIS中作为

用于地球表面相应特性可视化的一个特殊图层，并且为电磁波传播计算提供数据访问。 

一个绘图数据工作室使主管部门自己能够制作管理和监测系统使用的数字地图，并将这些地图

集成到系统中。该工作室还能够被用来产生或更新绘图数据。 

通常，可以以二种数据格式得到此数字地形数据的大部分： 

– 矢量数据（线数据）：地理信息被存储在遵守线性特性的多边形（道路、铁路、等高线等）

或具有相同特性的环绕区域中（行政边界、湖泊、城市轮廓线、森林轮廓线）。附加信息

（居民数量、收入、按年龄分类的居民、街道或城市名称）可以被附加到地理信息中。以矢

量数据存储的信息通常需要的硬盘存储容量比格栅数据少。但另一方面，它需要消耗较多的

时间才能得到关于某个点的信息，例如，位于多条等高线之间一个点的确切地形高度。首先

必须要从相邻等高线插入这个地形高度。可以通过添加信息层来得到所需要的数据。 

– 格栅数据（网格数据）：区域被分成一定大小的等距排列矩形。这些矩形的大小被称为水平

分辨率。对每一个这些矩形存储一个单元信息。这可以是地形高度、杂项分类、居住在此矩

形内的居民数量或者仅仅是一张照片或者扫描纸质地图的图形信息。如果存储了整个区域的

多于一项信息，需要对每类信息生成一个格栅图层。格栅数据通常需要的硬盘存储容量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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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格式的相同信息。格栅数据的优点是对每个格栅点非常快速的获取。图像看上去像一个

地图，但是通过缩放，信息（例如名称、河流）也被增大。 

在表6.2-4中列出了矢量和格栅数据文件的通用数据交换格式。 

表6.2-4 

矢量与格栅数据文件的通用数据交换格式 

数据类型 通用文件格式 

矢量数据 AutoCAD DXF/DWG、Esri ArcInfo E00、Esri ArcView Shape、

MapInfo TAB、MapInfo MIF/MID（ASCII Export Format）、

Microstation DGN、SDTS、TIGER、VPF 

格栅数据 – 图像格式 BMP、GIF、JPG、TIFF、GeoTIFF 

格栅数据 – 地形数据格式 ASCII网格、ASCII XY数值、BIL、BIP、BSQ、DTED、ESRI一般二

进制、星球 

 

6.2.3.1 行政地图、道路地图和地理参考照片 

行政地图和道路地图可以用来显示地点的位置、覆盖面积和朝向发射机或监测站的方向波束。

行政地图通常显示较大面积中的发射机和监测站。不同分辨率的道路地图能够帮助确定已知和未知

发射机电台的位置。航空照片或卫星图像提供对所涉及地区的最新视图，并帮助确认反射区域或障

碍。 

6.2.3.2 数字地形模型 

数字地形模型（DTM）以格栅或矢量格式描绘了地球表面，提供对于所描绘区域平均海平面

（AMSL）以上每个点的高度。建筑物的高度、树或其他地球表面以上的土地使用不作为DTM的组

成部分。DTM的分辨率由XY方向的分辨率和点高度分辨率给定。如前所定，要求的分辨率是从操作

的范围、涉及的区域、要检查的业务以及所使用的传播模型得出。 

有些地图分辨率范围是在水平方向1 km和100 m高度分辨率与XY方向1 m及0.1 m垂直分辨率之

间。更精确的传播模型和微小区RF规划要求更高的精度。用于通用技术分析的适当分辨率是具有 

100 m
2像素和10 m垂直分辨率的地图。图6.2-1描绘了一个无建筑物、树等的示意数字地形图。 

图6.2-1 

DTM：无建筑物、树等的地球表面 

 

 频谱-6.2-01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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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建筑物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 

建筑物数据通常将建筑物高度添加到地球表面。建筑物数据经常被用于微波链路和点对多点

（P-MP）规划的视线检验。典型的分辨率是在1 m至10 m的范围，但是不超过物体的尺寸。 

建筑物数据被以格栅格式或矢量格式存储。矢量格式宜用于市区的3D模拟。与格栅数据相比，

矢量数据可以包括更多细节，例如屋顶。相对于DTM，此信息需要更多更新，因为建筑物及其高度

比海平面以上地面高度变化更多。 

数字高程模型可以结合建筑物数据。它显示了地球表面加建筑物高度。除了建筑物，也显示了

地球表面的高度。DEM被用于微小区、微波链路和PMP规划目的，而GIS工具则进行视线检验和场

强计算。DEM的典型分辨率介于1 m至25 m之间。图6.2-2描述了建筑物数据：地球表面加建筑物高

度。 

图6.2-2  

DEM：地球表面加建筑物高度 

 

 频谱-6.2-02 

DEM 建筑物 

 

6.2.3.4 杂项数据 

杂项数据也被称为土地使用、形态、土地覆盖或地面占用数据，包括杂项项目的分类信息

（ITU-R分类），例如，裸露矿物表面、田野或耕地、森林、水面、密集城区、扩展城区、或者混合

城区。此信息可以以矢量形式提供（通过提供相同等级点的多边形表面：例如，湖泊、森林和城市

轮廓线），但传播模型采用格栅格式将会更加方便。在后者情况下，杂项数据地图或者呈现每个像

素存在的物体（例如，城区、郊区、森林和水面）的定性数据表，或者呈现量化值，例如植被密

度、建筑物密度或高度。传播模型可以利用这些杂项数据地图。一些像Okumura-Hata和Walfish 

Ikegami这样的场强预测模型在DTM之外要求杂项数据，以改善预测的精度。杂项数据地图的典型分

辨率介于10 m至100 m之间。 

6.2.3.5 国际电联数字化世界地图 

已经开发出国际电联数字化世界地图（IDWM）以集成从属于点和面地理坐标的必要地理、行

政、气象和技术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在广泛的计算任务中非常有用。IDWM由二部分构成：IDWM数

据库和IDWM子程序库。IDWM数据库包括以下数据：地理数据（例如海岸线、海洋、岛屿、和湖

泊）、行政数据（例如，国家和地区边界）、降雨气候带的气象数据和诸如大地导电率区域和噪声

地带的技术数据。此外，IDWM提供一个子程序库，提供大量的功能来充分利用以上所提到的数

据，例如，确定地区、国家、降雨气候带等，对一个给定点，计算从一个给定点到海岸线、国家边

界等的距离，对一个给定方位角，计算一个给定点到最近海岸线、国界点等的距离和方位角，以及

许多其他功能。IDWM被包括在大多数国际电联所提供的软件包中；例如，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

IFIC半月刊在一个地图上描述了注册的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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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 网页地图业务 

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物是网页地图业务的使用。它们提供通过从卫星图像、航空摄影和GIS

信息得到叠加图像来创建的世界地图。卫星图像以大约每像素15 m或甚至更好的分辨率覆盖了大多

数陆地区域。 

数字地图提供以下功能： 

– 快速地图缩放。 

– 距离与方向的测定。 

– 采用不同类型坐标。 

应注意，尽管网页地图业务的使用对个人用户是免费的，它们的使用可能要求政府和/或商业用

户的特许合同。 

6.2.4 用于波传播计算的地图分辨率 

波传播计算所要求的所有类型地图数据层分辨率取决于以下参数： 

– 地形； 

– 决定工作范围的发射频率与功率； 

– 业务类型。 

地图数据的分辨率应足以考虑地形的重要变化。否则将有丢失重要数据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完

全错误的计算结果。特殊计算所需地图数据变化细节的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发射的波长。根据经验，

小于波长的细节不太影响传播损耗。表6.2-5提供了对各个频段计算所需地图分辨率的一个综述。地

形轮廓对HF（30 MHz）以上频率、波长小于10 m更为重要。 

对5至10 GHz以上的频率，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没有视距（LoS），将没有准确的通信；因此，

要计算接收的信号，DTM准确度比使用的传播模型更重要。 

表6.2-5 

用于各个频率范围的地图分辨率 

频段 频率范围 波长 发射的近似范围 建议的地图数据 

分辨率 

VLF 3-30 kHz 100 000-10 000 m 数千km 1 km 

LF 30-300 kHz 10 000-1 000 m 数千km 1 km 

MF 0.3-3 MHz 1 000-100 m 过千km 1 km 

HF 3-30 MHz 100-10 m 过千km 1 km 

VHF 30-300 MHz 10-1 m 最大1 000 km ~1 km 

UHF 0.3-3 GHz 1-0.1 m 最大100 km ~ 100 m 

SHF 3-30 GHz 0.1-0.01 m 最大30 km ~ 10 m 

EHF 30-300 GHz 0.01-0.001 m 最大20 km ~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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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坐标系统 

两个坐标系统被用来定义涉及频谱管理和监测的地图。球面坐标被用于定义试图在平面地图上

描绘地球球形表面的地图。纬度与经度线被用在大多数通用坐标系统中，它们是采用各种投影制图

法从球形表面“投射”到平坦表面上来达到不同的结果。对于球面坐标系统：GIS应用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涉及地球表面上的物体和现象、地球表面之上的大气和其下的大地。必须要知道地图上的确切

位置以及相对于地球表面的参考，以检查这些物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要找到在二维地图上呈

现三维地球表面的一种方法。 

基本方法如下： 

– 首先，采用一个球或一个椭圆来近似地球的真实形状。用所谓的测量学数据来描述其在空间

的形状和方向：一个坐标系统必须要建立在其上的参考数值组（见注1）。 

– 其次，这个三维物体的一部分要被投影到一个通常被称为地图的二维平面上。 

注1 — 对国际坐标建议基于GRS 80 大地水准面的WGS 84数据。 

由地图投影完成这个转换。地图投影与数据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坐标系统，它全面地描述了

完整的过程。使用不同椭圆地球模型将各种绘图坐标系统用于对地图上的地理位置进行定义。通

常，这些投影仅仅特别适合于地球表面的有限区域。 

在很多情况下，监测的操作者可以从其监测系统内带有多种不同坐标经纬度（dd.mm.ss）

（UTM（通用墨卡托投影法）、Lambert、Mercator等）的不同类型地图中进行选择。 

GIS系统必须能够互换所有不同坐标类型。仅仅采用一种内部参考坐标系统通常需要这样做，而

且所有其他坐标系统要被转换成它。这个自动机制使操作者能够使用所有不同的地图而无需考虑它

们的不同坐标系统。 

一个直角坐标系统因为便于绘图和计算（例如，距离分离）而经常被用于相对小的区域。在此

情况下，由于假设地球平坦而造成的误差是小到可以接受的。ITU-R P.1058建议书表1汇总了坐标系

统之间的差别。 

表6.2-6 

坐标系统 

 

在采用不同坐标系统的地图之间进行位置转换时必须要加以小心。有很多对这些和其他重要地

图投影给出清晰描述的参考。以下参考提供了很好的图形描述和解释与变换所必要的数学。 

 

参数 纬度－经度 UTM 其他 

可应用性 整个地球 大部分地球 通常为本地 

网格单元形状 曲边梯形 极为接近正方形 通常极为接近正方形 

比例因子变化 随纬度变化 极为接近常数 通常极为接近常数 

边界 无 根据经线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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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通过网页：http://www.ngdc.noaa.gov/mgg/topo/globe.html可以从NOAA国家数据中心得到GLOBE 

[2001] 30弧秒（1 km）网格质量控制的全球DTM。 

参考资料 

SNYDER, J. P. [1987] Map Projections, A Working Manual. U.S. Geological Survey Professional Paper 

1395,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stitut Géographique National, 135 bis rue de Grenelle, Paris, France, http://www.ign.fr. 

ITU-R建议书和决议 

注 — 鼓励采用下列建议书和决议的最新版本。 

ITU-R P.1058建议书—《用于传播研究的数字地形数据库》。 

ITU-R第40号决议—《有关地形高度和表面特征的全球数据库》。 

 

6.3 对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的计算 

6.3.1 引言及e.i.r.p.定义 

e.i.r.p.是发射机的一个重要参数，需要它来确定运行范围、对其他接收机的RF干扰区、RF对人

类、医疗设备、军械和燃料的危害。所以，监测地点必须要能够估计一个发射机的e.i.r.p.。还需要计

算发射机的功率电平，以比较实际发射的功率与执照的数据：最大允许功率和天线增益。计算e.i.r.p.

对监测航天器发射是必要的（见第5.1.2.4段）。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161款：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供给天线的功率与给定方向上相对于全向天线的增益（绝对或

全向增益）的乘积”。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e.i.r.p.： 
 

  e.i.r.p.  PtGt – L                dBm （6.3-1） 
 

其中： 

 Pt： 发射机的输出功率（dBm） 

 Gt： 在接收机方向（dB）相对于一个全向天线（dBi）的发射天线的增益 

 L： 传输线路与匹配损耗（dB）。 

对全向发射天线的情况，e.i.r.p.在所有方向上是均匀的。对一个定向天线，这个数值通常取决于

方位角和仰角。当声明e.i.r.p.与方向无关时，意味着最大值。 

http://www.ngdc.noaa.gov/mgg/topo/globe.html可以从NOAA
http://www.ig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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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 一个被称为e.r.p.（有效辐射功率）的类似术语经常被用于相同的应用领域。根据《无线电规

则》第1.162款，定义如下： 

“（给定方向上的）有效辐射功率（e.r.p.）：供给天线的功率与给定方向上相对于半波阵子的

增益的乘积”。 

它经常被用在EMC测量中，其中已经采用一个测量天线和一个接收机测量过其发射的被测设备

（EUT）被一个半波偶极子和一个信号发生器代替，其输出功率已被调整，使得其在测量接收机显

示上的读数与采用EUT时相同。对无损半波偶极子的输入功率就是要被测量的e.r.p.。 

通常e.r.p.与e.i.r.p.的关系为： 
 

  e.i.r.p.e.r.p. 2.1                dBm （6.3-2） 
 

6.3.2 采用监测测量估算e.i.r.p. 

在一个监测站，可以在接收机的输入处测量接收功率电平（Pr（dBm））。通常，接收机的输入

阻抗为50 ，接收功率被记录为通过50的电压Vr（dB（V））。 

对50 的输入电阻，Pr和Vr的关系为： 
 

  Pr(dBm) Vr(dB(V)) – 107                 （6.3-3） 
 

对75的输入电阻，Pr和Vr的关系为： 
 

  Pr(dBm Vr(dB(V))– 108.8                 （6.3-4） 
 

当传播损耗已知时，能够从在监测地点测定的Pr或Vr计算出发射机的e.i.r.p.。 

6.3.2.1 从接收功率和场强计算e.i.r.p. 

如果测量发生在发射机天线的最大增益方向上，当天线增益、接收传输线路损耗、极化失配损

耗以及传播损耗已知时，可以从校准的接收功率计算发射机的e.i.r.p.： 

  e.i.r.p.Pr – GrRlossXpolLprop                dBm （6.3-5） 

其中： 

 Pr： 在接收机输入处测量的信号功率（dBm） 

 Gr： 朝向受监测Tx方向的接收天线增益（dBi） 

 Rloss： 接收传输线路损耗：电缆、馈线和失配损耗（dB） 

 Xpol： 极化失配（发射与接收天线不同极化）（dB） 

 Lprop： 传播损耗（dB）。 

假设接收机带宽大于发射带宽。 

很容易对自由空间传播情况计算e.i.r.p.。可以采用以下等式确定自由空间传播损耗L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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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op 20 log f 20 log d 32.45                dB 
 

其中： 

 d： 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的距离（km） 

 f： 频率（MHz） 
 

及  e.i.r.p.  Pr – GrRlossXpol 20 log f 20 log d  32.45     dBm （6.3-6） 
 

这些公式假设自由空间传播，且不包括由于地面、障碍、管道效应等造成的影响。对其他情

况，采用传播模型计算传播损耗；详见第6.4段。 

在采用自由空间公式之前，有必要检查路径截面以确保存在一条自由空间路径。当没有地形延

伸进第一菲涅耳区（或更保守一点，第三菲涅耳区）时，一条路径则可以被视为是自由空间。用于

第三菲涅耳区半径r（m）的公式： 
 

  
fd

dd
r 2130   （6.3-7） 

其中： 

 d1： 从障碍物到发射机的距离（km） 

 d2： 从障碍物到接收机的距离（km） 

 d： 路径总长度（km） 

 f： 频率（GHz）。 

为了解释该应用：对d1  d2  d/2，d  10 km，f  2.5 GHz，第三菲涅耳区半径等于30m；即，要

得到一个自由空间损耗信号，接近横截面中间LoS超过30 m之内不可以有建筑物或其他障碍。如果要

求一个第一菲涅耳区半径，仅仅需要17.32 m的保护。 

将第三菲涅耳区半径除以1.732(= √3)就得到第一菲涅耳区半径。 

为了计算最大LoS距离，必须要考虑大气折射的影响。这通常通过采用大于实际半径 

（6 370 km）乘以因子（k）的一个地球半径测绘路径横截面来完成。在温和气候中，中间值 k 近似

为4/3。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一个相对简单的公式来计算到海平面（dlos）或者平坦地球的距离： 
 

  dlos  4.1  rt HH    km 

其中： 

  Ht和Hr分别是发射机与接收机天线地平面以上的高度（m）。 

有可能采用一个天线因子来将场强与接收机电压相关联。当这些量被转换成dB时： 
 

  E  Vrke                dB(V/m) （6.3-8） 
 

其中： 

 Vr： 在接收机输入处测量到的电压(d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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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天线因子(dB/1/m m  –29.77 – Gr 20 log f (MHz). 

因此 
 

  Pr  E(dB(V/m))– ke – 107                dBm 
 

并且可以采用以上所提供的公式： 
 

  e.i.r.p.  E – 20 logf  (MHz) – 77.23 RlossXpolLprop                dBm （6.3-9） 
 

对自由空间传播： 
 

  e.i.r.p.  ERlossXpol 20 log d(km) – 44.78                dBm （6.3-10） 
 

这个等式可以直接从众所周知的表达式得出（见ITU-R P.525建议书）： 
 

  E =
d

prie ...
30 

 

（6.3-11） 

 

其中： 

  E(V/m)，e.i.r.p.(W)，距离(m) 

6.3.3 传播的影响 

传播损耗的变化影响结果。通过平均较长时间段上的测量数据增加了准确度。传播效应的影响

随着发射机与接收电台之间的距离且如果它们之间没有LoS而增加。相邻信道发射机的特性也很重

要。 

6.4 传播模型 

当无线电波在一个无限范围的均匀理想介质媒体中传播时，它们就是自由空间传播。在此情形

下，传播既不受大气的影响，也不受任何地面障碍的影响。发射的功率随距离的平方降低，且自由

空间基本传输损耗由下式给出（见ITU-R P.525建议书）： 
 

  L(dB)  20 log f (MHz) 20 log d(km) 32.45 （6.4-1） 
 

在更为实际的情形中，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的无线电波传播通常受很多不同作用的影响，它们

可能依次降低接收信号。这样的作用来自： 

– 中性大气或电离层； 

– 地形，包括地球表面、地形的不规则、建筑物和植被。 

一个好的传播预测方法对评审在一个给定位置以一定功率或信号强度接收一个特殊传输的概率

是一个宝贵的工具。预测与测量值之间的比较将为监测目的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确认过份高的

接收信号电平值。这样的比较可以通过在数据库中存储预期和测量值来自动实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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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大气的影响 

地球的大气层影响无线电波的传播。有必要区分由于中性大气层（例如，对流层）和由于大气

层的电离部分－电离层造成的影响。对流层的高度从地球极点的大约9 km延伸到赤道的17 km。电离

层的高度从大约50 km延伸到大约2 000 km。对流层的特性对大约30 MHz以上频率的传播特别重要，

而电离层的特性对在陆地部分大约30 MHz以下的频率特别重要。但是应注意，显著的横穿电离层效

应（在地球到空间路径上）可能发生在扩展到最高数GHz的频率。 

6.4.1.1 大约30 MHz以下的影响 

通常在介于9 kHz和30 MHz之间的频率，要考虑二种类型的传播：沿着地球表面的地波传播和天

波，或者电离层传播。地波传播指在LoS内的传播及地平线之外的绕射。一个地波信号的传播主要取

决于大地的电气特性和无线电频率。在高导电率表面上的衰减较低。天波传播是由来自电离层的折

射或反射造成。在ELF和VLF，电磁波能够以一个波导模式在电离层下部传播。ITU-R P.368建议书

给出了地波传播的理论曲线。对HF天波传播预测的建议方法在ITU-R P.533建议书中。 

6.4.1.2 大约30 MHz以上的影响 

中性大气层折射指数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大约30MHz以上频率无线电波的传播。在大于大约

6GHz的频率，降水造成的影响变得显著且随着频率而增加，诸如大气层气体、水蒸气和云造成的其

他影响也必须予以考虑。对流层的折射指数随着高度略微降低。由温度、压力和湿度变化引起的折

射指数及其垂直梯度的变化会影响一个信号的传播范围。特别显著的是在垂直梯度变得比标准大气

层更负的情况下。在这种条件下，（被称为超折射或大气波导现象），传输范围可以扩展到超出通

常期望以外很多，从而当频率共享时产生了潜在的干扰。大气折射率的特性在ITU-R P.453建议书和

ITU-R P.834建议书中涉及。其他涉及无线电气象影响的ITU-R建议书是ITU-R P.676建议书—大气的

气体吸收；ITU-R P.837建议书（降雨模型）和ITU-R P.835建议书（水蒸气）。 

6.4.2 不规则地形的影响 

沿着地形的特性也影响着无线电波的传播，特别是当频率增加到大约30MHz以上时。传播机制

包括来自障碍物的衍射、散射和反射。因此，检查传播路径以确定由于地形障碍引起的障碍程度是

重要的。 

6.4.2.1 视线路径 

尽管两个天线之间可能存在视线（LoS），但是如果在射线路径与地形障碍之间没有足够的距

离，地形将影响传播。一个通常采用的标准是应在传播路径上至少清理0.6倍第一菲涅耳区距离内的

所有障碍物，否则可能遭受一些衍射衰耗。当进行这样一个清理评审时，必须要考虑由大气造成的

射线折射弯曲，而且因此经常采用一个有效地球半径的概念（见ITU-R P.530建议书）。 

6.4.2.2 在障碍物和不规则地形上的衍射 

很多传播路径会在天线之间遇到一个或多个分散的障碍物，且可以采用适当建立的方法来计算

造成的衍射损耗，例如在ITU-R P.526建议书中所描述的。地形不规则的影响，从而造成的衍射损耗

随着频率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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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由地球表面造成反射的影响 

电磁波从地球的表面以一个LoS路径反射，直接射线和反射射线的组合可能到达接收天线。在极

佳导电表面的情况下，这两个射线组合的最大接收场强在两个信号同相时可以达到（理论上）直接

射线场强数值的二倍，而两个波在180相位差时则将抵消。天线的高度影响到达信号的相位，进而

影响所形成信号的幅度。有在一个LoS路径上降低反射信号的可用技术，进而防止两个射线之间的干

扰效应（见ITU-R P.530建议书）。 

6.4.4 在地球-卫星路径上的传播 

对1-55 GHz频率范围，在ITU-R P.618建议书中涉及了预测倾斜路径上传播效应的方法。在适当

处，该建议书引用了ITU-R P系列的其他建议书，特别是包括无线电气象信息和数据的那些。 

6.4.5 可用的传播模型 

有很多传播预测方法可用于点对面和点对点通信，都是用于地面和倾斜路径，取决于频率范

围、涉及的业务等。因此，不可能进行一个完全的概述，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ITU-R P.1144建议

书，它是对包含在ITU-R P系列建议书中传播方法进行应用的导则。这些建议书中的一些在下面介

绍。 

ITU-R P.368建议书包含从10 kHz至3 MHz频率的地波传播曲线。这些是对于位于地球表面的天

线，并且应用于一个指数性的大气层。没有考虑不规则的地形。地波传播主要受大地的电特性影

响。电特性可以用三个参数表示：渗透性、介电常数和导电率（见ITU-R P.527建议书）。此导电率

对3 MHz以下频率是最重要的电特性。ITU-R P.832建议书包括了大地导电率的世界地图集（但是应

更新）。从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网站可以得到的计算机程序GRWAVE能够被用来计算这些曲线。 

ITU-R P.1546建议书包含了对在30至3000 MHz频率范围内地面业务点对面预测的方法。如从其

标题所见，此建议书涵盖了一个扩展的频率范围。而且可以进行预测计算的距离范围是从1 km延伸

到1000 km。 

ITU-R P.526建议书是对于一个或多个障碍物的一般方法。 

NTIA（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ITS（电信科学学会）的方法、不规则地形模型（也被称

为Longley与Rice方法）包含了为计算机应用开发的一组算法。C++ 代码http://flattop.its.bldrdoc.gov/ 

itm.html提供了一个调试代码。 

已经提出了各种在城区传播的经验化模型（例如，Hata- Okumura和Walfish-Ikegami），并被转

化为计算机化版本。这样的模型主要被用于规划蜂窝无线电系统。ITU-R P.1411建议书提供对 

300 MHz至100 GHz频率范围中短距离室外传播的预测方法，并且包括了路径二端的天线被阻碍的情

形。 

6.4.6 传播模型与各个频段的使用 

表6.4-1描述了从3 kHz至300 GHz各个频段的使用，主要取决于传播特性。ITU-R P.1144建议书

对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传播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总则。 

http://flattop.its.bldrdoc.gov/%0bitm.html
http://flattop.its.bldrdoc.gov/%0bi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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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传播模型与各个频段的使用 

频段 频率 模式 范围 使用实例 ITU-R建议书 

VLF 3-30 kHz 波导 数千km 全世界，长距离无线电导航和

无线电通信 

P.684 

LF 30-300 kHz 地波、天波 数千km 长距离无线电导航与无线电通

信 

P.368, P.1147 

MF 0.3-3 MHz 地波、天波 过千km 中距离点对点、广播与水上 

移动 

P.368, P.1147 

HF 3-30 MHz 天波 最大数千km 长距离与短距离点对点、广

播、移动 

P.533 

VHF 30-300 MHz 空间波、对流

层散射、衍射 

最大过百km 短距离与中距离点对点、移

动、LAN、广播（声音与电

视）、个人通信 

P.1546, P.617 

UHF 0.3-3 GHz 空间波、对流

层散射、衍

射、视线 

小于100 km 短距离与中距离点对点、移

动、LAN、广播（声音与电

视）、个人通信、卫星通信 

P.1546, P.530,  

P.617, P.618, 

P.452, P.1238, 

P.1411 

SHF 3-30 GHz 视线 小于30 km 短距离点对点、卫星广播（声

音与电视）、LAN、移动/个人

通信、卫星通信、无线电导航 

P.530, P.618, 

P.452, P.1410, 

P.1411 

EHF 30-300 GHz 视线 小于20 km 短距离点对点、微蜂窝、LAN

与个人通信、卫星通信 

P.618, P.1238, 

P.1410, P.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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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互调制 

6.5.1 背景 

由杂波与带外发射构成的无用发射可能会干扰已获执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最常遇见的杂波发

射类型是谐波发射或互调分量，它们产生于一个非线性设备中，例如，一个发射机的输出放大器。

这样的传输发射是无用杂波输出，它们能够引起干扰。 

互调分量（IMP）产生于一个非线性设备中，当两个（或多个）信号互作用时产生一个非期望的

信号。一个非期望IMP可能引起干扰，当： 

– 在或靠近一个接收机调谐频率；或者 

– 在接收机易受影响的任何一个其他频率，例如一个超外差接收机的中频（IF）。 

IMP可以产生于发射机或多信道输出放大器（及辐射）中。它们也能产生于分配放大器或接收机

输入与中频级。当解决干扰情况时，重要的是监测操作者要能够确定正在测量的是一个合法信号还

是互调分量 

6.5.2 互调制分析等式 

在很多情况下，在一个监测站检测和确认互调分量最困难，这也是以下几节主要特别致力于互

调制分析、检测与识别的原因。 

下节是从NTIA微机频谱分析模型（MSAM）1997年2月5.24版本的文件中复制来的，不包括实

例。MSAM项目由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复核并可以在：http://ntiacsd.ntia.doc.gov/msam/得到。 

该分析仅仅考虑了带内互调分量（即，频率接近输入信号频率的产物）。互调制干扰被定义为

以下任何等式： 

两个信号的情况： 

    3阶：  2Tf 1 – Tf 2  Rf  BW 

    5阶：  3Tf 1 – 2Tf 2  Rf  BW 

    7阶：  4Tf 1 – 3Tf 2  Rf  BW 

三个信号的情况： 

    3阶：  Tf 1 – Tf 2Tf 3  Rf  BW 

    5阶：  2Tf 1 – 2Tf 2Tf 3  Rf  BW 

       3Tf 2 – Tf 2 – Tf 3  Rf  BW 

    7阶：  2Tf 1 – 3Tf 2 2 Tf 3  Rf  BW 

       3Tf 1 – 3Tf 2Tf 3  Rf  BW 

       4Tf 1 – 2Tf 2Tf 3  Rf  BW 

其中： 

 Tf： 发射机频率 

 Rf： 接收机频率 

 BW： 接收机带宽。 

http://ntiacsd.ntia.doc.gov/m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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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的一个实例： 

发射频率为f1  232 MHz（移动信道）、f2  229.75 MHz（电视12频道的声音载频，欧洲B标

准），以及受干扰的频率为234.25 MHz（另外一个移动信道）：因此IMP  2T f 1 – T f 2  2  232 – 

229.75  234.25。 

通常制造商给出互调截点和噪声指数来描述放大器和接收机的特性。以下可以从这个数据计

算： 

a) 给定测量带宽B3dB(Hz)值、噪声指数NF(dB)及检测器加权因子W(dB)的接收机噪声电平uN： 
 

  uN  –67 dB(V)NF 10 log (B3dB)W                 dB(V) 
 

检测器类型加权因子W对平均值为0 dB，对均方根值为1.1 dB，对准峰值典型为7 dB，而对峰值

典型为11 dB。 

例如对NF  10 dB，B3dB  9 kHz，一般检测器： 
 

  uN  –67  10  39.5  –17.5                dB(V) 
 

b) 对于给定三阶互调截点IP3值和生成IMP的两个信号各自电平uIMS，互调分量电平uIMP为： 
 

  uIMPIP3 – 3(IP3 – uIMS)                dB(V) 
 

例如，对IP3  20 dBm  127 dB(V)，uIMS  80 dB(V)，输入电阻  50 （详见第6.3段）： 

 

  uIMP  127 – 3 (127 – 80)  –14                dB(V) 
 

c) 对于给定二阶交叉点IP2值和生成IMP的两个信号各自电平uIMS，互调分量电平uIMP为： 
 

  uIMP  IP2 – 2 (IP2 – uIMS) 
 

例如，对IP2  50 dBm  157 dB(V)，uIMS  80 dB(V)： 
 

  uIMP  157 – 2 (157 – 80)  3                dB(V) 
 

无互调制动态范围： 

1. 计算噪声电平uN 

2. 计算生成 IMP的两个信号各自电平，采用：uIMS  1/3(uN  2 IP3)，其中，所有单位采用

dB(V) 

3. 计算无互调制动态范围：DIMFuIMS – uN。 

例如，对NF  10 dB： B3dB  9 kHz，IP3  20 dBm，一般检测器： 

     uIMS  1/3 (–17.5  2(127))  78.8 dB(V) 

     DIMF  78.8 – (–17.5)  96.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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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TU-R SM.1446建议书和ITU-R SM.2021报告中有对产生于发射机中IMP的详细分析。ITU-R 

SM.1134建议书介绍了确定产生于接收机中IMP的计算方法，它可以确定最高达第5阶的IMP电平。还

给出了一个计算实例。 

6.5.3 互调分量的检测与识别 

监测接收机操作者遇到的实际情形是要确定观测到的一个信号是由天线提供给接收机的合法信

号还是在接收机中由两个或多个强信号所产生的一个IMP。IMP出现在接收机输出端的第一迹象是在

多于一个频率上观察到显示出是相同的信号调制。 

对IMP的一个简单测试是在接收机的输入之前插入一个已知量的衰减。如果所观察到的信号幅度

降低了已知添加衰减器的量，那么观察到的信号就是合法的。如果幅度降低了衰减器数值的整倍

数，则观察到的信号就是该整数倍阶数的一个IMP，它产生于接收机中。如果IMP产生于内部和外

部，所观察到的信号将下降多于所添加的衰减，但将不是衰减器数值的整数倍。 

例如，插入了10 dB且观察到的信号幅度降低了30 dB，则观察到的信号是三阶IMP。如果观察到

的信号衰落，则衰减器的大小应足够大，这样，由于衰落造成的降低就不会被误解为由于IMP而改

变。因该小心避免采用一个大的衰减，以至于衰减后，信号降到至少在接收机本底噪声以上5 dB电

平之下。 

或者，可以采用一个频谱分析仪或测量接收机的内置输入衰减。大多数这样的仪表因为输入衰

减改变而保持其参考电平不变；这给出了与采用非耦合衰减不同的标准。如果观察到的信号幅度保

持不变，则观察到的信号就是合法的。如果幅度变化，则IMP是内部生成的或是外部与内部生成产物

之和。 

如果有可用的频谱分析仪，则可以采用各种分辨率带宽来帮助检测与识别IMP。当有很多IMP同

时出现，以至于显现的接收机本底噪声在很宽的频段上上升时，这个方法特别有效。 

最后，IMP能从带内信号（例如，在HF频段造成IMP的信号）或带外信号（例如，造成HF频段

IMP的VHF信号）生成。低通、高通和带通滤波器与频谱分析仪一起有助于识别IMP以及它们是带内

产物还是带外产物。带有数字存储的频谱分析仪具有多轨迹和存储并观看轨迹能力，使易于通过比

较带有和没有滤波器的频谱来查明存在没有互调制的产物。 

具有三轴显示的频谱分析仪（采用多重扫描的与频率和时间对应的幅度）特别适配于对带有和

没有滤波器观察频谱时对IMP进行检测与识别。 

当试图解决干扰问题时，确定干扰是由在发射机中产生的还是在接收机中产生的IMP所引起是有

用的。大信号调查有助于揭示IMP产物的潜在起因。互调制分析等式可以被用于寻找一个计算IMP和

干扰信号之间的匹配。 

参考资料 

ITU-R建议书和报告 

注 —鼓励采用下列建议书和报告的最新版本。 

ITU-R SM.329建议书 —《杂散域的无用发射》。 

ITU-R SM.1134建议书 —《陆地移动业务中的互调制干扰计算》。 

ITU-R SM.1446建议书 —《使用频率、相位或复调制技术的发射机互调产物的定义和测量》。 

ITU-R SM.2021报告 —《发射机互调产物的形成与减少》。 

http://www.itu.int/rec/R-REC-SM/recommendation.asp?lang=en&parent=R-REC-SM.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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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调制与频谱接入的方法 

6.6.1 引言 

RF调制是由一个信号引起的正弦电磁载波（电压、电流或场强）变化。调制的目的是要将通常

既不具有适当形状也不可直接传输频率的基带信号变换到可以通过天线发射的更高频率。 

调制信号可以改变载波的幅度或者频率/相位，或者二者。它可以是一个模拟的或者一个数字的

信号，例如，一个比特流。 

调制类型的名称列于《无线电规则》附录1中。 

频谱接入方法定义了一个调制信号如何及何时具有对频谱资源的接入。如果来自多个源（例

如，不同的用户或者发射机）的信号希望接入相同地区内的频谱，必须要应用接入方法来允许共享

资源而没有干扰。 

6.6.2 模拟调制 

6.6.2.1 幅度调制 

如果具有幅度EC的一个载波（图6.6-1a）是被一个正弦振荡器（一个单音）幅度调制的，得到如

图图6.6-1b）所示的一个波。在这些图中，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波的电压（或电流）（“时

域表达”）。 

幅度将因此随调制正弦波信号变化，载波包络将与调制信号相对应。 

如果调制信号的幅度增加，受调制波幅度的变化将同样地增加到包络瞬时抑制发生的点，如图

6.6-1c）中所示。 

如果受调制波的最大幅度为Emax，且包络的最小幅度为Emin（见图6.6-1b），则调制深度m由下式

给出： 
 

  
minmax

minmax

EE

EE
m




    或表示为百分比：   

minmax

minmax

EE

EE
m




(%)  （6.6-1） 

如果调制信号的幅度进一步增加，该波的最大幅度也将增加，但在波中将会有一个短时间的中

断，如图6.6-1d）所示。这被称为过调制。 

为了用等式（6.6-1）检测过调制，系统必须要能够确定一个Emin  0的数值。 

或者，可以对m采用其他定义，它与平均电压Ec相关。 

这些定义对正弦调制波形给出了与等式（6.6-1）相同的数值，但是具有规定了对称和过调制的

优点。 

利用Emax和Ec得到： 
 

  100(%) 



c

cmax

E

EE
m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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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Emin和Ec得到： 
 

  100(%) 



c

minc

E

EE
m  （6.6-3） 

图6.6-1 

调幅信号的时域表示 

 

考虑了Emax、Emin和Ec，发现： 
 

  100
2

(%)/ 



c

minmax

E

EE
m  （6.6-4） 

 

其中，m+m–m+/–，调制可以被视为对称，即，载波幅度的数值（ Ec）不由调制改变，且在任

何情况下调制百分比 100%，这意味着没有过调制发生。 

调制被称为非对称，如果：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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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收到一个过调制信号时，在接收机的音频输出端得到一个具有被钳制峰值的正弦波信号，

而不是用来过调制发射机的正弦波信号。 

这导致了可感知的失真。因此应避免过调制以及造成传输损伤；此外，过调制增加了一个发射

所占用的带宽。 

图6.6-2显示了频域的调幅信号（“频谱表示”）。横坐标表示频率，而纵坐标表示波的电压或

电流。 

图 6.6-2 

调幅信号的频域表示 

 

如同可以见到的，由一个正弦波信号调制的载波伴随着两个频率为fc + fm和fc – fm的边带，它们每

个都具有幅度： 

  cm E
m

E 
2

 （6.6-5） 

占用带宽为： 

  (fc + fm) – (fc – fm)  2fm （6.6-6） 

即，调制信号的二倍。 

图6.6-2d）显示了一个过调制波的频谱。假设过调制引起调制信号高达三次谐波的失真产物，所

占用的带宽是无失真受调制信号所占用带宽的三倍。因此必须避免过调制。 

如同图6.6-1a）和图6.6-1c）中可见，如果没有过调制发生，则载波的幅度和占用带宽保持不

变。在边带中包含了额外的功率。一个受调制波的总功率等于载波功率与边带功率之和。它由下式

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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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m

PP Cm  （6.6-7） 

过调制降低了载波的幅度。 

6.6.2.2 频率调制 

一个调频信号是其瞬时频率按照调制信号偏移的一个信号。  

对一个正弦调制信号，波形由以下一般公式描述： 
 

   )..2sin(...2cos*)( tfmtfats mc   （6.6-8） 

a是调频信号的幅度，fc是载波的频率，fm是调制信号的频率，而m是调制指数。 

调制指数正比于频率偏移，且定义为： 
 

  
m

f
m

f


  （6.6-9） 

 

f是频率偏移。 

频域比时域更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允许计算一个调频（FM）信号的总能量。 

图6.6-3 

调频信号的时域表示 

 
频谱-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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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在时域等式上计算，频谱由下面一般关系描述： 
 

     






k

kmp mJkmaS ...)(  （6.6-10） 

 

Jk (m)术语是下面展示的第一类贝塞尔函数。 

图6.6-4 

第一类贝塞尔函数 

 

理论上，调频信号是由无限数量的边带对构成；实际地说，99%的能量包括在一个可以如下近

似定义的有限带宽之内： 

– 对窄带调制（m ≤1），带宽等于2 x fm； 

– 如果调制信号是一个连续或宽频谱，则Carson的带宽规则表示为2(Δf + fm)或2·fm·(m + 1)。 

 

频率 幅度 

fc J0(5) –0.18 

fc ± fm J1(5) –0.33 

fc ± 2 fm J2(5) 0.05 

fc ± 3 fm J3(5) 0.36 

fc ± 4 fm J4(5) 0.39 

fc ± 5 fm J5(5) 0.26 

fc ± 6 fm J6(5) 0.13 

fc ± 7 fm J7(5) 0.05 

fc ± 8 fm J8(5) 0.02 

fc ± 9 fm J9(5)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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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fc = 100 MHz，fm = 2 kHz，f=10 kHz，m = 5 

对带宽的估算：B = 2*2k*(5 + 1) = 24 kHz。 

对每个边带对幅度的计算（m = 5的贝塞尔函数）：图6.6-5显示了生成FM频谱作为例子： 

图6.6-5 

FM频谱举例 

 

 
频谱-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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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3 相位调制 

调相（PM）和调频理论上相同：改变频率也改变了生成RF信号相对于未调制信号开始相位的瞬

时相位，反之亦然。 

因此，与对FM的相同公式也适用于PM，而且生成频谱也相等。唯一的差别是接收机对信号进

行解调制以恢复调制信息的方法。 

但是，频域不适合于表征调相，因为只能看见频率和幅度。一个更为通用的表征调相的方法是

采用极坐标图，在图中RF信号由一个矢量表示，它从中心开始。矢量的长度是RF的幅度；相对于水

平线的角度是瞬时相位。图6.6-6显示了一个例子。 

一个未调制载波将由一个常数、稳定矢量表示。如果信号是调频的，矢量将向左或右旋转，取

决于瞬时频率是低于还是高于未调制的载波。 

同时，也将持续地变化。所以调制频率事实上等于调制相位。 

图6.6-6 

一个调相信号的瞬时极坐标图 

 

 
频谱-6.6-06 

  

  

 

A 

 
 

6.6.2.4 特殊模拟调制 

6.6.2.4.1 电视广播调制 

在VHF/UHF频段的模拟电视广播发射对视频信号以及一个或多个分离的调频或调幅声音载波采

用残留边带调制（VSB）（负或正）。 

生成频谱是复杂的，单个分量以及它们的幅度和相对于载波的频率间隔取决于特定标准。图 

6.6-7显示了一个和立体声音一起的模拟彩色图像信号的简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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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7 

带有立体声音的简化PAL电视频谱 

 

 

频谱-6.6-07 

  
  

  

  

  

相对于较低频道边界的频率（MHz） 

A 
图像内容 

色同步脉冲 

伴音载波 

              

图像载波 

 

6.6.2.4.2 具有抑制载波的单边带调制 

具有抑制载波的单边带调制（SSB或J3E）被广泛地用于窄带语音传输。对这种调制，电话基带

仅仅移位（或移位并反转）到指配频率、放大并通过天线发射。结果，如果没有语音信号，则仅仅

剩下载波，但因为它被抑制，所以没有什么被发射。图6.6-8举例说明了SSB原理。 

图6.6-8 

SSB调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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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采用上边带（USB，图6.6-8a），只有业余电台采用下边带（LSB，图6.6-8b）。 

SSB相对于标准调幅（AM）的优点是它仅仅采用频谱带宽的一半，并且因为不发射载波而不浪

费发射机功率。 

6.6.2.4.3 独立边带调制 

采用抑制载波（B8E）的独立边带调制（ISB）与SSB采用相同原理工作，只不过发射两个独立

的音频基带：基带1被移位到上边带；基带2被反转且移位到RF的下边带区。 

6.6.2.4.4 动态幅度调制 

从功率消耗的观点看，常规双边带AM发射机是一个非常不经济的设备。即使在一个m= 100%的

调制深度，只有17%的辐射功率被用于信息（一个边带），而66%是没有任何信息内容的载波功率

（见等式（6.6-7））。 

对较低的m值，此关系甚至更差。作为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多次尝试来在调制深度m低

时（实际中这是大多数时间的情况）动态地降低载波功率。 

一个解决方案被称为动态幅度调制（DAM），它在m显著低于100%时降低载波功率。显然，这

个步骤节省了能量。 

6.6.3 数字调制 

6.6.3.1 数字调制的原理 

数字通信中的信息是以量化格式传输的，即，信号的幅度和/或相位只能具有离散值。要被传输

的信息是一个由“1”和“0”组成的数据流。发射机以一个所谓的“时钟速率”的速度观看输入比

特。接收机以相同的时钟速率观看RF信号的状态，并相应地解码源比特。 

如同模拟信号，数字基带信号既没有一个适当的形状，也没有一个适当的频率通过天线发射。

为了能够在一个无线电信道中传输，它们必须首先要通过调制一个正弦波RF载波来转化到一个更高

的频率。 

包含信息的数据信号以数据信号的时钟速率来影响RF载波的幅度、频率和/或相位。时钟速率也

被称为符号速率。有些情况下，幅度和角度调制被同时使用。 

在数字技术中，单词“调制”经常被单词“键控”替代。缩写ASK、FSK和PSK被用于幅移键

控、频移键控和相移键控。 

数字信号的优点是它们能够被存储而不会被一定环境下的噪声劣化。 

6.6.3.2 幅移键控 

采用数字基带信号调制载波的最简单方法是采用幅移键控（ASK）。例如，这是采用一个信号

来实现的，它将载波接通或断开。如果要传输1，载波被接通，对“0”，则载波被断开。 

这种调制的经典实例是莫尔斯码。如果一个载波仅仅以数据信号的脉冲速率接通或断开，就被

称为通断键控（OOK）。此种调制类型的调制与被调制信号显示在图6.6-9中。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标准时间信号，键控小于100%。这具有一个优点，即，即使当数据流

由多个零构成时，仍有一些能量被发射，因而接收机不会丢失信号并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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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9 

幅移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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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3 频移键控 

采用FSK，载波的频率按照调制信号改变：如果要发射“1”，载波频率fc被升高到f1，而在一个

0的传送期间，它被降低到f2。这种调制类型的调制与被调制信号显示在图6.6-10中。 

 

图6.6-10 

频移键控 

 

 

  

频谱-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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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载波的幅度保持恒定，而频率可以取两个值： 
 

  1 Cf f f     和   2 Cf f f   （6.6-11） 
 

为了成功的解码，间隔f取决于时钟速率：时钟速率越高，间隔必须越大。 

6.6.3.4 相移键控 

采用数字信号调制一个载波的第三个方法是相移键控（PSK）。调制数据信号和这种类型调制

的被调制RF信号显示在图6.6-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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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能看见的，如果调制信号从“0”变化到“1”（2-PSK），被调制信号的电平保持恒定，

但是相位被切换180（在此例中）。 

如同模拟调相，表征PSK的最好方法是像图6.6-6中的一个极坐标图。 

但是，最通用的是仅仅在接收机试图解码该信号时的那些点画RF矢量。所有在那一时刻的可能

状态被画在相同的图中。 

为了改善解读，仅仅矢量的端点被画成点。 

图6.6-11 

相移键控 

 

 

  

频谱-6.6-11 

调制信号 

180° PSK已调制信号 

 

 结果图被称为“星座图”。图6.6-12显示了一个2-PSK的星座图。 

图6.6-12 

一个2-PSK的星座图 

 

 频谱-6.6-12 

  
0° 

 

在到目前为止所用的所有ASK、FSK和PSK实例中，RF载波在解码时刻仅仅能具有二种允许的

状态（ASK：载波“通”或“断”，FSK：频率f1或f2，PSK：相位“0°”或“180°”）。这些系统因

此每步能够传送1 bit源数据。在这些情况下，时钟速率和比特率相等。 

如果我们定义多于两个不同的RF载波状态，有可能在一步中传送包含在两个或甚至更多比特中

的信息。一个实例被称为4-PSK或正交相移键控（QPSK）。在解码时刻RF载波的相位可以是45°、

135°、225°或315°。星座图显示在图6.6-1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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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星座点的每一个表示两个源比特。在一步中传送的比特被称为符号。符号与RF状态（星座

点）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一个编码机制来建立的： 

图6.6-13 

一个QPSK的星座图 
 

 

  

频谱-6.6-13 

0° 

 

表6.6-1 

一个QPSK编码机制的实例 

符号（源比特） RF载波相位 

00 45° 

01 135° 

10 225° 

11 315° 

 

在1秒中传输的符号数量被称为符号速率。RF载波保持随符号速率的速度改变其状态，但在

QPSK实例中，比特率是符号速率的二倍。这个原理允许增加比特率而不增加带宽，因为它仅仅取决

于符号速率。但是，因为QPSK中的星座点比2-PSK更靠在一起，所以QPSK要求更高的信噪比，使这

种调制不像2-PSK那么强健。 

现代数字系统采用高达8-PSK调制将3比特组合成一个符号。 

6.6.3.5 最小位移键控 

尽管一个PSK信号的所有星座点具有相同的幅度，但是当信号带宽受滤波限制时，这个参数对

整个时间不是恒定的：在其从一个星座点到下一个的途中，瞬时RF矢量的长度改变，并因此RF幅度

也改变。例如，在一个像图6.6.-2中的2-PSK中，星座点0°到在180°的相对一点的直接途径是通过图的

中心。在那一时刻，RF的幅度甚至将为零。 

调制RF相位的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在一个圆上行进，并保持幅度恒定。然后，要被传输的信息

被编码到RF矢量按照它旋转的方向。为了解码信号，接收机仅仅要检测旋转方向（例如，左 = 0，右 

= 1）。如同在第6.6.2.3段中所描述的，旋转RF矢量等于升高或降低RF的频率。为了正确地检测该矢

量的旋转，在二步（比特）之间矢量角度的最小可能变化是90°。这种调制就被称为最小位移键控

（MSK）。图6.6-14显示了一个圆形MSK的“星座”图，因为在每个解码时刻矢量的实际角度没有

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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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14 

MSK星座图 
 

 

频谱-6.6-14 
 

MSK相对于PSK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采用较便宜的设备（例如，发射机的线性放大器和较简单的

接收机），而且RF信号总是存在，允许连续的接收机同步及非常低的S/N比。 

6.6.3.6 正交幅度调制 

当必须要把多于3 bit组合成一个符号时，PSK不是理想的，因为星座点将太靠到一起，要求越来

越高的S/N。 

作为代替，星座点的幅度和相位以星座图都是一个正方形的方法来改变，均匀地被星座点填

充。图6.6-15显示了一个16-QAM的实例。 

在一个16-QAM中，4 bit被组合成一个符号。如果可以假设足够的S/N（例如在电缆传输中），

具有每符号8 bit的256-QAM是普遍的，有时使用最高为10 bit/符号的1 024-QAM。 

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现代发射机实际上不直接改变RF载波幅度和相位。作为代替，

发射的RF信号由两个音频频率（AF）分量信号对具有恒定90°相位偏离的两个相同频率RF载波进行

幅度调制构成。这两个分量被称为同相（I）和正交相位（Q）。在图6.6-15中，轴被相应地标记为I

和Q。可以通过改变（调制）每个分量的幅度达到一定值来到达每个星座点。 

图6.6-15 

一个16-QAM的星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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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7 单载波调制的基带滤波 

仅仅包括“1”和“0”的数字调制信号具有一个矩形时域表示图。如果RF信号严格模仿数字数

据信号，则产生的矢量将不得不在每次数据信号有一个斜率时就立即改变状态（幅度、频率或相

位）。这将导致非常宽的类似雷达RF频谱的带宽。因为接收机仅仅期望RF矢量在解码时刻是在星座

点之一上，因而有可能在二步之间慢点改变状态。这可以通过在调制过程之前（即，在基带）应用

一个低通滤波器来实现。其效果是避免了时域信号中的尖锐边缘，而且产生的RF带宽被显著地减少

了。由于受到一定限制（在一个符号与下一个之间没有干扰），只能够使用高斯和升余弦滤波器。

一些系统以在发射机中应用一半滤波器，同时在接收机中应用另外一半的方法来分裂余弦滤波器。

这些“半余弦”滤波器被称为“根升余弦”或RRC滤波器。图6.6-16中显示了基带滤波后数字单载波

信号的频谱形状。 

图6.6-16 

经过滤波的数字单载波信号的频谱 

 

 频谱-6.6-16 

f 

A 

f 

A 

高斯滤波 余弦或RRC滤波 

 

6.6.3.8 正交频分复用 

正交频分复用（OFDM）是一种将大量数字调制的载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信号群的方法

[Carlson，1986]、[Lymer，1994]。取决于其调制，对每个载波采用包含在多个比特（通常4或6）中

的信息来进行调制。输入数据流因此分裂成与OFDM载波数量一样多的组（最高达数百个）。因为

所有载波在相同时间传输（一步），所以一个OFDM系统的符号大小极大（数千比特），实现了非

常缓慢的符号速率而同时仍保持高的可用数据速率。 

当相邻载波的参考相位有一个90°偏离时，载波间隔可以像符号速率一样低。这样，被调制载波

的频谱重叠而不会影响相邻载波的解码。图6.6-17显示了OFDM信号群的构成。该例采用了载波的16-

QAM调制，因而每个载波是采用一组4 bit来调制的。 

完整的OFDM信号是采用一个反向FFT来生成的，而解调制采用FFT。 

由于被调制载波的重叠频谱，生成的完整OFDM频谱具有一个像图6.6-18中类似噪声顶线的矩形

形状。单载波是不可区分的。 

作为实例，欧洲采用的一种数字电视广播—地面（DVB-T）系统具有6 817个载波，采用64-

QAM调制，每步每个载波携带6 bit信息。总的符号大小则为： 

  6 * 6 817 = 40 902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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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17 

采用16-QAM调制的OFDM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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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比特： 1 1 0 1 0 1 0 0 1 0 1 0 

n + 1 n + 2 

f 0 + 1/T f 0 f 0 + 2/T 

频谱-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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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间隔为1.11 kHz，将符号速率固定在0.9 ms。此系统的总数据速率因此为： 

  40 902 bits/0.9 ms = 45.447 Mbit/s 

因为输入数据扩散在这么多载波上，该系统对抗选频衰落和干扰是非常强健的。即使多个载波

不可用，来自剩余载波的数据仍是可判决的。 

如果应用了智能前向纠错（FEC），接收机仍能够重建整个符号。 

 

图6.6-18 

OFDM频谱（原理） 
 

 
频谱-6.6-18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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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符号速率允许引入一个相对长的“保护间隔”。这是在重复信息的每个符号之前的附加时

间。接收机可以在开始解码处理之前等待保护间隔通过。如果来自多径接收的回波在保护间隔通过

之前到达接收机，它们可以通过添加到直接信号上来改善接收。 

如果输入数据具有一个矩形图案，将会在所有（或至少很多）载波具有相等相位和幅度之处出

现状况。由于在信号群中载波数量很大，这将导致要发射的总电平极高的峰值。一个OFDM发射机

的输出级将不得不针对此峰值电平来配置，而影响覆盖的平均电平将低得多。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要在发射前以使生成的信号总是像噪声的方式对数据流编码。这样系

统的缩写则是COFDM，意为正交编码频分复用。 

6.6.4 频谱接入方法 

一个传输信道的总容量可以表示为像图6.6-19的三维笛卡尔图中的一个立方体。 

图6.6-19 

一个传输信道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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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传送的信息量受三个参数的限制： 

– 时间： 

 很明显，时间越多，能够被传送的信息就越多。 

– 频率或带宽： 

 所介绍的数字调制都有一个符号速率与所生成RF带宽之间的依赖关系。所以，如果可用带

宽越大，就能够以更高的符号速率进行调制，并且发送更多的有用数据（bit/s）。 

– 电平或信噪比和信扰比： 

 如果我们增加发射机功率，改善了在接收机处的信噪比或信扰比，我们就能采用每符号组合

更多比特的更高调制机制（例如，用64-QAM代替16-QAM）。这也使得在相同时间内能够

发射更多有用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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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实际系统中，多于一个用户（或者电台）需要接入传输信道及其资源。实例：一个蜂窝

电话系，其中很多人想要同时在一个基站范围之内打电话。 

如果在图6.6-19中的立方体被完全填充没有间隙时，就是对信道容量的最佳利用。但是，不得不

以多个用户能够具有对资源接入的方式来安排系统。要如此安排的频谱接入方法被称为多址模式。 

6.6.4.1 频分多址 

频分多址（FDMA）是最简单的多址方法，并且也工作于模拟系统中。每个用户得到一个不同

的频率，他可以在它上面连续地使用可用频谱的一部分。该原理显示在图6.6-20中。 

因为真实接收机的选频滤波器不是矩形，必须要在每个用户的发射之间保持一定的频率间隔。

由于这一要求，在频域当中会有一些“间隙”不能被用于数据传输。因此传输信道的容量立方体没

有被被充分利用。 

图6.6-20 

频分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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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2 时分多址 

数字传输具有数据能够经常被比数据源提供它的速度更快地传输。在我们的蜂窝电话系统的实

例中，连续语音被数字化并分成一定长度的时间块。如果传输速度允许，在这些块中的数据可用以

脉冲来发送，留下未使用时间，其他用户可以用来发送他们的数据。所以这个系统在用户之中分配

可用时间，因而得名“时分多址”（TDMA）。每个用户在所谓的“时隙”中发送其数据，使用传

输信道的全部带宽。图6.6-21显示了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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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21 

时分多址 

 

 频谱-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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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3 扩展频谱 

FDMA和TDMA信号通常易受干扰影响，因此要求用户之间的时间或频率协调。扩展频谱信号

对干扰的敏感性要小得多，并且经常被描述为功率共享信号。多个扩展频谱信号可以同时占用相同

的频谱。 

当一个窄带信号被调制占用较大带宽（扩展）时，就产生了扩展频谱信号。因为扩展过程并不

增加功率，功率频谱密度被降低，使非相干信号更加难于检测。例如，更难于在一个功率频谱测量

中观察到此信号。当信号被去扩展时，来自其他信号干扰的影响在扩展频谱接收机中被最小化。生

成扩展频谱信号的两个最普通技术是跳频（FHSS）和直接序列（DSSS）。 

6.6.4.3.1 跳频扩展频谱 

如名称所指，跳频扩展频谱（FHSS）信号是通过定期改变传输频率来生成的。接收机必须知道

或者恢复时钟和跳频模版，以对该信号解调制。要使干扰最小，不同的无线电将有不同的跳频序

列，或者将在一个长序列中的不同相位。在接收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跳频序列或时间同步，造成偶

尔的冲突，如显示在图6.6.-22三个发射机实例中的更大功率彩虹频谱所示。纠错码通常被用来恢复

在这些干扰的短暂期间丢失的数据。因为信号更难检测，且抗干扰能量更强，FHSS信号经常被用在

军事应用之中。FHSS信号也出现在用户之间难于协调情况下未发执照的频谱之中。协调的跳频也是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蜂窝标准的一部分。 



第6章      589 

图6.6-22 

跳频扩展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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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3.2 直接序列扩展频谱 

直接序列扩展频谱（DSSS）信号是通过调制一个低数据速率序列或调制从窄带信号产生的宽带

信号，具有更高的数据速率序列或调制。例如，可以采用一个异或（XOR）函数来将一个低速率数

据序列与一个高速率序列组合。或者，可以采用一个复数乘法或者混合操作用一个高速率QPSK调制

来调制一个低速率二进制相移键控（BPSK）调制。用于较高速率序列或调制的二进制序列经常被称

为扩展码、扰码或键。扩展码可长可短，且可以是一个特定的序列，例如，巴克码，或者一个可以

从伪随机数（PRN）发生器得到的更为一般的序列。 

在接收机中的去扩展处理恢复原来的窄带信号。其他无用信号将被去扩展处理扩展，但不完全

消除，且在接收机中表现为宽带噪声。采用窄带滤波器（通常是积分器的形式）消除很多但不是所

有干扰信号的能量。图6.6-23显示了DSSS的功率共享概念。在图中，TX1是较大功率。这在RX2中造

成来自TX1的较高干扰电平。CDMA系统持续调整发射功率，以在所有系统用户之间平衡性能。 

6.6.4.4 码分多址 

为了避免在传输容量立方体中未用的“间隙”（见图6.6-19），用户数据可以被数字“调制”到

一个所谓“键”的固定比特序列上。这种调制是一个对每个用户数据比特的逻辑“XOR”运算。结

果，键代替“1”被发送，反转的键代替“0”被发送。图6.6-24用一个4 bit长键的实例说明了这个原

理。 

接收机以相同的方式工作：4 bit组总是与该键比较。结果总是“1111”或“0000”。然后这些4

结果比特被“平均”，以形成实际的输出比特。这个过程在图6.6-25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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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23 

直接序列扩展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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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24 

用一个CDMA键的数字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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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25 

采用正确键的CDMA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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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被发送的数据量远高于（乘以键长度的因子）用户数据，传输速度也必须更高，导致需

要更多的带宽。我们采用4位键的实例生成了快于用户数据流4倍的一个数据流。要采用相同调制参

数来发送这个数据量，符号速率必须4倍高，导致4倍的带宽。如果键满足一定的数学要求，则在接

收机中用户数据的“冗余”能够在信号被错误检测之前被用于容忍非常高的误码率。在这样一个系

统中，多达4个电台（每个采用一个不同的4 bit键）能够在相同时间在相同频率上进行发射，而接收

机仍能从所有其他信号中滤出“它的”信号。“窍门”是设计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的不同键，与采

用任何“错”键编码块的XOR比较具有相等数字“1”和“0”，以至于对整个块的积分介于“0”和

“1”之间。一个4 bit序列最多能支持四个数据信道。满足所描述要求的四个4 bit键是：1111、

1100、1010和1001。采用这些键的四个数据流扩展被合在一起传输。采用相同的键对合成信号去扩

展来在接收机中将接收到的信号分离回四个独立的数据流。CDMA的总频谱效率好于FDMA和

TDMA，因为传输容量立方体没有间隙。这被显示在图6.6-26中。 

图6.6-26 

码分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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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够控制来自多个用户的信号，以使其以适当的时间队列到达一个接收机的情况下，有可能

通过采用正交扩展编码或者键来消除用户之间的互相干扰。要求适当的时间队列是因为扩展编码仅

仅当时间对准时才是正交（不干扰）。有了正交扩展编码，用户不共享功率，但是共享编码空间，

因而有术语“码分多址”（CDMA）。蜂窝CDMA系统在一个扇区采用正交扩展编码来分离数据流

（业务和控制信道），以及采用非正交（覆盖）编码来分离基站和移动单元。 

因为蜂窝系统采用非正交扩展编码来分离发射机（基站和移动单元），最佳性能要求来自所有

用户的信号以近似相同的场强到达接收机。在一个类似我们蜂窝电话网络实例中的真实环境中这是

不可能的，除非所有发射机按照公共接收机（基站）提供给它们的信息持续调整其发射功率。这要

求一个快速组织信道，它可能占用可用数据速率相当大的一部分，降低了用于用户数据的净速率。

一旦来自单独一个发射机的信号已经被采用非正交覆盖编码的第一个去扩展所隔离，随后能够采用

正交编码（键）将独立数据信道分离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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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5 空间复用（SDMA）与空间信道 

位置是能够扩展图6.6.-19中信道容量模型的第四维度。两个明显和简单的实例来自传统的蜂窝

系统，其中频谱资源在多个位置按照一个频率或编码重用模版被重用，或者其中的定向天线被用来

允许在不同角度（扇区）的重用。 

在具有显著多径的反射性环境中，有可能利用多径来创建多重空间信道，然后可以用它们来增

加数据容量，增强强健性，或者支持更多用户。 

在每个天线上结合了增益和相位调制的紧密布置天线矩阵允许将最大能量提供给一个位置，同

时使对另外一个最小。这经常被称为空分多址（SDMA）。一个简单的实例是波束导向和零导向，

这在非反射性环境中是有效的。一个用户的波束将指向那个用户的方向，同时导向零信号来防止第

一个用户的信号干扰其他用户。SDMA也工作于反射性环境中，尽管辐射方向图要复杂得多，且要

求信道的信息来创建导向矢量。导向矢量是应用到馈入每个天线信号的幅度和相位调整的集合。 

与SDMA密切相关的是多重输入、多重输出（MIMO），它们指一个采用多重发射天线和多重接

收天线的系统。MIMO无线电系统采用宽间隔天线矩阵来使天线之间的相关性最小。宽间隔通常妨

碍波束形成。宽天线间隔和极化这样的其他因素能够增加空间信道的数量或质量。 

一个MIMO系统容量理论上的增加是由发送和接收天线的数量来决定的。如图6.6-27中所显示，

一个2x2 MIMO系统理论上能够具有一个仅仅采用一个发送和一个接收天线的无线电系统二倍的容

量；一个3x3 MIMO系统可以具有三倍的容量。 

图6.6-27 

多输入、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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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技术被包括在LTE、WiMax和WiFi（802.11n）标准中。 

此概念类似于运行第二对线来加倍一根电缆的容量。当然电线通常具有电缆对之间的良好隔

离，然而，在MIMO无线电系统中，在每个接收天线的被接收信号是发送信号的线性组合。这将类

似于具有线对之间显著串扰的一根电缆。在一个MIMO系统中，显示在图6.7-27中的交叉串扰项H12和

H21可以是非零而不造成容量损失。重要的是信道矩阵 [H]的条件。只要多径造成接收的信号Rx1和

Rx2明显地包含Tx1和Tx2信号的不同线性组合，则原始数据流就能被恢复。例如，如果两个被接收

的信号流是Rx1 =(Tx1+Tx2)和Rx2= 2*(Tx1-Tx2)，则我们能够通过采用0.5*Rx1 + 0.25*Rx2对两个接

收信号求和来恢复Tx1。能类似地恢复Tx2。或者，如果MIMO系统在一个非反射性环境中，两个接

收机都能看见相同的信号线性组合（例如，Rx1=Tx1+Tx2和Rx2=0.9*(Tx1+Tx2)）。在此情况下，当

两个接收的信号电平可能不同时，将只有一个空间信道。Tx1和Tx2不能通过接收信号的任何线性组

合来独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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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快速傅里叶变换 

6.7.1 基础 

一旦一个信号要被从时域转换到频域，可以采用一个被称为傅里叶变换的数学方法。 

此方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任何真实信号，不考虑其波形，都能够通过将多个不同幅度、频率

和相位的正弦波信号加到一起来构成。因此，任何接收到的时间信号能够在频域被分解成多个不同

的正弦波。 

尽管初看之下傅里叶变换似乎是解决所有信号分析问题的最佳方法，但是有一定的限制以及测

量的不确定性，它们源自必要的模数变换过程及傅里叶变换本身。要理解这些限制，有必要稍微了

解其原理。 

Jean Baptiste Joseph、Baron de Fourier在1822年证明，每个时间变化现象可以被看做是每个都有

其自己幅度和相位的多个正弦频率分量的相加。 

傅里叶用周期性和带限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示这个理论，在等式（6.7-1）中以通用形式来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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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C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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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 

 

傅里叶级数仅仅对相互之间具有相互谐波关系的周期性信号有效，但在实际中，一个非周期性

信号要普遍的多。构成波形的分量数量变为无限。这将等式改变成一个积分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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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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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等式的反向函数可以被写为： 

  




 tetXx tj d)()( )(  （6.7-3） 

这个最后的等式使其理论上能够通过采用其时域波形来计算一个连续信号在频域中的复数频

谱。 

图6.7-1 

时域与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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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该方法不适合于对随意信号频谱的计算。当信号是连续的且应进行从负无限到正无

限的积分时，它将要求一个无限的计算能力。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取样使信号在时域离散并引入离散

傅里叶变换（DFT）来解决。如果一个信号具有有限的带宽，它能够被其在n · Ts时刻进行的取样来

描述特性, 

其中： 

 n： 从0至N-1的一个整数， 

 Ts： 取样周期 

 N： 取样的总数（见第6.7.2段）。 

将DFT算法应用于时域取样的这个N个元素矩阵，它提供一个频域分量的N个元素矩阵。 

DFT的公式是： 

      N

kn
jN

n

enx
N

kX






 
21

0

1
 （6.7-4） 

其反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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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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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 

X[k]表示在频率
sTN

kfk



1

0 处频谱分量的数值，而x[n]表示在n · Ts时刻时域信号的数值。 

两个等式的组合被称为DFT对。 

一个DFT能够处理任意长度取样的块。但是，如果该块具有2的乘方的长度，计算能够以一个快

得多的方式进行。这被称为快速傅里叶变换，或FFT。 

在能够应用数学傅里叶变换之前，一定量表示波形的数据要被存储在存储器中作为所谓的“时

间记录”或“帧”。这个时间记录的最小时间段就是要被处理的最低频率的周期。这个需要的时间

被称为采集时间或获取时间。然后，整个波形被一次性分析并被数学上变换成一系列不同幅度、频

率和相位的正弦波。结果就是对时域中一定点的整个频谱的分析。 

傅里叶变换的输出是复数值而不管输入时域波形是实数还是复数（例如，实数和图像，或者

I&Q）。如果输入波形仅仅是实数，频谱结果将是共轭对称的。要从傅里叶变换计算功率频谱，要

求计算每个频率点的幅度平方值。功率频谱是当采用平均时通常将被平均的量。 

6.7.2 模数变换、取样 

作为一个数学处理，由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来最佳地执行傅里叶变换，它基本上是一

个特殊的计算机。为此，时域信号要以数字形式来表示。这是通过模数转换（ADC）来完成的。 

图6.7-2 

模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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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一定时间段期间对其电流幅度取样将一个模拟信号变换为一个数字信号。奈奎斯特法则

规定，取样频率必须要大于要被取样波形带宽的二倍： 

  fs > 2b 

奈奎斯特指出，取样频率必须要大于出现在要被取样波形中最高频率的二倍： 

  fs > 2fmax 

当应用于实数信号时，这被称为奈奎斯特频率。对复数信号，例如能够采用对一个IQ解调器输

出取样的两个ADC来得到，取样速率必须大于信号带宽（fs > b）。信息没有丢失，因为对每个复数

信号，每个取样有两个数值，所以取样密度与每个取样有一个数值但是二倍速率的实数信号的情况

相同。 

ADC的输出是一个比特流，在其中，一个数字表示每个取样时刻原始信号的幅度。 

如果取样频率足够高，ADC的输出能够以一个唯一的方式重新构成原始波形。在图6.7-3中给出

了一个取样的实例。 

图6.7-3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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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表达的准确度取决于对每个幅度值保留的比特数。典型的ADC分辨率是14至18  bit，产

生最多262.144个不同的幅度阶。尽管离散幅度值不能准确地表达原始信号，但是由于这个效应引起

的误差能够通过适当地选择二步之间的间隔（幅度低时选择窄的间隔，幅度高时选择宽的间隔）来

被最小化。这样，数字化信号的动态范围能够优于100 dB。 

高于二倍取样速率的频率将是“欠取样”，将在数字化信号中产生不是原始信号一部分的额外

频率分量。为了避免这个误差，必须要通过一个放置在ADC之前的低通滤波器来馈入模拟信号。 

原则上，数字化处理的准确度仅仅受ADC单元速度的限制。今天，已经可以得到支持最高约 

100 MHz信号频率和18 bit数字化深度的ADC芯片。为了分析更高的频率，RF信号首先要下变频到一

个能够被数字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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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开窗 

FFT是在一个有限时间间隔上计算的。如果被采集的信号在那个间隔内是周期性的，则结果被视

为是该信号频谱的精确表达。如果信号在该间隔内不是周期性的，则在定义FFT中所做的基本假设不

再正确，且形成的频谱估算将不太准确。采用窗口函数通过对信号整形、在窗口的边缘使切割效应

（突然变化）最小来改善频谱估算的准确度。 

FFT步骤意味着被采集的信号对一个无限时间连续呈现，且它在记录时间内是周期性的。如果信

号不是周期性的，则将有一个如图6.7-4中所示的不连续性。当这个信号是连续的，用于计算FFT的时

间记录包含正弦波的2.5个周期，而不是假设的整数个周期。 

图6.7-4 

一个连续正弦波信号的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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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结果只能精确地表达一个2周、3周等整数频率的一个有限集。因为没有2.5周的系数，在这

个实例中的结果将错误地表示在许多整数频率的能量。 

完全落入一个时间记录中的信号对FFT显得是周期性的。这些信号被称为自开窗。为了利用FFT

准确地分析它们，不需要应用另外的窗口（有时这被称为应用一个矩形窗口）：这种信号的实例是

仅仅发生一次的尖峰和数字突发信号，只要该突发完全处于时间记录之内。 

但是，对连续信号，颇为明显的是，由于需要窗口，我们改变了原始波形，并总是引入一定的

误差。这个误差处于FFT窗口原理中，且不能完全避免。但是，根据要被测量的参数（幅度、频率、

相位），这个误差能够通过选择适当的窗口函数来降到最低。 

图6.7-5给出了开窗处理在信号上影响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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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对频谱的影响是在频率分辨率和幅度准确度上。DFT/FFT可以被描述为一组平行滤波器，

每个滤出一个频率分量。窗口函数可与频谱分析仪中的一个解析带宽滤波器的脉冲响应相比，因为

它定义了带宽的相应频域特性、形状因子和旁瓣（抑制频带）性能。 

已经开发出许多不同的窗口，每个带有其自己的特殊特性。 

图6.7-5 

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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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信息明显地看到，不可能有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好选择的单独一种窗口。为了找到一个

提供最佳折中的窗口，必须总是要考虑要被分析信号的种类（瞬时或者连续）以及测量的目标（重

点在频率分辨率还是幅度准确度上）。 

用于频谱监测的FFT设备经常允许用户在不同FFT窗口之间进行选择。为了对分别的测量任务选

择适当的窗口，有必要知道所实施窗口函数的特性。表6.7-1显示了通常在RF测量设备中实施的窗口

实例。 

表6.7-1 

通用FFT窗口函数的实例 

窗口函数 应用 

矩形 用于完全位于时间记录之内的瞬时信号 

Hann  高频率准确度 

Blackman-Harris或平顶 高幅度准确度，大动态范围和噪声抑制 

高斯 频率与幅度准确度之间的折中（取决于形状因子） 

 

6.7.4 FFT的实施 

FFT可以被视为一组平行解析带宽（RBW）滤波器。因为频谱是对所有频率同时进行估算的，

当应用于高动态波形时，FFT产生一个自相一致的频谱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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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平行特性也对窄带RBW提供了与一次只能测量一个频率的扫描频谱分析仪相比更快的频

谱测量。 

如果FFT以FFT分析仪在计算FFT期间不能采集数据的方式来实施，则接收机在FFT计算期间是

“瞎”的，所以没有连续接收，且短时间信号可能会被丢失。为了克服这个限制，已经在现代FFT分

析仪中开发了不同的技术。一个方法是首先采集多个时间记录，并在之后计算所有在一个块中的FFT

（见图6.7-6）。 

图6.7-6 

块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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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长的计算时间内，接收是不连续的，但是如果能够对所关心的信号触发捕获，且如果可用

的存储器允许长的捕获时间，至少在所关心时间段上的连续接收是有可能的。 

提供连续接收的一个方法是实施两个捕获和FFT计算单元，它们轮流执行对信号的处理（见图

6.7-7）。 

图6.7-7 

采用两个FFT单元进行连续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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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明显，但在图6.7-7的处理中仍有间隙。发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窗口函数在每个捕获

块的开始处和结束处对波形加权到零。这个问题能够通过采用如下所描述的叠加处理来解决。 

FFT对时间—频率分辨率折中不会不受影响。在FFT频谱中的频率线数等于在时间记录中的取样

数。时间记录的最小长度是1/频率分辨率。为了增加频率分辨率，还不得不增加时间记录的长度（因

此损失时间分辨率），反之亦然。 

有些FFT分析仪能够通过使时间记录重叠来使这个限制最小（见图6.7-8），因此改善短脉冲的视

觉呈现。这个方法也被称为短时间FFT、滑动窗口FFT或重叠处理。一个类似的时间-频率分辨率折中

存在于扫描频谱分析仪中，在其中，扫描时间必须随着分辨率带宽的降低而被增加。 

图6.7-8 

重叠时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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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应用范围 

FFT技术通常用于频谱分析和频谱监测中。以下列举是能够被通过采用FFT技术进行测量的参数

的一个非穷尽列表。 

– 电平。 

– 频率。 

– 占用带宽（x-dB方法和β/2方法）。 

– 频谱占用（频谱图和频率信道占用）。 

– 检测短时间发射。 

– 检测低于本底噪声的信号。 

更多细节见第4和第5章中的相关部分。 

因为复数FFT既给出幅度又给出相位信息，宽带定向器能够同时在多个信号上采用FFT算法确定

方位。另外一个实例是Goertzel算法，用于一个频点的FFT。如果FFT被视为一组滤波器，则Goertzel

算法就是其中之一。其应用有双音多频（DTMF）和连续音频编码静噪系统（CTCSS）解码器或其

他音频解码器、接收机中的滤波器、FSK解调制器的滤波器等。FFT的所有特性（分辨率、动态范

围）适用于这些应用。采用FFT算法的原因不总是更好的性能。FFT使得能够在采用模拟扫描处理不

可能的时间上无缝地处理一个给定频谱。可以得到便宜的DSP使制造基于FFT的产品比对应的传统模

拟产品更便宜。尽管可以得到优秀的产品，总是建议要对设备进行仔细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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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频谱监测网络的规划与优化 

6.8.1 引言 

对频谱监测网络的规划，无论是包含很多监测站的全球网络，或是仅仅包含少数电台的本地网

络，都与考虑它们之间或者与移动电台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对固定电台选定最佳地点有关系。术语

“监测站”在下文中既指执行第4章中所涉及的全部监测功能的一个完全配置电台，也指仅仅执行定

向的远端自动电台。 

规划一个频谱监测网络的过程通常涉及采用最小可能数量的电台来覆盖最大可能的陆地面积。

规划新的和优化现有的频谱监测网络具有极大的经济重要性，因为监测系统的费用通常包括任何国

家频谱管理系统的大笔费用。从每个固定或移动电台的角度，一个频谱监测网络的优化能够导致相

当的财政节省。 

一旦一个电台已经借助在下面显示方法的计算方式在网络内被优化选定地点，该电台必须要特

别对当地和周围的特点定制，符合第2.6段的规定。如果这个定制要求该电台应在计算位置以外定

点，这可以证明需要按照电台的新配置重新计算网络参数。 

6.8.2 频谱监测网络规划与优化的原则 

通过参考频谱监测通常被用来执行的两个任务可以计算对应的覆盖区，这样来完成规划一个新

的或优化一个现有的频谱监测网络[Kogan and Pavliouk, 2004]。 

必须要用在第4.2至第4.6段及第4.10段中所描述的功能来完成那些任务中的第一个。它们与发射

参数的远距离测量相关，例如频率、场强、频谱占用、带宽、调制类型等。这个任务还包括发射的

收听（听力监测）和对其来源的定向、发射识别和信号分析，如第4.7和4.8段中所描述。所有这些功

能由每个分别且适当装备的监测站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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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任务仅仅涉及一个功能，但是复杂的、劳动密集型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即对

发射源的定位，通过在HF频段中采用SSL模式（见第4.7.3.4段），或者在所有频率范围通过处理从两

个或更多独立或作为监测站一部分的定向器得到的方位数据。在第4.7.3.1段中描述了三角定位的特殊

特性。 

假设通常测量接收机灵敏度对不同的监测功能将是不同的，可以确定多个覆盖区域，如按照惯

例显示在图6.8-1中，它描述了相互之间具有不同距离L的三个监测站。要记住，通常用于收听时接收

机灵敏度最大，用于测量信号特性时略低，而用于定向时最小，如在图 6.8-1中所见，有可能采用半

径Rl、Rm和R（为了简单起见，这些覆盖区域在此被视为圆形）标识三个覆盖区域（1 – 3）。 

当涉及定向时，第3区域构成在其中得到足够可靠方位的陆地区域。 

图6.8-1 

监测覆盖区域 

 

这三个覆盖区域每个分别对应每个电台且相互独立。因此，总的收听、发射参数测量和定向抑

制区域随着电台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增加，一直到L = √‾3 R。当L > √‾3 R时，在不同电台定向覆盖区

域之间将出现未覆盖的区域。 

在定位覆盖区域的情况中表现不一样，它对应于来自两个或三个电台（在图6.8-1中分别是第4区

域和第5区域）的重叠定向覆盖区域。这些区域，特别是第5区域，随着电台之间的距离L增加而变得

更小，当第4区域和第5区域变得比整个定向区域小很多时，这在R < L< √‾3 R范围中是特别迅速。当 

L ≥ √‾3 R时，第5定向覆盖区域（三个电台）消失，而当L > 2 R时第4定向覆盖区域（两个电台）消

失，然后再没有定位受影响的点。 

同时，在存在L减少且总定位覆盖区域增加的地方，由于从这些区域中所有三个电台的方位随着

区域的边界被接近而以越来越尖锐的角度相互相交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覆盖区域边缘的定位不确

定性可观地增加。这增加了借助在L < <R的总定位覆盖区域边缘移动电台的引导来发现发射机的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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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图6.8-1以图显示了定位将是最关键的监测功能，以及当目标是要达到一个给定区域抑制

覆盖时必须要基于网络规划来建立的一个功能，虽然是在本地网的边界之内。术语“监测覆盖区

域”将在以下被用来指由所有频谱监测功能提供的覆盖，即，收听、相信号特性测量、定向以及

（除非另外指定）定位。 

任何情况下，采用在VHF/UHF频段固定监测站来达到一个足够大地域的抑制定位覆盖要求大量

这样以相互之间相对较短距离布置的电台，随之要蒙受网络成本的激增。为了消减固定电台的数

量，某些情况下可以接受在固定电台之间留有较大距离，导致某些区域被留在定位覆盖区域之外。

然后这些区域可以通过采用与固定电台互动工作的移动电台来覆盖。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确保该

网络借助固定监测站来提供抑制定向定位，这样它们能够与移动电台互动，借助在整个地域三角定

位来提供定位。这将显著地提升移动电台的运行效率，包括它们为找到特殊发射机的引导操作。 

从前面所述能够得出结论，随着工作在VHF/UHF频段的固定监测站之间距离测的增加，即，减

少这样电台的数量，移动监测站所承担的责任将增加，在导引操作之外它还被要求在它看上去有可

能时在执行定位任务中与固定电台互动。因此，作为固定监测站网络规划整体的一个部分与根据在

一个网络中固定监测站的配置确立固定与移动电台数量之间的最佳比例有关。 

VHF/UHF与HF频段之间频谱监测网络规划的方法相当不同。在VHF/UHF频段中监测覆盖区域

的大小与形状很大程度上受缓解的影响，如在第6.8.3段中所示，使得有必要在计算中采用相应的无

线电波传播模型。如果要达到抑制覆盖，小的监测覆盖区域尺寸要求电台位置不能分开大于30 –  

60 km。在HF频段，缓解并不对监测覆盖区域的形状施加可观的影响。因此，在涉及全向天线使用的

地方，（从电离层反射的）天波覆盖区域将是半径为2 000 – 2 500 km的圆。电离层无线电波传播的

特性之一是存在“盲点”（“静默区”），在频谱监测网络的规划与优化中需要考虑它，如在

[Krutova et al., 2008]中所描述。 

6.8.3 VHF/UHF频段中监测网络的规划与优化 

在很多国家中，在VHF/UHF频段中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服务于各个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包含大

量固定电台的本地监测网络。可以通过考虑缓解、对不同电台定点配置、采用基于所有要求标准的

最佳选项的后续选择与实施来对监测覆盖区域进行试行计算，以对这样本地网络的规划施加影响。

在[Krutova et al., 2005]和[ITU-R手册，2005]中将可以找到将对应软件组合起来的原则。基于考虑了

组织计划中电台所必需基础设施的可用性的计算结果，有可能确定要执行全范围监测功能且要有人

值守的电台以及能够作用为远端自动定向器的那些电台。 

可以通过对新固定监测站实验虚拟定点到在由现有电台提供的覆盖电平不适当区域中的点上，

借助最佳选项的后续选择和部署来影响一个现有频谱监测网络的优化，特别是在其现代化期间。类

似地，通过计算现有电台覆盖区域，可以确定那些因某种原因没有对所要求的覆盖产生必要贡献的

现有电台，并可能因此被考虑为要被迁移到使它们能产生更大效果的其他位置的候选。如果此要求

是为了在一个给定区域内的抑制监测覆盖，必须基于定位功能来影响规划和优化，这从监测站定点

意义上是最关键的，或者，作为最后的对策，基于定向功能，转向将移动监测站更精心地用于定位

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借助导引发现发射机。 

当进行计算时，必须要选择最合适的无线电波传播模型，它考虑了所涉及区域的实际缓解，并

在监测覆盖区域的边界选择最小的场强值，以及将要对其进行计算的测试发射机的功率和天线高

度。 

作为一个无线电波传播模型，选择在ITU-R P.1546建议书中提出的方法是有利的，其新规定（见

该建议书附件5第1.1段）允许考虑利用固定电台进行监测的特殊特性。这些特殊特性是由于固定监测

站通常具有高接收天线，而受监测发射机可能具有低天线的事实所引起– 例如，在轻型车辆中携带的

私人移动无线电（PMR）发射机。正是这样一个方式被用于在[Krutova et al., 2005]和[ITU-R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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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所描述的软件之中。在此关注中要注意的是，最近对ITU-R P.1812建议书的采纳，它更完全

地允许考虑缓解因素。这个模型的使用可以增强计算的准确度。 

考虑到确定覆盖区域边界的频谱监测网络规划参数，根据 [Kogan and Pavliouk, 2004]和

[Bondarenko et al., 2008]，至少出于比较的目的，可以建议以下覆盖区域场强边界值： 

– 在收听情况下，来自在监测站天线位置测试发射机的最小场强：Emin(l) = S，其中S为用于收

听的监测接收机灵敏度，考虑了天线增益及馈线损耗。对一个S/N ≥ 10 dB的典型灵敏度值为

1(µV/m)，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或为了比较的目的）可以考虑Emin(l) = 0 dB(µV/m)。 

– 如第4章中所示，为了测量发射机信号特性的最小场强为：Emin(m)= Emin(l)+ 12 dB，即，在大

多数情况下（或为了比较的目的），可以考虑Emin(m) = 12 dB(µV/m)。 

– 如第4.7段中所描述，在定向情况中要达到可靠方位的最小场强是：Emin(df) = Emin(l) + 20 dB，

即，在大多数情况下（或为了比较的目的）可以考虑Emin(df) = 20 dB(µV/m)。 

被监测VHF/UHF发射机的特性是由一个功率电平的极宽扩展和天线高度所决定的–范围从10 W

和1.5 m（在轻型车辆中携带的PMR发射机）到40 kW及以上和500 m（电视发射机）。相应监测覆盖

区域的大小在非常宽的限值内类似地变化。 

为了网络规划和比较计算的目的，确定采用相对低天线的三种类别小功率发射机是有利的

[Krutova et al., 2009]，根据计算，要求具有更高天线的更强发射机要被这些网络充分地覆盖： 

– 第I类： 

 功率10 W，天线高度 1.5 m（在轻型车辆中携带的PMR发射机）。 

– 第II类： 

 功率10 W，天线高度20 m（陆地移动无线电通信基站、小功率广播发射机、电视转发

器）。 

– 第III类： 

 功率20 W，天线高度40 m（与第II类中相同类型的发射机，但具有稍高的功率电平和天线高

度）。 

这些和可以被用做VHF/UHF频段监测网络规划和优化中标准的（以及被用在以下介绍的计算中

的）其他参数显示在表6.8-1中。 

下面介绍了对显示在表6.8-1中参数进行本地频谱监测网络规划步骤的一个实例，并且示范在图

6.8-2至图6.8-5中。 

让我们采用如图6.8-2中所示位于山区中一个城市的情况，并假设必须要在这个城市及其相当高

人口密度的郊区中实施对第I类测试发射机的频谱监测。 

假设这个城市或多或少的圆形结构，可以采用最少三个固定监测站提供所要求的业务。 

规划了一个初始实验计划，监测站（S1 – S3）定点在山顶，如图6.8-2所示，因为这样做监测站

的天线可以被保持在相对短的10 m高度。 

电台S1的监测覆盖区域显示在图6.8-3中。 

利用该图右手侧的彩色调色板对这些区域进行标识。相对于不同覆盖区域的不同标色区域的边

界值分别对收听、信号特性测量和定向显示为等于0、12和20 dB，如表6.8-1中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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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1 

在VHF/UHF频段中监测网络的规划与优化的标准 

参数 数值 

测试发射机天线高度 第I类：1.5 m 

第II类：20 m 

第III类：40 m 

测试发射机功率 第I和第II类：10 W 

第III类：20 W 

在定位不确定性椭圆中找到测试发射机的概率

（见第4.7.3.4段） 

0.5 

固定监测站天线高度 10-50 m（根据安装地点） 

移动监测站天线高度 2.5 m（安装在车辆顶上的天线） 

10 m（半固定的可伸缩天线） 

系统定向不确定性（见第7.3.1.3段） 1º r.m.s.（固定电台） 

2º r.m.s.（移动电台） 

在收听覆盖区域边界处的最小场强 0 dB（µV/m） 

在信号特性测量覆盖区域边界处的最小场强 12 dB（µV/m） 

在定向覆盖区域边界处的最小场强 20 dB（µV/m） 

 

图6.8-2 

所涉及区域的拓扑和三个固定电台S1 – S3的 

位置，在高地上（第一选择） 

图6.8-3 

电台S1的监测覆盖区域，显示收听、测量和 

定向覆盖区域的外部边界 

 

 频谱-6.8-03 频谱-6.8-02 

定向 

测量 

收听 

 

图6.8-4显示了所有三个电台的整个监测覆盖区域。在整个定向覆盖区域内的连续红色轮廓线显

示了三角定位覆盖区域的边界，如在第4.7.3段中所描述，它们对应于至少来自两个电台的重叠定向

覆盖区域。如同从图6.8-4所见，在这个案例中的定位覆盖区域明显的小于全部定向覆盖区域，符合

以上所阐述的一般理论。 

在图6.8-5中描绘了第4.7.3.1.4段中所描述的对在定位不确定性椭圆内找到所要寻找发射机的概率

为50%的定位覆盖区域模版。其中红色轮廓线描述了所有三个电台的整个定向区域边界。对以不同

颜色表示的不同定位不确定性子区域边界值的色调将在该图右手侧的调色板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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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图6.8-5所见，电台是以使对第I类发射机的定位能够遍布城市及其紧邻郊区的方式来选定地

点的。对城市及其紧邻郊区的较大部分是采用在0.2-0.4 km（以棕色子显示的子区域）范围内的定位

不确定性来提供服务的；但是，有两个“点”的定位不确定性处于1-0.2 km（以绿松石色显示的子区

域）的范围。完全符合理论（见第4.7.3.1.4段），这些“点”发生在来自电台S1和S3方位线以接近

90°的角度交叉的地方。朝着整个定位覆盖区域的外围，定位不确定性上升到0.6-0.8 km（以暗黄色显

示的子区域）。在模版的边界之内有很多以白色显示的小“点”，以给定的缓解与所选的参数表示

定位和定向都不管的区域，如从图 6.8-4所能见到的。 

 

图6.8-4 

有着三个电台S1 – S3的整个监测覆盖区域 

图6.8-5 

有着三个电台S1 – S3的定位覆盖模版 

 

 
频谱-6.8-05 频谱-6.8-04 

 

让我们假设，在图6.8-5中的蓝色轮廓线表示位于所涉及城市责任区域内一个管理区的边界。采

用适当的软件有可能计算具有不同定位不确定性范围子区域中那个区的定位覆盖数值。这个数据显

示在表6.8-2中，从中可以确认可以在所描绘区域的87％上定位第I类接收机。此区域能够按照计算的

定位不确定性被进一步划分为4个分类，使在所考虑区域的74％中得到介于0.2和0.4 km之间的不确定

性。 

通过比较图6.8-3和图6.8-5可以看到，电台S1在由三个电台S1 – S3构成的整个定位覆盖区域边界

之内单独提供收听和信号特性测量。因此它能完全装备并有人值守，而其他两个是无人值守的自动

定位器。但是，为了更大的可靠性，这两个电台之一也可以是完全装备的，尽管仍是无人值守。 

表6.8-2 

对定位不确定性子区域的统计 

定位不确定性范围 

（km） 
所描绘区表面积的百分比 

百分比值的累计分布 

0.07-0.1 – – 

0.1-0.2 2 2 

0.2-0.4 74 76 

0.4-0.6 9 85 

0.6-0.8 2 87 

0.8-10 – 87 

合计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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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中，可能出现希望安装固定监测站天线的山顶已经被强大发射机的天线占用，例如广播，

使得有必要确定满足在第2.6.1.4段中为了保护这样电台不受强大发射影响所设定要求的其他电台位置

选择。这可以通过对其他潜在电台位置的地点规划进行重复计算来被轻易地完成。提供对多个地点

规划的计算可以选择满足期望要求的最佳电台配置。 

在计划要对相当大面积提供抑制监测覆盖的情况中，要求大量电台，对应的网络规划可以基于

常规网络的理论来进行，如在ITU-R BS.944报告中所描述。这种方式允许建立一个网络，在郊区采

用较大的电台间距，而在受监测发射机密度较高且由于建筑物和金属结构反射造成的方位不确定性

相当大的城市或广阔的工业区内则采用较小的电台间距。在所涉及区域已经有接近常规固定监测站

网络情况下，现有电台最好被“划归”到新规划的网络中。 

采用一个可变的监测站密度，可以按照等边六边形小区建立这样一个网络，而它们又由6个基本

等边三角形构成，如在ITU-R BS.944报告中所描述，电台被安装在所有网络节点上，如在图6.8-6中

所示。此图清楚地展示了基本网络的基础三角形是如何被继续细分为电台间距L/2、L/4、L/8等的四

个更小等边三角形。显然，在较大城市和工业区中，固定监测站之间的距离在实际中可以小到L/8 = 

7.5 km，或者甚至L/16 = 3.75 km。 

在这样一个可变监测站密度的网络中，任何位于指定点的固定电台可以被视为属于现有或将来

可变密度常规抑制监测网络，具有不超过2.17 km的不确定性。这将方便在新的大网络中“插入”现

有电台。 

按照在[Krutova et al., 2009]中所描述方法对VHF/UHF频段进行的计算显示，在正常地形条件

下，涉及第III类被监测发射机的地方，在基本网络中固定监测站之间的最大距离L可以为Lm =  

60 km。以这样一个基本网络作为出发点，可以计算其对于第I-III类监测发射机的参数，以及对所有

三类发射机采用30 km、15 km和7.5 km电台间距计算该网络嵌套区域的参数。在[Krutova et al., 2009]

中给出了进行计算的条件。计算的结果汇总在表6.8-3中。 

从表6.8-3可以看到，在Lm = 60 km的一个基本网络中，仅仅对第III类发射机达到了定位覆盖。 

图6.8-6 

理论上的常规网络 

 

 

频谱-6.8-06 

60 km 

30 km 

15 km 

3.75 km 

7.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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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3 

针对450 MHz均匀监测网络的计算数据 

L 

(km) 
分类 

覆盖区域统计（%） 
定位不确定性统计 

收听 测量 定向 定位 

 I 94 – 100 50 – 69 26 – 36 0 - 

60 II 100 100 98 – 100 64 – 88 0.6-0.8 km：0%-2%     0.8-1.0 km：
20%-34% 

1.0-2.0 km：22%-33%> 2.0 km： 

15%-21% 

 III 100 100 100 98 – 100 0.6-0.8 km：1%-3%    0.8-1.0 km：
33%-50% 

1.0-2.0 km：47%-62%  > 2.0 km： 

0%-2% 

30 I 100 97 – 100 77 – 88 8 – 15 0.2-0.4 km：0%-3%    0.4-0.6 km： 

2%-6% 

0.6-0.8 km：2%-4%    > 0.8 km： 

4%-7% 

II 100 100 100 100 0.2-0.4 km：3%-6%   0.4-0.6 km： 

82%-88% 

0.6-0.8 km：8%-13%  > 0.8 km： 

0%-1% 

15 I 100 100 100 95 – 96 0.1-0.2 km：0%-1%   0.2-0.4 km： 

80%-85% 

0.4-0.6 km：4%-7%   > 0.6 km：6%-7% 

II 100 100 100 100 0.1-0.2 km：0%-1%   0.2-0.4 km： 

99%-100% 

> 0.4 km：0%-1% 

7.5 I 100 100 100 100 0.07 – 0.1 km：1%-2%  0.1-0.2 km：
97%-98% 

0.2-0.4 km：0%-1%      0.4 km：0 % 
 

占主导的定位不确定性值为0.8-1.0 km（陆地面积的33%-50%）和1-2 km（陆地面积的47%-

62%）。对第II类发射机的情况，达到了一个98%-100%的定向覆盖，使得采用移动监测站寻找这样

的发射机更容易。但是，借助固定电台的定位覆盖了仅仅陆地面积的64%-88%。对第I类发射机的情

况，定向覆盖了仅仅26%-36%，而且在该网络中没有提供定位的点。因此，一个Lm = 60 km的固定电

台基本网络实际上对具有低天线小功率第I类发射机不提供监测，并且对第II类发射机的定位表现出

重要限制。 

通过将电台间距从60 km降低到30 km可以对网络或相关段落的技术特性实现相当的改善，尽管

这将造成该网络或相关段落建设成本增加至少二翻。陆地区域的完全定位覆盖已经确保第II类发射机

具有0.4-0.6 km（陆地面积的82%-88%）占优势的定位不确定性值。但是，当涉及第I类发射机时，仍

不保证100%陆地面积的定向覆盖，同时，采用固定电台进行定位的覆盖率不高于8%-15%。 

从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对L = Lm  /2 = 30 km的网络也不保证对第I类发射机的有效定向或定位。 

当95%-96%的陆地面积也具有0.2-0.4 km（陆地面积的80%- 85%）范围占优势的定位不确定性值

的定位覆盖时，对第I类发射机百分之百的定向覆盖是由L = Lm / 4 = 15 km的网络或网络段落来保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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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L = Lm / 8 = 7.5 km网络或网络段落可以达到甚至更好的技术特性，在此情况下，对于具有

0.1-0.2 km（陆地面积的97%-98%）范围占优势的定位不确定性的第I类发射机得到了100%的定位覆

盖。 

但是，这是借助增加相当大数量的固定监测站来实现的，进而增加了网络实施的成本，但同时

在移动监测站数量上要求较低。 

在表6.8-3中的数据能够被用来优化要被部署的网络的配置，涉及要被执行的任务和现存及规划

的可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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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测量的不确定性 

6.9.1 引言 

术语“不确定性”、“误差”和“准确度”经常被使用，但是不总是以正确的方式。对进行的

每个测量，得到一个可能不同于真实值的数值。如果能够知道真实的数值，则误差可以表示为测量

值与真实值之差。根据用于测量的过程和设备，原始结果仅仅是要被测量真实值的一个估计。 

因为真实值是未知的，我们只能提到与一个测量值相关的不确定性。绝对不确定性是一个以与

测量值自己相同的单位表示的量，并且描述真实值以给定概率落入其中的一个区间。 

相对不确定性是绝对不确定性与真实值最佳可能估值的一个商数。 

不确定性越低，准确度越高，但是，这很难量化。 

6.9.2 测量不确定性的概述与定义 

采用设备组在一个受控环境中进行一系列测量并不对每个取样测量产生相同的结果。 

这描述了测量可变性的特点。这个可变性可以是由于设备测试的不确定性、操作者、测量环境或

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所引起。要评估真实的结果，必须要确定这个可变性。 

基本上，可以通过一个平均值和一个标准偏差区间来描述结果的特性。这就描述了不确定性的

特性。通常采用二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不确定性。这二种类型被定义为类型A和类型B。它们不涉及

不确定性原因的属性，而是引导不确定性评估的估算方法。 

一个类型A不确定性估算是从对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的一个估算。这种估算不应被看做是不确

定性的“随机”成分。通常考虑n个取样的平均，且结果可变性的特性由标准偏差来描述。通用概率

分布在第6.9.3段中详述。类型A专门用来评估标准的不确定性。 

当不能对不确定性进行统计评估时，采用一个类型B不确定性估算。此估算是基于过去的经验、

手册中可以得到的或是从校准报告中选取的数据。类型B被用来评估标准不确定性、组合标准不确定

性和扩展的不确定性。 

实际中，类型A被用做对原始结果的猜测，而类型B是基于对结果及测量中影响因素的的分析之

上。 

组合标准不确定性是从大量其他数量值得到结果的一个测量结果的标准不确定性，等于各项和

的正平方根，这些项是这些数量的变量或协变量，它们是根据测量结果如何随着这些其他数量变化

而变化进行加权的。 

扩展不确定性是定义关于一个测量结果区间的量，可以期望它包含了大部分能够被合理地认为

属于被测量数值分布的一个测量结果。 

这些定义的实际问题在第6.9.4段中详述。 

作为总结，按照被定义的两个参数，一个测量的不确定性被表示为： 

– 一个平均值， 

– 一个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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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以提供一个信任等级（例如，数值和区间是95%概率真实的）。 

考虑测量过程每个元素的所有参数并且猜测不确定性是要提供一个数值和包括带有一定信任级

别的真实数值的一个区间。目的是要进行可比和可重复的测量。测量的可重复性对改善在一个测量

中的信心是必要的。 

对所有可确认的不确定性来源的全面考虑为有效结果与理论研究的比较做出了贡献。不确定性

解释并证明了在结果中所观察到的差别。但是，在测量期间应特别小心，可能会发生一个系统偏

差。避免这种情况的一种方法是与其他测量组和/或其他测量链进行相互比较，以比较、改善、调整

和/或修正程序与测量的设置。 

6.9.3 表示不确定性的普通分布函数 

一组数值的可变性可以用概率分布来描述。在表6.9.1中汇总了表示测量不确定性的最通用的数

学函数。 

表6.9-1 

概率分布的汇总 

正态分布 

 

-a a 

µ 
-  

 

数学函数 





















2

2

2

)(

2

1
),;(

x

exf  

 

µ 是平均值 

是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 

置信区间为68%时 

a  

置信区间为95%时 

2

a
  

置信区间为99.7%时 

3

a
  

在一些读物中，这个正态分布或高斯分布式对围绕一个平均值变化的重复观察是最常用的。 

三角分布 

 

-a a 

1/a 

 

数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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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a

xa
a

ax

x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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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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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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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 

 

 

6

a
  

 

这个分布的最小和最大值是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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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1（续） 

矩形或均匀分布 

 

-a a 

  1/2a 

 

数学函数 

 

a
xf

2

1
)(   

 

标准偏差 

 

3

a
  

 

这个函数的特殊性在于得到介于[–a; a]之间任何数值的概率是1。所有数值是等概率的。 

U形分布 

 

-a a 

 

数学函数 

 

axa
xa

xf 


 对于
22

1
)(


 

 

 

标准偏差 

 

2

a
  

 

 

6.9.4 应用 

应对在下面子条目中所涉及的那些测量评估一个监测站的测量不确定性，考虑列于那里的每个

量。须对每个量的估算xi评估以分贝为单位的标准不确定性u(xi)和灵敏度系数ci。 

测量值估算y的组合标准不确定性uc(y)是作为一个加权和方根（r.s.s.）来计算的： 

  

i

iic xucyu )()( 22  （6.9-1） 

对一个监测站扩展测量不确定性Ums的计算为： 

  )(2 yuU cms   （6.9-2） 

并且应在测量报告中陈述。 

注1 — 覆盖因子k 2对大部分测量结果的接近正态分布类型近似产生一个95%的信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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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覆盖因子被用来表示如在第6.9.3段中关于正态分布描述中所假设的信任等级。 

例如，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采用以下二种方法之一来确定与一个规则性限值原则上是否相符： 

– 方法1： 

 尽可能小的测量不确定性Ums（Vmeas是测量值）： 

对一个无线电业务的操作人员：如果VmeasUms符合一个限值，则符合该限值。 

对管理者：如果Vmeas – Ums不符合一个限值，则可以证明不符合该限值。 

– 方法2： 

 测量不确定性不应超过一个建议的最大不确定性Urec： 

如果Ums小于或等于Urec，则： 

– 如果没有测量值超过该限值，则是符合。 

– 如果任何测量值超过该限值，则是不符合。 

对操作者：如果Ums大于Urec，则： 

– 如果增加（Ums – Urec），没有测量值超过该限值，则是符合。 

– 如果增加（Ums – Urec），任何测量值超过该限值，则是不符合。 

对管理者：如果Ums大于Urec，则： 

– 如果减少（Ums – Urec），没有测量值超过该限值，则是符合。 

– 如果减少（Ums – Urec），任何测量值超过该限值，则是不符合。 

6.9.5 一个不确定性计算的实例 

在30至3000 MHz频率范围的固定或移动监测站中的场强（E）测量是它们的任务之一。 

测量的E计算为： 

  
SRAAAAFAFMVVV

AFLVE

balcpdirhfnfselsw

cr




 （6.9-3） 

E的不确定性是从右手侧项的不确定性计算出来的，将它们的平方加起来，然后计算和的平方根

（见表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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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2 

大约30 MHz至3 000 MHz输入量的数值 

（要对各个天线、极化和子范围进行计算） 

输入量 要参见的注
 

Xi Xi的不确定性 u(xi) 

(dB) 

ci (ci u)xi))
2
 

(dB) 
(dB) 概率分布；k 

接收机读数 
(1) 

Vr 0.1 k 1 0.10 1 0.01 

衰减：天线-接收机 
(2) 

Lc 0.1 k 2 0.05 1 0.0025 

天线因子 
(3)

 AF 2.0 k 2 1.00 1 1.00 

接收机修正        

– 正弦波电压 
(4) 

Vsw 1.0 k 2 0.5 1 0.25 

– 接收机灵敏度 
(5) 

Vsel –0.5 矩形 0.28 1 0.0784 

– 本底噪声近似 
(6) 

Vnf 0.5 k 2 0.25 1 0.0625 

失配：天线-接收机 
(7) 

M 0.9/–1.0 U形 0.67 1 0.4489 

天线因子修正：        

– AF频率插值 
(8) 

AFf 0.3 矩形 0.17 1 0.0289 

– AF高度偏差 
(9) 

AFh 0.5 矩形 0.29 1 0.0841 

– 方向性差 
(10) 

Adir 0.5 矩形 0.29 1 0.0841 

– 交叉极化 
(11) 

Acp 0.9 矩形 0.52 1 0.2704 

– 平衡 (12) 
Abal 0.3 矩形 0.17 1 0.0289 

部分和       2.3487 

屏蔽与反射        

屏蔽 
(13) 

SR1 1.0 矩形 0.56 1 0.3136 

反射 
(14)

 SR2 4.0 三角形 1.63 1 2.6569 

总和       5.3192 

组合不确定性 

i

iic xucyu )()( 22  2.3063 

扩展的组合不确定性 (k = 2) 4.6126 

 

关于输入量估算的说明（表 6.9-2 的第 1 列） 

如果它与在ITU-R SM.378建议书中规定的测量准确度一致，与表6.9-2中一个输入量估算值xi相

关的不确定性是在由这个表所涵盖频率范围之内类似考虑的最大不确定性。输入量的上标表示下面

标号的说明。扩展不确定性要与Urec值相比较。 

导致表6.9-2中数值的假设也许不适合于一个特殊监测站。当一个监测站评估其扩展测量不确定

性Ums时，它必须要考虑关于其特殊测量系统的可用信息，包括设备特性、校准数据的质量和准确

度、已知或可能的概率分布、以及测量程序。 

一个监测站可以找到在一部分频率范围上评估其不确定性的优点，特别是如果在那个范围上一

个占主导的输入量变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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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2 第 2 列的注： 

以下的注目的是要面对不同于其中假设的数据或情形的监测站提供一些指导。 

(1) 接收机读数将因为一些原因而变化，包括测量系统的不稳定性、接收机噪声和测量仪表尺度

插值误差。Vr的估值是很多读数的平均值，采用由该平均值的实验标准偏差给出的标准不确

定性。 

(2) 假设从一个校准报告可以得到接收机与天线之间连接衰减不确定性Lc的估值，一起还有扩展

的不确定性和覆盖因子。 

(3) 假设从一个校准报告可以得到自由空间天线因子AF的估值，一起还有扩展的不确定性和覆

盖因子。 

(4) 假设从一个校准报告可以得到接收机正弦波电压准确度的修正值Vsw的估值，一起还有扩展

的不确定性和覆盖因子。 

 评注：如果一个校准报告只给出了在给定的（2 dB）容限之内的接收机正弦波电压准确

度，则应取修正值Vsw的估值为零，和一个具有2 dB半宽的矩形概率分布。 

(5) Vsel考虑了由于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有限分辨率带宽引起的不确定性，包括补偿有限分

辨率带宽效应的任何修正因子的不确定性。例如，RMS检测器被用来采用一个具有占用带宽

10%的测量带宽对CDMA信号进行测量。在此情况下，对±10%带宽容限的情况，修正因子

将是10 dB，且这个修正因子的不确定性在0.5 dB的量级。 

(6) 取决于发射天线的距离，一个测量接收机的本底噪声可能或也可能不足够远低于输入电压，

以至于其在测量结果上的影响可以忽略。 

(7) 通常，天线将被连接到一个二端口网络的端口1，其端口2终结于一个反射系数为r的接收

机。该二端口网络可能是一条电缆、衰减器与电缆的串联、或一些其他元件的组合，能够用

其S参数来表示。则失配修正为： 

   rere SSSM  2
21221110 –)–1)–1(log20  （6.9-4） 

 其中，e是当被安装起来用于场强测量时从天线输出端口看进去所看到的反射系数。所有参

数是对于50 的。 

 当仅仅参数的幅度或幅度的极值已知时，不可能计算M，但其极值M不大于： 

  











   2

212211221110 1(log20 SSSSSM rerere  （6.9-5） 

 M的概率分布近似于U形，其宽度不大于(M

 – M

–
) 且一个标准偏差不大于半宽除以2。 

 对于场强测量，假设一个VSWR  2.0:1的天线规范，意味着e 0.33。还假设对接收机的

连接是衰减可忽略(S211)的充分匹配电缆(S111，S221)，而且接收机RF衰减为

0 dB，对此，VSWR  2.0:1意味着r 0.33。 

 采用具有带宽等于差值(M

 – M

–
) 的一个U形概率分布，修正值M的估算值为零。 

 评注：M和M 的表达式显示，增加接收机之前充分匹配二端口网络的衰减能够减少失配

误差。代价是测量灵敏度的降低。 

 对在一些频率的某些天线，VSWR可能比2.0:1大得多。 

 可能需要预防措施来确保在采用复数天线时接收机所看到的阻抗符合VSWR  2.0:1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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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一个天线因子是通过在可以得到校准数据的频率之间插值计算得出时，与该天线因子相关

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校准点之间的频率间隔和天线因子随频率的可变性。绘制校准天线因子与

频率的对应关系有助于对情形的具体化。 

 采用具有0.3 dB半宽的矩形概率分布，对天线因子插值误差修正值AFf的估算值为零。 

 评注：在可以得到校准天线因子的任何频率，没有必要考虑修正值AFf。 

(9) 一个复数天线的天线因子对高度的依赖性将不同于一个偶极子天线，已经对一个给定不确定

性量考虑过它。采用一个具有从双圆锥和对数周期天线因子随高度变化性能估算出半宽值的

矩形概率分布，修正值AFh的估算值为零。 

(10) 必须要考虑一个复数天线在任何方向上相对于已经测量了天线因子的主瓣方向的响应。 

 采用具有适当宽度的矩形概率分布，修正值Adir为零。 

 评注：可以从已知的测量天线方向图估算一个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非零Adir估算值，并且作

为一个频率和入射角函数来应用。 

(11) 一个偶极子天线的交叉极化响应通常能够被考虑为可忽略。采用一个具有0.9 dB半宽的矩形

概率分布，一个对数周期天线交叉极化响应修正值Acp的估算值为零，对应于-20 dB的

CISPR16-1交叉极化响应容限。 

 评注：如果一个偶极子被用做测量天线，修正值Acp可以忽略。 

(12) 当输入同轴电缆与天线单元平行对齐时，一个非平衡天线的影响最大。采用一个具有从商业

上可得天线性能估算出来半宽的矩形概率分布，天线非平衡修正值Abal的估算值为零。 

(13) 在固定监测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屏蔽效应。 

 作为举例，采用一个具有1 dB半宽矩形概率分布，修正值SR1的估算值为零。很难估算屏蔽

的效应，例如一个建筑物。 

(14) 在移动监测站的情况下，通过对场强随天线高度变化和车辆位置变化进行平均可以减少反射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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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天线处理和空间分集 

6.10.1 引言 

尽管天线处理和空间分集已经被用于过去30-40年，该技术的实施主要是在通信设备中。在最近

几年中，RF增强和减少的处理已经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这些技术，使能够被传输的数据量有所改善，

并且使衰落问题和相同频率干扰最小化。 

频谱监测也能够从使监测系统适应于新技术和新的传输机制这样技术的使用中受益。宽带无线

蜂窝系统的发展和灵活的频谱应用导致了无线电电子环境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技术越来越复杂。 

天线处理能够改善技术监测功能的性能，例如干扰诊断和信号分离。发射机的特性与识别、干

扰源的检测与识别、多径的确定、定向和定位（到达角（AOA）的确定和/或从到达时间（TOA）/到

达时间差（TDOA）的确定），以及其他能够被优化的因素。 

在以下情形中，在困难和复杂监测环境中的频谱监测能够受益于这样技术的应用： 

1. 城区和山区定位。对这样的情形，障碍物的屏蔽、平坦和选择衰落、多径反射等是非常经常

的； 

2. 对以下情形的频率重用： 

– 例如，单频网络（SFN）数字电视； 

– 例如，蜂窝网络； 

3. 动态频谱划分与收敛的实施，其中同时使用多个无线电通信网络导致无线电发射机共享相同

频段。 

在本文中，由于其分离发射机与传播路径的能力，天线处理是特别重要的。 

6.10.2 天线处理和频谱监测 

天线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干扰、发射机分离、灵敏度优化和消除多径效应（主要是频率衰落

的情况）。 

消除干扰：天线滤波有利于一个发射机方向而拒绝干扰信号。这样，就能够解调制并在最佳情

况下测量所关心的发射机。 

发射机分离：天线滤波能够分离多个相同频率的信号。这样，就能够解调制并识别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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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1 

天线处理的实例：通过创建一个波束，灵敏度得到改善，并且干扰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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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阵列 

关心的信号 

干扰 

DF阵列 

关心的信号 

干扰 

 

 

优化灵敏度：天线滤波实现构成朝向所期望数字信号的一个数字波束，因而改善了灵敏度。 

消除衰落：多径效应的结果是随机信号衰落，因为反射破坏性地（或者建设性地）相互叠加，

它在主要时间段内显著消除了部分信号能量。天线滤波的目标是要通过由多重天线处理提供的空间

分集来降低这些效应。 

图6.10-2 

没有天线处理的一个信号实例：一个深衰落阻止接收机进行解调制。 

在右图中，通过天线处理和空间分集使衰落效应被减少 

 

 频谱-6.10-02 

衰落效应 

时间 

信
号
强
度

 

时间 

 

所有这些功能对改善监测任务是重要的，例如在复杂环境下的干扰分析或发射机识别。 

天线处理和空间分集是基于采用与相干接收机相关联的多天线矩阵。从而方便地不需要任何硬

件升级而仅仅采用附加软件就将这些要使用的功能同时实施到一个多信道相关干涉仪或高分辨率定

向器中。 

6.10.3 天线处理原理 

天线处理通过采用对天线辐射方向图进行实时修改使一个主瓣聚焦到所关心的发射机上，使接

收机适应于本地无线电频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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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3 

一个天线处理系统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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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矩阵 接收机 波束形成 解调制和分析 

 

一个典型的天线处理系统由以下部分构成： 

– 多个天线单元（一个天线矩阵）； 

– 多个包括相干处理的接收机； 

– 信号处理算法，它改变那些单元被用做运行场景函数的方法； 

– 对每个所选定输入信号的输出处理，例如解调制、频谱分析或识别。 

6.10.3.1 天线矩阵和接收机 

采用多重天线与采用单个天线相比具有多个优点。首先一个是对空间分集的利用，它通过使信

号衰落最小来提供增强的系统可靠性。第二个是波束成形，它将能量集中，并因此对一个意向中的

用户提供更好的信号。 

6.10.3.2 波束成形 

可以定义二种天线处理技术，常规波束成形和适应性波束成形。常规波束成形实现几个固定的

波束方向图。要对选择适当波束做出决定。一个适应性波束成形使天线能够操纵波束对准任何关心

的方向而且同时消除干扰信号。 

6.10.3.2.1 天线滤波或常规波束成形 

一个波束成型器矩阵通过对各个信号进行滤波（适应性滤波）并将它们加到一起来从多个天线

信号中产生一个单信道信号，即，采用频率相关幅度和相位加权将信号线性组合起来。对一个给定

加权函数，这样一个波束成型器的空间响应能够通过一个显示矩阵增益与方向关系的天线方向图来

描述。 

上图显示了常规波束成形的一个简单场景：从一个天线矩阵接收“用户1”的信号和“用户2”

的信号；该算法通过对输入信号应用不同的加权提供两个结果。 

6.10.3.2.2 适应性天线或适应性波束成型器 

适应性波束成型器利用干扰（或在天线矩阵级别出现的其他信号）来改变该矩阵的方向性。来

自不同天线的信号相位和幅度以辐射的方向图对所期望信号优化的方式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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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4 

具有2个天线矩阵简单场景的实例 

 

能够根据用于选择加权来对抗一个给定干扰结构的标准以及用于及时改变加权的算法对适应性

矩阵方法进行分类。较为有用的加权选择标准是噪声消除、特征矢量分解和与已知方向最小变化和

最大相似标准密切相关的受限波束成形。噪声消除采用一个仅为干扰的信号来从一个目标信号加干

扰信号中消除相关联的干扰。特征矢量分解能够被用来估算信号到达的方向并消除除了一个信号之

外的所有信号。 

6.10.3.3 解调制与分析 

当适应性天线算法已经被应用于矩阵的输入信号时，信号可以被解调制并分析来识别发射机。 

由于采用了适应性天线，因为在每个接收天线上的功率被相干地组合，所以SNR或SINR得到了

改善，并且整体增益更高。 

当独立信道存在于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以至于同时经历深度衰落的所有信道的相似性被极大

地降低时，就导致了分集增益。 

6.11 所需文档 

为了监测站的有效工作，在一个电台应能够有可用的相关文档和软件的收藏。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些关于频谱监测的手册，也需要文档。 

文件可以以数字形式来储存，以节省空间和便于查找。以下段落包含了一组这样的文件和软

件。 

6.11.1 基本文件和一般国际文件 

涵盖无线电频谱利用的基本文件是国际电联的《无线电规则》（RR）。 

作为国际无线电监管安排的一个原理性法规文件，《无线电规则》是基于两个主要概念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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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频率划分给工作在频谱特定部分相互之间兼容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 适应于划分结构的自愿或强制监管程序（用于协调、公告和记录）。 

《无线电规则》是由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提出、修改和采纳的，并由国际电联发布。根据《无

线电规则》第20条（业务出版物和在线信息系统）（WRC-07），以下出版物是由国际电联发布并且

可以被包括在监测站的文档之中： 

列表I  – 国际频率表。 

列表IV  – 海岸电台和特殊业务电台的列表。 

列表V  – 船舶电台和水上移动业务识别码分配表。 

列表VIII – 国际监测电台表。 

列表VIII A – 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和射电天文业务电台表。 

水上移动和卫星水上移动业务使用手册。 

但是，《无线电规则》主要是面向于具有一个全球或者区域特征的那些事项，且在很多地区留

有在国家、双边或多边基础上做出特殊安排的空间。 

6.11.2 在监测站应可以得到的最小文献集 

表6.11-1包括了最小文献集，在监测站应可以得到它。 

必须要对监测站的各个任务和对整个监测站的结构来采纳它。 

表6.11-1 

在监测站应可以得到的最小文献集 

国际 国家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国际频率信息通报（IFIC），DVD-ROM 
(1)

 

区域频率规划 

无线电规则 
(1) 

双边及区域协议 

国际电联列表VIII（国际监测电台表）(1)
 

国际电联列表IV（海岸电台和特殊业务电台的列表）(1)
 

国际电联列表V（船舶电台和水上移动业务识别码分配表）(1),，(3)
 

ITU-R建议书 
(4)

 

频谱监测手册 
(1) 

国家频谱管理手册 

国家频率划分表 

国家频率指配（数据库） 

国家法律与法规 

不同比例的地图（或数字地图）(2)
 

道路地图和城市地图 
(2) 

所有设备的用户手册和业务手册 

自己机构的电话通讯录及其他重要号码 

公用电话号码簿，或其他途径 

工作指令 

事件卷宗 
(5)

 

(1) 这些文件至少应可以在HF监测站得到。 
(2) 在电台和在每个车辆上要求有地图。 
(3) 包含在此表中的信息也能通过基于互联网的ITU-MARS（水上移动存取和检索系统），（http://www.itu.int/ 

ITU-R/go/mars）。 

(4) ITU-R建议书要被用做参考。但是，必要的内容可以转化为测量指令。 
(5)

 如已经在第2.2.5段中所表明的，过去事件的文档能够作为参考。 

http://www.itu.int/%20ITU-R/go/mars
http://www.itu.int/%20ITU-R/go/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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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ITU-R建议书 

ITU-R建议书制定了一组用于无线电通信建议的技术与运行标准。它们是无线电通信研究组所进

行研究的结果。 

ITU-R建议书由国际电联成员国批准。除了被引证归并到《无线电规则》（卷4）中的那些，它

们的实施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因为它们是由来自全世界的电信主管部门、运营商、供应商和其他

涉及无线电通信事宜机构的专家提出的，它们享受了高度的信誉并被在全世界实施。 

根据它们所涵盖的内容，ITU-R建议书被分为如下系列： 

BO 卫星传输 

BR 用于制作、存档和播放的记录；用于电视的胶片 

BS 广播业务（声音） 

BT 广播业务（电视） 

F 固定业务 

M 移动、无线电测定、业余及其相关卫星业务 

P 无线电波传播 

RA 射电天文 

RS 遥感系统 

S 卫星固定业务 

SA 空间应用和气象 

SF 卫星固定和固定业务系统之间频率共用和协调 

SM 频谱管理 

SNG 卫星新闻采集 

TF 时间信号和频率标准发射 

V 词汇及相关课题 

ITU-R建议书和报告在国际电联网页：(http://www.itu.int/rec/R-REC)和(http://www.itu.int/pub/R-

REP)上发布并可以得到。它们也一年二次在一个DVD-ROM上发布。 

6.11.4 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建议书和报告 

已制定的与频谱管理相关的ITU-R建议书和报告。它们包括对监测站必要的信息。 

建议书见（http://www.itu.int/rec/R-REC-SM），报告见（http://www.itu.int/publ/R-REP-SM）。 

注 – 应采用建议书和报告的最新版本。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BO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BR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BS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BT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M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P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RA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RS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S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SA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SF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SM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SNG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TF
http://www.itu.int/publ/R-REC/%09%20%20%20%20/rec/recommendation.asp?type=products&lang=e&parent=R-REC-V
http://www.itu.int/rec/R-REC
http://www.itu.int/pub/R-REP
http://www.itu.int/pub/R-REP
http://www.itu.int/rec/R-REC-SM
http://www.itu.int/publ/R-RE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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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ITU-R手册 

如同ITU-R建议书，ITU-R手册是一组技术与运行文件，基于ITU-R建议书和报告，用于带有更

实际特点的无线电通信。它们也是由无线电通信研究组所进行研究的结果。每数年因为和当必要性

上升时对它们修改并发布。监测任务相关的ITU-R手册如下： 

SG 01 频谱管理 

– 频谱管理计算机辅助技术（CAT），（http://www.itu.int/pub/R-HDB-01）。 

– 国家频谱管理，（http://www.itu.int/publ/R-HDB-21）。 

– 频谱监测手册（见注1）。 

– 频谱监测手册的增补（见注1）。 

注1 —由本版《频谱监测手册》替代。 

SG 03 无线电波传播 

– 地球表面上无线电波传播的曲线。 

（http://www.itu.int/pub/R-HDB-13）。 

– 电离层及其对无线电波传播的影响，（http://www.itu.int/publ/R-HDB-32）。 

– 无线电气象学，（http://www.itu.int/publ/R-HDB-26）。 

– 用于地球对空间路径通信预测的无线电波传播信息，（http://www.itu.int/publ/R-HDB-27）。 

– 在VHF/UHF频段的地面陆地移动无线电波传输，（http://www.itu.int/publ/R-HDB-44）。 

– 设计地面点对点链路的无线电波传播信息，（http://www.itu.int/pub/R-HDB-54）。 

SG 04 卫星业务 

– 卫星通信 – 卫星固定业务（FSS），（http://www.itu.int/publ/R-HDB-42）。 

SG 05 地面业务 

– 约87-108 MHz频段广播业务与108-137 MHz频段航空业务之间的兼容性，（http://www.itu.int 

/publ/R-HDB-12）。 

– 数字无线电中继系统，（http://www.itu.int/publ/R-HDB-24）。 

– 陆地移动手册（包括无线接入）第1卷：固定无线接入，（http://www.itu.int/pub/R-HDB-

25）。 

– 陆地移动手册（包括无线接入）第2卷：关于向IMT-2000/FPLMTS演进的原理与方法， 

（http://www.itu.int/publ/R-HDB-30）。 

– 陆地移动手册（包括无线接入） – 第3卷：调度与先进信息系统，（http://www.itu.int/publ/R-

HDB-47）。 

– 陆地移动手册（包括无线接入） – 第4卷：智能交通系统，（http://www.itu.int/publ/R-HDB-

49）。 

– 向IMT-2000系统的演进 – IMT-2000系统部署手册的增补1，（http://www.itu.int/publ/R-HDB-

46）。 

 

http://www.itu.int/pub/R-HDB-01
http://www.itu.int/publ/R-HDB-21/en
http://www.itu.int/pub/R-HDB-13
http://www.itu.int/publ/R-HDB-32
http://www.itu.int/publ/R-HDB-26
http://www.itu.int/publ/R-HDB-27
http://www.itu.int/publ/R-HDB-44
http://www.itu.int/pub/R-HDB-54
http://www.itu.int/publ/R-HDB-42
http://www.itu.int/publ/R-HDB-24
http://www.itu.int/pub/R-HDB-25
http://www.itu.int/pub/R-HDB-25
http://www.itu.int/publ/R-HDB-30
http://www.itu.int/publ/R-HDB-47
http://www.itu.int/publ/R-HDB-47
http://www.itu.int/publ/R-HDB-49
http://www.itu.int/publ/R-HDB-49
http://www.itu.int/publ/R-HDB-46
http://www.itu.int/publ/R-HD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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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 06 广播业务 

– DTTB手册 – VHF/UHF 频段数字地面电视广播，（http://www.itu.int/publ/R-HDB-39）。 

– HF广播系统设计，（http://www.itu.int/publ/R-HDB-33）。 

– LF/MF系统设计，（http://www.itu.int/publ/R-HDB-38）。 

SG 07 科学业务 

– 精确频率与时间系统的选择与使用，（http://www.itu.int/publ/R-HDB-31）。 

– 卫星时间和频率的传送与发布，（http://www.itu.int/pub/R-HDB-55）。 

6.11.6 相关ITU-R软件 

在过去数年中，数量不断增长的电信主管部门请求工程软件来支持其国家和国际频率管理活

动。程序是由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工作的参加者或者由无线电通信局提交的。 

通过国际电联网址（http://www.itu.int/）可以以电子方式获取可能对无线电频谱管理有意义的对

可用计算机程序的详细描述。 

程序的实例是： 

1. ACP：天线覆盖程序。 

2. IDWM：国际电联数字化世界地图（IDWM）及其子程序库。 

3. MSAM：微机频谱分析模型，（http://ntiacsd.ntia.doc.gov/msam/）。 

4. 地波计算，（http://www.itu.int/ITU-R/go/rsg3-software-ionospheric）。 

5. SMS4DC：发展中国家频谱管理系统。 

6. MARS：水上移动存取和检索系统，国际电联船舶电台主数据库中的最新注册数据， 

（http://www.itu.int/ITU-R/go/mars）。 

7. GLAD：全球主管部门数据系统，一个关于主管部门和地理地区的ITU-R公共信息在线数据

检索系统和中央储存库，（http://www.itu.int/ITU-R/go/glad）。 

此外，可以在：http://www.itu.int/ITU-R/go/sg3-dtbank-dbsg3找到关于无线电波传播的数据库和

计算机程序。 

6.11.7 互联网网页 

万维网（WWW）互联网地址给出了具有与各种频谱监测和频谱管理问题相关信息的网页位

置。 

该网页应被视为监测与管理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具有可下载的有用软件，以及在国家频谱管

理机构内及与其他监测机构通过电子邮件和其他文档进行互动的方法。 

表6.11-2列举了与对无线电监测感兴趣的读者相关的互联网万维网址： 

http://www.itu.int/publ/R-HDB-39
http://www.itu.int/publ/R-HDB-33
http://www.itu.int/publ/R-HDB-38/en
http://www.itu.int/publ/R-HDB-31
http://www.itu.int/pub/R-HDB-55
http://www.itu.int/en/pages/default.aspx
http://ntiacsd.ntia.doc.gov/msam/
http://www.itu.int/ITU-R/go/rsg3-software-ionospheric
http://www.itu.int/ITU-R/go/mars
http://www.itu.int/ITU-R/go/glad
http://www.itu.int/ITU-R/go/sg3-dtbank-dbs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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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2 

与无线电监测相关的互联网网页 

项目 描述/WWW网址 

国际电联全球通讯录 主管部门的联系信息：www.itu.int/GlobalDirectory/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 主页：www.itu.int/ITU-R/go/rhome 

国际电联监测测数据库 监测数据库：www.itu.int/ITU-R/go/terrestrial-monitoring 

国际电联频谱管理/监测 研究组文件：www.itu.int/ITU-R/go/rsg1 

ITU-R建议书 www.itu.int/publ/R-REC 

ITU-R手册 www.itu.int/publ/R-HDB 

工程 国际工程协会（IEC）：www.iec.org/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www.ieee.org/ 

IEEE天线与传播学会：www.ieeeaps.org/ 

IEEE仪器与测量学会：www.ieee-ims.org 

 IEEE广播技术学会：www.ieee.org/organizations/society/bt/index.html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www.iis.fraunhofer.de/en/index.jsp 

 荷兰电子学与无线电学会：www.nerg.nl 

 国际无线电爱好者联合会：www.iaru.org 

区域性组织 亚太电信组织（APT）：www.aptsec.org 

 欧洲邮电主管部门大会（CEPT）：www.cept.org 

 欧洲通信办公室：www.ero.dk 

 美洲国家电信委员会（CITEL）：
http://portal.oas.org/Portal/Topic/CITEL/AcercanbspdenbsplanbspCITEL/tabid/379/

language/en-US/default.aspx 

阿拉伯频谱管理集团（ASMG）：www.asmg.ae 

 非洲电信联盟（ATU）：www.atu-uat.org/ 

 区域通信联合体（RCC）：www.rcc.org.ru 

国家机构 法国国家频谱管理局：www.anfr.fr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www.fcc.gov 

德国联邦网络局：www.bundesnetzagentur.de 

加拿大工业部：www.strategis.gc.ca/spectrum 

以色列通信部：www.moc.gov.il/140-en/MOC.aspx 

德国 Leeheim监测地球站：
http://www.bundesnetzagentur.de/cln_1932/EN/Areas/Telecommunications/ 

TechnicalTelecomsRegulation/SpaceRadioMonitoringStadion/SpaceRadio 

MonitoringStation_Basepage.html 

匈牙利国家通信局：www.nhh.hu 

http://www.itu.int/GlobalDirectory/
http://www.itu.int/ITU-R/go/rhome
http://www.itu.int/ITU-R/go/terrestrial-monitoring
http://www.itu.int/ITU-R/go/rsg1
http://www.itu.int/publ/R-REC
http://www.itu.int/publ/R-HDB
http://www.iec.org/
http://www.ieee.org/
http://www.ieeeaps.org/
http://www.ieee-ims.org/
http://www.ieee.org/organizations/society/bt/index.html
http://www.iis.fraunhofer.de/en/index.jsp
http://www.nerg.nl/
http://www.iaru.org/
http://www.aptsec.org/
http://www.cept.org/
http://www.ero.dk/
http://portal.oas.org/Portal/Topic/CITEL/AcercanbspdenbsplanbspCITEL/tabid/379/language/en-US/default.aspx
http://portal.oas.org/Portal/Topic/CITEL/AcercanbspdenbsplanbspCITEL/tabid/379/language/en-US/default.aspx
http://www.asmg.ae/
http://www.atu-uat.org/
http://www.rcc.org.ru/
http://www.anfr.fr/
http://www.fcc.gov/
http://www.bundesnetzagentur.de/
http://www.strategis.gc.ca/spectrum
http://www.moc.gov.il/140-en/MOC.aspx
http://www.bundesnetzagentur.de/cln_1932/EN/Areas/Telecommunications/%20TechnicalTelecomsRegulation/SpaceRadioMonitoringStadion/SpaceRadio%20MonitoringStation_Basepage.html
http://www.bundesnetzagentur.de/cln_1932/EN/Areas/Telecommunications/%20TechnicalTelecomsRegulation/SpaceRadioMonitoringStadion/SpaceRadio%20MonitoringStation_Basepage.html
http://www.bundesnetzagentur.de/cln_1932/EN/Areas/Telecommunications/%20TechnicalTelecomsRegulation/SpaceRadioMonitoringStadion/SpaceRadio%20MonitoringStation_Basepage.html
http://www.nhh.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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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2（续） 

国家机构 巴西国家电信局：www.anatel.gov.br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无线电用户网页：
www.ngdc.noaa.gov/mgg/topo/globe.html 

加拿大通信研究中心（CRC）：www.crc.ca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www.nrc.ca 

乌克兰国家无线电频率与电信监管中心：www.ucrf.gov.ua 

太阳能地面活动报告（太阳通量/索引图）：www.solen.info/solar/ 

韩国中央电波管理所（CRMO）：www.crmo.go.kr/en 

科学机构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www.nsf.gov 

射电天文学频率委员会：www.craf.eu/ 

美国电信科学学会：www.its.bldrdoc.gov 

http://www.anatel.gov.br/
http://www.ngdc.noaa.gov/mgg/topo/globe.html
http://www.crc.ca/
http://www.nrc.ca/
http://www.ucrf.gov.ua/
http://www.solen.info/solar/
http://www.crmo.go.kr/en
http://www.nsf.gov/
http://www.craf.eu/
http://www.its.bldrdo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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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在发标之前监管机构要考虑的问题 

一个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必须要理解和实施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它们具有国际处理

的约束力。它还必须执行针对当地制定的国家法律和规定下与无线电通信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定。还

必须要强制遍布全国的各种无线用户服从授权/执照的规定。监测机构是国家当局在该领域中的机

构，它提供实际数据作为频谱管理相关内容，包括从确保所有网络无干扰运行的角度进行无线网络

的控制与管理。 

监测机构被委以所有必要的责任，在该国实现条理分明和广泛的无线电通信应用。以下方面与

国家范围内频谱的规划、协调及监管相关： 

a) 通过以下最新的频谱管理和无线监测功能的国际标准与项目来优化无线电频谱的使用； 

b) 通过向国际电联发布、通告和注册国家系统对国家卫星和其他空间系统进行轨道/频率资源

的使用和保护，以及确保继续得到保护不受其他国家新系统的影响； 

c) 确认对新无线网络的频谱需求，并采用适当的运行、监管与行政规定为之指配适当的频率、

功率、带宽、发射、运行时间和其他技术参数； 

d) 通过规定所有必需的技术与运行参数来授权无线电台的安装与运行，像运行的频率、功率、

发射、运行时间等； 

e) 通过遵守当前的国际规定与协议，建立控制由不同无线电业务电台使用每个频段或特定频率

的规定、技术参数和标准； 

f) 对特殊情形下的无线电系统/设备进行特殊协调工作，例如自然灾害等； 

g) 维护和更新关于所有授权无线电通信系统的信息，例如频率、电台位置、功率、呼号等。 

作为频谱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线电监测支持所有这些功能。它在规划、工程、电

磁兼容和确保符合执照/授权参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监测被称做频谱管理的眼睛和耳朵。 

本手册关于频谱监测的其他章提供了对所有类型监测站、设备和程序的很多详细描述。本附件

提供了对开发一个国家范围监测系统或者一个固定或移动监测站时需要什么样的规划、研究和程序

的概述。 

无线电频谱应被公正、经济、有效及合理的使用。因此需要确保适当的频率可重复性。需要确

保采用适当的设备与监测系统。 

A2 招标过程概述 

当一个国家的主管部门决定要建立其国家范围的监测系统、一个新的本地监测站、或仅仅采用

单个移动测量系统时，为了实现指定目标而建立项目的工作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见图A1-1）： 

准备阶段：规划 

− 对一个无线电监测系统的设想。 

− 可行性研究。 

− 业务计划。 

− 系统规划。 

− 系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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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阶段：招标过程 

− 开始邀请公开购买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能力的考虑、对不胜任执行合同的观点） 

− 招标（包括对投标人的澄清）。 

− 由投标人提交报价。 

− 评审收到的报价（包括要求澄清）。 

− 授予合同的决策。 

− 签字并进入合同生效。 

最后（终结）阶段：验收程序，运行 

− 工厂、临时和最终验收程序。 

− 培训、维护和备件供应。 

− 开始运行。 

图A1-1 

 

 

频谱-A1-01 

  

            

实施阶段 准备阶段 最终阶段 

规划 运行 
投标过程 

项目 

 

A3 准备阶段：规划 

本节描述了可能导致对一个完全新建监测系统或其部分的招标流程，并且最终进行设备采购的

各个阶段。 

对仅仅现有监测系统的一部分或个别需要被更换设备的情况，不需要这些阶段中的某些阶段。 

对需要一个全新监测系统的情况，为了实现满足监管机构监测要求的一个监测系统，必须要制

定出一些基本要求、可行的预算等。 

要对以下阶段进行描述： 

− 对一个无线电监测系统的设想。 

− 可行性研究。 

− 业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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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规划与设计。 

− 制定系统规范。 

A3.1 对一个无线电监测系统的设想 

如同在本手册第1章中所描述的，频谱管理被描述为无线电频谱的控制与管理的整个过程。频谱

管理的目标是要使频谱效率最大，而干扰最小。根据相关立法，规定与规则构成了一个频谱管理过

程的管理和法律基础。包括所有授权频谱用户详细情况的信息数据库为该过程提供了管理和技术基

础。对这些数据库中信息的分析有助于形成频谱划分、频谱指配和颁发执照的频谱管理过程。其他

频谱监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来维持频谱管理过程的完整性，并能够定义为观察无线电频谱并报告其

使用的一个过程。 

在定义运行设想中，需要涉及以下要素： 

− 采用适当接收机软件的数据管理与频谱监测过程的自动化。用于频谱监测活动的计算机软件

和设备要定制。因而，适当材料的规定对这些活动将是必不可少的。 

− 以固定和移动模式对自动化频谱监测、无线电噪声调查及定向设施进行扩展（能力最高达 

3 GHz）。 

− 用于微波和其他较高频段以及用于最高50 GHz或50 GHz以上特定业务的特定监测设施。 

− 对用于对地静止（GSO）和非对地静止（非GSO）卫星系统的卫星监测设施的扩展。 

− 组织结构（全体职员）及其与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对于频谱管理。 

− 现有和需要的基础设施。 

− 建立日常技能与能力的人员培训；等。 

这些要素在以下几节中讨论。 

一旦运行设想已经确定，应进行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以评估是否将能够以经济的方式满足主管

部门的要求。不管是规划一个新的系统还是对一个现有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总是必要的。 

A3.2 可行性研究 

A3.2.1 可行性研究的目的 

可行性研究是开始一个招标过程的基本基础。需要该研究是为了分析不同方案、研究对将来测

量可能性开发的影响和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包括在决定不采购新设备的情况下将会对频谱管理责任

产生什么影响。 

该研究还应回答什么是技术发展对于管理机构、信息社会和频谱用户可以得到的优点? 

在进行监测测量设备或系统的技术规划期间，应考虑可用设备或系统的技术能力、生命周期和

退化。 

在测量设备或系统的规划与开发期间，应对以下项目予以规定和考虑： 

− 监测覆盖区域，基于： 

i) 监管机构的责任； 

ii) 国家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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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该国频谱使用的密度； 

iv) 对频谱管理过程其他功能要素的需求，例如频率规划、发放执照和执行部门； 

v) 监测业务的责任； 

vi) 该国无线电通信的未来规划应用。 

− 源于监管环境的测量任务。 

− 与这些任务相关设备的技术规范。 

− 为了执行特殊类型测量而需要的一个综合测量系统或特殊设计的测量系统。 

− （远端）固定电台的数量与位置。 

− 移动监测单元的功能。 

− 移动单元的数量与类型。 

− 采购一个交钥匙系统或是用各个组件构建一个系统。 

− 集成到现有系统之中或是采购一个独立的系统。 

− 远端接入到测量和/或频率管理数据库的必要性。 

− 对单独一个供应商的依赖程度。 

− 价格和后续费用。 

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及外部贡献者的费用应正比于投资值。 

A3.2.2 可行性研究的内容与结构 

为了达到可行性研究的目标，必须要在可行性研究中确切地说明计划中的技术目标、结构、实

施程序、必要的资源（财务与人力）、可能的替代方案和可接受的任务完成日期。 

可行性研究应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 可行性研究主体的定义。 

− 法律和监管环境及对通信市场的分析。 

− 可行性研究的原因与目标的定义： 

i) 新监测系统的背景与正当理由； 

ii) 要实施的监测系统的结构； 

iii) 监测业务的（新）任务，包括要覆盖的频率范围等； 

iv) 现有设备已过时，而且不能执行所要的测量； 

v) 现有测量设备的可用性及整合； 

vi) 为监测业务提供当前领先技术水平的系统； 

vii) 要通过监测员工改进有效和高效的工作方法； 

viii) 运行一个新系统需要多少员工； 

ix) 员工所需要的技术能力； 

x) 信息系统与数据管理； 

xi) 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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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的替代方案。 

− 可预期的未来发展。 

− 可行性研究的时间安排表。 

− 资源规划： 

i) 人力资源（针对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 

ii) 财务资源（针对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 

− 风险管理： 

i) 对风险因素的研究； 

ii) 对风险的分类； 

iii) 对风险影响的分析； 

iv) 在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说明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 

A3.3 业务方案 

由主管部门或/和咨询机构准备一份系统要求研究。 

在更换设备的情况下和程序的某些部分（见图A1-2）不得不修改的情况下，也可能需要一个招

标。 

图A1-2 

监测业务方案的国家管理 
 

 频谱-A1-02 

  

策略目标 

财务规划 
监测网络

规划 人力资源 

收入/成本 成本 资源 

业务计划 

评估 

运行规划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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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系统规划与设计 

本节为国家频谱管理与监测系统的建立而建立情况时间表建议了一个技术方法，它考虑了在前

面几章中描述的目标。以相同的方式，所描述的原理使得有可能建立起一个要达到在ITU-R国家频谱

管理手册中所描述的围绕基本功能建立起来的频谱管理结构。 

其某些功能可以根据习惯、所考虑国家的资源以及机构的大小被汇集，或者相反，被细分。 

在图A1-3中所描述的方法是考虑了在世界范围环境下频谱管理所引起的所有法律和技术问题而

基于10种不同的任务。 

图A1-3 

国家频谱管理和监测规划 
 

 频谱-A1-03 

  
任务1 

考察现有法律 

任务2 

考察现有程序 

任务3 

考察现有测量能力 

任务4 

市场评估 

任务5 

频谱管理数据库 

任务6 

项目工程分析 

任务7 

国家频谱管理系统评估 

任务8 

国家监测系统测定 

任务9 

硬件与软件 

任务10 

项目投资的国家管理 

 

这个招标模型假设，土地、建筑物的构建和公共设施（上下水、电话、供电、燃料等）的连接

成本由发布招标的机构承担。 

A3.4.1 考察现有的法律及法律上的问题 

任务1将使主管部门有可能熟悉该地区的新法律和现有计费、世界水平和对频谱使用的管理。将

这些与该国的国家法律知识相结合，可以建立起一个恰当的国家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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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2 考察现有程序和方法 

此任务将必须要由频谱管理与控制负责人来考虑。必须已考察和评估了规划的管理者组织结构

以及管理运行。将必须考虑框架及管理运行。将必须建议一个适当协调执照请求、频率属性与补

贴、以及与此相关付费的框架。此信息将被用来根据频谱管理与控制的需求建立一个综合数据处理

系统。 

A3.4.3 考察现有测量能力 

在规划进行阶段期间，必须考察现有测量设备的能力和适用性。必须要决定，什么是足以保持

现有处理水平的那些测量能力，什么是必须要由该项目来改进以满足将来测量需求的那些能力。 

还必须考察新购买的设备与现有系统整合的可能性。 

此外，必须要根据新的测量任务来考察将来的人力。 

A3.4.4 市场评估 

无线电频谱的使用与可用性是通信市场功能的基本条件。考虑到无线电频谱是有限的自然资

源，只有通过建立新的调制技术（例如，数字变换）和开放新的频段才有可能满足通信市场所有日

益增加的需求。当规划一个频谱监测系统的开发时，开发者必须充分知晓通信市场的长期频谱需

求、新调制技术的特性以及等待开放的新频段。考虑到测量系统的快速发展，应努力避免新系统被

废弃，甚至在它投入运行不久之后。 

A3.4.5 频谱管理的数据库 

频谱管理数据库将支持对数据要素进行量与质的分析。这对在该国进行频谱的有效管理是必要

的。这意味着对数据的分析以及调和现有纸质或电子数据，并且将它们整合到新的信息处理系统之

中，它将使信息流程合理化，并将确保其储存。（见ITU-R SM.1413建议书—用于通知和协调目的的

无线电通信数据词典。） 

A3.4.6 项目的工程分析 

需要确定对工程是必要的应用功能与模块，而且应主要包括/了解： 

– 频率的补贴； 

– 工程的分析系统； 

– 干扰与电磁兼容性； 

– 计算特许权收费； 

– 检验； 

– 审核– 批准； 

– 报告/比值。 

这些应用软件模块必须与行政管理数据库直接互联。ITU-R手册《国家频谱管理》第8章包含了

所需的基本与可选模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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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7 国家频谱管理系统的评估与监测系统的确定 

在这些任务之中，要决定频率监测能力和对一个有效的全国范围监测系统的要求。理想情况

下，对一个监管系统的需求要求建立国家和地区的管理办公室及各种类型的监测站。在一些情况

下，管理办公室和监测站可以处于相同的建筑内，但不是所有监测站将具有同样的设施。 

将要求一些监测站仅仅监测VHF/UHF频谱，而其他的则将监测VHF之下和/或UHF之上的频率。

对未知发射机和干扰来源的定位将是要求适当定向能力的主要行动，且这包括移动电台。 

无线电监测系统的主要目标是要支持国家频谱管理所要求的基本行动，以及检查是否符合国际

电联（ITU）对地区和世界范围频率划分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得到频率划分。为了起到作用，无线电监

测系统图必须要在连续的基础上覆盖整个国家的所有主要人口中心。在本手册中描述了必须由无线

电监测系统进行的任务与行动以及必要的设备。该文件将考虑建立运行一个国家监管监测系统的技

术规范。这些任务必须要考虑已有的和/或频率管理数据库的发展以及根据主管部门政策将会要求的

相关规划软件包。 

A3.4.8 硬件与软件评估 

根据在任务5、7和8结论中所表示的对数据处理（硬件与软件）以及车辆检验设备的需求，专门

致力于此任务的专家必须要优化和/或指导找到的以及符合成本标准的维护/构成解决方案。 

A3.4.9 项目的国家管理 

在网络设计完成时，项目经理、数据工程师和财务分析师将制定出频谱监测网络的资本成本和

投资要求。假设，能够在现有设施上或扩展现有能力来提供一部分国家网络。将有必要知道国家可

以给予频谱项目的预算限度，以便实施在此限度之内的系统设想和规范。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委

员会将对满足预算要求和满足眼前频谱监测要求的时间阶段程序提出建议。委员会利用此项研究

（项目投资概要），起草一份附有招标文件的项目报告提交给国家权威机构。 

A3.5 制定系统规范 

A3.5.1 国家与地区中心、监测站 

在较小国家中的主管部门倾向于有一个国家监测中心和适当数量的固定和/或移动监测站，它们

直接受国家监测中心的控制。在较大国家中的主管部门可能会发现在国家中心之外还期望要有地区

监测中心。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监测中心还可以包括一个国家频谱管理中心，以提供对无线电频谱

的集成的自动化管理与监测。 

移动监测站补充了固定电台网络。实际中，它们具有像固定电台一样的测量能力，但是能够被

方便地安装在国家的几乎任何地方，相应地能够监测不同的点。 

与其功能相符，一定的移动监测站（用于干扰调查、覆盖测量、微波网络的测量的厢式货车）

具有特殊的测量能力。 

为了确定它们的类型与必要的数量，应在规划阶段期间努力达到它们最佳的配置与测量能力。 

对于移动电台的情况，当确定它们的必要数量时，测量任务的预期频率应作为位于首位的基

础。 

在规划测量系统能力的期间，固定电台的必要数量取决于该地区的面积及地形条件，以及必须

要监测的频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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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一个移动监测站时，必须要在全规模设备、预算以及车辆重量和空间限制之间找到折

中。因此，必须要决定为了一定任务应购买一辆通用车辆还是特种车辆。 

对所提供车辆在该国的可用服务网络和备件供应也是考虑的重点。 

A3.5.1.1 监测站的组织结构、操作者位置和设备的数量 

 

必须要确定以下点： 

 

控制中心/监测站 组织结构/任务/方法/合作 

等级位置 国家/地区/本地/其他 

责任的划分 频率范围（例如，VLF到HF和/或V/UHF和/或SHF） 

要被监测的业务、业务区域 

要被直接控制的监测站和移动单元列表 

附属下级控制中心的列表 

工作的组织结构 现有计算机或网络结构、自动化软件 

对操作者位置的数量，需要确定： 

– 运行时间/班次的数量 

– 操作者之间的责任等级和共同责任 

– 任务/报告/文件后续程序（详细说明） 

存档方法和方式（数据、音频、间隔……） 

报告方式 

安全考虑与程序 

工作位置描述 控制所有或某些远程电台功能 

为了在远程电台离线运行，对自动任务进行编程或制定时间表 

执行定位计算并显示结果 

访问数据库查询频率管理的技术文件（互动） 

显示地理信息 

发布自动报告 

期望的响应时间（对每个任务详细说明） 

与远端电台同时连接的最大数量与连接的类型（数据、话音等级或广播声音

等级音频……） 

同时记录的最大数量（如果在控制中心执行） 

人机界面：语言、操作系统和数据库。 

与频率管理系统的互动 是否有可用的计算机化频率管理系统?如果有，是哪一种? 

是否需要与频率管理系统互动? 

本地具有的频率管理数据库的可用性 

地理信息系统（GIS） 哪个地理信息系统在用于集成的格式下可用? 

2维（道路图、行政图、地形图）、矢量和/或网格 

3维（数字地形模型） 

所用的坐标（UTM、地理……）、比例和分辨率、要求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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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监测站 组织结构/任务/方法/合作 

通信 a) 操作者的方式： 

– 传真/电话/互联网（各自或共享） 

– 电子邮件（带有工作位置、控制中心、电台、频率管理部门等） 

– 无线电通信方式（公共、专用、HF、VHF/UHF、SHF） 

b) 远端电台或其他控制中心的方式 

– 专用网 

– 专用点对多点（无线电/微波/PSTN/ISDN/ 

 模拟或数字租用线路/X25/VSAT、互联网……） 

– 速度与带宽 

A3.5.1.2 测量任务 

应注意，根据每个国家的责任来决定测量任务及要被覆盖的相关频率范围。 

要为每个操作者位置定义必要的测量设备特性，应确定以下几点； 

对频率的测量 

– 频率范围。 

– 要求的准确度；是否可以得到中心频率标准。 

– 发射等级（测量方法）。 

对场强、电平和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 

– 在固定电台、在移动电台的测量量与方法。 

– 要求的准确度。 

– 频率范围。 

– 特殊测量： 

– 覆盖测量（沿着一条路线测量）、天线方向图的测量（例如，利用直升机）。 

对频谱占用的测量，包括对信道占用的测量 

– HF发射、VHF/UHF发射。 

– 信道的技术规范：带宽、间隔、调制类型。 

– 记录占用的持续时间：连续、从……到……的时间、特殊日期、扫描的重新分配。 

– 要求的扫描速度（软件）。 

– 要被记录的附加信息（例如，呼号、自动标识/解码）。 

对占用带宽的测量 

– 采用频谱分析仪或软件的β/2和/或x-dB方法进行测量。 

– 其他方法。 

对调制的测量 

– 调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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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偏移。 

– 误码率（BER）。 

– 其他质量参数。 

– 星历图。 

定向与定位测量 

– 系统设想。 

– 电台类型：固定、移动、可搬移、便携和所要求的准确度。 

– 频率范围。 

– 需要定位（通过三角测量或SSL）数字地形图。 

– 响应时间。 

– 需要用于DF天线A的空间。 

– 在数字地图上的方位显示。 

对标识的测量 

– 发射的分类。 

– 各种传输的标识（例如，解码）。 

– “指纹”/“各个发射机的包络特性”。 

对空间飞行器发射的监测，例如： 

– 对频率、带宽、功率通量密度的测量。 

– 对轨道位置的测定。 

– 在轨道位置对频段的占用。 

多媒体广播，例如： 

– 类型：地面或卫星。 

– 接收信号的质量（需要特殊设备）/解码。 

要被监测的蜂窝网络： 

– 为了识别网络类型的系统参数。 

– 场强。 

– 质量参数（例如，RxQual/CIR/BER）。 

– 附加信息（例如，蜂窝无线电的切换）。 

– 信道数量。 

– 测量点之间的最大允许距离。 

– 相同频率/信道测量点之间的最大距离（对所有允许的速度有效）。 

– 是否需要一个特殊数据评估工具且它是否试图将此系统与移动监测（地图绘制）系统相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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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卫星链路的微波链路 

在1至50 GHz范围内的接收和测量设备用于哪个业务?（设备）。 

A3.5.2 总体设备规范 

对于所选定的测量：要定义在每个监测中心、固定（远程）和/或移动监测站支持这些测量的设

备。 

a) 系统设想和结构中心、电台、通信方式、软件。 

一个监测站的性能直接与天线的质量、接收机或场强仪及无线电定向器的质量相关。 

b) 天线 

要为每个选定的监测站确定天线的类型与数量，以下细节必须是已知的测量。 

– 基本问题： 

a) 极化（分集）和频率范围（子范围）。 

b) 到要被监测地区的近似距离（半径）。 

c) 天线的地理指向（度）。 

d) 天线与信号分配系统之间的距离。 

– 信号分配系统： 

a) 频率范围。 

b) 每个天线A的接收机连接数量。 

c) 需要天线分集时的天线数量。 

d) 信号分配系统的操作：人工、半自动或自动。 

– 全向和偶极子天线： 

a) 有源接收天线。 

b) 发射/接收天线。 

c) 空中交通管制天线。 

– 方向性天线： 

a) 线性极化对数周期天线。 

b) 双极化对数周期天线。 

c) 碟形和馈电天线。 

对所有天线：频率范围（从10 kHz至50 GHz或更高）；与系统供应商合作确定天线类型。 

c) 接收机、定向器 

– 频段。 

– 接收信道数量。 

– 模拟或数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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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或自动控制（计算机、软件）。 

d) 附加设备 

某些附加设备将允许一个监测站更有效地运行。一个实例是报告设备：再生设备、示波器音视

频记录仪、打印机等；或： 

– 频率（10 MHz）和时间标准（铷钟、GPS或GLONASS）。 

– 空调。 

对移动监测： 

– 导航和定位系统（航迹推测系统、GPS、GLONASS（或其他），或者一个复杂导航系

统）。 

– 用于测定方位角的罗盘。 

A3.5.3 监测车辆和设备 

VHF/UHF频段移动监测站须设计成在一辆车内提供，并且须完全装备构成一个完整和独立工作

的系统所有必需的监测设备、监测天线、调制解调通信天线、GPS和GPS天线、连接电缆、电源、机

箱、机架、固定硬件、接口设备和终端封堵，以及作为国家频谱监测系统整体一部分的可靠部件。

还可以用进行点监测或精确干扰源定位的便携测量仪表装备该车辆。 

在采购车辆的期间，必须考虑以下可选方案： 

– 车身（箱式货车、吉普、小客车）。 

– 发动机类型（汽油、柴油）。 

– 驱动轮（两轮或四轮）。 

– 大小与重量。 

A3.5.4 软件 

管理系统和监测系统须包括大量的软件来使数据的采集、处理、评估和干扰分析任务自动化。 

采用软件来在相关数据库中储存频谱监测结果以及将这些信息与授权用户中央数据库相关联将

节省可观的时间，同时增加准确度。 

须按照ITU-R建议书，特别是ITU-RSM.1537建议书、国家频谱管理ITU-R手册[2005]以及频谱监

测手册的相关ITU-R建议书来开发监测系统应用系统和控制软件。 

监测应用软件： 

– 数字地图绘制软件。 

– 定向软件（与地图绘制软件集成）。 

– 数据库管理软件。 

– 智能存档系统软件。 

– 执照数据库和监测测量结果之间的接口软件。 

– 测量结果评估软件（数据滤波器、数据的后处理和图形显示、自动参考值和执照证数据库符

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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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应用程序须采用用户友好设计，且须在相关手册和导则中详细描述。 

A3.5.5 对监测系统单元的总体要求 

邀请人应在招标文件的技术附件中详细说明并公布测量任务、所要求的设备和期望的最低技术

要求。 

在项目实施的规划期间，必须要决定固定、移动、便携或手持测量系统的最佳数量以及测量任

务在它们之间的分配。 

关于监测系统单元技术要求的详细信息，见本手册的第3章。 

A3.5.6 业务规范 

A3.5.6.1 站址查勘 

一个固定无线电监测系统的位置对其效率及牵涉的成本有非常大的影响。定点受包括本地噪声

的地理、地形和气象条件的制约，因而必须非常小心地选择站点，因为这必须保证所要求的整体系

统性能。 

通常，用户对站址调查负责。必须要提供文件、测量结果、地形图等。 

在制定系统的运行设想时，分别的电台数量及其任务将被决定，可以根据ITU-T建议书来选择站

址。 

在HF范围，可以通过评估计算机化的无线电传播预测来选定站点，但是仍然需要在现场进行辅

助测量。 

A3.5.6.2 通信链路和网络 

– 要对各个电台之间的通信链路进行询价吗?如果要，是哪种（物理线路、无线电链路、微

波）?主管部门是否将会提供它们？有可用的通信线路吗? 

– 需要传输什么（语音、音乐、数据）？ 

– 线路的细节：类型（公共拨号网络、专用网络、具有符合ITU-T建议书（例如V24）接口的

通信线路）、质量（以波特、bits/s为单位的传输速率）、长度、系统（双线、四线）。 

– 无线电或微波链路的细节：频率、模式、信道带宽和发射/接收系统。如果可用的计算机要

被集成到该系统，有必要得到类型、存储容量、接口条件、外设和软件的细节。通常须远程

操作一个发射机（或多个发射机），以避免对监测站的干扰。 

– 结构细节：点对点、多点对点、环形、星形。 

– 要求屏蔽或加密吗？ 

A3.6 培训 

为了有效利用监测设施，与监测设施一起，还必须要得到一个综合培训项目。投标人须为员工

提供适当的教室形式培训和在岗培训，在国内或国外。这个培训项目由两个组成部分，如下所列： 

要提供在供应商工厂中的与主管部门所购买设备完全相同的设备上进行的工厂培训。教室培训

必须包括由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充分胜任的培训师提供关于频谱监测（以及频谱管理）基础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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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设备已经安装好，要在主管部门的监测设施上提供现场培训。大多数剩余时间须被用于主

管部门在岗学习不断增加复杂度的监测任务。须提供一个最终信息课程，来展示监测信息是如何被

用于使国家频谱监测生效的。 

对于培训，必须讨论参加人员的数量与资格、培训的地点和时间长短。要求有不同水平的分别

培训课程。 

A3.7 维护与修理 

任何情况下应制定维护与修理的设想（例如，什么要在本地修理，什么要集中修理，以及什么

要由制造商修理?） 

对备件的库存，要进行以下考虑： 

a) 单个部件； 

b) 子组件（例如，电路板）； 

c) 整个机架安装或即插即用； 

d) 关键设备。（不要忘记MTBF –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还有必要检查计划备货的时间间隔（不要忘记不同的MTTR – 平均修复前时间）。 

A3.8 文档 

以必要的语言提供设备/系统文档。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详细的文档必须可用。 

A4 实施阶段：招标过程 

A4.1 监测投标邀请书样本 

根据招标步骤的类型，监测投标邀请书是一个广告，它邀请投标人实现一个项目。 

通常，国家法律规定了它的形式、所要求的内容和招标步骤的适用规则。 

在投标邀请书中给出项目背景的简介、工程的范围和投标人与客户的责任。 

这还可以包括现场调查的信息和对招标文件澄清的截止日期。 

在投标邀请书附件中详述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 

包括发布的招标步骤由国家法律确定。 

A4.1.1 监测招标文件应包括以下部分： 

A4.1.1.1 导则部分 

招标文件的本部分提供让投标人准备和提交满足采购方要求的响应标书的信息。导则部分描述

了提交标书、开标和评标以及授予合同规定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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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供应和安装新系统招标邀请的采购方主管部门的可用性数据。 

– （项目的）摘要。 

– 招标文件技术附件的可用性（以及有时还包括价格）。 

– 对招标文件所要求格式和内容的指导。 

 （清晰和合法地填写注册表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仅仅对注册的申请人确保他们收到了

对招标文件内容任何可能的修正、改动或澄清的信息。） 

– 参加和（对投标人）强制资格预审的规定，资格预审包括他们具有执行合同所必需的财务、

技术和产品能力并且满足规定的资格标准： 

i) 具有证明的参考（在处理类似合同中的经验，带有前客户名称）。 

ii) 关于人员、设备和建设或制造设施的能力。 

iii) 财务与经济稳定性。 

iv) 质量保证体系。 

– 制造商的授权（如果制造商不是供应商）。 

– 质询。 

 对于当前招标邀请请求任何澄清的投标人须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提交他们的质询： 

i) 姓名、地址和通信方式。 

ii) 投标人提交书面质询的截止日期（在预投标会之前）。 

iii) 与所有注册投标人沟通从主管部门得到相关答复的截止日期。 

– 预投标会（澄清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通常不少于交标截止日期之前三周）。 

投标人须承担与准备和提交其标书相关的所有费用，而采购方在任何情况下将不对这些费用负

责或有义务。 

– 对安装现场进行技术访问： 

 两个选择： 

选择1：期望如此的投标人可以进行一次现场查勘，以确认其打算建议的设备与实际招标要

求相匹配。访问现场的费用由投标人自己承担。 

选择2：对很多投标人，采购主管部门要求投标人进行一次现场访问。对每个被访问的现

场，主管部门提供一份由双方签字的正式现场报告。这些文件应与报价一起提交。一个投标

人未能进行现场访问成为其不合格的一个原因。 

– 对投标人的指导 

 招标文件须具备对一个预期投标人为所要提供的产品和工作准备投标书所必需的所有信息。

要求投标人检查招标文件中所有的指导、表格、条款、规范和其他信息。未能提供所有信息

或提交一份在每个方面未能充分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书将由投标人自己承担风险，并且可能

导致其投标被拒。 

i) 提交报价： 

a) 地址（提交报价的地址）。 

b) 投标文件的原件与副本的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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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投标书具有法律效力（由一个或几个充分授权以投标人名义签字的人签字）。 

d) 对投标书盖章和做标记。 

e) 提交投标书的截止日期（由采购方在投标书提交截止日期之后收到的任何投标书将

被拒收并不开封地退回给投标人）。 

f) 投标书的语言问题（工作语言、构成该投标书的技术文档、指导手册、软件接口

等）。 

ii) 投标手续。 

iii) 价格与货币建议。 

iv) 符合国际标准并须满足关于此问题的最新国际电联建议书。 

v) 最新设计和采用现代技术（高标准的性能与可靠性）。 

vi) 交货。 

vii) 保质期。 

viii) 要在报价书中提供的具体信息。 

 对于国家法律和主管部门采用的原则：“报价书须包含但不一定限于以下信息”： 

例如： 

i) 建议的工作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图、工作计划……）。 

ii) 对工作计划和所要提供最终产品的详细描述。 

iii) 指派给每个特殊任务的所有员工的姓名和课程简历。 

iv) 符合/偏离声明。 

v) 对规范的偏离，特别是如果投标人能够证明所提供的替代方案将在各个方面如同它完全

符合技术规范那样令人满意并且完全能够满足主管部门要求。必须充分解释替代方案的

提议。 

vi) 在岗培训。报价书必须清楚地说明：培训员工的课程简介、目标、目标人群、期望的入

学资格和受训人数。 

vii) 投标保证金（投标担保或投标保函）。 

 在此文件中，投标人银行保证对其客户在投标书有效期间从其中建议的条件撤回的情

况，该银行支付担保的数量（通常为投标人建议价格的2% – 5%）给采购权威机构。 

viii)性能保函（仅仅对获胜投标人要求）。 

ix) 报价书的有效性（必须在由采购方规定的投标书提交截止日期之后一个确定时间段内有

效）。 

x) 技术和商务投标的原件须由一个经合法授权，代表投标人订立合同的官员签字；通常，

原件的每一页均须署名。 

– 评标： 

i) 密封标书的开封日期、时间和场合。 

ii) 对评标观点和方法的详细规定。 

– 废标条件： 

i) 报价书如果不完整（例如，投标保函、报价的有效性），则将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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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列情况下，投标可能被否决： 

i) 技术评审显示一个或多个推荐的技术参数劣于招标文件中的最低要求。 

须在招标文件或法律指定的日期之内将所做决定（通过传真，随后通过信函）通知投标人。 

A4.1.1.2 合同的主要条款 

– 合同的主体。 

– 客户的义务。 

– 投标人的义务。 

– 付款条件（付款时间与方法）。 

– 担保条件。 

– 违反合同情况下的步骤。 

– 不可抗力情况下的步骤。 

– 争议情况下的步骤。 

– 对保密信息的管理。 

– 对合同的修改。 

– 其他指导。 

A4.1.1.3 技术要求 

– 招标的主体。 

– 系统描述。 

– 包含内容（该项目将包括什么，像软件、基础设施、服务）。 

– 其他包含内容（像保修期、备件、软件支持和更新）。 

– 对系统和每个测量仪表每个参数的最低技术要求。 

A4.2 投标人报价书样本 

A4.2.1 引言 

– 对投标人及其经验的介绍。 

– 所建议系统的优点。 

– 所建议的系统如何满足将来的需求。 

– 整合到客户现有系统之中的能力。 

– 对参与到未来发展中的倾向。 

– 所建议的分包商名单。 

– 投标书的有效期。 

A4.2.2 总体技术特性 

– 可执行的测量任务（例如，按照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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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频率范围。 

– 测量数据的准确度。 

A4.2.3 系统功能 

– 系统的功能特点。 

 关于它们如何满足招标书技术需求的信息。 

A4.2.4 系统实现的方法 

– 本地分包商的名称、安装和启动。 

A4.2.5 技术保证 

– 保质期（系统、软件）。 

– 保质期后备件的供应期。 

A4.2.6 对以下项的详细定义： 

– 所承担的任务。 

– 所提供产品的介绍。 

– 总体系统特性。 

– 系统每个测量仪表的技术规范。 

– 符合要求的系统构成。 

– 远程和本地控制。 

– 数据存储与转发。 

–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 软件特性及与频谱管理的集成。 

– 供电的解决方案。 

– 天线的类型与特性。 

– 车辆的类型与技术数据。 

– 卫生与安全的解决方案。 

– 校准与自测。 

– 实施时间表和交货截止期限。 

– 期望来自客户的任务。 

– 培训。 

– 对争议事宜的安排。 

– 等等（例如，对系统和软件维护合同的投标）。 

A4.2.7 对参考的介绍 

– 财务与经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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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明的参考。 

– 质量保证体系。 

– 公司注册文件的复印件。 

– 制造商授权。 

– 批准的分包商名单。 

A4.2.8 系统方框图 

A4.2.9 报价 

– 逐项价格与总价。 

– 付款条款与条件。 

A4.3 合同格式的样本 

合同是双方之间协议的法律约束交换，将由法律强制执行。违反合同将由法律确认并且能够提

供补救措施。 

合同文件必须清晰地定义所要执行工程的范围、所要提供的货物、采购方和供应商或合同方的

权利与义务。 

开端条款 

– 合同双方的定义与地址。 

– 合同的序言。 

– 合同的范围、特点与目的。 

– 合同中所采用的术语。 

– 工作语言。 

合同双方的合法状态、他们的权利与义务 

– 供应商的权利与义务： 

i) 分包。 

ii) 系统与系统单元的运送与安装。 

iii) 保质期。 

iv) 系统的修理与维护。 

v) 软件的修理、维护和开发。 

vi) 相关服务。 

vii)培训相关说明。 

– 客户的权利与义务： 

i) 总体说明。 

ii) 客户监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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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合作义务。 

iv) 付款义务。 

v) 培训相关的义务。 

– 适用法律和解决争议的法庭。 

合同的主体 

– 合同的主体 

– 软件及相关权利。 

– 与完成合同相关的规定。 

– 对状态、法律、规定等的顺从： 

i) 安装地点和完成日期。 

ii) 履行的方法。 

iii)合同完成的日期。 

– 验收程序： 

i) 在验收程序之前的厂验。 

ii) 系统验收程序的总体规则。 

iii) 验收程序的地点。 

iv) 要起草的验收程序纪要。 

v) 固定与移动电台的验收程序。 

vi) 对软件和整个系统的验收。 

– 包装、运输和保险。 

– 产品升级。 

– 附加服务： 

i) 培训。 

ii) 保修期内要提供的服务。 

合同所规定性能的责任；对性能不可能性的规定 

– 供应商对不适当性能的责任： 

i) 供应商的义务。 

ii) 供应商的受罚义务。 

iii) 供应商对故障补救的义务。 

iv) 供应商的保修义务。 

– 客户对不适当性能的责任。 

– 履行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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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付款条款 

所有价格须包括招标文件已经要求的那些价格。 

要为系统的生产、安装以及相关附加服务支付的费用： 

– 合同总价。 

– 合同价格的支付。 

– 附加付款义务。 

根据国家规定，报价不包括税费。 

杂项与最终规定 

– 合同双方合作、处理保密信息的义务。 

– 争议的解决、法律规定的执行、适用的法律。 

– 不可抗力。 

– 对合同的修正。 

– 合同的有效性和终止。 

– 合同双方之间缔结的其他合同。 

– 由合同双方充分授权的合同责任人。 

– 清算损害。 

– 赔偿。 

合同的附件 

合同的附件将基于来自国际电联、世界银行或采购主管部门的程序。 

任何情况下，投标书将总是合同的附件。 

A4.4 报价书的评审和比较及合同的授予 

为了对报价书进行评审和比较，购买招标文件的主管部门需要遵循事先规定的评审程序，例

如： 

– 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电联）规定的程序。 

– 世界银行规定的程序。 

– 采购主管部门不受国际电联或世界银行约束情况下的程序。 

由买方机构指定的评标委员会将从财务、法律和技术方面评审投标。评审方法将由采购主管部

门规定，并应在该委员会的评审报告中全面详细地说明。 

由投标人提交的报价书可以在招标邀请书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投标人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开

封。报价书如果未附投标保函，可以被否决。 

在评审期间，采购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投标人对其要约进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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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1 由国际电联定义的程序 

评标 

– 由国际电联或由国际电联和采购主管部门建立的评审组。 

– 分别进行技术评审和商务评审（首先进行技术评审）： 

i) 技术评审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a) 测量接收机、天线系统、工作站、可选定向系统、厂验测试（FAT）、供货、培训

（见附录1：国际电联投标技术分析实例）。 

ii) 商务评审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a) 价格、付款条款与条件和财务条件、法律评审（见附录2：国际电联商务与法律评审

实例）。 

iii) 对技术问题的评价。 

iv) 容量。 

v) 专家的经验。 

vi) 总价。 

vii) 不完整的报价将被否决。 

viii) 保密（不与投标人或任何其他人沟通关于检验、澄清或评审的信息）。 

ix) 须尽快将所做的决定（通过传真，随后通过信函）通知投标人。 

投标的否决： 

– 国际电联保留否决任何投标并进行第二次招标的权利。 

– 没有义务采纳出价最低的投标。 

A4.4.2 由世界银行定义的程序 

注1 —所用术语为世界银行的术语。 

当世界银行（WB）、IBRD或IDA向其成员之一提供一个贷款协议时，世界银行向借款人提供一

组名为“评标报告”的导则。该导则有利于对借款人的评标符合指令：对由IBRD借款或IDA贷款资

助合同的签订– 1995年1月（1996年1月、1996年8月和1997年9月修订），特别是见附件1的第2.53、

第2和第4段（见dbusiness@worldbank.org）。 

注2 — 根据在第1.6段中的指令和第9页脚注，有些国家未被授权从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合同中获利。 

注3 — 如果借款人能够应用第1.8段中所给的标准，借款人的国家可以从招标书中排除国家和地域。 

注4 —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安理会可以禁止特定国家获得世界银行贷款。 

评标报告（PER）描述了借款人评审所收到提议方案的程序。此外，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要

应用在招标文件导则节中所描述的评审及要求程序。PER包括一封建议信，且其附件被送给世界银

行。 

为了确定对提议方案评审所需要的人员需求，在项目的准备期间借款人必须要检验包括在导则

中的评审表格。世界银行可以详细解释要遵循的程序。世界银行鼓励借款人与具有相关经验的咨询

公司签订合同来评审与复杂项目相关的提议方案。如果协议允许，咨询公司的贡献最终能够由贷款

来资助（指令，附件，第2-C段）。 

mailto:dbusiness@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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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包括： 

– 序言 

– 表格 – 使用 

– 对投标进行评审的典型表格 

建议信： 

a) 如果项目受到来自世界银行先前的检验（项目授予决定之前的世界银行协议），借款人

（政府部门、组织或服务机构）应在一封建议信的伴随下将PER送给世界银行。这封信

应表明评审的结论并提供能够帮助世界银行评审的所有补充信息。 

b) 对受到世界银行一个后验检验程序的项目（WB协议对授予项目不是必要的），应在任

何付款请求之前（或同时）提交给世界银行评审报告和一份合同的签字复印件（指令—

附件1和贷款协议）。 

表1 – 标识 

贷款协议的描述，特别是评审的费用和世界银行的评审程序（管理性数据）。 

表2 – 评审程序 

发布招标书（管理性数据）。 

表3 – 报价书的递送和开标 

按照指令第2.44段，表3给出了日期、时间和报价数量、报价的有效性。如果招标程序分为两个

阶段（技术和商务），应针对每一阶段提交此表。开标会纪要应送给世界银行和每个提交者。 

表4 – 报价的价格（公开宣读） 

应在表4中描述对在公开场合阅读的价格进行的所有更正，包括折扣、选项、变化等。 

表5 – 初步评审 

符合招标义务，包括技术规范：评审程序应在一公开报价就开始。初步评审形成确认的主体并

否决那些不完整、不可接纳或不符合招标基本规定因而不能评审的投标。 

此检验应考虑以下几点： 

– 验证：确定报价的缺陷。 

– 初始标准。 

– 报价担保。 

– 对招标配置和技术规范的顺从。 

评审原则如下： 

– 借款方应仅仅就投标的义务和信息对报价书进行评审。 

– 在评审过程中，借款方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关于模糊点或在其报价书中指出的不合理处的更

多信息。这些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但是供应商不能修改价格和供货的类型、工程或所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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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除了计算中的错误（指令，附件4，第10段）。价格或要约的任何构成要素不能被

修改。 

表6 – 无条件更正和折扣 

对于每个供应商，表6给出了报价、更正（计算错误）、折扣和报价总额。 

表7 – 汇率 

指明用于评审的汇率。 

表 8A和表8B – 货币兑换 

根据借款人选择的和在招标书中指明的货币，表8A和8B给出了以借款人货币的报价总值。 

表9 – 对遗漏、调整和货币变化的增加 

表9给了出报价的总价。 

– 在报价中查出的遗漏、错误应通过附加价格来平衡。（在一个报价中忽略掉的要素能够通过

其他报价和价格平均来满足）同时，有可能参考外部来源，例如定价表、运输费用的比例

等。 

– 调整：招标指导给出了实施和运行的标准。 

对于包含有相对于招标指导略有不同的报价，如果详细分析之后有可能对其给予一个加到报价

价格中作为处罚的钱数值以帮助比较，则可以被视为是可接受的。 

关于这些因素的评审方法应在评审报告中加以全面详细的描述并应完全符合招标指导。 

有时，世界银行授权对所购买的供货采用一个计分系统。在此情况下，调整被表示为分数（见

指令，第2.6.5段）。 

为了得到关于采用计分系统进行报价评审的细节，借款方可以从世界银行得到建议。 

表10A和表10B – 国家供货与工程的优先权 

如果招标认可一个国家的优先权，有可能考虑国家客户和在招标规定中给出的优先范围。 

表11 – 报价的最终评审和授予合同建议 

表11汇总包括在以上表格中的所有数据（在开标会上的价格、错误更正、折扣、调整）并提名

中标者。 

附件一： 评标须知 

附件二： 开标会。关于报价的信息 

附件三： 不合格国家 

附件四： 初步评审实例 

附件五： 评标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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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3 在采购主管部门不受国际电联或世界银行程序约束情况下的程序 

在评审开始前，评审委员会将决定将采用哪种方法来决定合同可以授予哪个投标人。可以采用

以下方法： 

– 通过采用公式的记分方式。 

– 加权方法。 

– 是/否顺从。 

– 顺从情况与报价价格相结合。 

A5 最终（终结）阶段：验收程序 

A5.1  厂验 

供货商须如合同中所规定，按照由供应商提交、由主管部门修改或未修改的厂验文件（双方协

议）（自己承担费用）在制造地对设备及设备的任何部件进行所有这样的测试和/或检验。 

A5.2  现场验收测试程序 

供应商向主管部门提供现场验收文件，并须对项目的这类测试和/或检验以及地点和时间给出一

个合理的事先通知。执行测试以证明所有设备项都存在；它们被正确地组装和连接了；它们按照技

术规范书正确地发挥作用（视觉检验和技术测试）。应对包括通信链路的整个系统进行最终测试，

考虑主管部门和合同方所提供部分的各自责任。 

通常跟随在系统验收之后的是一年的保修期，在此期间，可以要求供应商维持一个保修期保

函。或者，在某些主管部门中，根据验收测试的顺利完成给予临时验收，然后在一定时期（通常是

保修期）的结束时给予终验。 

A5.2.1 验收（或在临时情况下的的临时验收及最终验收） 

属下列情况的，对设备或其任何部件给予验收： 

– 验收测试已经成功完成且满足功能保证； 

– 由于不属于供应商的原因，验收测试尚未成功完成或尚未进行。 

不能因细微差别或问题阻止验收。相反，须在指出差别和问题的同时予以验收，并在保修期内

予以纠正。 

以下列表提供了对于HF/VHF/UHF固定电台的现场验收测试程序报告内容的一个实例： 

a) 主体 

该文件描述了根据合同条款对一个频谱监测站进行的验收程序。 

b) 目测 

检查所有在合同配置陈述中所列举以及在配置和手册中所填写项是否存在所要进行的操作： 

– 天线系统开关、电缆、防雷保护。 

– 桅杆、铁塔（支柱、油漆、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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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建筑物、布线、安全设施、机柜、机架、计算机、接收机、电源。 

– 软件植入。 

– 设备、软件和系统手册。 

– 标记（设备执照）。 

– 文档将受控制，且所提供文件的清单将作为验收报告的附件。 

c) 技术测试 

– 能源检测（市电和不间断电源）。 

– HF/VHF/UHF定向功能：固定频率、扫描、定位。 

– HF/VHF/UHF 国际电联测量：固定频率、频率扫描、记忆扫描。 

– 信号分析。 

– 手动及自动任务：发射机的系统控制、频率占用率、搜索未知发射机。 

– BITE – 建立集成测试设备。 

验收期间进行测试的结果将被用在由主管部门和供应商签字的验收测试报告中。 

A5.2.2 最终验收 

对于验收之后跟随着一个由保修期保函担保的保修期的情况，本节不适用。对于临时验收之后

跟随着一个最终验收的情况，临时验收证书由双方签字，且根据指定保修期的管理条款（通常为一

年），在此期限后提供最终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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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的附录2 

 

国际电联商务与法律评审实例 

1 商务评审—商务投标的开标 

1.1 由评标组确定的每个报价的总开标价如下： 

 

 

1.2 X公司提交了最全面的商务投标。Y公司在其报价中提供了大多数所需要的信息。但是，详

细的程度（例如，报价分解）不令人满意，且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1.3 如商务评审委员会所确定的两个报价每个的总评标价（TEP）如下： 

 

 

1.4 公司Y没有给出详细的报价分解。因此，为了完成对其投标的商务评审，必须要求对其整个

报价的详细解释。X公司没有提供完整的所需信息（对可选方案1和2的详细报价分解项目列表）。 

1.5 X公司和Y公司在它们各自的开标报价中相当不同。对公司X，最显著的差别是来自基本报价

仅仅包含培训的事实。因此，按照TEC建议书，更多细节见TEC的技术评审报告。 

1.6 由…的报价包含项目总价10%的折扣。 

1.7 报价是到日内瓦的美元CIP（考虑国际电联没有确定目的地）。国际电联需要DDU报价—与

包括惯例包装的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00一致（目的地有待确定）。这点必须在合同谈

判期间澄清。 

1.8 付款条款与条件。两个公司都建议了付款条款。因此，与选定公司未来合同的付款条款和条

件需要谈判。 

1.9 两个报价都包括了商务条件。在与两个公司都要进行合同谈判的情况下，国际电联可以按照

国际电联原则与规定讨论所有建议的合同修改和附加付款条件（见X公司第N章第ii至第jj页的报价和

Y公司第M章第kk至第ll页的报价）。 

投标人 

（按字母顺序） 
以美元为单位的总开标价 

X公司 
[999 999.00]  –  报价1 

[999 999.00]  –  报价2 

Y公司 
[999 999.00]  –  基本报价 

[999 999.00]  –  可选报价 

投标人 基本报价 可选报价1 可选报价2 

X公司 USD [999 999.00] USD [999 999.00] USD [999 999.00] 

Y公司 USD [999 999.00] USD [999 99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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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评审—符合合同样本格式（招标邀请书的第II部分） 

 

 

2.1  – 关于与以下要求相符： 

 X公司注明： 

i) 分开提供翻译成法语的系统软件，因为我们全世界范围的客户都接受英语软件。 

ii) 软件翻译成法语需要一次性收费。 

iii) 将提供法语的设备手册和培训。 

iv) 如果受训人员具有工程师学历和经验，将提供对预防性和改善性维护的培训。 

 Y公司的报价2（可选）完全符合要求。 

一般信息 
X公司 公司Y 

报价1 报价2 报价3 报价1（基本） 报价2 

报价有效性      

符合合同 是（） 是 是 是 是 

符合技术要求 是 是 另外 否 是 

总人/天 5 5 – – 15 

总工作时间 7.5小时/天 

3-5天 

7.5小时/天 

3-5天 

– 9小时/天 

2天 

9小时/天 

6 天/4周 

报价每人/天 9 999.00 9 999.00 – – 9 999.00 

总人/天 6 6  10 10 

总工作时间 7.5 小时/天 

5天（37.5小时） 

7.5 小时/天 

5 天 

（37.5 小时） 

 6 小时/天 

1 天（6 小时） 

6 小时/天 

5 天/3 周 

（90 小时） 

报价每人/天 9 999.00 9 999.00  9 999.00 9 999.00 

可能增加总严格

固定价格的要素 

无，如果项目 

限制在与报价一

起提交的价格明

细表I至表III的

项目 

无，如果项目 

限制在与报价一

起提交的价格明

细表I至表III的

项目 

 没有可用的培

训教室与设备 

没有可用的培训

教室与设备 

投标人期望将由

国际电联提供的

对应服务 

必须提供适当的

安装地点 

必须提供适当的

安装地点 

 建立教室并确

认有可用的必

要培训设备 

建立教室并确认

有可用的必要培

训设备 

对开始及进行工

程的承诺 

合同的生效日期 合同的生效日期  合同的生效 

日期 

合同的生效 

日期 

交货时间/条件 N月 N月  M周 L周 

总严格固定价

格，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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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所建议的合同格式样本。对与两个公司都谈判的情况，国际电联可以讨论所有建议的修

改以及对合同格式样本与付款条件的添加。最重要的是关于以下条款： 

a) 实体法律（符合法令、法律、规定）： 

 X公司建议“所有争议须按照合同条款和补充协议来解决，否则应按照XYZ国的生效实体法

律而不参考其他实体法律”。 

此要求不符合国际电联规则和规定。 

注1 — 声明“符合”合同格式样本。 

b) 仲裁： 

 X公司建议“如果双方之一以书面形式将此事实通知另外一方，则尝试须被视为失败”。如

果解决的尝试失败了，争议须在[CITY]中的CCI调解和仲裁规定之下由三个仲裁员解决（见

商务部分第N章的第k/k页）—此条可以协商。 

c) 工厂检查验收和发货： 

 见X公司的评注/报价，第N章第m页的第n段的可选报价。 

d) 保质期： 

 双方给出保质期的详细条件并要求修改。某些所建议的修改不符合国际电联标准合同，但是

可以协商。 

e) 不可抗力： 

 X公司建议修改此条。见第N章第i/k页“……不可抗力事件须由商会确认，……”。某些所

建议的修改不符合国际电联标准合同，但是可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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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所用缩写列表 

2G 第二代（GSM） 

3G 第三代（UMTS） 

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2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2 

A/D 模数转换 

ACU 天线控制单元 

ADC 模数变换器 

ADSL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 

AF 音频频率 

AGC 自动增益控制 

AM  调幅 

AMDS 模拟调制数据系统 

AMSL 平均海平面以上 

AOA  到达角 

APD 幅度概率分布 

API 应用编程接口 

APT 亚太电信组织 

ASIC 专用集成电路 

ASK 幅移键控 

ATM 异步传送模式 

ATSC 美国高级电视制式委员会 

AWGN 加性高斯白噪声 

BCCH 广播控制信道 

BER 误码率 

BIT 内置测试 

BITE 内置测试设备 

BLER 误块率 

BPSK 二相相移键控 

BR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 

BRIFIC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国际频率信息通报 

BSS 卫星广播业务 

BW 带宽 

BWA 宽带无线接入 

C/I 载扰比 

CAF 互模糊函数 

CB 民用频段 

CCDF 互补累积分布函数 

CDMA 码分多址 

CEPT 欧洲邮电管理协会 

CIF 通用中间格式 

CIR  信道脉冲响应 

CISPR 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 

CITEL 泛美电信委员会 

COFDM  正交编码频分复用 

COSPAS/SARSAT 国际卫星搜救系统 

CPICH 公共导引信道 

CPLPA 圆极化对数周期天线 

CPM 连续相位调制 

CRMO 中央无线电管理办公室 

CRT  阴极射线管 

CSV  逗号分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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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SS 连续语音编码静噪系统 

CW  连续波 

DAB 数字音频广播 

DAM  动态调幅 

DANL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 

DDC 数字下变频器 

DECT 欧洲数字无绳通信 

DEM 数字高程模型 

DF 定向/定向器 

DFT  离散傅里叶变换 

DGPS 差分 GPS  

DMB-T/H 数字多媒体广播—地面/手持 

DME 测距设备 

DQPSK 差分正交相移键控 

DRM 世界数字无线电广播 

DSB 数字声音广播 

DSL 数字用户线路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处理 

DSSS 直接序列扩频 

DTM  数字地型模型 

DTMB 数字地面多媒体广播 

DTMF 双音多频 

DVB-T 数字视频广播—地面 

EDGE GSM 演进增强型数据速率 

EHF 极高频（30 至 300 GHz） 

e.i.r.p.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LF 极低频（3 至 30 Hz） 

EMC 电磁兼容 

EMF 电磁场 

e.r.p. 有效辐射功率 

ETSI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UT 被测设备 

EVM  误差矢量幅度 

FAT 厂验测试 

FBO  频段占用 

FCO  频道占用 

FDD 频分双工 

FDDI 光纤数字分布式接口 

FDMA 频分复用接入 

FDOA 到达频率差 

FER 误帧率 

FET 场效应三极管 

FFT  快速傅里叶变换 

FHSS 跳频技术 

FM 调频 

FMCW 调频连续波 

FPGA 现场可编程门矩阵 

FSK 频移键控 

FSPL 自由空间路径损耗 

FSS 卫星固定业务 

GFSK 高斯频移键控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LONASS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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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SK 高斯最小频移键控 

GPIB 通用接口总线 

GPRS 全球分组无线电业务 

GPS 全球定位系统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SO  对地静止轨道 

GUI 图形用户接口 

HF 高频（3 至 30 MHz） 

HSDPA 高速下行分组接入 

HSPA 高速分组接入 

HSUPA 高速上行分组接入 

I/Q 同相与正交 

IBOC DSB 带内同频道数字声音广播 

IBRD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NIRP 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 

IDA 国际开发协会 

IDWM 国际电联数字化世界地图 

IEC 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 

IEEE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F 中频 

IFIC 国际频率信息通报 

IFL 国际频率表 

IFM  瞬时测频 

ILS 仪表着陆系统 

IMP 互调分量 

IN 脉冲噪声 

IP3 三阶互调分量 

IRPA/INIRC 国际无线电保护协会/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 

IS95 过渡性标准 95（第一个基于 CDMA 的数字蜂窝标准） 

ISB 独立边带 

ISDB-T 地面综合业务数字广播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ISM 工业、科学与医学频段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 信息技术 

ITS  美国电信科学学会 

ITU 国际电信联盟 

ITU-R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T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KCC 韩国通信委员会 

KISA 韩国互联网振兴院 

LAN 本地网 

LED 发光二极管 

LF 低频（30 至 300 kHz） 

LHCP 左旋圆极化 

LMDS 本地多点分配业务 

LNA 低噪声放大器 

LO 本振 

LoB 方位线 

LoS 视线 

LPA 对数周期天线 

LPZ 雷电防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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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B 下边带 

LTE  长期演进 

MARS 水上移动存取和检索系统 

MER 调制误差率 

MF 中频（300 至 3 000 kHz） 

MIFR  国际频率登记总表 

MIMO 多入多出 

MMDS 多媒体分配业务 

MMI 人机界面 

MMN 人为噪声 

MoM  矩量法 

MPEG 移动图像专家组提出的音频与视频压缩标准 

MPHPT 总务省（日本） 

MPX power 复用信号功率 

MSK  最小频移键控 

MSS 卫星移动业务 

MTBF 平均故障间隔 

MTI  移动目标指示 

MTTR 最大修复时间 

MUF 最大可用频率 

MUSIC 多重信号分类法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IR 非电离辐射 

NMR 噪掩比 

NOAA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SMS 国家频谱管理系统 

NTIA 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TSC 国家电视标准委员会 

ODA 政府开发援助（日本） 

OFDM  正交频分复用 

OFDMA 正交频分多址 

OoB 带外 

OQPSK 正交四相移键控 

PABX 专用自动电话交换机 

PAL 逐行倒相 

PC 个人计算机 

PCA 最接近位置 

P-CPICH 主公共导频信道 

PCS 个人通信系统 

PDA 个人数字助理 

PEP 峰值包络功率 

pfd  功率通量密度 

PHS 个人手持电话系统 

PM 调相 

PMR  个人移动无线电 

Ppm 百万分率 

PRF  脉冲重复频率 

PRN 伪随机数 

PSD  功率谱密度 

PSK 相移键控 

PSNR 峰值信噪比 

PSTN 公众电话交换网 

QAM 正交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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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IF 四分之一通用中间格式 

QoS 服务质量 

QP  准峰值 

QPSK 正交相移键控 

RBDS 无线电广播数据系统 

RBW 分辨率带宽 

RCR 无线电系统发展中心 

RDS 无线电数据系统 

RF 射频 

RHCP 右旋圆极化 

RLAN 无线电本地网 

RMTP 远程监测传送协议 

r.m.s. 均方根（RMS） 

RNSS 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 

ROM 只读存储器 

RR 《无线电规则》 

RRC  根升余弦 

RSCP 接收信号码功率 

RTTY  无线电传 

S/N 信噪比 

SA 选择可用性 

SAR 比吸收率 

SCA 附属通信管理局 

SCN 单载波噪声 

SCPC 每载波单信道 

SDG 主观差别等级 

SDH 同步数字序列 

SDMA 空分多址 

SECAM 按顺序传送彩色与存储（塞康制） 

SFN 单频网络 

SHF 超高频（3 至 30 GHz） 

SIM 用户识别模块 

SINAD 信噪比与失真 

SINR 信扰噪比 

SIR 信扰比 

SM 频谱管理 

SMS4DC 发展中国家频谱管理系统 

SNR（S/N） 信噪比 

SPD  频谱功率密度 

SPS 标准定位系统 

SSB 单边带 

SSL 单站定位 

SVD 奇异值分解 

TCA 最近点时间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T-DAB  地面数字音频广播 

TDD 时分双工 

TDMA 时分多址 

T-DMB 地面数字多媒体广播 

TDOA 到达时间差 

TETRA 地面集群无线电 

THD 总谐波失真 

TLE 双行轨道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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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A  到达时间 

TV 电视 

UHF 甚高频（300 至 3 000 MHz） 

UMTS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PS 不间断电源 

USB 上边带 

USNO 美国海军天文台 

USTTI 美国电信培训学院 

UTC 协调世界时 

UTM 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UWB 超宽带 

VDSL 甚高速数字用户线 

VHF 甚高频（30 至 300 MHz） 

VLF 甚低频（3 至 30 kHz） 

VOR VHF 全向信标（航空器无线电导航系统） 

VPN  虚拟专用网 

VQM 视频质量测评 

VSA 矢量信号分析仪 

VSAT 甚小口径地球终端 

VSB 残留边带 

VSWR 电压驻波比 

WAN 广域网 

WGN 高斯白噪声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MAX 全球微波互联接入 

WLAN 无线本地网 

WRC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XOR 异或 

YIG 钇铁石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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