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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ITU-R第231-1/3*号课题 

人为电磁发射对无线电通信系统和 

网络性能的影响 

（2007-201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电磁发射的人为来源众多，如内燃机的点火系统、电气机械、电子设备和装置、信
息技术和电信设备等； 

b) 收到这些发射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系统和网络的性能产生影响； 

c) ITU-R P.372建议书中有关人为噪声的信息涉及在典型环境内来自所有人为来源的集合
噪声，但未就从某个或可识别来源收到的噪声提供信息； 

d) 这些发射可能具有脉冲特点，不能完全作为一项外部噪声因素予以描述； 

e) 某个来源的发射对于确定无线电系统和网络的性能可能日趋重要， 

做出决定，研究以下课题 

如何描述及衡量各个不同来源的辐射分配？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应将研究结果纳入建议书和/或报告； 

2 上述研究应在2019年前完成。 

 

类别：S2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注意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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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ITU-R第209-2/3号课题 

系统性能分析的可变性和风险参数 

（1993-2012-201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为了对地面和地对空链路进行适当的规划，有必要选择适当的参数以制定无线电通
信系统性能的标准； 

b) “平均每年最差月份”已被定义为与关于“任何月份”的性能标准相关的长期统计
数据； 

c) 由于传播作用在无线电通信系统中带有随机性，需要收集不同参考期内这些作用可
变性的长期统计信息，且长期统计自身亦会受长期变化的影响； 

d) 需要明确制定可变性参数，以便在分析系统可靠性、可用性和质量过程中实现成本
和性能之间的适当平衡，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基于不同参考期内传播影响的变化如何？ 

2 基于世界任何地点的传播影响变化如何？ 

3 为制定与传播可变性数据相关联的风险系数，参考期应如何确定？ 

4 为确定与系统性能的规范与测算相关的置信限和风险，最适用的参数是什么？ 

5 如何计算无线电通信系统传播作用的统计可变性的参数？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应在2019年之前完成。 

 

类别：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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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ITU-R第202-4/3号课题 

预测地表上传播的方法 

（1990-2000-2007-201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传播路径上存在障碍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播损耗的平均值和衰落振幅及特
性； 

b) 随着频率的升高，细化的地表粗糙度以及地球表面或以上的植被或人造结构所产生
的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 

c) 高山脊上的传播有时可能会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d) 折射和站点屏蔽对于干扰研究具有实际意义； 

e) 计算机性能和存贮容量的提高，使建立详细的数字地形和杂波数据库成为可能； 

f) 10 kHz和30 MHz频率之间的地波场强见ITU-R P.368建议书，计算机实施软件GRWAVE
见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网页； 

g) 需提供有关地波相位模式信息； 

h) 通常可以获得数字形式的地面传导信息； 

i) 已观察到地波传播的季节性变化； 

j) 提供高分辨率的地形和建筑数据库，使开发虑及3维信息的衍射模型成为现实； 

k) 选频和其它专用材料预计将更多地应用于建设环境（例如建筑物、桥梁、堤坝
等），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对于发射机附近业务区内的位置，以及对更长传输距离干扰的评估而言，不规则地
形、植被和建筑物，传导结构以及季节性变化的存在，对传播损耗、极化，群时延和到达角
有何影响？ 

2 城区会有多大的额外传输损耗？ 

3 考虑到路径上的传播机制，终端附近的障碍物会产生何种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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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障碍物增益，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损耗会出现哪些短期和长
期变化？ 

5 哪些方式和格式适用于描述包括地形特征和人造结构在内的地表细化粗糙度？ 

6 地形数据库如何能与其它与地形特征、植被以及建筑物相关的详细信息一起，用于
预测衰落、时延、散射和衍射？ 

7 通过考虑地形和建筑障碍的3维形状，是否能够对损耗做出更精确的评估？ 

8 如何制定量化关系和基于统计数字的预测方法，以研究不同地貌和建筑物的反射、
折射和散射以及植被的影响？ 

9 什么是地波相位模式？ 

10 如何能够以数字矩阵或矢量信息的形式提供地面传导信息？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建议书和/或报告中； 

2 上述研究应在2019年前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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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ITU-R第211-6/3号课题 

用于设计短距离无线电通信和本地局域网（WLAN） 

的300 MHz至100 GHz频率范围之间的传播数据和传播模型 

（1993-2000-2002-2005-2007-2009-201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许多研发中的新型短距离个人通信系统将在室内和室外两种环境中使用； 

b) 未来的移动系统（IMT）将在室内（办公室或住宅）和室外提供个人通信； 

c) 从现有的产品和繁忙的研究活动可以看出，对于无线局域网（WLAN）和无线专用商
务交换机（WPBX）有着巨大的需求； 

d) 需要制定与无线和有线电信业务配套的无线局域网标准； 

e) 电耗极低的短距离系统在提供移动和个人业务方面具有很多优势； 

f) 超宽带（UWB）是一项重要的无线技术，而且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影响； 

g) 了解建筑物内的传播特性和一个区域内多个用户产生的干扰，对于高效的系统设计
至关重要； 

h) 尽管多路径传播可能造成衰耗，但它却可以在移动或室内环境中发挥优势； 

i) 就一些考虑用于短距离系统的频率而言，可用于传播测量的方法十分有限； 

j) 有关室内和室内至室外传播的信息资料也对其它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对于在室内、室外和室内至室外环境工作（工作范围不足1公里）的短距离系统，包
括无线通信和接入系统以及无线局域网（WLAN）的设计，应采用哪些传播模型？ 

2 信道的哪些传播特性能够最好地说明它为下述各种业务提供的质量： 

– 话音通信； 

– 传真业务； 

– 数据传送业务（包括高比特速率和低比特速率）； 

– 寻呼和短信业务； 

– 视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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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道的脉冲响应具有哪些特性？ 

4 极化的选择对于传播特性有什么影响？ 

5 基站和终端天线的性能（如方向性、波束方向控制）会对传播特性产生什么影响？ 

6 不同的分集方案会带来什么影响？ 

7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选址会有什么影响？ 

8 在室内环境中，不同的建筑和装修材料会在屏蔽、衍射和反射方面造成什么影响？ 

9 在室外环境中，建筑物和植被会在屏蔽、衍射和反射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10 人和物体在屋内的运动、也可能包括无线链路一端或两端的运动，会给传播特性带
来什么影响？ 

11 模型中需要哪些变量才能顾及到设置了一个或两个终端的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如独
立平面设计、单层、多层）？ 

12 怎样为系统设计确定建筑物输入损耗，以及它对室内至室外传输会产生什么影响？ 

13 哪些因素可以用于标定频率，它们适用于哪些范围？ 

14 什么是提交这些必要数据的最佳方式？ 

15 哪些传播模型最适于评估多输入多输出（MIMO）技术这样的系统设计？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建议书和/或报告； 

2 上述研究应在2019年之前完成。 

 

类别：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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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ITU-R第207-5/3号课题 

约0.1 GHz以上频带卫星移动及无线电测定 

业务的传播数据和预测方法 

（1990-1993-1995-1997-2000-2009-201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在规划卫星移动和无线电测定业务时，需要测算场强或传输损耗的方法； 

b) 许多主管部门正在研究航空与海事安全、无线电测定、通信和控制的卫星系统； 

c) 对于通过卫星移动系统向手持与车载终端，包括在铁路环境中，提供个人通信服务
存在较大的需求； 

d) 对于甚高频、超高频和特高频的卫星系统而言，电离层和对流层以及来自地面、海
洋和/或人造建筑的反射都会影响传播； 

e) 对于陆地移动卫星系统而言，阻断和屏蔽均将影响传播； 

f) 需要关于所有路径仰角和方位角，尤其是使用对地静止卫星格局的系统的传播数据
和模型； 

g) 掌握衰退时长和非衰退时长的分布对于卫星移动系统和无线电测定系统非常重要； 

h) 将引入共用相同频率的大量卫星移动系统； 

i) 频率选择性和延迟扩展是传播信道的重要因素，必须在设计数字宽带移动无线电通
信系统和导航系统时加以考虑，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场强或传输损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状态、植被与人造建筑的影响、天线位
置、频率、极化、仰角和气候？且在该系统中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频率的选择和电波极化？ 

2 本地环境会对手持终端和个人通信系统产生何种作用？ 

3 多路径传播和多普勒频移会产生何种作用？且该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第1段所列
的各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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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适用于国内和国际频率规划编制的、各类无线电业务的预测方法是什么？ 

5 用于陆地交通工具、飞行器和船舶、由对地静止及其他种类的卫星发射的无线电通
信或无线电测定信号的陆地或海洋反射与多路径衰退的特性和作用如何？ 

6 为便于建模、统计特性、缓解对流层和多路径导致的衰耗、尤其是低仰角倾斜路径
应收集何种传播数据，作为海洋或地表状态（波浪高度或地形不规则度）、卫星仰角、天线
辐射图、本地站点空隙、环境（包括地形与植被的阻断和屏蔽）和频率的函数？ 

7 当有用和无用信号受到多路径衰退影响时，如何测算信号干扰比？ 

8 卫星陆地移动系统多环境中的无线信道特性的物理统计传播模型的优势是什么？ 

9 因分集（卫星、极化、天线）而对传播信道进行建模和评估性能改进的方法以及用
以减缓卫星移动无线电通信中传播减损模型的多路输入-多路输出（MIMO）技术是什么？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应将现有信息起草为新的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2019年之前完成。 

注1 – 将重点进行与做出决定第1和2段相关的研究。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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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修改类别和/或目标结束日期 

ITU-R课题 标题 当前类别 
建议的目标  

结束日期 

201-5/3 规划地面和空间通信系统及空间研究应用所需的无线电气象数据 S2 2019年 

203-6/3 使用30 MHz以上频率的地面广播、固定（宽带接入）和移动业务的传播预测方法 S1 2019年 

204-6/3 地面视距系统的传播特性数据及预测方法 S2 2019年 

205-2/3 跨地平面系统的传播特性数据及预测方法 S2 2019年 

206-4/3 固定广播和卫星广播业务传播特性数据及预测方法 S2 2019年 

208-5/3 影响卫星固定业务和地面业务的频率共用问题中的传播因素 S2 2019年 

212-3/3 电离层特性 S3 2019年 

213-4/3 跨电离层无线电通信业务与无线电导航业务操作参数的短期预报 S3 2019年 

214-5/3 无线电噪声 S3 2019年 

218-6/3 电离层对卫星系统的影响 S2 2019年 

222-4/3 电离层特性和无线电噪声的测量及数据库 S2 2019年 

225-7/3 对包括使用数字调制技术在内的影响到低频和中频系统的传播因素的预测 S3 2019年 

226-5/3 卫星间路径的电离层及对流层特性 S2 2019年 

228-2/3 在275 GHz以上频率运行的空间无线电通信系统和空间科学业务系统的规划所需的传播数据 C1 2019年 

229-3/3 对约1.6-30 MHz频带内天波传播条件、信号强度、电路性能和可靠性的预测，尤其出于使用数字调制技术的系统的考虑 S2 2019年 

230-3/3 电力线电信系统适用的预测方式和模型 S2 2019年 

232-1/3 纳米结构材料对传播的影响 S2 2019年 

233-1/3 预测空载平台与卫星、地面终端或其它空载平台间传播路径损耗的方法 S2 2019年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01-4-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03-5-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04-5-2013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05-1-1995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06-3-2000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08-4-2013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12-2-2009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13-3-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14-4-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18-5-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22-3-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25-6-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26-4-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28-1-2005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29-2-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30-2-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32-2012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3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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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废止的ITU-R课题 

 

 

ITU-R课题 标题 

221-2/3 通过分散E及其他电离作用进行传播 

 

 
 

______________ 

http://www.itu.int/pub/R-QUE-SG03.221-2-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