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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业务通过确保频谱和轨

道资源的国际划分以及其他相关活动，

协助在全球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是

信息社会的根本基础。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致力于对国际无线电频谱进

行管理，创建有利环境，从而使人们树

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的信心并

提高安全性。全球无线电频率的使用和

管理有赖于高级别的国际合作，因此

ITU-R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复杂的政府

间谈判提供便利，以在各主权国之间达

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无线电规

则》和有关不同空间及地面业务的世界

和区域性规划正是这些协议的体现。

如今，《无线电规则》适用于

9 kHz至400 GHz的频率范围，其长达

1000多页的内容阐述在全球使用和共享

频谱的方法。在日渐趋于“无线”的世

界中，约有40多种不同的无线电业务竞

相要求划分频谱，以便获得拓展服务或

支持更多用户所需的更多带宽。

ITU-R专注于发展和加强国家、区

域和国际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包括利用

卫星系统和其他手段为各国及其公民提

供新的基于ICT的业务所需的容量。

ITU-R探寻各种广泛获得轨道资

源、进行全球频率协调和实现全球系统

标准化的方式方法。该部门鼓励建立公

共/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促进为

偏远和人烟稀少等服务欠缺地区提供高

速卫星业务，并不断探索能够提供高速

连接的其他系统。

ITU-R还致力于有关利用无线电通

信系统开展公众保护；灾害预测、发现

和告警以及救灾工作的研究。

包括地面和空间业务在内的无线电

通信对于21世纪的全球经济发展十分关

键，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连通世界

国际电信联盟（ITU）

秘书长

哈玛德·图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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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François Rancy
Director of the ITU Radiocommunication Bureau

The strategic goal that the 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 in Guadalajara set for the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 (ITU–R) encom-
passes the thre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Sector’s traditional role. The  rst is to ensure 
interference-free operations of radiocom-
munication systems. The way to do this is by 
implementing the Radio Regulations —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governing the use of ra-
dio-frequency spectrum and satellite orbits 
— and Regional Agreements. Of course, these 
instruments have to be updated to keep pace 
with developments in the  eld, and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world and regional radiocommu-
nication conferences. The second component 
is to establish Recommendations that guaran-
tee the necessary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in 
operating radio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third component is to seek ways and means 
to ensure the rational, equitable, ef cient and 

economical use of the radio-frequency spec-
trum and satellite orbit resources, factoring in 
 exibility to accommodate future expansion 
and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ese 
three components of the ITU–R strategic goal 
stem from the Sector’s mission, which cen-
tres on ensuring rational, equitable, ef cient 
and economical use of the radio-frequency 
spectrum in order to br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ithin everyone’s 
reach. François Rancy,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Radiocommunication Bureau (BR) outlines his 
main priorities for action to achieve ITU–R’s 
strategic goal. He also describes progress so 
far in reaching consensus on the important 
topics to be discussed by the forthcoming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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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riority is to 
make sure that 
BR meets the 

expectations of 
Member States 
in the important 

duties that it 
performs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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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线电通信局（BR）主任，

我荣幸地欢迎各位阅读此ITU-R部门 

手册。

我上任伊始的主要工作是召开 

2012年无线电通信全会（RA-12）和世

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2）这两项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重要会议，使得各成

员可共同调整其监管和技术框架，从而

合理、平等、有效和经济地利用日新月

异的国际无线电通信所需的无线电频率

和频谱。

作为无线电通信部门的秘书处和执

行机构，无线电通信局承担着为成员国

服务的重大职责。它履行着国际电联 

《无线电规则》中所规定的各种国际频

谱管理程序（这些程序设定了各主管部

门获取轨道和频谱资源的权益）并在打

造提供无线电通信业务的技术和监管框

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无线电通信局定期向成员通报与建

议书有关的重要信息，这些建议书旨在

确保在运营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时实现

必要的性能和质量。它也定期发布与频

谱使用有关的报告和手册，以满足成员

在此方面的需求。

近年来，无线电通信系统和业务已

成为推动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面临各种艰难选择，特别是在获

取频谱，以提供高质量（宽带）通信、

向数字电视过渡、未来移动无线电通信

以及弥合数字鸿沟时，成员国期望从无

线电通信部门获得更多的协助。

在未来的四年中，无线电通信局将

在确保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功应对上述挑

战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为达到成员的期

望并在日益受限的预算资源内实现部门

的目标，无线电通信局已将自己定位于

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为成员提供全方

位、更好的服务。

尽管未来几年国际电联在整体上 

（包括无线电通信部门在内）均将面临

财务上的挑战，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

也将不得不在无线电通信领域做出困难

的抉择。

您尽可放心，无线电通信局仍将

继续发挥其作为与成员进行互动的工作

机制这一职责，根据第71号决议（2010

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国际电

联2012-2015年战略规划》中所规定的

ITU-R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及时对成

员的要求和期望给予响应。无线电通信

局将向部门提供必要的后勤和秘书处支

持，包括可靠、高效地运营和开发信息

系统以及人力和财务资源的管理。

欢迎访问ITU-R
创建无线世界的宽带未来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弗朗索瓦·朗西

ITU-R是有关无

线电技术的演进

和使用问题的全

球论坛，负责就

无线电技术演进

所需的频谱划分

和相关条款做出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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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年中，电信已由推动人们

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工具发展为人类从事

从国际贸易和商务到卫生和教育等诸多

活动的根本基础。在跨国界提供诸如银

行、运输、旅游、在线信息和远程家庭

购物等服务方面，迅捷和可靠的电信网

络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设施。与此同时，

由于电信服务提供方式的变化和通信、

计算机及视频（多媒体）娱乐行业的

融合，国际电联的客户基础也在不断演

变。许多国家在电信行业实行的市场开

放和放松管制政策促使国际电联成员更

多地依赖国际电联的支持来提供新的、

更加注重政策制定和监管指导的服务。

国际电联在其广泛的宗旨框架内规

定了ITU-R的使命。如国际电联《组织

法》第1条所述，ITU-R特别要“保持和

扩大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合

作，以改进和合理使用各种电信”。

如今的国际电联与 
无线电通信

在该使命框架内，ITU-R具体发挥如下作用：

• 划分无线电频谱频段，分配无线电频率，对无线电频率指配和对地静止卫星

轨道中的相关轨道位置进行登记，从而避免不同国家无线电台站之间出现有害 

干扰；

• 协调各方工作，消除不同国家无线电台站之间的有害干扰，改善无线电通信业

务对无线电频率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使用。

• 为卫星和地面气候监测及数据系统的发展和有效运行建立规则性基础和技术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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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的未来
无线系统用于各种应用的增长速度

令人叹为观止。国际无线电通信标准 

（如ITU-R建议书）是全球通信框架的

基石，将继续为种类繁多的新的移动应

用提供平台。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有两项与所有无线电通信业

务相关的主要任务：继续确保对无线电

频谱的有效使用，和开展有关各种无线

电通信业务系统发展的研究。

此外，无线电通信研究组亦进行有

关减灾和救灾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持续开

展问题。

电信对于灾害管理的各个阶段都至

关重要，与灾害相关的应急无线电通信

内容特别包括灾害预测、发现、预警和

救灾。当“有线”电信基础设施在灾害

中遭到严重或完全破坏的情况下，只能

依靠无线电通信业务来开展救灾工作。

无线电通信部门最近取得的一项重

要成就是制定并确立了IMT-2000蜂窝通

信的全球标准。目前，IMT-2000正在得

到广泛部署和飞速改进。IMT-Advanced

则为发展下一代移动业务，即，令人振

奋的新互动式业务（包括快速数据接

入、统一消息处理和宽带多媒体）提供

了全球性平台。

国际移动通信

（IMT）系统的全球

标准制定和频谱确

定将继续成为 

ITU-R未来若干年

的重点活动领域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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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无线电规则 
委员会

无线电 
通信全会

研究组和 
特委会

大会 
筹备会议

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

成员

无线电通信局

无线电 
通信局

无线电通信 
顾问组

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 
通信研讨会

SSD TSD SGD IAP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的组织结构

SSD — 空间业务部

TSD — 地面业务部

SGD — 研究组部

IAP — 信息技术、行政管理和出版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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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线电通信 
大会

无线电通信新世纪的黎明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审

议并修订《无线电规则》–  有关无线电

频谱和卫星轨道使用的国际性条约。大

会根据国际电联理事会确定的大会议程

开展修订工作，议程中将前若干届世界

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建议考虑在内。

WRC根据《无线电规则》对现

有、新兴和未来应用、系统和技术的有

效性、适用性和影响，审议有关改善国

际频谱规则性框架各项方案的研究结

果。WRC针对最为有益和高效地利用

无线电频谱这一有限资源和管理卫星轨

道的方法做出决定。对于21世纪全球经

济发展而言，这些资源不仅价值连城，

而且至关重要。

WRC亦处理世界性无线电通信事

宜，向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和无线电通信

局做出指示并审议它们开展的各项活

动。并为未来WRC的议题建议适当的

主题。

2012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2）（1月23日至2月17日，日

内瓦）的与会者达3000多人，其议程涵

盖涉及近乎所有地面和空间无线电业务

和应用的约30个议项，包括航空移动系

统、卫星业务、移动通信、水上安全系

统、数字广播、固定业务和无线电定位

业务等。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5）将于2015年11月2-27日在

日内瓦召开，大会将研究解决大多数无

线电业务的新频谱需求，并对国际电联

《无线电规则》做出相应审议，从而实

现频谱和卫星轨道的有效利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www.itu.int/ITU-R/go/WR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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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全会（RA）负责确定

无线电通信研究工作的结构、计划并批

准相关研究活动。无线电通信全会通常

每四年举行一次，其时间和地点可与世

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统一一致。

无线电通信全会决定各研究组应研究的

课题，向各研究组分配有关大会的筹备

工作及其他课题，并对国际电联有关大

会的其他要求做出回应。无线电通信全

会亦批准并发表由研究组制定的ITU-R

建议书和课题，确定各研究组的工作计

划，并按需要撤消或成立相关研究组。

无线电通信 
全会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www.itu.int/ITU-R/go/RA/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的十二 

名委员由全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线

电规则委员会委员以兼职方式开展工

作，通常每年在日内瓦举行四次会议。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www.itu.int/ITU-R/go/RRB/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职责为：

• 批准无线电通信局在应用《无线电规则》条款和对成员国提交的频率指配进行

登记时所采用的《程序规则》；

• 处理无线电通信局通过采用《无线电规则》和《程序规则》无法解决的问题；

• 审议无线电通信局应一家或多家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的、未得到解决的有关干扰

调查报告，并制定相关建议；

• 向无线电通信大会和无线电通信全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是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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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 
顾问组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的任务是：

• 审议本部门通过的各项优先工作和相关战略；

• 对各研究组的工作进展实行监督；

• 对各研究组的工作予以指导；

• 就促进与其他组织和国际电联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的措施提出建议。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就上述事宜向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出建议。无线电通信全会

可以将属于其权力范围内的具体事宜交由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完成。

无线电通信局（BR）是ITU-R的执

行机构，主持其工作的主任负责协调该

部门的各项工作。水平高、能力强的一

班工程师、计算机专家和管理人员协助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开展工作，他们与负

责行政工作的人员一道共同组成无线电

通信局。

无线电通信局

无线电通信局的工作包括：

• 为无线电通信大会、全会和包括工作组及任务组在内的研究组提供行政和技术

支持；

• 实施《无线电规则》的各项条款及各区域性协议；

• 对频率指配和空间业务的轨道特性进行记录和登记，保持并完善《国际频率登

记总表》；

• 就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的公平、有效和经济使用向成员国提供建议，对有害

干扰情况做出调查并协助解决有害干扰问题；

• 协调本部门制定的通函、文件和出版物的制定、编辑和分发工作；

• 提供技术信息，组织有关国家频率管理和无线电通信的研讨会，并与国际电联

电信发展局（BDT）密切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www.itu.int/ITU-R/go/RAG/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www.itu.int/I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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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局组织召开有关一般

性频谱管理问题（包括针对发展中国家

特定需求的向数字广播过渡问题）的研

讨会和讲习班。无线电通信局组织研讨

会和讲习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培训、

情况通报会议、研讨会、编撰手册和提

供频谱自动化管理工具等手段在频谱管

理活动方面向成员国提供帮助；在频率

指配的协调和登记以及在适用《无线电

规则》方面扩大为成员国提供帮助的范

围，同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以及新近

加入国际电联的国家的需要。无线电通

信局的目标之一是举办区域性研讨会，

以公平覆盖国际电联各区。有兴趣主办

区域性研讨会的主管部门可以与无线电

通信局联系，无线电通信局将根据时间

和资源情况，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组织

该活动。无线电通信局亦可以应要求在

日内瓦单独组织培训，以便就一般性频

谱管理以及适用《无线电规则》等问题

向主管部门提供帮助。

无线电通信 
研讨会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www.itu.int/ITU-R/go/seminars

无线电通信局将努力，特别是

通过增加讲习班和研讨会数量并与

国际电联其他部门密切合作，更积

极地提供无线电通信领域的帮助并

进行能力建设等方式，与成员进行

更加紧密的合作。无线电通信局还

计划通过定期回顾其流程的方式，

简化其活动，从而不断对其进行改

进并使其更加透明、高效、富有弹

性并更加积极地对成员的需求和期

望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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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对于渴望了解国际无线电通信领

域最新的迅速、复杂变化情况的各方

（如政府机构，公共和私营电信运营

商、制造商、科学或工业组织、国际组

织、咨询机构、大学和技术机构等）而

言，ITU-R出版物是其不可或缺的信息

渠道。

无线电通信局以国际电联的正式语

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

文和西班牙文）提供4500多种纸质出版

物，CD光盘、DVD光盘和在线形式的

出版物亦在与日俱增。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出版《无线

电规则》、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

会《最后文件》、《程序规则》等规则

性文件以及由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制定的

ITU-R建议书、报告和手册。

ITU-R出版物约占国际电联出版物

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可通过下列网站直接订购国际电

联有关无线电通信的出版物、建议书和 

手册：

www.itu.int/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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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部门成员、 
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国际电联汇集了来自业界、国际和

区域组织以及学术界的700多个部门成

员和部门准成员。本着在各国政府和私

营部门之间开展国际合作的原则，国际

电联代表了一个全球性论坛，政府和业

界（包括从世界最大的制造商和运营商

到小型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兴企业）

可由此就影响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

未来发展方向的广泛问题达成一致。

国际电联的

员包括：区域性

和其他国际组织、

区域性电信组织、

经认可的运营机

构、运营卫星系统

的政府间组织以及

科学或工业组织。

有意参与的实体或

组织可作为部门 

准成员参加无线电

通信部门，从而 

有权参与一个选定

研究组及其下属 

小组的工作。

也可吸收与电信/

ICT发展有关的 

学术界、大学及 

相关研究机构参与

国际电联三个 

部门的工作。

国际电联的工作是各经济部门的基础，其基于一致意见的方法使其所有成员都
能畅所欲言。国际电联的工作有助于部署基础设施、实现连接，在世界范围提供有
效的电信服务，并为每个人提供获得ICT的途径。

欲了解如何成为我们的成员的更多信息，请访问ITU-R网页：www.itu.int/members/  

截至2014年2月的国际电联成员统计数字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的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ITU-R
学术成员： 

14 ITU-R 
部门准成员： 

19 

ITU-R
  部门成员：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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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ITU）
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
Place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20
Email: brmail@itu.int
Tel: +41 22 730 5560
Fax: +41 22 730 5785

瑞士印刷
2014年2月，日内瓦

图片鸣谢
国际电联/J.M. Ferré，国际电联/ictQatar，国际电联/M. Zouhri，国际电联/F. Lambert， 
全球星，西门子，诺基亚，Philips Research, Photos.com, PhotoDisc, EyeWire，英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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