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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
如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今年12月是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问世110周年华

诞。《无线电规则》是规范用于无处不在的无线通

信的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的重要国际条约。

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确保无线电通信系统实现无干扰

运行，并为所有国家提供公平获取无线电频谱的机会。无线电

频谱是一种稀有的自然资源，不分国界，需要进行全球统一 

协调。

在“无线”日益流行的时代，《无线电规则》使所有无线

电业务均能共享频谱，同时满足其不断变化的需求、保护现有

业务，并为越来越多的用户和应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无线电频谱和规范其使用已成为国

际电联的主要职能。国际电联成员国作为全球频谱协调方，制

定并不断更新《无线电规则》。

第一套国际规则于1906年制定，主要涉及海上无线电报。

为制定1906年的《无线电报公约》，30个沿海国家于1906年

11月3日聚集在柏林，召开第一届国际无线电报会议并通过了

《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确立了海上船舶与陆地台站之间进行

强制通信的原则。《公约》附件载有第一批规范无线电报的 

规则。

 在“无线” 
日益流行的时
代，《无线电规
则》使所有无
线电业务能够
共享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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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无线电规则》适用于全世界约

40种不同的无线电通信业务，覆盖的频率

范围为9 kHz至3000 GHz。该《规则》现有

2000多页，详细规定了各项管理原则以及国

际电联193个成员国高效协调地使用频谱和轨

道资源的权利和义务，以避免对彼此造成有

害干扰。

自1906年以来，38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对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进行了多次修

订，以回应技术和社会发展。2015年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WRC-15）通过的2016年版

《规则》现已在线提供。

过去的110年历史已经证明《无线电规

则》是完全适用的工具，可在国际合作与相

互理解的基础上规范频谱和卫星轨道的使

用。随着我们这个相互连通的世界变得日益

复杂、无线系统日益普及，因而如今保持无

线电通信大会的步调和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如此才能确保这一宝贵工具能

够与时俱进。 

1906年的无线电报大会聚集了 
30个沿海国家

德国、美国、阿根廷（共和国）、 

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巴西联邦、

保加利亚、智利、丹麦、埃及、 

西班牙、法国、英国、希腊、意大利、 

日本、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挪威、

荷兰、波斯、葡萄牙、罗马尼亚、 

俄罗斯、暹罗、瑞典、土耳其和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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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110年

首届国际无线电大会

1906年，国际无线电报大会在柏林举行，制定了第一
部规范无线电的规则（现称为《无线电规则》），成为

国际电联促进全球通信使命的基石。
国际电联对于无线世界的回应

国际电联在1993年举行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93）上首次同意为2G移动电话进行无线电频
谱划分。

国际电联批准首项数字音频广播标准

对无线电数字音频广播（DAB）的研究始于1981年，
国际电联于1994年批准该技术的首项标准。参见国际电
联广播业务处。

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

国际电联将2015年6月设定为非洲、中东和欧洲以及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模拟转为数字地面电视的最后期限。
请看视频。

迈向IMT-Advanced	mobile（5G）

国际电联就IMT-Advanced的规范达成一致， 
IMT-Advanced是建立下一代交互式移动业务（俗
称“5G”）的全球平台。参见国际电联的IMT-2020 
焦点组。

为全球航班跟踪划分无线电频谱

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号航班失踪后，2015年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将1087.7-1092.3 MHz频段地对空
方向的划分用于飞行器到卫星的传输，以提高未来的空中安
全性。

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促成无线电遇险信号	
共同波长

为回应泰坦尼克号的悲剧，1912年国际无线电报大会
同意为船舶无线电遇险信号规定共同波长，并设置SOS莫尔
斯电码。

国际电联的新名称

《国际电报公约》和《国际无线电报公约》合二为一
成为《国际电信公约》，体现出国际电联的使命是纳入

所有通信技术。

来自太空的无线电信号

1933年探测到来自太空的无线电波，揭开了射电天文
领域的研究，后来进而成为国际电联监督无线电频谱使

用职责的一部分。见国际电联空间业务部（SSD）。

国际电联加入联合国大家庭

加入联合国（UN）以及在亚特兰大市召开的国际无线
电会议上创立的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IFRB），标志着

国际电联开始在无线电频谱的总体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太空时代来临

1957年一颗名为“斯帕特尼克”（Sputnik）的小型
卫星发射成功。六年后，国际电联于1963年举行了一次

空间通信特别行政大会。2016年，国际电联主办了空间与信
息社会全球大会（GLIS）。

对高端频段的需求

由于较低端无线电频段的拥塞，持续长达三个多月外
交马拉松的1979年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WARC-79）

刺激了高端（尤其是20 GHz以上）频段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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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诞生

1927年成立的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更名为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国际电联无线电
通信部门的任务是确保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公平、高
效和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

1992

2016年，国际电联庆祝《无线电规则》	
问世110周年

参见自1906年以来的《无线电规则》数字版汇
编，同时了解更多有关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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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	
规则》	—	成功
应用110年
弗朗索瓦•朗西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数字革命已成为全世界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引擎，无线电通信是多数

这些正在推进的变革的助推器。

无线电通信或为联合国2015年通过的、作为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组成部分

的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形成助力，或

为之提供技术便利。 移动和广播网络、卫星、无线电接力、

雷达、无人机以及诸如Wi-Fi或蓝牙等短距离

设备不断为我们提供着一系列信息和我们无

缝使用的应用，在使用这些应用过程中，我

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赖于一项共同的无

形资源：频谱。

在亚历山大•波波夫（1895年）和

Guglielmo Marconi（1901年）对无线电话做

出决定性试验后仅仅几年，相关方面即一致

认为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以合理方式管理这

一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签署了管理这一

资源使用的第一份国际条约 — 《国际无线电

报公约》（1906年）。该公约附件包含首份

规管无线电报的规则。此后，这些规则由诸

多届世界无线电大会（WRC）扩充和修订，

形成了目前众所周知的《无线电规则》。

 《无线电规则》 
是过去110年中得到繁

荣发展的可持续 
生态系统的基础， 
且已使无线电通信 

成为当今世界的 
根本组成部分。 

弗朗索瓦•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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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的使用出现惊人增长

110年后，我们依然在目睹无线通信使用

的惊人增长。使用无线电传输的创新技术解

决方案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线世界奠定着

基础。无线电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从诸如移动电话和无线电控制手表、无线电

手机等个人装置到家庭和办公网络设备、用

于导航的无线电定位系统、智能交通系统、

智能城市、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地球成像和

气象卫星，再到应急通信和灾害预警系统

等，不一而足。

无线革命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是

移动通信业务自最初问世以来出现的惊人增

长。1990年，全球移动签约用户仅为1100

万左右，到1998年底，该数字增长至3亿以

上，而今这一数字突破了70亿。目前，基

于被称作国际移动通信(IMT)-2000和IMT-

Advanced的国际电联标准的第三代和第四代

（3G和4G）移动宽带系统正在得到全面部

署。

英国邮政局工程师在于Flat Holm岛进行
的演示期间视察马可尼的无线电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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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近40亿用户在享受着IMT业务

带来的益处，且预期到2020年，这类用户将

上升至60亿，因为随着第五代技术（5G）的

大规模发展，物联网（IoT）与纵向活动（如

卫生、交通和零售）的结合将启动并加速数

字变革。

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与促成实现
的大众市场应用

国际电联于1992年举行的世界无线电

行政大会（WARC-92）确立了发展3G的框

架，该框架除包含其它规则条款外，还确定

了各国在部署IMT系统时在全球使用的统一 

无线电频谱频段。

WRC-2000和WRC-07分别开放了1.8 

GHz和2.6 GHz频段以及“首批数字红利”频

段，从而为4G的发展提供了 

框架。

在5G方面，WRC-15开放了“第二批数

字红利”频段，且预期WRC-19将开放更多

的24 GHz以上频段。

《无线电规则》还促成若干大众市场应

用的成功部署，如短波和调频（FM）声音无

线电广播、模拟和数字电视广播、Wi-Fi和

蓝牙、卫星定位（GPS、Glonass、Galileo或

Compass）以及卫星电视接收。现今，全球

10亿多人通过数字地面电视广播观看电视，

另有近乎同等数量的用户在通过卫星天线观

看电视，且自相应技术问世以来，所用频段

均已在数十年中由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

在全球统一。

虽然并非同样令人瞩目但却同样重要的

是，《无线电规则》促成实现了卫星成像和

地球资源监测、空间科学和任务、气象、水

上和航空运输和安全以及民防和国防系统。

移动和移动宽带签约用户（单位：百万）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

移动宽带签约用户

来源：2016年信息通信技术（ICT）的事实与数字（国际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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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历史上若干意义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以下概要介绍自1903年以来，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做出的最为意义重大的决定以

及对《无线电规则》的修订如何在过去110年中促成了无线电通信的可持续发展。

   1903年，柏林 

首届无线电大会于1903年在柏林举行，目

的是确立有关无线电报通信的国际规则。

   1906年，柏林	

来自3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首届国际无线

电报大会。该大会产生了《国际无线电报

公约》，其附件包含该领域的首份相关规

则，且大会决定国际电联局将作为大会中

心管理部门开展活动，因此，国际电联局

的无线电报处于1907年5月1日开始运行。

   1912，伦敦	

第二届国际无线电报大会就船舶无线电遇

险信号的统一波长达成了一致。此外，责

成每一艘船舶都在操作员倾听遇险呼叫时

定期保持无线电静默。

   1927年，华盛顿	

大会将10 kHz至60 MHz的频段划分给多

种不同无线电业务（固定、水上和航空移

动、广播、业余和实验）并成立了国际无

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大会还对可能

带来国际干扰的台站规定了强制性通知 

程序。

无线电报预备大会（1903年，柏林）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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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马德里	

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决定通过新的、能

够反映国际电联各项职责的机构名称：国

际电信联盟。新名称于1934年1月1日生

效，“无线电报”一词亦由“无线电通

信”取代。

   1947，大西洋城	

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国

际电联成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在该

届全权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国际无线电大

会创立了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IFRB），

作为管理《无线电规则》的行政机构开展

活动。上述大会还产生了《国际频率登记

总表》和相关通知和登记程序。

   1959年，日内瓦	

无线电行政大会进一步制定了《频率划分

表》，将其扩展至40GHz，并引入了为空

间研究和射电天文业务进行的频率划分。

大会增强了水上移动和航空业务台站的通

信操作程序，特别是遇险和搜救操作程

序。

   1963年，日内瓦	

非常无线电行政大会为空间无线电通信划

分了频段。

   1964和1966年，日内瓦	

非常无线电行政大会于1964年和1966年分

两次召开，通过了有关航空移动（R）业

务的分配规划。

   1967年，日内瓦	

关于水上移动业务的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

审议了有关水上问题的《无线电规则》部

分（约占《无线电规则》的3/4）。大会修

订了MF/HF/VHF的信道安排，并在《无线

电规则》中引入了诸如选择性呼叫、直接

印字电报和数据业务等新类型通信。

   1971年，日内瓦	

空间电信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划分了迄今

一直由广播、固定、移动、气象和卫星地

球探测业务广泛使用的多数L、C、X、Ku

和Ka频段。

   1979年，日内瓦	

1979年举行的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是国际

电联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大会之一。该

大会修订了整个《无线电规则》并做出了

诸多新的频率划分，包括移动业务使用的

900 MHz频段（航空除外）、卫星无线电

导航业务使用的1.2GHz频段、工业、科学

和医疗业务使用的2.4GHz频段等，为诸多

年后2G移动、GPS和Wi-Fi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该届大会还开放了400GHz以下的 

更高频段，并对程序和相关标准进行了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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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和1988年，日内瓦	

分两次举行的关于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使

用和空间业务规划的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

制定了关于卫星固定业务和卫星广播业务

及相关馈线链路的规划（附录30、30A和

30B），并整合了1区和3区（1977，日内

瓦）以及2区（1983年，日内瓦）区域性

行政大会所做的决定。

   1987年，日内瓦	

关于移动业务的世界无线电行政大

会为移动业务划分了诸多频段，为

1800 MHz、2 GHz和2.6 GHz频段内业务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2年，马拉加•托里莫里诺斯	

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为卫星移动业务 

（1.6、2HE 2.6GHz的非对地静止卫星）、

卫星固定业务（13.75-14 GHz）、卫星广

播业务（声音和高清晰度电视）、广播业务

（声音）和移动业务进行了若干新的频率划

分，并确定全球统一将1.9/2.1 GHz频段用

于IMT，为成功部署3G系统奠定了基础。

   1992年，日内瓦	

增开的全权代表大会将国际电联重组为三

个部门，通过合并CCIR和IFRB形成了国际

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其中包

含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和无线电通

信局（BR）。该届大会还确立了举行 

大会的固定周期，以对技术进步迅速做出

反应。

   1995和1997年，日内瓦	

WRC-95和WRC-97确立了与对地静止

卫星网络进行共用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网络

的全球框架。WRC-2000和WRC-03进

一步完善了这些决定。目前，这已成为开

发使用先进空间和发射技术的新项目的基

础。WRC-97还开放了由高空平台系统

（HAPS）使用的47 GHz和48 GHz频段，

并规定了使用轨道/频谱资源的尽职调查义

务。

   2000年，伊斯坦布尔	

WRC-2000最终完成了《无线电规则》

的简化工作，统一了多种不同程序并

对需强制应用的ITU–R建议书进行了

引证归并。WRC-2000还为IMT确定了

900 MHz、1.8 GHz和2.6 GHz频段，并

通过了HAPS使用1.9/2.1 GHz频段的规

则条件。该届大会为1区重整了附录30和

30A，以考虑到自1988年起出现的技术变

化。大会还为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划分了

1 164-1 300 MHz频段，从而促成世界范

围内相互竞争的商业和政府全球定位系统

的发展。 

   2003年，日内瓦	

WRC-03将5 GHz频段的545 MHz频谱开

放用于RLAN，促成Wi-Fi的持续发展。该

届大会还放松了1992年通过的卫星固定业

务对13.75-14 GHz频段的共用条件，以将

技术进步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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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日内瓦	

WRC-07为移动业务开放了“首批数字红

利”频段（2区和3区为700 MHz，1区为

800MHz），并确定将这些频段用于IMT。

与此同时，450-470 MHz和2.3-2.4 GHz

为世界范围统一使用频段，3.4-3.6 GHz频

段为1区和3区若干国家使用的频段。大会

还为现有的、享有主要业务划分的卫星地

球探测业务补充划分了400 MHz带宽，从

而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研究和探测提

供了便利。 

WRC-07还修订了C和Ku频段内须遵守附

录30B的、使用1.6GHz频谱的卫星固定业

务的技术和规则条款，以考虑到自1988年

起出现的技术变革。作为无线电通信“鼻

祖”的莫尔斯电报不再出现在《无线电规

则》之中。

   2012年，日内瓦	

WRC-12为卫星气象业务进行了附加频谱

划分，并更新了进行冰云和降水测量以及

暴风雨雪监测和气候研究的无源传感器的

发展条件。还为无人机系统、HAPS网关和

空间物体发现系统的地面部分进行了新的

频率划分。WRC-12亦通过了旨在促进海

洋雷达操作的条款，并强化了有关轨道/频

谱使用的尽职调查规则。.

   2015年，日内瓦	

WRC-15为1区的移动业务（IMT）开放

了“第二批数字红利”频段（700MHz）

，全球范围内的该数字红利频段为

3.4-3.6GHz频段。该届大会还在13.4-

13.65 GHz和14.5-14.8 GHz频段内为卫星

固定业务做出了若干划分，以平衡三个区

的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频段。 

针对国际民用航空的迫切要求，WRC-15

还开放了空间台站接收航空器ADSB信号

使用的1087.7-1092.3MHz频段，从而促

成实现全球航班跟踪。 

WRC-15还为无线电定位业务划分了

78 GHz频段，为全球旨在避免碰撞的汽车

雷达提供了统一频段。4 200-4 400 MHz

频段被划分给机载内部无线通信系统

（WAIC），以方便未来取代航空器中的

线缆。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5/
20

16

12

(成功应用110年)

http://handle.itu.int/11.1004/020.1000/4.132.43.zh.500
http://handle.itu.int/11.1004/020.1000/4.133.43.zh.500
http://handle.itu.int/11.1004/020.1000/4.297.43.zh.500297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进程

从其问世起，WRC进程即在持续得到改

善，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技术促成实现

的新应用，调整国际规则框架，因为这些新

应用改变着有关对频谱的需求。

为了正常运行，所有无线电通信系统都

需要使用具体无线电频率，同时充分利用这

些频率的各不相同的传播特性。然而，具体

无线电频率由物理法则而非国家边境主宰，

因此，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国际社会确

立了全球规则框架 - 《无线电规则》，以确

保频谱的统一使用并避免无线电干扰1。对于

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而言，遵守这一框

架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业务

得到国际认可，并与国际电联其它成员国主

管部门的业务相兼容。

第5条和《频率划分表》

《无线电规则》的主要部分是其第5条及

《频率划分表》，该条规定哪种无线电通信

业务可在哪部分频谱中得到使用。这些频率

划分的做出是为了确保通过规则程序和相关

技术标准，在特定频段得到划分的业务能由

不同国家平等使用且不会产生有害干扰。这

些都由《无线电规则》的相关条款、其附录

以及WRC通过的决议和建议和需强制应用的

ITU-R建议书予以规定。《无线电规则》公开

免费提供。

关于频率划分的第5条提供各区域之间和

区域内的高度频谱统一。对此具有辅助作用

的是并非具有强制性但多数国家迅速采用的

频谱确定，以实现全球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

效益。其中特别突出的事例是为IMT确定的频

谱，这些已促成实现了3G和4G宽带移动网络

的和谐发展，预期在5G方面也将具有同样的

作用。

鉴于对频谱的巨大需求，自1979年以

来，各方对《无线电规则》进行了定期修订

和更新，以适应现有系统的迅速扩大和新的

需要大量频谱的先进无线技术的发展步伐。

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构成更新这一

进程的核心（见图）。

1 按照国际电联《组织法》，国际电联负责频谱划分和频率
指配以及轨道位置和其它卫星参数的登记，以避免不同国
家的无线电台站之间出现有害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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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通过的《无线电规则》的修改包含

在《最后文件》中，该文件也包括随后一届

WRC的议程草案（由国际电联理事会正式通

过）。因此，WRC的进程是一种常设进程，

主要输入包括：

   由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开放的ITU-R研究组

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涉及到WRC议

程所含问题的技术、经济、规则和操作方

面。这些研究结果纳入ITU-R建议书和报

告之中，并由大会筹备会议（CPM）报告

予以总结，但本质上不具有约束力。

   大会六月之前通过的CPM报告，该报告是

各个成员国制定提交WRC提案的基础。

   由十二名来自各区域的、选举产生的委员

构成的规则委员会（RRB）所做的工作。

该委员会负责通过在实施中对《无线电规

则》形成补充的《程序规则》，并在应用

《无线电规则》过程中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发挥裁判作用。

   负责管理《无线电规则》应用并为整个 

进程提供支持的无线电通信局（BR）的 

工作。

RA
无线电通信全会

WRC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无线电通信局

CPM
大会筹备会议

ITU-R 
研究组

Rec
ITU-R建议书 RR

无线电规则

RRB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

RoP
程序规则

CPM 
报告

最后文件

下一届
WRC议程
由国际电联 
理事会通过

国际电联成员国	
ITU-R部门成员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进程

ITU-R: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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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性

在该进程中，形成一致意见是一种常备

不懈的做法，目的是确保无论是否具有约束

力的决定都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落实，从

而增强统一性。一致意见还能确保相关决定

不会干扰业已得到部署的网络的业务。《无

线电规则》是国际性条约，负责修改规则的

WRC是条约制定大会。

通过一致意见做出的决定可保证随着该条

约的演进发展，能够继续在各国立法当中得

到体现并由各国政府予以执行，因为后者是

WRC《最后文件》的签署方。出席WRC-15

的150个成员国在该届大会结束之际签署了大

会的《最后文件》。

形成一致意见对于WRC的四年预备周期

是极为重要的。一致意见是在六个区域组的

领导下取得的，这些区域组定期召集区域性

筹备会议并制定提交大会的共同提案。除了

ITU-R研究组和CPM对筹备进程给予的支持

外，非正式区域间协调会议也有助于进程的

推进。

在此基础上，严谨的技术、操作和规则

研究工作确保WRC引入的《无线电规则》的

修改适应迅速变化的技术和社会环境、在所

有情况下都将有害干扰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并实现保护现有需求和满足新兴需求之间的

应有平衡。

由于多年来不断得到完善且目前已变为

常设进程的这一进程，下一届WRC的筹备

工作在上一届大会结束之后立即开始，且通

过各国政府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普遍承

诺，《无线电规则》提供一种稳定和可预测

的全球性框架，确保本行业数万亿美元的投

资长期得到保护。《无线电规则》是过去110

年中得到繁荣发展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基

础，且已使无线电通信成为当今世界的根本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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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日内瓦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5）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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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多名与会者出席了WRC-15，这些与会者	

来自163个国际电联成员国和

131个观察员组织

(WRC-12)
1月23日-
2月17日

瑞士日内瓦

(WRC-03)
6月9日-
7月4日 

瑞士日内瓦

(WRC-97)
10月27日-
11月21日
瑞士日内瓦

(WRC-07)
10月22日-
11月16日
瑞士日内瓦

(WRC-2000)
5月8日-
6月2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WRC-95)
10月23日-
11月17日
瑞士日内瓦

2015年	
(WRC-15)	
11月2-27日，	
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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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

负责更新《无线电规则》，该规则是规范无线电频率频谱及对地静止和 

非静止卫星轨道的使用

移动
卫星

水上
应急

航空
广播

科学

确保各种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平等并经济地使用 
无线电频率频谱的国际条约。

国际电联往届无线电通信大会

国际电联下一届世界无线电通信	
大会	(WRC-19)	将于2019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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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移动世界的基石
Mats Granryd

GSMA（GSM协会）总干事

移动网络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

个固有部分。它帮助我们与朋友

和家人保持联系，使工作尽在掌

握，监督健康状况，管理家庭和企业，进行

金融交易等，不一而足。没有移动网络的生

活几乎无法想象。

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构成无线电频谱

管理国际框架的核心，为现有无线电业务提

供保护，同时引入新的和增强型业务。1906

年在柏林针对规范无线电报的第一版《无线

电规则》开展谈判的代表们显然不知道他们

开启了一个怎样的时代。在那时，确实很难

想象今天会有48亿人通过全球可互操作的移

动网络实现相互连接。

移动网络对国家繁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2015年，移动产业生成产值3.1万亿美

元，占全球GDP的4.2％，为公共资金贡献了

4 300亿美元。如果没有国际电联对移动频谱

进行的协调统一，这一增长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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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协调统一的重要性

频谱协调带来规模经济，从而使移动业务

和手机更加经济实惠。从1979年的900 MHz

频段开始，《无线电规则》为我们天天依赖

的高速移动宽带网络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

是1987年的1.8 GHz频段、1992年的2 GHz频

段、2003年的2.6 GHz频段与2007和2012年

的700/800 MHz频段，从而以全球统一的方式

使3G和4G网络得到开发。

移动已经给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带来天翻

地覆的变革影响，移动运营商和政府需要继

续合作，以确保全面实现移动的潜力。这对

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至

关重要，因为移动网络有能力以其他技术无

法匹敌的方式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面向仍未连接的人群，
提供数字包容性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2015年：44%
2016年：60%

面向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群，
提供金融包容性
截至2015年，

90个国家有270项正
在运转的业务

提供创新的新型业务和应用
M2M的连接数量将在
2020年达到10亿

移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移动行业对GDP的贡献

2015年 3.1万亿美元3.7亿美元2020年增至

4.2%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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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在于连通，更在于通过连通实现

的各种能力。例如，移动运营商已经在向世

界上90多个国家超过4亿无银行账户的人提供

金融服务，并且将在适当的环境下进一步拓

展此类服务。移动还在帮助减少移动性别差

距，实现发展中市场的女性与提高生活质量

的服务之间的连接，尤其体现在移动互联网

和移动货币方面。

改善移动网络覆盖的必要性

成功的一项关键推动因素将是政府及时

释放更多通过国际电联程序确定的统一频

谱。具体而言，数字红利频谱以及未来更多

700 MHz以下的频率需要实现价格可承受，

以便支持改善移动网络覆盖。政府应该抵制

人为提高频谱接入价格愈演愈烈的趋势，应

当共同努力，使仍然无法接入互联网的人实

现接入。

国际电联无疑在通过移动能力为数十亿

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我们需要以这一成功为基础继续努

力，而不能躺在现有成绩上止步不前。随着

落实WRC-15成果的工作继续推进，面向

WRC-19的筹备工作加速进行，我们必须铭

记，能否使数亿人首次实现连接，这取决于

接下来的工作。

更新《无线电规则》以反映对频谱使用

不断变化的需求至关重要。每个市场上的移

动运营商都需要及时获取适当条件下适当数

量和类型的频谱。速度、覆盖面和质量将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当我们迈向下一代网

络时，我们不能忽视频谱统一的价值，因为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组共同、统一的频段来

支持5G。

移动运营商、政府和国际电联需要携手

合作，使所有的人和物都能与更美好的未来

相连接。我们本着创造和协作的精神在110年

前起步，今天让我们秉承同样的精神继续 

努力。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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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与卫星通信
Aarti Holla

EMEA卫星运营商协会（ESOA）秘书长

具有独特架构和作用的国际电联 

《无线电规则》自制定之日起就

即对卫星通信行业的成功提供了

帮助。

卫星具有国际化性质，虽然各国对无线

电频谱使用依然保有主权，但无线电波本身

对边界却并不遵守限制。

全球对于《无线电规则》的尊重确保了

监管的稳定性，这对于吸引卫星行业所需的

高昂的前期投资来说极为重要，其回报只能

通过卫星公司的长期运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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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行政管理驱动的、一致同意为

基础的国际电联方式正在进一步发展，为 

《无线电规则》在当今迅速变化的电信环境

中提供了日益增长的相关性：《无线电规

则》有效地成为为全球社会整体利益的频谱

使用的仲裁者，避免了仅基于任何一个行业

的经济考虑或任何一个世界地区的需要而做

出的决定。

无线电通信行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历

不可思议的变革，15年前纯粹是科幻的内容

现在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而进一步发展总

是近在眼前。

就频率使用达成的共识

虽然这些进步似乎为以更快更有效的方

式连通世界提供了无限可能，但由于重要的

经济、社会或地域差异需要不同的技术解决

方案来以对人口的需要，制定政策时需要将

全世界所有地区纳入考虑。

在卫星行业内部，我们最近就看到《无

线电规则》在就C波段频谱的使用产生的争论

中发挥的作用。

由于可在即便最具挑战性的气候条件下

抗击雨衰，C波段的卫星服务以能够在世界许

多地区提供范围广泛的关键且无可替代的电

信服务而获得认可。但是，移动地面产业亦

将目光锁定C波段，以帮助满足其日益增长的

能力需要。

归功于在国际电联成员国层面的全面公

开的辩论，对于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频率来

应对地球上整体的电子通信需求已达成了共

识。虽然一部分C波段可被用于国际移动通信

（IMT）业务，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5）修订后的《无线电规则》就确

保当前和未来世界上C波段使用对其来说至关

重要的地区的卫星基础设施投资的监管环境

达成共识。

展望未来，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社会正在就

更高（Ka、Q和V）频率波段进行类似讨论。

卫星行业已经对Ka波段制定了大量流动和计

划投资，以开发下一代高吞吐量卫星—这是在

当今信息社会提供更大容量以连通整个星球

的关键。在这方面，国际电联WRC-15进程

达成协议，不研究用于未来IMT识别的卫星Ka

波段，以维持电信连通性解决方案的平衡。

国际电联机制和《无线电规则》在平衡

世界的连通性需求和弥合数字鸿沟方面为无

线通信行业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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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及所有国家和行业

国际电联的民主过程是独一无二、谨慎平衡

的。该过程尊重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和行业的利

益，而不仅仅是小部分的期望。虽然个别人的期望

未能得到完全满足 — 从整体上来看世界得到了更好

的服务。国际电联在这个历史上技术变革最迅速的

背景下就前进道路达成共识的能力应得到赞扬。

在今天这个伴随不断增长的对于频谱和共享的

压力的快速演进的电信世界，只有通过保持而不是

削弱国际电联以及《无线电规则》的相关性，我们

才能确保惠及所有电信行业和世界区域的频谱的全

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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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与水上通信
Kitack Lim

国际海事组织（IMO）秘书长

有
记载的首次水上营救是1899年由

一条由无线电发送的遇险信息引

发的。当时，在英国多佛海峡古

德温暗沙的灯船无法通知海岸当局派出一艘

救生艇来救助搁浅的德国船只Elbe号。

从那时起，船运就受益于地面无线电通

信以及后来的用于水上遇险和安全通信的卫

星通信的发展，以及船对船和船对岸的一般

通信的更加广泛的发展。

水上无线电通信已通过报警、定位和搜

救等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为水上人员救援提

供帮助。《无线电规则》中规定的离散频率

和严格操作程序的使用已经挽救了大量生

命。无线电通信进一步为在水上的船员和乘

客提供了与在岸上的亲友的社交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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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将“SOS” 
设定为国际水上 

遇险呼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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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的显著发展与国际监管的需

求是分不开的，以确保用于不同业务的频率

的无干扰使用和全民可接入，以及对用于遇

险和安全的特定频率进行保护。

专属水上移动的早期岁月

1906年通过的首部《无线电规则》

将“SOS”设定为国际水上遇险呼叫的“求

救信号”。但是，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遇难

表明需要做出改进。几个月后，在伦敦举行

的1912年国际无线电报会议就船只的无线电

呼救信号常见频率达成一致。此外，每艘船

只都被要求每隔一段时间保持一阵无线电静

默，操作员在此期间应监听遇险呼叫。

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1903、 

1906和1912年召开的头三届国际电联无线电

大会专门用于讨论水上移动服务。

水上生命安全的基础

两年之后，在1914年伦敦召开的海事

会议上通过了首个《国际水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其中包含关于无线电报、救

生和防火、导航和建设的章节。这为现在生

效的当前使用的范围大为扩展的《国际水上

人命安全公约》奠定了基础。

在根据1948年通过的一项公约将国际海

事组织（IMO）被确立为联合国（UN）负责

航运事务的专门机构以及1947年国际电联被

认可为联合国电信事务的专门机构之时，两

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就已得到巩固。

水上无线电通信的发展明确需要考虑到

IMO规定的操作需求和国际电联规定的监管

需求。

海事卫星通信

国际海事组织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

研究专门用于海事目的的卫星通信系统。

于是，在IMO的资助下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INMARSAT）于1979年成立，用于提供海

事卫星服务，并最终进一步建立和通过了全

面的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

在每一步行动中，与国际电联的合作都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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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和1987年的世界移动业务无线

电行政大会（WARC MOB 8和 87）通过

了《无线电规则》对GMDSS频率、操作

程序和无线电人员规定的修订。以这种方

式，国际电联为GMDSS的实施搭建了一

个适当的监管框架。GDMSS在1999年全

面投入运行。

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的 
现代化

今天，国际海事组织正在致力于

GMDSS的现代化以及电子导航的实施，

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电联水上无线电

通信事务联合专家组与国际电联进行重要

的联络工作。

在几乎所有无线电通信部门对于频谱

需求都持续增长以及出现诸如航运网络安

全等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海事组织对于

保障分配给当前海事服务的频谱使用以

及继续与国际电联进行密切协作表示明确

关注。

在国际电联庆祝《无线电规则》110

年华诞之际，我对国际电联表示祝贺，并

期待双方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通信一

往无前发展的世界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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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与国际电联：	
庆祝110年活跃
的伙伴关系
柳芳博士 

国际民航组织（ICAO）秘书长

在国际无线电电报公约诞生的 

1906年，航空与其它无线电通信

一样，仍处于发展初期。

当时，全世界的发明家、开拓者和梦想

家都在孜孜不倦地发明各式各样的飞行器，

从气球和滑翔机到最终发展到配备动力装置

的、重于空气的载人飞行。

航空运输在促进和平与繁荣中的作用

今天，航空运输通过为民众和商业提供

独特、安全、有保障且快速的全球连通的方

式，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繁荣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而航空运输在支持全球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广泛目标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   —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3个目标

直接得到国际民用航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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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电联 
和无线电管理 

社区的努力下， 
《无线电规则》

不断适应航空
的需求。 

柳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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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航空旅行数字将翻倍

现在，全球航空网络中每天都有100 000

架飞机起落，运送无数吨货物和超过1000万

旅客前往全世界的目的地。

目前的预计显示，到2030年，这些数字

将要翻一番，无论飞机飞到哪里，航空业都

将继续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无价的收益。

这一令人惊叹的增长是建立在日益提升

的本部门最经久不衰的两项“遗产”：航空

安全性和效率的基础上。

《无线电规则》在航空运输成就中 
发挥的作用

国际电联的《无线电规则》以及相关的

国际监管框架在上述成就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 飞行操作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充分和受到恰当保护的）无线电频谱的

可用性。

支持用于通信、导航和监控（CNS）的

航空无线电系统的高度完整性和可用性要求

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通过认识到CNS无线电通信在关键的安

全方面的需求，《无线电规则》在国际层面

上赋予其特殊级别待遇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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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0

中包含的我们对于CNS系统的标准和建议措

施（SARP）中体现的国际民用航空管理局

（ICAO）的监管规定提供补充和支持。

《无线电规则》亦在拥有为数众多、形

形色色的频率用户的通用电信环境中非常动

态化地演进。相比之下，国际民航组织的标

准和建议措施对空中导航的操作安全性方面

做出响应，并由航空界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制

定和达成一致。这两套监管规定构成了一个

有效和久经考验的框架，在此框架内，现代

航空CNS技术得以进步和改善。

随着创新型航空应用的引进，在国际电

联和无线电管理社区的努力下，《无线电规

则》不断适应航空的需求。这清晰地说明，

即便历经110年，《无线电规则》仍是一套非

常灵活的机制，以独特方式适应提供给各类

用户的现代无线电通信的发展和改善。

WRC-15为航空器飞行追踪和遥控 
驾驶航空器系统分配频谱

体现国际电联对航空需求响应能力的两

个最新的明显例子发生在去年的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WRC-15）上。第一个例子是就

航空器发出的用于航空器全球追踪的广播式

自动相关监视（ADS-B）传输天基接收的新

频率分配达成一致。这一成果是国际电联和

国际民航组织密切合作过程的顶点，是在创

记录的时间内取得的一个全面有效的响应。

第二个例子与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

（PRAS）相关。PRAS是一项用于创新性民

用航空的具有极大潜力的技术。WRC-15就

与用于指挥和控制遥控驾驶航空器链路的固

定卫星业务（FSS）频谱的使用相关的监管频

谱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WRC-19将研究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
安全系统的需求

展望未来，WRC-19将研究用于新的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

（GADSS）的引进和使用的频谱需求和规则

条款，同时对站点机载亚轨道飞行器进行研

究。对这一技术已经在概念层面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讨论，现在已经接近于成为现实。

依靠长久的伙伴关系

面对这些未来技术的挑战，航空业界将

继续依靠我们在过去110年中与国际电联保持

的长久伙伴关系，以确保《无线电规则》继

续发挥在指导和支持惠及我们所有人的航空

和其它通信创新方面的全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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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	
广播电台的命脉
Simon Fell

欧洲广播联盟（EBU）技术和创新部主任

国
际电联和欧洲广播联盟（EBU）

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频谱规划领

域的兄弟”。在上世纪20年代

初，国际电联就出色地管理着无线电报。但

当时中波段无线电广播才刚开始在欧洲和其

它地方蓬勃发展。

对于广播听众来说，当时情况非常混乱。

不同国家使用的频谱“向所有人开放”。 

在太阳落山以后，中波段（MF）可以传播很

远。在法国的听众可能正在惬意地听一个法

国电台的严肃音乐会，却被音量逐渐增强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阿瑟叔叔”和他

的“孩子们你们好”广播秀插入打断。太吓

人了！

采用MF频率方案消除欧洲的混乱

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于1922年，

由一位名叫约翰·瑞斯（John Reith）的工程

师领导。他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他推广了

一个想法，即广播电台应联合起来，创立一

家机构来起草可消除混乱的欧洲MF频率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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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国际电联进行 

这项工作 — 与各国 
达成协议，并将 

结果编入《无线电 
规则》目录 — 广播

将不复存在。 
Simon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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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定了。1925年4月，国际广

播联盟（IBU/UIR）在日内瓦成立。这

是如今欧洲广播联盟的前身。IBU为中

波段广播制定了第一个频率方案。约

翰·瑞斯还同意将他手下的节目主任阿

瑟·巴罗斯（Arthur Burrows） — 是

的，就是那个向孩子们广播的“阿瑟叔

叔” — 调往日内瓦担任IBU的秘书长。

广播的频率规划随后被国际电联采

纳，但对广播电台来说这一直都是非常

重要的问题。

“冷战”的紧张局势导致IBU 
一分为二

在上世纪40年代末，“冷战”局

势非常紧张，以至于1951年西欧和东

欧的IBU成员一分为二，即EBU/UER和

OIRT。令人高兴的是，在1993年两个

机构又合二为一，保留了EBU/UER这

个较新的名字。

七个“姊妹联盟”加入EBU和
OIRT

在1956年、60年代和70年代，七

个“姊妹联盟”加入了EBU和OIRT。

这七个联盟的成员的听众和观众遍及全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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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亚太广播联盟（ABU）、 

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ASBU）、非洲广播

联盟（AUB）、加勒比广播联盟（CBU）、

国际广播协会（IAB/AIR）、北美广播联盟

（NABA）和伊比利亚美洲电信组织 

（OTI）。这些联盟在世界广播联盟（WBU）

技术委员会中携手合作。我们在许多方面协

调我们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频谱管

理 — 这正是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的核心

所在。

高度依赖国际电联的《无线电规则》

国际广播联盟的成员国高度依赖国际电

联《无线电规则》。在一个国家内，各国对

于广播的内容和在哪里享有最高权力，但广

播扩散到其它国家的潜力必须有所控制，即

必须对国际干扰进行管理。如果没有国际电

联进行这项工作 — 与各国达成协议，并将结

果编入《无线电规则》目录 — 广播将不复存

在。

世界广播联盟不断致力于协助国际频率

规划进程。关于地面和卫星广播已经召开了

一系列规划会议，我们在这些会议中发挥了

主要作用，并经常负责准备在会议中使用的

用于频率规划的计算机程序。

归功于EBU的频率规划计算机程序

其中的一位是亨利·默滕斯（Henri 

Mertens）教授。他是我们EBU在布鲁塞尔的

工作人员。他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为WARC-77

的成功召开添砖加瓦。正是那次会议为卫星

广播的腾飞奠定了基石。其他我们的人员

还包括驻日内瓦的EBU员工肯·亨特（Ken 

Hunt）和泰瑞·欧里尔（Terry O’Leary）， 

他们负责创建了供WRC 95使用的大部分软

件。WRC 95为数字地面广播奠定了基础。去

年是那次划时代的会议的20周年纪念，国际

电联亦其如其分地进行了庆祝。

WRC-15同意将剩余的UHF频谱留给
电视广播

最近一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5）于2015年召开。对于WBU的成

员广播电台来说这是一届重要而令人紧张的

盛会。我们曾经，并且现在还认为将剩余的

UHF频谱留给电视广播主要是为了公共利益。

我们很高兴与会议达成了一致。移动技术正

在进步，但还未到达取代广播的地步。毫无

疑问，广播正在紧紧跟随诸如5G — 假以时日

该技术可能在效率、话费和能力上与广播媲

美 — 之类的技术的演进。

广播联盟与国际电联的合作已经持续了

90年，国际电联的工作对广播电台提供的服

务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反过来也对全世界的

生活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电联完全有

资格对其成就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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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通信的	
保障	—	标准和	
频谱
Phil Kidner

TCCA首席执行官

关
键任务通信市场全球用户不足

1000万，与数十亿的移动网络消

费者和商业用户相比微不足道。

然而，那几百万用户担负着保护人民和财产安

全的责任。他们是你我在危急时刻赖以生存

的人。他们工作在公众保护与救灾（PPDR）

机构，其中包括公安、医疗、火警和救援服

务、武警、国家边防和军队。关键通信还广

泛用于具有潜在危害性的行业，如航空、水

上和地面交通、公用事业、采矿、石油和天

然气。

必不可少的应急通信服务

今天，关键任务通信市场一直采用满足

这些用户具体需求的专用技术。呼叫后备力

量的警官需要立即接通，需求需要得到即刻

的回应。重大事件中应急服务的协调依赖通

信保障。如一架飞机需要在机场迫降，需要

即时向许多人发出报警，不容出现不良信号

或掉话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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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需要 
公众保护与 

救灾机构之间 
开展的 

国际合作
Phil Ki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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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通过《无线电规则》以统一协

调的方式在多年前就将频谱划分给这些技

术，使这个行业从创新、竞争和规模经济的

收益中取得巨大成功。后两项收益对于关键

任务通信市场尤其重要，但例外依然存在，

全球许多政府面临没有足够划拨给应急通信

服务的预算问题。

对宽带的需求与日俱增

然而，无线电波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的

关键通信技术完全支持话音和一些数据要

求，但不支持宽带。随着宽带连接的普及，

消费者和商业世界对移动数据的使用充分显

示出我们多数人未来工作和生活的方向。

将LTE（长期演进）用于关键宽带利用以

数据为中心的操作为PPDR用户的工作添砖加

瓦。这意味着对从事件现场到控制中心实时

视频流等应用的支持。

但是，为提供关键宽带通信服务，行业

需要复制今天所使用的窄带技术的特性，特

别是当今世界最通用的关键任务通信技术

TETRA（地面中继无线电）。LTE不是为关键

任务而设计的。为将此应用纳入支持范围内

正在开展大量的标准化工作，使关键宽带能

为为当今技术的未来锦上添花。

同时，关键宽带还需要统一的频谱。这

需要跨国合作并为制造商和用户打造具有竞

争性和成本高效的市场。

国际电联如何推动实现

国际电联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5）上，国际电联成员国审议了

PPDR所需要的更多协调频谱范围，163个成

员国就一项举足轻重的决议达成一致。第646

号决议（WRC-15，修订版）鼓励各主管部

门尽量使用PPDR专用频段，凸显宽带的作

用。

这意味着，尽管现有TETRA等技术将继

续支持PPDR的需求，但不断增长的宽带应用

需求必须得到满足。该决议亦考虑到，许多

主管部门希望促进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应急和

救灾中使用的PPDR通信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和互通。

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在区域和国家层

面仍需努力以实现全球统一频谱的目标。今

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PPDR机构之间开展

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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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与科学业务
John Zuzek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第7研究组主席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第7研究组负责科学业

务。这些业务涉及空间操作、空

间研究、地球探测与气象、遥感（包括无源

和有源系统）、射电天文和雷达天文系统，

以及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业务的传播、接收

和协调系统。

这些无线电业务支持标准时间和频率信

息的传递，获取有关地球及其大气层的重要

数据，研究其它行星和地外天体，探索太阳

系，甚至是一窥宇宙自身的历史。用于上述

目的的系统会对所有地球公民产生深远影

响，范围从研究监测气候变化到帮助气象学

家预测天气，从辅助预测和监视自然灾害到

太空人机探索不一而足。鉴于这些系统有助

于人们了解和保护重要自然资源，防止人们

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将为实现联合国

在2015年在《2030年议程》中通过的诸多可

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为认可保护 
地球观测系统对 

全人类的重要性， 
《无线电规则》 

还增加了 
特别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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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科学目的的系统和接收机的 
灵敏度

用于科学目的的大多数系统使用需要干

扰保护的高灵敏度接收机。例如，射电天文

接收机特别容易受到空载或卫星发射器的干

扰，这与在深空工作（即在地球以上 

2 000 000公里）负责执行空间探索任务的高

灵敏度数据接收机并无二致。地球观测卫星

的有源和无源遥感设备面向地表和大气层，

易受在地表或近地表操作的发射机的干扰。

这些高灵敏度接收机之所以能够成功操作，

是因为相关无线电业务不仅得到了某些频段

的划分，而且《无线电规则》中的许多特别

条款为其提供了规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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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无源传感器和射电天文接

收机试图接收并处理由物理规则确定的，在

特定频率上自然出现的极弱无线电信号。因

此，如果此类信号受到干扰破坏，则无法简

单地使用另一频段获取相关信息。此类信息

将不复存在。

保护数据传输链路丢失或损坏

一旦探索其它地外天体的地球观测系统

或航天器获取了科学数据，必须将这些数据

发送至地球供科学家使用。此外，必须为这

些数据传输链路提供保护，否则科学数据可

能会损坏或丢失。

尽管《无线电规则》帮助并对上述系统

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及为科学工作提供支持的

例子不胜枚举，但过去十年《无线电规则》

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尤为值得关注。 

保护频段和地球观测系统

虽然为支持地球观测、气象预测和射电

天文观测禁止在某些频段执行发射操作，但

《无线电规则》仍为保护上述部分频段免受

带外干扰制定了补充条款。 

除此之外，为认可保护地球观测系统对

全人类的重要性，《无线电规则》还增加了

特别条款。在我们继续研究并尝试了解地球

气候变化方式，评估它给全球极端气象事件

所造成影响的过程中，这一做法显得尤为重

要。

为科学业务使用无线电频谱提供保护

为科学业务划分的频段给科学业务提供

了支撑并将继续为其提供保护，另外《无线

电规则》中旨在为科学业务使用这些频段提

供保护的相关条款亦将发挥同样的作用。从

太空看地球，并无国家、国界和种族之分。

但为确保人人能够将无线电频谱用于科学研

究，《无线电规则》要求的国际合作必不可

少。 

有赖于各国主管部门的执法

在连通性与日俱增的世界里，预计会有

几十亿移动设备在划分给科学业务的频段内

或附近操作，因此这些业务的未来将愈发依

赖各国主管部门为执行《无线电规则》这些

设备的功率限制而付出的努力。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5/
20

16

37

(业务)



为划分无线电频谱频率，
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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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频谱协调
Abdoulkarim Soumaila

非洲电信联盟（ATU）秘书长

电
磁波谱可按照特性分为适合一类

通信类型使用而不适合另一类使

用的各个频段。这种现象同其他

自然资源（例如土地资源）类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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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规则》是 
世界范围的终极频谱 

协调培育工具。 
Abdoulkarim Souma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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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频谱协调 
如此重要？

协调对于从自然资源中获得最大益处来

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协调是通过将属性与

使用类别的最佳匹配来实现且尽可能远地传

播时。频谱协调可将从中获得的益处最大

化，包括：

   规模经济：来自提高的产品产出的成本优

势。规模经济崛起的原因是生产的数量与

每单位固定成本的反比关系。例如，世界

各地大量人口对于手机的广泛购买使得针

对世界市场的手机制造商下调手机价格成

为可能。

   协调可极大推动投资。后者创造巨大的单

一市场，其投资经济比小型细分市场有利

得多。协调带来所谓的“正确信号”，因

为它实际包含了对于任何高投入投资都至

关重要的相关政府支持。

   最大程度减少跨境干扰风险：频谱波束 

并不“遵守”国际边界。完全限制一个 

给定国家边界内的频谱波束基本上是不可

行的，这种做法存在有害跨境干扰的现实

风险。协调能够减少这种风险，因为使用

拥有类似特性的系统有助于边界地区的 

兼容。

   协调可极大促进研发。研发基金和研发活

动都得以增加并专注于协调的频带，因为

制造商致力于在该频带内的设备引进竞赛

中获胜。增强的研发活动惠及各利益攸关

方， LTE/4G智能手机的使用就是一个例

子。

   加剧竞争通常能够给用户带来当更多供应

商急于以较低的价格和/或者更高的质量提

供产品时才能获得的好处。例如，众所周

知，随着竞争的加剧智能手机的价格已经

下降。

   未来协调：今天的协调培育着明天的协

调，这将确保世界继续将频谱带给所有人

的益处最大化。

《无线电规则》在培育 
协调方面的作用

《无线电规则》是世界范围的终极频谱

协调培育工具。协调通过对不同无线电通信

服务使用的不同频带的分配来实现（例如，

世界范围内470-608 MHz频带基本上被分配

给广播服务使用）。《无线电规则》规定了

40多种无线电通信服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WRC）采用可通过适当的协调程序来兼

容分配给每个频带的服务的方式规定频带的

分配和各频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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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协调的原因，有时指配一条频带或

该频带的某一部分用于特定技术条件下的特

定系统或应用十分重要。这被称为“指配”

（例如WRC-15就将694-790 MHz频带指配

给国际移动通信系统（IMT）使用）。

为适应频谱使用方面的历史差异，并培育

渐进式协调，世界被分为三个区域（第1区：

非洲、欧洲、中东和独联体国家（独立国家

联合体）；第2区：美洲和第3区：亚太）。

有时只有在区域或次区域层面上才能实现协

调。当在这些层面上无法形成协调时，国家

或国家集团可通过在《无线电规则》中添加

脚注的方式选择划分/指配不同频带。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的“妥协”

频谱的划分和指配是通过在每四年举行

一次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上对

《无线电规则》进行审议的方式进行的。因

此，频谱协调是建立在国家、次区域、区域

和全球层面上将近四年的积极准备的基础

上。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并在国际电联的全

球筹备机制的协助下，利益攸关方进行了许

多妥协，这才带来WRC上的协调。

从1992年起，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就 

将若干个频段在世界范围内划分给移动 

服务并指配给国际移动通信（IMT）： 

1992年：1.9/2.1 GHz；2000年：1.8 GHz 和

2.6 GHz；2007和2015年：450 MHz、700、 

800 MHz、900 MHz、2.3 GHz和3.5 GHz。

这些频谱协调决定为3G、4G和5G的开发奠定

了基础。

在WRC-19上为IMT 2020（5G） 
划分附加频谱

WRC 19预计将就24.25 GHz以上频带中

用于IMT-2020（5G）的附加频谱的协调做

出类似突破性的决定。虽然这些IMT的指配

决策对国际电联成员国并没有约束力，但事

实是：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采纳这些支配意味

着这些决定是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长期承

诺。因此，这些决定为制造商和运营商提供

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可

以安全地开发具备监管稳定性和世界市场互

操作性的终端、设备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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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委员会的作用
Lilian Jeanty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2016年主席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委员会）的

职责在《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公约》

及《无线电规则》中均有所定义。它包含对

《议事规则》的批准及对关于无线电通信局

（BR）频率指配决定的上诉的考虑。委员会

的工作对《无线电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显

著的影响。

《无线电规则》是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的

基本材料。委员会在《无线电规则》的限制

范围内工作，不能做出超越该规则的决定，

除非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给予委员

会特定的职责或资格以做出有关某些问题逐

一进行分析的决定。

《无线电规则》还阐明了委员会和无线

电通信局在制定《议事规则》及其他问题等

方面的关系。

 无线电规则 
委员会的工作对 
《无线电规则》
的制定和实施有
显著的影响。

Lilian Je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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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RoP）是针对应用《无线

电规则》存在困难或需要通知成员有关无线

电通信局的做法等情况而制定的。大会也可

授予委员会制定有关具体问题议事规则的职

责。

议事规则旨在确保对频率指配通知进行

公证、准确和一致性的处理，并有助于《无

线电规则》的应用。议事规则的制定应基于

开放和透明的原则，允许国际电联成员国在

最终采纳前可对这些拟定规则发表意见。

在每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过后，委员会

对大会所做决定所带来的影响将予以考虑。

现有的《议事规则》可能会被适时修改或废

止，以反映大会决定和新制定的议事规则。

在每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召开前，委

员会就现有议事规则是否可能包含在《无线

电规则》当中提出建议。大会将在审议《无

线电规则》时考虑这些建议。

委员会通过此种方式来协助《无线电规

则》的实施和改进。

《议事规则》
的产生周期 WRC	

   RR的修改

   RRB的特定职责

RRB
   批准RoP

   将以下议题向WRC报告

 ` 将RoP包含在RR当中

 ` RR的应用困难

RRB
   现有RoP的审议

   新RoP的制定

成员国
   对拟定的RoP提出意见

RR = 《无线电规则》

RRB =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会）

RoP = 《议事规则》

WRC =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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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80号决议的回应

在每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召开时，委

员会为回应第80号决议而提供了一份关于 

《国家电信联盟组织法》第44条所含原则的

应用报告，以及《无线电规则序言》第0.3

款。这些有关轨道频谱资源需要合理、高

效、经济和公平的使用等原则以及应用这些

原则的尽职调查在《无线电规则》一些关键

条款中有所反映，特别是第13.6和11.44B部

分 — 关于频谱指配的有效使用。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在修订《无线电规

则》时将考虑此份报告。这也是委员会改进

《无线电规则》工作的重要一部分。

向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上诉

委员会须定期解决国际电联成员国间关

于频谱获得，特别是有害干扰情况下所产生

的争议。这些案例与地面或卫星服务相关，

通常通过委员会认定《无线电规则》中的原

则，继而相关成员国接受委员会的结论的方

式来予以解决。

委员会还定期考虑对无线电通信局决定

的上诉，主要是有关卫星网络的。由于技术

或资金问题，卫星项目的开发可能有所延

迟，从而导致会超出相应频率指配使用的监

管时限。这一情况尤其适用于因联合乘客问

题而导致发射失败或延迟的情况。

无线电通信局无权延长《无线电规则》

中规定的监管时限，但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2与WRC-15）授权给委员会可对

这些时限进行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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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	
程序和相关技术
标准的作用	
Kyu-Jin Wee

亚太电信组织大会筹备组主席

您曾否对卫星、电视、广播、智能

电话、甚至飞机如何无缝运行而

不产生破坏性干扰感到好奇？

如序言所述，避免有害干扰是《无线电

规则》的核心目的。自无线电通信规则最早

在二十世纪初制定以来，干扰管理一直是这

些规则的主体。需要获取无线电频率的通信

系统（包括生命安全通信）五花八门，必须

以有序和可靠的方式组织频率的获取，从而

防止系统之间的有害干扰。 

减少有害干扰的关键

随着综合噪声的加大、对具体无线电频

段的需求的增长或操作的不兼容性，无线电

通信系统应对干扰的能力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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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曾否对 
卫星、电视、广播、 

智能电话、甚至 
飞机如何无缝运行
而不产生破坏性干

扰感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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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降低干扰不仅要依赖技术手段 

“调节”频谱接入，更重要的是如何规划无

线电频谱资源。《无线电规则》正是过去 

110年长期规划的结果，以便组织并维护各国

政府之间的多边协议，同时考虑到所有相关

行业的利益。 

确保平等获取和合理使用频谱以及 
卫星轨道  

《无线电规则》的另一个关键目标是确

保平等获取和合理使用频谱以及卫星轨道。

无线电频率是跨领土传播的，不会在国界自

动停止。因此，确保无线电频谱在各国的协

调使用是《无线电规则》的又一重要成果。

各国因此可以充满信心地投入于地面网络和

卫星系统的高额基本建设，为支持经济增长

和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这些根本目标 — “避免有害干扰”、 

“公平获取和合理使用” — 一直指导国际电

联对《无线电规则》的审议和更新。  

《无线电规则》只在能够避免有害干扰

和保持公平获取的条件下通过应用适当的程

序和标准将频谱划分给不同业务。相关国家

对此予以遵守并执行，必要时得到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局（BR）的帮助。 

《无线电规则》包含许多多年来制定并

更新以确保实现以下目标的程序和标准： 

    保持无线电通信业务和各国对频谱/轨道资

源的公平获取。

    无线电通信电台产生和接收干扰的特性通

过通知单和无线电通信局的公布告知可能

受到影响的各方，确保了解潜在的干扰源

和受害方并明确确定这些电台的管辖机构

（国家政府和监管机构）。 

    可导致其他国家无线电通信电台受到有害

干扰的特性或（通过对某些或各个方向的

辐射功率施加“硬限值”以及/或时间比

例）不予批准或启动与其他国家的协调程

序，以便利用相关程序确保兼容使用。 

    同样，任何可能导致受到有害干扰的接收

特性也将启动与相关国家的协调程序，从

而确保对相应电台的保护。 

    完成程序后方有权在无有害干扰的情况下

进行发射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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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成功的原因

110年来这些程序和相关规定在无任何执

行机制的情况下长期保持成功（受到有害干

扰的指配不足百分之一）的根本原因在于： 

   主管部门负责监管和授权其所管辖内的频

谱使用以及有关使用的法律和规定的执

行。 

   在签署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最后文件时，

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承诺将最新《无

线电规则》作为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予以

执行。 

   所有发射电台具有许可证。 

   本着诚挚的良好意愿应用《无线电规则》

条款。 

   如在应用相关程序的情况下依然出现有害

干扰（没有完美无缺的情况），可通过对

话并在必要时通过无线电通信局的或无线

电规则委员会（RRB）的干预加以解决。  

本着良好意愿行事

《无线电规则》的程序和相关标准是确

保国际电联成员国在防止有害干扰的同时合

理、公平和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的基本手

段。《无线电规则》的未来审议依然需要最

诚挚的良好意愿，以便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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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流程中地区内和跨
地区合作的重要性
Carmelo Rivera

泛美电信委员会（CITEL）
WRC-19工作组主席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流程

要求国家内部与国家间须形成共

识。自1993年以来，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步伐的加快需要地区内部和地区之

间在大会筹备和举行方面合作的加强，从而

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达成共识、找到解决 

方案。

区域筹备组来自六大地区（非洲、美洲、

阿拉伯国家、亚太地区、独联体和欧洲）以

确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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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每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存在 
多样性，这一合作的主要挑战在于减小
数字鸿沟的同时鼓励前瞻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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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技术，减小数字鸿沟

因每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存在多样

性，这一合作的主要挑战在于减小数字鸿沟

的同时鼓励前瞻性技术。

信息分享的重要性

应对这一挑战有几种方式，但都不如信

息分享重要。关于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想

法基于多个源头 — 经济、社会、发展和教

育 — 均对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十分关键。不

仅要在整个地区，还要在全世界分享信息。

在这一艰难的任务中，没有地区可以独自完

成。所有地区组织彼此参会，定期提供其筹

备工作的进展和更新，将其参加其他地区会

议所获得的任何有针对性的问题加以报告。

这种信息交换对于减少分歧的尝试十分重

要，因为谁也不愿看到分歧，无人能从分歧

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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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研讨会 — 领先一步

国际电信联盟过去通过主办一些地区间研

讨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研讨会

上，六大地区组织均派代表向其他地区汇报各

自筹备下一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

的进展，并交换议程所提出的复杂问题的解

决方法和想法。因为这些研讨会都属非正式

会议，所以信息的交换也是前所未有的。在

WRC-15筹备周期期间，地区间研讨会实现

在大会的前两周内需要解决的争议性议程议

题的数量减少，从而使与会者更关注于更为

复杂的问题。尽管直到最后一小时，的确也

还存在尚未解决的议程议题，但可以想象的

是，若在开始那些简单些的问题没有解决的

话，情况会变得多么艰难。

争议性议程议题 — 准备当中

2019年即将召开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议程中共有24项。其中一项有9个需要解决的

问题。而过去参加过大会的人员注意到仅议

程议题7本身就像一个小型会议。若无国际电

信联盟地区间研讨会，确定优先议题并找到

解决方案会变得十分困难，大部分参会者也

不会在大会指定的四周时间结束时满意。研

讨会还可让我们了解哪些议程议题对于成员

国来说最难达成一致，哪些在大会召开后很

快可以解决。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一般不“

欢迎”意外情况。

泛美电信委员会 (CITEL) 祝贺国际电信联

盟的《无线电规则》110周年华诞。我们地区

已经开始筹备下一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我们期待看到大会商议成果带领其他组织努

力的方面来试图解决摆在我们面前无数的

WRC-19议程议题。我们期待参加国际电信

联盟地区间研讨会，使我们还有机会分享想

法及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5/
20

16

50

(发展与应用)

http://www.itu.int/zh/ITU-R/RR110/Pages/default.aspx


ITU-R研究对《无线
电规则》的支持作用
Tariq Al Awadhi

阿拉伯频谱管理机构（ASMG）主席

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公约》第11条和第20条中所规定

的职责，通过6个研究组（SG）及其工作组

（WP）进行研究工作。研究主要围绕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WRC）议程议题或任何会议

或无线电通信全会（RA）理事会或无线电规

则委员会（RRB）向秘书长提出的问题或需

要秘书长批准的决议开展。 ITU-R研究组的周期

研究组的工作并不仅限于以上研究。任

何有关研究组职责的话题均可根据会议的某

输入文件进行研究。每个研究组准备一份四

年计划，通常作为与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周

期相一致的研究周期的参考。该计划可在每

次研究组会议上进行审议。

ITU-R研究组会议的参加人员

所有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无线电通信

部门成员或准成员均可参加研究组、其相关

工作组以及其他组（如任务组、联合组、报

告人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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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信联盟 
无线电通信部门 

研究极大地促进了 
历届大会所做出的 

关于《无线电 
规则》更新的 
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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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员（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等）

也可参与工作组的工作。但其通过或批准诸

如决议、建议书、报告、手册、意见或问题

等文本的权利根据会议上参加实体的具体情

形而有所不同。

研究组和大会筹备会议拟定的 
输出草案报告

研究组活动的一项重要输出即是大会筹

备会议（CPM）拟定的草案报告，据此报告

大会筹备会议准备为WRC的每个议程议题编

写一份关于ITU-R预备研究的综合报告。大

会筹备会议报告包括议程议题的技术和监管

解决方案，它是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制定世

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正式提案的依据。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审议，若有必要修改《无线电

规则》。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决定（最终法

案）包括新修改的《无线电规则》条款，其

中包含规则《附录》、《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决议》、《建议书》和所提及的《ITU-R建

议书》。

形成各国的国家频谱规则

《无线电规则》包括国际电信联盟成员

国间的多边协定。照此，它包含在各成员国

本国有关频谱使用的国家法规内。比如，阿

联酋（UAE）频谱监管框架包括《国家频率

分配表》，其中有三栏：第一栏是ITU-R在第

1区的分配，第二栏是在阿联酋的分配，第三

栏是国际协议的参照和其他注释说明。

因此，ITU-R研究组活动直接支持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的决策流程。反之，世界无线

电通信大会决定也影响形成各国的国家频谱

规定。

所有国家积极参与到ITU-R研究组中
的重要性

基于这些原因，积极参与到ITU-R研究组

工作中是各国确保制定国际规定时考虑其本

国的利益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联酋 — 对空间和地面业务的主要 
关注

与大部分国家类似，阿联酋有专门从事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相关准备工作

的国家委员会和具有活力的行业组织。该委

员会会议上讨论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各

议题，旨在将阿联酋向ITU-R研究组提供的输

出文件正式化。阿联酋尤其在ITU-R第4和第

5研究组活跃，即是因为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

空间业务和地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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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组织讨论对于达成共识的重要性

为达成共识，在向ITU-R研究组提交提案

之前，地区组织需要讨论提案，即跟提交给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提案类似。对于阿联

酋而言，相关的地区组织是阿拉伯频谱管理

机构（ASMG）。它从1995年开始向不同的

工作组、研究组和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提供

文件。其中一些主要关注的话题如下：

   移动卫星服务（MSS）分配。

   广播卫星服务（BSS）分配。

   《无线电规则》附件30和30A。

   在WRC-03上关于13.75至14GHz频段的

分配。

   船载地面站（ESV）。 

   移动服务分配及国际移动通信识别，特别

是700MHz频段。

   频谱/轨道资源的公平获得及高效和有效使

用。

   业余分配。

   宽带公共保护和救灾（PPDR）频段识别。

   物联网（IoT）。

地区组织间协作

达成共识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地区组织

间的协作。比如在WRC-12，阿拉伯频谱

管理机构意识到统一协调的重要性、对宽带

业务的高需求以及较低频率对于覆盖提供的

价值，广泛与其他地区组织合作分配694至

790 MHz的频段到移动服务，并按照国际移

动通信（IMT）进行识别。大会能够达成一 

致并由WRC-15进行审议，从而确定这一 

决定。

ITU-R部门研究 — 对解决有关大会议
程的议题十分重要

ITU-R研究对于找出解决包含在世界 

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中的问题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同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相关活动一

起，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历届大会所做出

的关于《无线电规则》更新的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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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标准
在《无线电规则》
制定当中的作用
Albert Nalbandian

区域联邦电信组织（RCC）
WRC-19/RA-19工作组主席

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成功决于频谱和

相关统一标准的提供。标准对

于制定和完成《无线电规则》

（RR）起到基础性作用。

从1908年7月1日起生效的《服务规则》

是如今《无线电规则》的先驱者，它是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标准，包含为确保所有无线电

通信系统的无干扰运作而需遵守的一系列技

术条款。

在《服务规则》的第42项条款中，第16

条是解决无线电报传输的技术问题，包括莫

尔斯电码 (∙∙∙ −−− ∙∙∙)的标准呼救信号SOS。该

SOS呼救信号标准包含在《无线电规则》当

中，直到WRC-07会议，有关莫尔斯无线电

报的条款才被废止。

 标准对于 
制定和完成 

《无线电规则》起到 
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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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大会后对无线电通信的 
关注猛增

1906年大会后，对于水上和陆地上无线

电通信使用的关注猛增。无线电通信在1906

年三极管发明之后取得了快速发展，并过渡

到使用真空管的无线电设备。这极大地提高

了无线电系统的敏感度和选择度，在改善设

备特点的同时还缩小了设备的尺寸。

对技术标准需求的出现

随着新无线电设备的发明和在无线电通

信系统上的应用，对技术标准有了需求，这

在《无线电规则》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1927年，为了制定有关有效使用频谱和

无线电系统特点等技术基础的《建议书》，

国际电信联盟内部设立了国际无线电咨询委

员会（CCIR）（从1993年改为ITU-R研究

组）。

随着无线电通信的发展，《无线电规

则》还包含了无线电新业务，诸如除了水上

移动业务、陆地移动业务和航空移动业务之

外的固定业务、广播业务和业余业务。早在

1929年，有关频谱分配、频率测量和发射机

稳定性、发射机功率的限定以及减少干扰和

不必要发射的办法等20多份国际无线电咨询

委员会（CCIR）文本予以通过。

《ITU-R建议书》是各公认被无线电通信

领域各利益攸关方使用的标准。在作为引用

包含在《无线电规则》的情况下，必须符合

这些标准（法律上）；而大部分情况下，是

非约束性的（实际上）。

首枚卫星的发射推动了空间无线电通
信的研究

1957年发射的首枚人造卫星使得国际无

线电咨询委员会开始进行空间无线电通信方

面的研究。1959年，259号建议书关于“人造

地球卫星本身以及与其他航天器间所用的电

信频率的选择”获得了通过。空间业务标准

得到了制定和通过。这一过程是基于在国际

无线电咨询委员会内部所制定的有关固定和

固定卫星业务频段共用，主要是1到10 GHz范

围共用的分享标准。

从模拟到数字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全

球性迁移还取决于对《ITU-R建议书》在标

准电视、高清电视（HDTV）、超高清电视

（UHDTV）和高帧频电视等方面的广泛实

施。这些标准化活动现仍在继续高动态范围

（HDR）、未来虚拟现实、360度和其他影音

沉浸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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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u.int/zh/ITU-R/study-group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zh/ITU-R/study-group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pub/R-REC/zh


《ITU-R建议书》 — 蜂窝通信 
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ITU-R建议书》在蜂窝通信发展中还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1990年，《ITU-R M.687

建议书》的通过给出了国际移动电信（IMT）

网络建立的原则。1992年世界无线电行政会

议上，IMT系统运营的全球统一频段于在 

《无线电规则》中首次提及。如今，所有的

3G和4G移动宽带系统都是基于国际电信联盟

的IMT标准。面向2020年及未来的IMT工作正

在顺利进行，并保持与移动宽带行业和广大

5G业界利益攸关方的密切合作。

当然，在本篇文章中不可能将所有有关

《无线电规则》并经过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

通过的《ITU-R建议书》列出。因此，值得

注意的是，如今共有16个不同系列、由6个

ITU-R研究组所阐述的超过1000条的《ITU-R

建议书》生效。

SM和P系列的《ITU-R建议》涉及频谱

管理和无线电电波传播的不同方面，继而 

“普遍适用于”所有无线电业务。

其他有关一个或多个无线电业务的14个

系列《建议书》，包含分享有关特定业务的

频谱共用方面的标准，从电视和声音广播到

无线电导航，从空间应用到个人移动通信。

《ITU-R建议书》和《无线电规则》

WRC-95在意识到《建议书》之间的直

接关联性以及《无线电规则》条款的重要性

之后，决定将《ITU-R建议书》包含到《无线

电规则》当中作为参考和引述。“作为参考

而包含”这一术语仅适用于属强制性应用的

建议当中。

当前的《无线电规则》（2016版本）包

含4个部分。第4部分包括被引用而包含其中

的第39号《ITU-R建议书》。

回顾对于1906年国际无线电电报大会 

成果的评价，我们可以说，此次大会通过的

《服务规则》有效地回应了当时对无线电通

信发展的需求，并为今天的《无线电规则》

打下了基础。《无线电规则》与《ITU-R建议

书》共同成为无线电频谱有效和高效管理国

际框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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