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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马里奥·马尼维奇

在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

上达成的协议将对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

响，为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数字环境。

WRC-19为利用地面和空间通信技术，以新的、更具创新性的方式

连接世界铺平了道路。

沙姆沙伊赫做出的决定有助于引入新技术并保护现有业务。这些决

定将使人类和业界得益于无线电通信技术的进步。

我们为此对来自世界各地的WRC-19代表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

谢。他们秉承国际电联154年来的传统，即就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达成协商一致，以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均可受益于现有的最新通信

技术。

随着领先宽带技术在新工业发展中得到体现，服务欠缺地区的人们

也将获得更好、更实惠的接入。

国际电联处在这一努力进程的核心。

展望未来，我相信，规模超过以往各届的本届大会的成果将对人们

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 沙姆沙伊赫
做出的决定有助
于引入新技术并
保护现有业务。

这些决定将使
人类和业界得益

于无线电通信
技术的进步。 

马里奥·马尼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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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9喜迎
国际电联各成员国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向
WRC-19开幕式发来了视频致辞。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左）;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右）；埃及

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Amr Talaat（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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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ibeVwWMt_CQ?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在WRC-19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

    世界无线电通信
大会将讨论一些前沿技术

创新，这些创新将在未
来的数字经济以及各种业

务、系统和技术的未来
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国际电联秘书长 
赵厚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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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 

（在WRC-19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

“ 随着我们进入一个
数字化和环境转型的时代，

我们必须确保在WRC-19上
做出的决定不仅允许在不干

扰现有技术和业务的情况
下部署新技术和新业务，还
要将技术进步带来的受益惠
及世界各国的公民，给我们
的社会、全球经济和环境带

来潜力巨大的各项福祉。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马里奥•马尼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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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to podcast speech.

https://soundcloud.com/ituproduction/itu-wrc-19-speeches-mario-maniewicz-director-itu-radiocommunication-bureau-opening-ceremony


设定...

第38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 
于2019年10月28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开幕。

WRC-19研究了以下一些重要问题：

 Q IMT-2020，亦称为5G

 Q 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

 Q 卫星地球探测和卫星气象系统

 Q 动中通地球站（ESIM）

 Q 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non-GSO）系统

 Q 高空平台电台（HAPS）系统

 Q 高速铁路列车与轨旁系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Q 包括无线局域网（WiFi）在内的无线接入系统中的通信 

未来数字经济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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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中看WRC-19

文件

制定了52份新决议

全体会议 国家

修正了51份现行决议

一份113年
历史的

国际条约

568份

52份

14次163个

51份

81%

19%

75%

25%

85%

13%

90%

10%

94%

6%

87%

13%

3420名      
与会者

20位
副部长

13位
贵宾  

20位
大使

18位
部长

230名
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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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就未来的数字通信达成共识

四年的筹备研究终于在埃及沙姆沙

伊赫进入高潮，四个星期以来，

对《无线电规则》这一规范管理

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使用的国际条约的审

议和修订一直与紧张的谈判相伴相随。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10月28日在致与会者

的开幕辞中指出，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WRC-19）将研讨一些前沿技术创新，

这些创新必将在明日的数字经济以及各种

服务、系统和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发挥关键作

用。他注意到，数字包容性为改善全球成百

上千万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机遇。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其

原因在于，大量无线电通信服务需要为新的

应用而使用频谱和轨道资源；在于研究组可

用于开展共用和兼容性研究的时间有限；而

且在于每个成员国的需求不同”，赵表示。

“如今，尽管已有数十亿的人和设备与互联

网相连，提高了各行各业、各企业的效率，

但世界上仍有一半人口尚未连网，”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先生如

是说。

“如今，尽管已有数十亿的人和设备与互联

网相连，提高了各行各业、各企业的效率，

但世界上仍有一半人口尚未连网，”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先生如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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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维奇先生继续表示，“随着我们进入到

数字化和环境转型的时代，我们必须确保在

WRC-19上做出的决定不仅有利于新技术和

新业务在不干扰现有技术和业务的情况下予

以部署，还需让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益处惠及

世界各国的公民，给我们的社会、全球经济

和环境带来具有巨大潜力的福祉。”

国际电联秘书长感谢埃及政府在沙姆沙伊赫

承办国际电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之一。

自1876年以来，埃及一直是国际电联的成员

国。

主席提出指导原则

在首次全体会议上，大会主席 – 埃及的Amr 

Badawi博士 – 即敦促国际电联各成员国以

相互理解、通力协作、虚怀若谷、机动灵

活和宽容大度的精神为指导原则，从而在

WRC-19上能够针对议程上的不同项目达成

一致意见。

来自国际电联193个成员国中163个国家的

3400多位与会者出席了2019年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WRC-19），同时还有国际电联

900家私营部门成员和国际组织成员的260多

位代表作为名观察员与会。 

为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
部前部长Tarek Kamel
先生默哀一分钟

大会为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

部前部长Tarek Kamel先生默

哀一分钟。新近去世的Tarek 

Kamel先生在推动埃及、非洲

和中东地区的ICT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合作为什么重要？

10月24日适逢#联合国日，国际电联希望出席WRC的各

位代表 – 联合国外交官、企业界人士、科学家、政策制

定机构人员和监管机构人员 – 考虑全球合作为何如此重

要这一问题。

WRC-19大会的视频采访

国际电联在WRC-19大会上采访了若干与会者，向他们

了解对讨论的各个议题的不同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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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23UNDay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LBeNCh8xs&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index=12&t=0s


大会结构

埃及的Amr Badawi博士被任命为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主席。

第1委员会 
（指导委员会）

由大会的正副主席和各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组成

第1委员会就涉及到WRC-19顺利开展工作的各项问题进行协调，包括规划会议的

顺序和次数；同时考虑到一些代表团人数有限，尽量避免并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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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委员会 
（证书审查委员会） 
 
由哈萨克斯坦的Timofey Kim先生担任主席

第2委员会核实代表团的证书，并在全体会

议规定的时间内向全体会议报告审查结论。

第3委员会 
（预算控制委员会） 
 
由肯尼亚的Daniel Obam先生担任主席

第3委员会确定组织工作和向代表提供的设

施，审查和批准整个大会期间的支出账目，

就该大会总支出估算并提交预计（执行大会

决定可能产生）的财务影响。

审议大会议程中的项目

以主管部门的提案和大会筹备会议的报告为基础，并在考虑到WRC-15各项决定和顾及所审议

频段内现有和未来业务的要求的情况下，第4、第5和第6委员会审议大会议程中的下列问题并

采取适当行动：

第4委员会 
（指定议项）

第4委员会研究处理以下WRC-19议项：

   (议项 1.1); (议项1.8); (议项 1.9)  

(议项1.9.1); (议项 1.9.2); (议项1.10);  

(议项 1.11); (议项 1.12); (议项 1.13);  

(议项 1.14); (议项 1.15); (议项 1.16);  

(议项3的部分); (议项5的部分); (议项 9);  

(议项9.1的部分); (议项9.2的部分.

由墨西哥的Jose Arias先生担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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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委员会 
（指定议项） 
 
由日本的Nobuyuki Kawai先生担任主席

第5委员会研究处理以下WRC-19议项：

   (议项 1.2); (议项 1.3); (议项 1.4); 

(议项 1.5); (议项 1.6); (议项 1.7);  

(议项3的部分); (议项5的部分); (议项 7);  

(议项 9): (议项9.1的部分),  

(议项9.2的部分); (议项 9.3).

第6委员会 
（指定议项） 
 
由德国Martin Weber先生担任主席

第6委员会研究处理以下WRC-19议项：

   (议项 2); (议项3的部分); (议项 4);  

(议项5的部分); (议项 6); (议项 8); (议项 9): 

(议项9.1的部分) (议项9.2的部分);  

(议项 10).

第7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 
 
由法国的Christian Rissone先生担任主席

编辑委员会完善将纳入大会《最后文件》的

案文的表达形式，并提交全体会议审议。

全体会议特设组 
 
 
由加拿大的Cindy Cook 女士担任主席

全体会议特设组起草了《性别平等宣言》

草案并获得了国际电联成员国的通过（参见

WRC-19有关促进性别平等的文章）。 

 
Cindy Cook将担任WRC-23大会筹备会议的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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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采撷到的真知灼见
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思想领袖们分享了他们对在WRC-19上讨论的各种议题的见解。

 如今，手机连通了全
球50多亿人。5G不仅仅
针对发达国家的市场，

也面向发展中国家。. 

 新一代卫星正在装配线
上批量生产。在过去的几年
里，人工制造一颗卫星需要
长达一年的时间，而现在我
们每天都在建造一颗卫星。. 

GSMA频谱主管

Brett Tarnutzer

OneWeb监管事务副总裁

Ruth Pritchard-Kelly

 没有卫星，就没有5G。
没有卫星，我们就无法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欧洲、中东、非洲卫星操作
者协会（ESOA）秘书长

Aarti Holla

（全球卫星联盟（GSC）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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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sma.com/
https://www.oneweb.world/
http://https://www.esoa.net/about/structure/secretary-general
http://https://gscoalition.org/
https://youtu.be/KYC-JRu22JA?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youtu.be/_87quP-BHlE
https://youtu.be/qGWhApppFrQ?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我们正在WRC上塑造
未来。我们正试图预测未
来会发生什么，并探索设

定规范的监管制度。. 

 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还没
有接入互联网。HAPS可为服
务欠缺地区及其他边远和农
村地区提供宽带基础设施。 

ANATEL电信业务专家

Luciana Ferreira

中兴通信频谱政策和监管
事务主管

周栋

 对我们来说，保留所有卫
星业务非常重要，但也要继续
推进5G、HAPS等创新业务以

及这一新的数字转型为我们
提供的各种新型解决方案。. 

墨西哥联邦电信机构
（IFT）委员

Arturo Robles

更多视频采访，请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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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natel.gov.br/institucional/
https://www.zte.com.cn/global/
http://www.ift.org.mx/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youtu.be/dBP9tOEXd4k?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youtu.be/GE6O-XS2QhE?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youtu.be/ldE-uQ0DGb8?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WRC-19的主要成果简介

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9）于11月22日落下了帷

幕，来自163个成员国的约3400名代

表达成了多项协议。这些均体现在有关规范

全球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使用的《无线电

规则》这一国际性条约的《最后文件》中。

以下简要列出了WRC-19会议的一些主要成

果：

   为包括IMT-2020（也称为5G移动）在内

的国际移动通信（IMT）确定了全球统一

的附加频段，从而为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增

强型移动宽带、大规模机器类型通信以及

超可靠和低延时通信提供了便利。

   为卫星地球探测业务（EESS）以及相邻

频段的气象和其他无源服务（如空间研究

服务（SRS））提供了保护，以确保基于

空间的地球及其大气监测免受影响。 

   支持气象业务和气候业务的卫星业务致力

于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然资源，将保护它们

免受无线电频率的有害干扰，射电天文机

构用于深空探索的系统也将同样受到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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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保护射电天文台免受来自其他空间电台

或在轨卫星系统的任何无线电有害干扰。

   新增了广播卫星轨位，通过专为发展中国

家制定的优先机制使他们有机会重新获得

频谱轨道资源。

   在分阶段流程的基础上为非地球静止卫星

轨道（nonGSO）系统定义了一个稳定的

规则框架，使大型星座能够迅速“开花结

果”，投入使用。此举将确保向各国人民

提供更加负担得起的连接手段。

   动中通地球站将在飞机、船舶和火车上提

供连接。

   确保提供并扩展了真正的全球水上遇险和

安全系统。

   批准了一项有关智能交通系统的新建议，

以连通车辆，改善交通管理并协助安全驾

驶。

   已采取措施确保为巴勒斯坦及时实施4G

和5G网络和服务等新技术提供持续援助

和支持。

   大会宣布了无线电通信部门对性别平等和

性别平衡的承诺。

   WRC-19同意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做出

建议，于2023年举办一届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WRC-23），会期最长四

周。WRC-19就WRC-23的二十多个议项

达成了一致并决定请国际电联理事会最终

确定大会议程。

   WRC-19也同意请国际电联理事会做出安

排，于2027年举办一届世界无线电通信

大会（WRC-27），并由理事会最终确定

该届大会的议程。

以下文章说明了WRC-19的一些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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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5G提供更多频段

国际电联成员国为国际移动通信

（IMT）确定了更多的无线电频

段，必将对第五代（5G）移动通

信网络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5G有望在智能、网络化的通信环境中，实现

人、物、数据、应用、交通系统和城市的连

通，以更快地速度传输海量数据，以可靠地

方式连接众多设备，以最低的延迟处理大量

数据。

据预计，5G技术将支持智慧家居和智能建

筑、智慧城市、3D视频、云端工作与娱乐、

远程医疗服务、虚拟和增强现实以及服务于

工业自动化的大规模机器间通信等应用。目

前，3G和4G网络在为这些服务提供支持的

问题上面临挑战。

这些新功能和新服务不仅需要采用一种新方

法来部署先进的移动业务，亦需采取一种新

的手段使5G技术能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与机

器间通信、物联网或联网车辆携手为人类提

供服务。国际电联始终伫立于标准制定工作

的潮头，致力于这些功能的协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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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9批准的新决议指出，IMT的超低时延

和极高比特率的应用，需要比有意实施IMT

的各主管部门所确定频段更宽的大段连续频

谱；

这些决议亦指出，为实现全球漫游和规模经

济效益，宜采用全球统一的IMT频段； 

为部署5G确定更多频段

WRC-19在确定将24.25-27.5 GHz、 

37-43.5 GHz、45.5-47 GHz、 

47.2-48.2 GHz和66-71 GHz频段用于部署

5G网络的同时亦采取措施，确保为卫星地球

探测业务提供适当保护，其中就包括相邻频

段中的气象和其他无源业务。

WRC-19的代表们为IMT确定的频段总量是大

会之前的8倍多。WRC-19之前仅有1.9 GHz 

可用，而本届大会为IMT确定了17.25 GHz

频谱。其中 14.75 GHz 的频谱实现了全球统

一，达总量的85%。

国际电联命名的5G标准IMT-2020在2020年

必将继续前行，那些已然开始的5G实验和商

业活动，旨在助力评估或可用于5G的候选技

术与频段。

5G的首次全面商业部署预计将在IMT-2020技

术规范生效后的某一时刻开始实施。

国际电联将继续努力为IMT-2020及其核心网

络制定稳定的国际法规、提供充足的频谱和

适用的标准，实现5G在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成

功部署。

未来的步骤

与此同时，国际电联负责IMT-2020或5G的

小组正在继续评估拟用技术，这些技术将使

网络运营商能在未来十年向用户提供5G性能

的服务。

此项评估将于2020年2月初完成，随后IMT-

2020将标准将最终确定。

为造福整个电信界，国际电联将确保支持各

种5G应用的标准于2020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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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措施为服务于气象预测的地球观测提供保护	

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9）在为国际移动通信

（IMT）确定新频率时，为保护现有

业务免受未来IMT移动终端和基站的有害干

扰规定了条件。认识到为邻频敏感的科学业

务提供保护的必要性并为其赋予优先权至关

重要，特别是在卫星地球探测业务（EESS）

的无源频段，因为此频段内进行的测量将供

气象预测模型使用。 

此频段遭受有害干扰可能会影响相关测量，

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失准。WRC-19通过对IMT

台站无用发射的总辐射功率（TRP）设定限

值，为EESS（无源）在23.6-24 GHz运行提

供保护。第750号决议（WRC-19，修订版）

（见临时《最后文件》）中规定的限值）分

两步实施：

   限值‒ 33/‒ 29 dBW/‒200 MHz适用于2027

年9月1日之后投入使用的基站/‒移动台

站。

   限值 39/‒ 35 dBW/‒200 MHz将适用于

2027年9月1日之后投入使用的基站/‒移动

台站。

考虑到向大会提交的、关于保护相邻EESS（

无源）频段所需限值的各项提案存在巨大差

异，这种分两步走的方法是相关WRC-19协

议确定将26 GHz频段用于IMT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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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法的概念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在

24.25-27.5 GHz频段IMT部署较少的阶段，

应用早期不太严格的无用发射限值，这样

EESS（无源）频段遭受集总干扰危害的可能

性较低。

2027年9月1日后，随着工作IMT台站数量

的增加，无用发射限值将变得更加苛刻。此

外，WRC-19授权（见临时《最后文件》中

的第COM4/‒8号决议（WRC-19））：

   IMT在24.25-27.5 GHz频段操作时应保护

23.6-24 GHz频段现有和未来的EESS（

无源）系统；

   该频段内的IMT操作仅限于陆地移动业务

（换言之，在该频段内，IMT不得在航空

器或位于海上的船舶操作）；

   主管部门须采取（特定）切实可行的措

施，避免IMT基站天线指向星载EESS（无

源）传感器。

除此之外，WRC-19还考虑到EESS（无源）

系统未来在23.6-24 GHz频段的使用和发

展，将取决于国家层面做出的许可和监管决

定。因此，WRC-19鼓励各主管部门：

   确保有关实施IMT的条款允许继续使用

EESS、SRS、FSS地球站并实现其未来

的发展；

   使得IMT基站的天线方向图保持在ITU-R 

M.2101建议书规定的近似包络范围内； 

   在将24.25-27.5 GHz频段提供给IMT使用

时，采用ITU-R SM.329建议书中 

（更为严格）用于50.2-50.4 GHz和 

52.6-54.25 GHz频段的B类杂散发射限

值；

   为23.6-24 GHz频段内EESS（无源）

未来的发展，酌情考虑第750号决议

（WRC-19，修订版）规定之限制以外的

其他缓解技术（例如，保护频段），

WRC-19亦已采取必要措施，通过对在

37-40.5 GHz频段工作的IMT台站施加 

第COM4/‒9号决议（WRC-19）提出的无用

发射限值，为36-37 GHz频段的EESS（无

源）提供保护。

最后，WRC-19请ITU-R“酌情定期审查IMT

系统（包括基站密度）和空间业务系统不断

发展的技术和操作特性对共享和兼容性的影

响，并在制定和/‒或修订ITU-R建议书/‒报告时

考虑这些审查的结果，如果必要，应用适用

措施以减轻对空间接收机干扰的风险”。 

这些研究将使未来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能

够根据需要为保护EESS（无源）进一步采取

行动， 以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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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u.int/rec/R-REC-M.2101/en
https://www.itu.int/rec/R-REC-M.2101/en
https://www.itu.int/rec/R-REC-SM.329-12-201209-I/en


为高空平台电台系统增加频段

国际电联成员国同意为高空平台电

台（HAPS）系统确定额外的无

线电频段。

这些易于部署的台站在平流层（20公里以上

的地球大气层）操作，其高度足以为大片地

区提供业务，或者增强其他宽带业务提供商

的能力。近年来的技术创新 – 以及增加宽带

可用性的日益迫切性 – 推动了HAPS系统的

发展。

在WRC-19上达成的协议有助于为让世界上

更多的人，特别是服务欠缺社区以及农村和

偏远地区受益于当今的数字经济奠定基础。

WRC-19的一项新决议也提到：“可使用

HAPS等现有技术，来提供宽带应用，以最

少的地面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宽带连接和灾害

恢复的通信。”此举可实现成本更低的连接和

更快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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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S系统可用于为最终用户提供固定宽带

连接以及在移动网和核心网之间为回程流量

提供传输链路。这两种HAPS应用均可在山

区、沿海和沙漠地区等偏远地区部署无线宽

带。

HAPS并非是一个新概念，国际电联约从

1996年起即开始研究HAPS。尽管如此，通

过太阳能电池板效率、电池能量密度、轻质

复合材料、自主航空电子设备和天线技术方

面的进步所实现的技术演进提高了HAPS的

可行性。

目前，一些行业正借助在20-25公里高度持

续运行几个月的轻型太阳能飞机和飞艇，测

试通过HAPS提供宽带接入。

出席WRC-19的代表们同意将 

31-31.3 GHz、38-39.5 GHz频段的固定业务

划分在全球范围内确定用于HAPS。

他们还确认，目前全球范围内在 

47.2-47.5 GHz和47.9-48.2 GHz频段确定用

于HAPS的频率可供希望实施高空平台电台

的主管部门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他们同意在2区将21.4-22 GHz和 

24.25-27.5 GHz频段用于固定业务的

HAPS。

他们还同意对链路方向进行限制，并同意纳

入操作HAPS系统的技术条件，以保护其他

服务。

这些全球和区域统一指定用于HAPS的频率

将促进HAPS业务的发展，并允许从试验向

商业部署过渡。通过批准用于HAPS的频

谱，国际电联成员启动了另一个通信平台，

以连接未连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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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地静止卫星部署的新里程碑

国际电联成员国同意采用一种创造

性的新型分阶段部署法，在特定

频段针对特定业务部署非对地静

止卫星轨道（NGSO）系统。

此项协议确立了部署包括低地球轨道

（LEO）巨型星座在内的NGSO的规则程

序。

根据新通过的规则方法，这些系统将在现阶

段启用规则期限结束后两年内部署10%的星

座，并于五年内部署50%，七年内完成全部

部署。

上文所述的分阶段方法将提供一种规则机

制，有助于确保《国际频率登记总表》合理

体现此类non-GSO卫星系统在某些频段和业

务中的实际部署情况。

此方法还力求在防止囤积无线电频谱、合理

运作协调机制和与NGSO系统部署有关的操

作要求之间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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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u.int/zh/mediacentre/backgrounders/Pages/Non-geostationary-satellite-systems.aspx
https://www.itu.int/zh/mediacentre/backgrounders/Pages/Non-geostationary-satellite-systems.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terrestrial/broadcast/Pages/MIFR.aspx


适应卫星产业的创新

沙姆沙伊赫协议反映出卫星产业创新步伐的

加快，推动了non-GSO星座部署的提速。

诚然，随着支持多星发射运载火箭的出现，

由成百或数千航天器组成的巨型星座正成为

全球流行的电信解决方案。

这些电信解决方案可提供低延迟宽带覆盖、

遥感、空间和高空大气层研究、气象学、天

文学、技术演示和教育等服务。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

先生指出：“卫星设计、制造和发射服务能力

的进步，为实现全球高带宽连接带来了新的

可能。WRC-19达成的这一里程碑式协议体

现了阶段性技术成果，不仅将成就下一代通

信的部署，还能向最偏远地区提供宽带互联

网接入。”

国际电联收到的卫星申报不断增加

对地静止轨道卫星在距地36,000公里的高度

与地球自转同步，而NGSO卫星则在环地轨

道上空穿越而过，这些轨道包括距地 

8,000-20,000公里的中地球轨道以及高度为

400-2000公里的低地球轨道。

2011年以来，国际电联已收到由成百上千

颗卫星构成的NGSO卫星系统频率指配的申

报，尤其是在划分给卫星固定业务（FSS）

或卫星移动业务（MSS）的频段。

大会特别呼吁国际电联进一步研究卫星固

定、卫星移动和卫星广播业务NGSO空间电

台某些轨道特性的容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制定阶段性部署后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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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通地球站（ESIM）的频谱	

国际电联成员国批准了一项将促进

动中通地球站（ESIM）部署的新

决议。

动中通地球站（ESIM）能够应对一项复杂的

挑战--如何为移动中的目标提供可靠的大带

宽互联网业务。这些地球站可在移动平台上

提供互联网连接等宽带通信。

目前有三种类型的动中通地球站：机载动中

通地球站（航空ESIM）、船载动中通地球站

（水上ESIM）和陆地车载动中通地球站（陆

地ESIM）。动中通地球站可为船舶、航空器

和陆地车辆上的乘客提供连通服务，确保他

们在旅途中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卫星制造和地球站技术的进步使动中通地球

站的采购更为方便且更加实用。

当船舶在海上航行或航空器飞越海洋时，

这些运载工具不在陆地网络的覆盖范围之

内。ESIM系统可以提供持续且连贯的服务，

覆盖范围广泛，甚至可以覆盖全球，无论船

舶和航空器在何处行驶，几乎均在其服务范

围之内。

此外，目前ESIM服务网络中运行的终端所提

供的典型数据速率约为100 Mbit/‒s，远高于

或快于以往卫星移动业务（MSS）提供的速

率。

因此，可供ESIM使用的频谱需求增加也就不

足为奇。例如，2014年，有超过2万艘船舶

通过卫星连接。这一数字预计将在未来几年

内增至大约5万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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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为满足ESIM对无线电频谱日益增长的需求

同时以为其他业务提供保护，2019年世界

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9）的代表们确定

了与卫星固定业务（FSS）对地静止卫星轨

道（GSO）空间电台通信的三类ESIM使用

17.7-19.7 GHz （空对地）和27.5-29.5 GHz

频段的规则和技术条件。

此项新决议一开始就声明“目前存在对全球宽

带卫星移动通信的需求，其中有些需求可通

过允许动中通地球站（ESIM）与 

17.7-19.7 GHz（空对地）和 

27.5-29.5 GHz（地对空）频段内的对地静

止轨道（GSO）卫星固定业务（FSS）空间

电台之间开展通信予以满足”

但该决议同时谨慎地指出17.7-19.7 GHz 

（空对地）和27.5-29.5 GHz（地对空）频

段“亦划分给了由大量不同系统使用的地面和

空间业务，因此有必要保护现有业务及其未

来的发展免受ESIM的操作的干扰，且不施加

不必要的限制。”

避免有害干扰

为在ESIM提供的创新服务与使用这些频段

的其他应用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该决议指

出“27.5-29.5 GHz频段内的航空和水上发射

ESIM，不得对已在该频段拥有划分并按照《

无线电规则》运行的地面业务造成不可接受

的干扰”且“27.5-29.5 GHz频带内的陆地发

射ESIM，不得对已在该频段拥有划分并按照

《无线电规则》操作的邻国地面业务造成不

可接受的干扰。” 

本决议在结尾处责成国际电联秘书长提

请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民航组织

（ICAO）秘书长注意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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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交通协议

国际电联成员国批准了有助于为改

善智慧城市交通铺平道路的国际

协议。

这些协议旨在进一步改进交通管理、公交系

统、道路安全、列车安全和铁路交通控制等

交通领域的各个方面，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使世界各地的城市更加安全、“更具

智慧”。

具体而言，世界各国政府的代表批准了一份

关于智能交通系统（ITS）的新建议书和一

项有关列车与轨旁间铁路无线电通信系统

（RSTT）的新决议。

智能交通系统

国际电联的新建议书 – “统一移动业务划分

下用于不断演进的智能交通系统应用的频

段” – 首先阐述了为ITS统一无线电频谱必要

性的重要背景。这意味着“有必要将包括无

线电通信在内的各种技术融入陆地交通系统

之中。”

该建议书亦指出“许多新型网联汽车在车辆

中采用智能技术以改进交通管理，这些智能

技术结合了先进的交通管理、完善的旅客信

息、先进的公共交通管理和/‒或先进的车队管

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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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议书还认识到“统一的频谱和国际标准将

促进不断演进的ITS无线电通信在世界范围内

的部署，并在为公众提供不断演进的ITS设备

和服务方面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此建议书敦促各政府主管部门“在规划和部署

不断演进的ITS应用时，考虑使用最新版建议

书（如ITU R M.2121）所列的全球或区域统

一频段或这些频段中的某些部分。”

建议书还请国际电联成员国积极参与相关工

作，并通过ITU-R研究组积极参加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部门有关ITS和不断演进的ITS各

方面（如联网汽车、自动驾驶车辆、自适应

驾驶辅助系统）研究并提交文稿。

列车与轨旁间的铁路无线电通信系统
（RSTT）

这项新决议 – “列车与轨旁间的铁路无线

电通信系统频谱在现有移动业务划分中的

统一” – 开始便阐述了铁路交通对社会和经

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新决议认为RSTT这一术语指的是能提供更

完善铁路交通调度、乘客安全并增强列车运

行安全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同是补充提出

RSTT应用的主要类别包括列车无线电通信、

列车位置信息、列车遥控和列车监视；

决议指出“RSTT中列车无线电应用的频谱统

一或许在RSTT四种应用类型中具有优先级；

因为列车无线电应用负责提供列车调度、列

车控制及其他重要的铁路服务，这些服务用

于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乘客安全，需要高可

靠性和高质量的服务。”

该决议还认为未来RSTT的落实“需要考虑到

铁路行业的发展。”

此外，新决议还称“为促进诸如调度命令、

操作控制和数据传输等各类功能的发展，或

许有必要将涵盖多个频段的不同技术融入列

车与轨旁系统，从而也满足高速铁路环境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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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T建议书

决议认识到，为促进现有和演进RSTT频谱的

统一，ITU-R正在拟定一份建议书。

决议请ITU-R继续及时起草建议书，同时“进

一步酌情制定并更新有关RSTT技术和操作实

施的ITU-R建议书/‒报告。”

决议还鼓励各主管部门在制定RSTT规划时，

考虑到ITU-R的研究成果其它其他相关的

ITU-R交付成果，以促进RSTT的频谱统一，

特别是用于列车无线电应用的频谱的统一，

决议请亦主管部门鼓励铁路机构和组织在实

施支持RSTT的技术和系统时使用相关ITU-R

出版物。

但决议亦提及各主管部门为满足其特定的

国内和/‒或区域需求，可以灵活地确定用于

RSTT的频谱数量以及国家层面的使用条件，

决议还指出，RSTT的技术在不断演进，第三

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国际铁路联盟

（UIC）、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和欧

盟铁路局（ERA）等国际或区域性组织正在

为推进RSTT的发展制定技术和新功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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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决议

第4委员会
COM4/1 更新《无线电规则》中与航空业务相关的条款

COM4/2 列车与轨旁间的铁路无线电通信系统频谱在现有移动业务划分中的统一

COM4/3 2区固定业务高空平台电台对21.4-22 GHz频段的使用

COM4/4 2区固定业务高空平台电台对24.25-27.5 GHz频段的使用

COM4/5 固定业务高空平台电台对31-31.3 GHz频段的使用

COM4/6 固定业务高空平台电台对38-39.5频段的使用

COM4/7 66-71 GHz频段用于国际移动通信（IMT）及与移动业务其他应用的共存

COM4/8 24.25-27.5 GHz频段国际移动通信的地面部分

COM4/9 37-43.5 GHz和47.2-48.2 GHz频段内国际移动通信的地面部分

COM4/10 45.5-47 GHz频段中的国际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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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委员会
COM5/1 限制来自地球站的未经授权上行链路传输的措施

COM5/2 在11.7-12.2 GHz频段对位于37.2°W和10°E之间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弧上的已实施卫星广播

业务网络的保护

COM5/3 在WRC-19部分删除附录30（WRC-15，修订版）附件7后的额外临时规则措施

COM5/4 2区11.7-12.2 GHz频段卫星固定业务网络与1区37.2°W以西的卫星广播业务指配，以及 

1区12.5-12.7 GHz频段卫星固定业务网络与2区54°W以东的卫星广播业务指配开展协调

的必要性

COM5/5 针对被确定为执行短期任务且无需适用第9条第II节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网络或系统的频率指

配的规则程序

COM5/6 与卫星固定业务对地静止空间电台进行通信的动中通地球站对17.7-19.7 GHz和 

27.5-29.5 GHz频段的使用

COM5/7 在特定频段和业务中用于实施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系统中空间电台频率指配的分阶段方法

COM5/8 为加强在需适用附录30B的频段内卫星固定业务卫星网络对这些频段的平等使用而制定的

附加措施

COM5/9 空间操作业务内承担短期任务的非对地静止卫星使用137-138 MHz频段

COM5/10 保护静止轨道FSS、BSS和MSS网络免受37.5-39.5 GHz、39.5-42.5 GHz、 

47.2-50.2 GHz和50.4-51.4 GHz频段中多个non-GSO FSS系统产生的集总干扰

COM5/11 在37.5-39.5 GHz、39.5-42.5 GHz、47.2-50.2 GHz以及50.4-51.4 GHz频段 

应用《无线电规则》第22条保护对地静止轨道卫星固定业务和卫星广播业务网络免受非对

地静止轨道卫星固定业务系统的干扰

COM5/12 卫星固定业务中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对37.5-42.5 GHz（空对地）和47.2-48.9 GHz、 

48.9-50.2 GHz和50.4-51.4 GHz（地对空）频段以及卫星移动业务中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

对39.5-40.5 GHz（空对地）频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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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委员会
COM6/1 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议程

COM6/2 确定将3 300-3 400 MHz、3 600-3 800 MHz、6 425-7 025 MHz、7 025-7 125 MHz和

10.0-10.5 GHz频段用于国际移动通信（IMT）地面部分的频率相关事宜研究

COM6/3 研究审议在1区将3 600-3 800 MHz频段作为主要业务划分给移动（航空移动除外）业务的

可能性

COM6/4 利用高空平台电台作为IMT基站，促进2.7 GHz以下某些频段内的移动连接

COM6/5 审议促进引入亚轨道飞行器的规则条款

COM6/6 在117.975-137 MHz频段内为卫星航空移动（R）业务研究可能的新划分以 

支持地对空和空对地方向上的航空VHF通信

COM6/7 关于第155号决议（WRC-15）和第5.484B款在其适用的频段的审议和可能修订

COM6/8 审议有关更新《无线电规则》附录27以支持航空HF现代化的规则条款

COM6/9 频率相关事宜，包括可能的附加划分的研究，用于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的可能引入

COM6/10 审查将14.8至15.35 GHz频段内空间研究业务的次要划分可能升级至主要划分地位

COM6/11 根据无源微波传感器的观测要求，审查231.5-252 GHz频率范围内卫星地球观测业务（无

源）的频率划分并考虑进行可能的调整

COM6/12 与12.75-13.25 GHz（地对空）频段上的卫星固定业务中对地静止空间电台通信的机载和船

载地球站使用的运行

COM6/13 与卫星固定业务非对地静止空间电台进行通信的动中通地球站对17.7-18.6 GHz和 

18.8-19.3GHz和19.7-20.2 GHz（空对地）和27.5-29.1GHz和29.5-30 GHz（地对空）频

段的使用

COM6/14 研究11.7-12.7 GHz、18.1-18.6 GHz、18.8-20.2 GHz和27.5-30 GHz频段内卫星间链路的

技术和操作问题以及规则条款

COM6/15 研究卫星移动业务的频谱需求以及在1 695-1 710 MHz、2 010-2 025 MHz、3 300-3 315 

MHz和3 385-3 400 MHz频段内可能的的新划分用于窄带卫星移动系统的未来发展

COM6/16 在2区在17.3-17.7 GHz频段为卫星固定业务的空对地方向做主要业务划分

COM6/17 研究1 240-1 300 MHz频段上采用的技术和操作措施，确保对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 

（空对地）的保护

COM6/18 国际移动电信系统在固定业务作为主要业务划分的频段内的固定无线宽带的使用

COM6/19 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初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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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6/20 在231.5-275 GHz频段内为无线电定位业务做出新的划分并在275-700 GHz频率范围内为

无线电定位业务应用确定新频段

COM6/21 与卫星固定业务中对地静止轨道空间电台进行通信的航空和水上动中通地球站 

对37.5-39.5 GHz（空对地）、40.5-42.5 GHz（空对地）、47.2-50.2 GHz（地对空）和

50.4-51.4 GHz（地对空）频段的使用

COM6/22 有关卫星固定业务的频谱需求及可能在43.5-45.5 GHz频段内做出划分的研究

COM6/23 71-76 GHz和81-86 GHz频段中固定业务与卫星业务台站之间的共用

COM6/24 卫星业务台站使用71-76 GHz和81-86 GHz频段以确保与无源业务兼容的条件

COM6/25 为71-76 GHz（空对地以及拟议的新的地对空）和81-86 GHz（地对空）频段的非对地静

止卫星固定业务卫星系统馈线链路研究技术、操作问题和规则条款

COM6/26 研究在卫星移动业务中操作的非对地静止卫星和对地静止卫星之间在1 610-1 645.5

和1 646.5-1 660.5 MHz频段在地对空方向以及在1 525-1 544 MHz、1 545-1 559 

MHz、1 613.8-1 626.5 MHz和2 483.5-2 500 MHz频段空对地方向的空对空传输的技术、

操作事项和规则条款

COM6/27 研究在1 300-1 350 MHz频段内为陆地移动业务（不含IMT）划分的可能性 

以便于各国主管部门用于地面移动业务应用的未来发展

COM6/28 改进附录18中VHF水上频率使用的考虑

COM6/29 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地对空）对22.55-23.15 GHz频段的使用

COM6/30 取消对694-960 MHz频率范围内航空移动业务的用户设备非安全IMT应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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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宣言

在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促进性别平等、公平和均等

增加：

鼓励并积极支持：

在各项无线电通信活动中力求性别平衡

向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全会提交一项
相关决议

年轻女性和女性从事ICT领域的教育和专业工作

每年审议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方面取得的进展

接受初级/中级STEM教育的年轻女性
数量

向女性提供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实习/培
训机会的数量

攻读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STEM）领域
学位的女性数量

向女性提供的STEM奖学金（scholarships）与助
学金（fellowships）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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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在大会闭幕

式上指出“WRC-19为利用地面和

空间通信技术，以更具创新性的

新方式连通世界铺平了道路。随着最先进的

宽带技术在新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展现自

我，即使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亦将获得更好、

更实惠的接入。” 

“WRC-19来之不易的协议将给全世界数十

亿人民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为可持续增

长和发展营造有利的数字环境。”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先生认

为，“WRC-19在支持新通信技术和保护现有

业务方面取得的成就，将在万亿美元电信和

ICT行业的持续增长中得到体现。”

WRC-19主席Amr Badawi在致闭幕词时

称：“这是一份十分敏感的国际条约，重要性

自然不言而喻。修改这些规则需要参与本届

大会各方的通力合作。”

主席感谢代表们为最终达成共识体现出的奉

献精神，希望大会取得的成果将成为新技术

时代--一个服务于创新与和平的时代--起点

的标志。

埃及国家电信管理部部长Amr Talaat高兴地

向大家宣布，埃及发射了首颗卫星 — 这是

该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指出这颗卫星 

“不仅将为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提供服务...同

时将为边远地区的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

保障。”

2019年10月29日至11月16日于埃及沙姆

沙伊赫举办的第38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在签署《最后文件》后胜利闭幕。

本届大会由埃及政府主办，吸引了3400多名

与会代表参会。

更新后的《无线电规则》将于2020年出

版，2021年1月1日生效。 

下载临时《最后文件》以查看
所有WRC-19成果文件，请点
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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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u.int/en/ITU-R/conferences/wrc/2019/Documents/PFA-WRC19-E.pdf
https://www.itu.int/en/ITU-R/conferences/wrc/2019/Documents/PFA-WRC19-E.pdf


（WRC-19）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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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News Magazines dedicated to WRC-19:

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captio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captio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newsroom/wrc-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newsroom/wrc-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webcast/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webcast/Pages/default.aspx
https://soundcloud.com/ituproduction/sets/itu-wrc-19
https://soundcloud.com/ituproduction/sets/itu-wrc-19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tupictures/collections/72157711844301152/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tupictures/collections/72157711844301152/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6-WRC19-C&class=MINS
https://www.itu.int/md/R16-WRC19-C/en
https://www.itu.int/en/ITU-R/conferences/wrc/20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captio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newsroom/wrc-19/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webcast/Pages/default.aspx
https://soundcloud.com/ituproduction/sets/itu-wrc-19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tupictures/collections/72157691425514943/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https://www.itu.int/md/meetingdoc.asp?lang=en&parent=R16-WRC19-C&class=MINS
https://www.itu.int/md/R16-WRC19-C/en
https://twitter.com/search?q=%23ITUWRC&src=typed_query&f=live
https://www.itu.int/en/itunews/Documents/2019/2019-05/2019_ITUNews05-en.pdf
https://www.itu.int/en/itunews/Documents/2019/2019-01/2019_ITUNews01-zh.pdf
https://www.itu.int/en/itunews/Documents/2019/2019-02/2019_ITUNews02-zh.pdf
https://www.itu.int/en/itunews/Documents/2019/2019-04/2019_ITUNews04-zh.pdf


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3）展望

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9）确定了2023年世界无

线电通信大会议程的总体范围，为未

来技术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并可为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部门下四年研究期的工作提供指

导。

由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提出但未能列

入WRC-23议程的议项，已推迟讨论并纳入

WRC-27的初步议程。

WRC-23的初步议程   

1.1 航空和水上移动业务：审议如何保护国

际空域和水域的台站免受相关国家领土内其

它台站的影响。

1.2 国际移动通信（IMT）：审议为移动业务

提供更多划分并为和IMT确定频段。

1.3 1区内的移动业务：审议在 

3600-3800 MHz频段内为移动业务提供更多

主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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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空平台台站用作IMT基站（HIBS）：

审议在某些已确定用于IMT的频段内的移动

业务中使用HIBS。

1.5 审议1区470-960 MHz频段内现有业务的

频谱使用和频谱需求：审议针对1区 

470-694 MHz频段可能采取的规则行动。

 1.6  亚轨道飞行器：审议有助于促进亚轨道

飞行器无线电通信的规则条款。

 1.7 卫星航空移动（R）业务（AMS(R)S）

业务：审议为支持地对空和空对地方向上的

航空VHF通信提供一个新划分。

 1.8 无人机系统：纳入使用卫星固定业务

（FSS）的无人机系统的控制和非有效载荷

通信。

 1.9  商用航空生命安全应用数字技术：对适

当的行动规则和更新进行审议，以便将用于

划分给航空移动（R）业务现有HF频段商用

航空生命安全应用的数字技术包含在内。

 1.10  使用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的航空移动

业务：审议为这些业务提供新划分。

 1.11  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审议为支

持这些系统的现代化并实施电子导航而采取

的规则行动。

 1.12  用于星载雷达探测器的卫星地球探测

（有源）业务：审议提供一个新次要划分的

可能性。

 1.13  空间研究业务：审议升级 

14.8-15.35 GHz频段内空间研究业务划分的

可能性。

 1.14  EESS（无源）：审议为确保与更多

最新遥感观测要求保持一致而可能做出的调

整；

 1.15  与卫星固定业务对地静止空间电台通

信的机载和船载地球站：审议有关这些地球

站的全球统一问题。

 1.16  non-GSO FSS动中通地球站：制定技

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以推动对相关空对地

和地对空频段的使用。

 1.17  卫星间链路：酌情考虑增加卫星间业

务划分。

 1.18  卫星移动业务：针对窄带卫星移动系

统未来的发展，审议相应的频谱需求和可能

的新划分。

 1.19  空对地方向的卫星固定业务：审议在 

2区为这些业务提供一个新的主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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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27的初步议程

 2.1  无线电定位业务：审议为无线电定位业

务提供附加频谱划分，并为毫米和子毫米波

影像系统的无线电定位应用确定频段；  

2.2 与卫星固定业务中对地静止轨道空间电

台进行通信的航空和水上动中通地球站：制

定技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促进这些电台使

用相关频段。

2.3 卫星固定业务：审议为此业务划分频

段。 

2.4 第21条：在71-76 GHz和81-86 GHz频

段引入功率通量密度（pfd）和等效全向辐射

功率（e.i.r.p.）限值。

2.5 卫星业务：为确保与无源业务兼容确定

卫星业务台站的条件。

2.6 空间天气传感器：审议为空间天气传感

器给予适当认可并提供保护的规则条款。

2.7 非对地静止卫星固定系统馈线链路：考

虑为空对地和地对空通信制定规则条款。

2.8 空对空链路：研究在卫星移动业务中操

作的非对地静止卫星和对地静止卫星的技

术、操作事项及规则条款。

2.9 移动业务：审议可能的附加频谱划分，

以促进移动业务应用的未来发展。

2.10 VHF水上业务：审议改进附录18中对

VHF水上频率的利用；

2.11 EESS（地对空）：审议为此业务提供

一个新划分。

2.12 IMT确定频段：审议取消有关IMT中对

航空移动的限制，以便用于非安全应用的

IMT用户设备。

2.13 卫星移动业务：审议为窄带卫星移动

业务系统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全球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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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RC-19大会上推进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是今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上（WRC）的一项热门话题。

有关男女与会代表的统计数据

清楚地提醒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

WRC-19则助推了在整个国际电联范围内鼓

励更多性别平等工作的开展。

国际电联妇女联谊会
（#NOW4WRC19）

NOW4WRC19举措在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的早期进程中就开始了能力建设，

以鼓励有更多的女性作为与会代表、主席、

副主席等参与WRC-19的工作。 

该举措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与会代表的性别

平衡；使女代表能够做好准备，以便在

WRC-19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提高国际电

联女工作人员的能力、增强其贡献。

尽管参加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女代表比例

较低（仅为18%），但WRC-19期间举办的

妇女联谊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通过

了一项宣言。

2019年10月28日至11月22日，参加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
的WRC-19招待会期间的“妇女联谊会”的与会代表。

请观看视频采访（仅有英文版），
以了解更多信息。

对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WRC-19全会特设组主席Cindy-Lee 
Cook（右）和巴西代表、WRC-19妇女联谊会（NOW）共同主
席Luciana Camargos采访。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6/
20
19

43

WRC-19期间的其他资讯

https://youtu.be/cuCEB5iGIcM?list=PLpoIPNlF8P2PwGUfgBCGlCxqehr7-Dhd8


WRC-19通过的性别平等宣言

WRC-19通过了一项促进在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工

作中实现性别平等、公平和均等的宣言。

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声明表示，他们将紧急行动

起来，采取积极措施，增加接受高等数学和科学初等和

中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人数，以便为她们在STEM领域 

（尤其是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攻读本科学位做

准备。

各方还一致同意，增加向攻读STEM领域所有各级学位的

女性提供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数量，并且到2023年时，

大幅度增加向女性提供的实习、培训机会和暑期工作数

量，为她们在电信/‒ICT行业追求职业发展和担任领导职

务打下基础。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指出：“女性参与技术开发、政策

制定和决策，将使整个社会受益”，他敦促成员国和部门

成员让女性参与到国际电联相关活动的方方面面。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先生表

示：“由无线电通信局发起的国际电联妇女联谊会致力

于鼓励女性参与无线电通信、电信/‒ICT及相关领域的工

作，以增强信息社会对女性和年轻女性的包容性，并助

力有关实现性别平等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他强

调，确保在ICT环境中、特别是在无线电通信领域实现男

女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人人有责。

存档文章

浏览往期已存档的有关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女
性和年轻女性以及弥合数字性别鸿沟内容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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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viewer/87/?return=1&css-name=include#page=1&viewer=picture&o=&n=0&q=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13-03-en.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16-04-en.pdf


将在萨摩亚举办2020年信息通信年
轻女性日

国际电联一年一度的全球 信息通信年轻女性

日 庆祝活动将于明年4月23日在萨摩亚独立

国举办。

此次活动以“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为主题，

预计将吸引约1000名萨摩亚及其它国家的

学龄女孩参加一天的充满乐趣的互动式技术

讲习班、行业专家的讲座以及围绕如何增强

区域能力建设促进数字技能发展的高水平讨

论。

在阿皮亚（Apia）举办的全球性活动还将吸

引来自该地区的全国比赛的优胜者。

“国际电联决定由萨摩亚举办明年的全球庆祝

活动，这表明我们决心推动包括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实

现性别平等。”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指出。 

自左至右：萨摩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首席执行官TalatalagaFualauMata’uMatafeo先生；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多琳•伯格丹-马丁女
士；萨摩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AfamasagaLepuia’i Rico Tupai先生阁下；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以及萨摩亚监管机构办公厅负责人

Lefaoali’iUnutoaAuelua-Fonoti女士，在2019年11月1日于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38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

欢迎观看国际电联最近对萨摩亚通信和信息技
术部部长AfamasagaLepuia'i Rico Tupai先
生阁下的视频采访（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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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20.rs6.net/tn.jsp?f=001tuqYVhzSIOwcO5s29Pjk6jfRe3HewgvPIohvKskDBdB7gw7vgIGdulsb9HQVKiOmA4DcrKWRIeQ3jcqiVqb6yOyT-KeuBrj7H7PbhoafbTZW2QPh7DNyHjIJdnOlkdmm9ygYQT9NQ6hjwDW4PwBw9tiXF_ukGdKBmxbKZB68SXvZp59O4CppIHCpm59jTboXxCTy76cm5x8kVBBgDoiG7rEdTPv-ktFNDOQ4oH5-_nJRZBxU8Km6HHT4B94mtaSSM99hT5Xv5YA=&c=1Y_nb1JPXyFmQ2sg8VUmhu9VMEa5Q_XfrsoMa4m67ZRnwClNUsjQ3A==&ch=fVcnLA8kA_-55g75caKEU3ef3NqcDtq2rd22bvR3u_2m82pv-BFC4w==
http://r20.rs6.net/tn.jsp?f=001tuqYVhzSIOwcO5s29Pjk6jfRe3HewgvPIohvKskDBdB7gw7vgIGdulsb9HQVKiOmA4DcrKWRIeQ3jcqiVqb6yOyT-KeuBrj7H7PbhoafbTZW2QPh7DNyHjIJdnOlkdmm9ygYQT9NQ6hjwDW4PwBw9tiXF_ukGdKBmxbKZB68SXvZp59O4CppIHCpm59jTboXxCTy76cm5x8kVBBgDoiG7rEdTPv-ktFNDOQ4oH5-_nJRZBxU8Km6HHT4B94mtaSSM99hT5Xv5YA=&c=1Y_nb1JPXyFmQ2sg8VUmhu9VMEa5Q_XfrsoMa4m67ZRnwClNUsjQ3A==&ch=fVcnLA8kA_-55g75caKEU3ef3NqcDtq2rd22bvR3u_2m82pv-BFC4w==
https://twitter.com/i/status/1190338863799123968


国际电联庆祝电视标准工作开展70周年

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期间迎来

了2019年11月21日世界电视日的到

来。国际电联当天庆祝了电视标准工

作开展70周年。

自70年前的1949年首次发布电视技术标准以

来，国际电联已制定出全球统一的标准，逐

步在音像质量方面提升了电视收视体验。

随着符合国际电联IMT-2020频谱划分和标准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WRC-19研究的

议题）的5G服务在未来几年的逐步推出，传

统广播和互联网业务的融合，可能使通过地

面、卫星和互联网平台综合传送的宽带网络

媒体内容、数据和应用进一步融为一体。这

些“全球平台”有朝一日会利用广播和非广播

技术，借助广泛的设备和接收平台，向最终

用户传送内容。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指出：“电视在向世

界传递信息和知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大众娱乐渠道。”

S
hu
tte
rs
to
ck

世界电视日简介

联合国大会于1996年宣布11月21日为世界电视

日，以凸显电视对决策所产生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力。因为电视使世界关注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

在加强对其他（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在内

的）关键领域的关注方面也发挥着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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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马里奥•马尼维奇

表示：“世界电视日聚焦于国际电联70年来

新的广播标准和系统的开发工作，使之与最

新尖端技术相结合，以可承受价格向世界最

边远地区的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电视覆盖。”

2012年，国际电联因平衡广播节目内部及之

间响度的“广播音频用响度测量标准化”而荣

获美国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会颁发的艾美

奖。

国际电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

电工技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视频编

码标准，还获得了电视艺术与科学学会颁发

的两项黄金时段艾美奖，第一个奖项于2008

年颁发给国际电联H.264 | MPEG-4 高级视

频编码（AVC），第二个奖项于2017年颁发

给高效视频编码（HEVC，作为ITU H.265 | 

ISO/‒IEC 23008-2发布）。 

现定于2020年中期完成的多功能视频编码

（VVC）项目，旨在提供大幅度的改进，较

HEVC节省高达37.7%的压缩性能。

关于电视广播的未来的最新趋势和方向的真

知灼见请观看与欧洲广播联盟（EBU）的大

卫·伍德（David Wood）的访问。 

档案文章

2010年世界杯，3D电视测试新技术

作为世界上最流行的体育赛事之一，世界杯足球

赛拥有几十亿观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

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商定了电视格

式的标准（“建议书”），这些标准使数字电视和

高清晰度电视（HDTV）成为可能。

根据国际电联过去公布的一份报告，到2009年年

底，世界上约有14亿用户拥有电视机，约50亿人

可在家收看电视（见完整文章）。

No. 6, 2010

No. 8, 2008

请关注国际电联的工作。 
观看国际电联的历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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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itu.int/itu-iso-iec-receive-another-primetime-emmy-for-video-compression-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z5uQJGpfg&feature=youtu.be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10-06-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8-08-en.pdf
https://youtu.be/uzCDxnVUXXY


实现农村人口互联互通的新工具

WRC-19期间，国际电联发布了一

项新的工具包以支持各地的监

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发挥其所

能，使人人都能享受宽带网络和接入。

落实适当的监管安排、连通性措施和适当的

工具，以促进基础设施的部署，特别是在农

村和边远地区，对于通过普遍接入快速、可

靠的在线技术和服务来促进完全数字包容至

关重要。

新工具包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提供了

清晰且实用的方法，以便对提议的宽带基础

设施安装部署计划进行准确的经济评估。

该工具包提供的专家指南将极大地促进可信

和连贯的商业计划的发展，这些商业计划适

用于广泛的宽带基础设施部署项目。

请浏览此文章。

单击此处下载工具包（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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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itu.int/why-leaders-need-new-tools-to-connect-rural-citizens/
https://www.itu.int/pub/D-PREF-EF.ICT_STRUCT_KIT-2019


《国际电联新
闻》杂志创
刊150周年

2019年11月26日，国际电联的旗舰出

版物迎来了创刊150周年的纪念日。

《国际电联新闻》的前身是创刊于

1865年的《电报杂志》。在本文中，您将了

解这本杂志在这些年中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如

今的多语种、纯数字版杂志。

事实上，在创刊100和120周年之时也进行过

纪念，专题报道见以下各期。

通过深入研究早期以及近期的杂志，我们可

以了解到非常丰富的历史，不仅局限于国际

电联及其活动（包括会议成果），还涉及全

球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发展的

整体状况。

请继续浏览，了解《国际电联新闻》杂志在

过去150年中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阅读本期杂志，您将了解档案中的一些

内容，有意思的是，这些内容与当今全球信

息通信技术领域开展的讨论依然非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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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新闻》杂志创刊150周年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69-11-en.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89-11-en.pdf
https://youtu.be/cT1_Q6EzY84


1869年  首期《电报杂志》面世

继1865年5月17日在巴黎首次签署《国际电报公约》并成立国际

电联之后，1868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电报大会上决定在

瑞士伯尔尼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指定给该局（秘书处）的六项

任务之一是出版“法文版电报杂志”（《国际电报公约》 

（1868年，维也纳）第61条）。因此，该杂志是应成员国要求出

版的，而且从秘书处创建开始一直是国际电联信息传播职责的重

要一环。《电报杂志》创刊号于1869年11月25日出版。

1934年  杂志更名为《电信杂志》 

1932年，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电报大会和国际无线电报大会决定

将《国际电报公约》和《国际无线电报公约》合并为一项《国际

电信公约》，与此同时采用新的名称“国际电信联盟”，以完整反

映出国际电联的职责范畴。新名称于1934年1月1日起生效。随着

这一名称的变化，《电报杂志》于1934年1月1日更名为《电信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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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历年国际电联的杂志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869-01-fr.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34-01-fr.pdf


1948年  《电信杂志》以三种语
文出版：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在大西洋城国际电信大会（1947年）做出与语文相关的决定之

后，《电信杂志》自1948年1月起成为三种语文的出版物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三种语文在同一页面上并排印刷。

采用这种新形式出版杂志意味着工作量和制作成本的大幅度增

加。

1962年  各语文版本单独发行

1962年1月起开始以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单行本的方式

分别发行《电信杂志》，摈弃了原有的三种语文形式。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电信杂志》越来越多地用于传播关

于国际电联及其工作的信息。而且此时开始向联合国及其所有专

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中心和国际电联的驻地技术

合作专家寄送杂志。此外，索要杂志的大众媒体和技术性媒体日

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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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es.pdf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48-01-mul.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62-01-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62-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62-01-es.pdf


1994年  《电信杂志》
演变为时事通讯

自1994年1月1日起，《电信杂志》被《国际电联通讯》

（ITU Newsletter）所取代。版式得到调整，更富有现代气息，而

且改为每年出刊十期。此时宣布，新版式的杂志/‒通讯将“专注于

国际电联的活动、重大问题和取得的实效”。各方意见虽常有冲

突，但亦会刊登在新的出版物上，不仅向读者介绍有关国际电联

活动的基本信息，还帮助他们了解“背景、原因和来龙去脉”。

1996年  《国际电联新
闻》采用杂志的形式

自1996年第一期起，杂志面目一新，采用了简化的检索。名称

也更改为《国际电联新闻》，以表明出版物的真实目的。杂志的

格式和布局都得到改进，并且为广告预留了空间。在不断快速拓

展的电信世界，有许多话题需要讨论，例如移动个人通信、多媒

体，或者发展中国家电信发展的合作的新范式。采用了这种方

式，《国际电联新闻》确实与时俱进，适应了自京都全权代表大

会以来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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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fr.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es.pdf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en.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4-01-es.pdf


1999年  推出电子版和付费订阅

一项研究表明，有必要以电子方式传播有关国际电联活动的信

息。为响应该研究，于1999年中期在国际电联网站上推出了第一

期电子版的《国际电联新闻》杂志。自那时以来，《国际电联新

闻》一直以数字和纸质两种形式出版。自2003年至2006年， 

《国际电联新闻》网页在月均访问量方面表现不俗，跻身国际电

联网站访问量前三名。自1999年起，开始实行非国际电联成员付

费订阅印刷版。包括一些书店和私营部门公司在内的付费用户的

年度订费为100瑞士法郎。

2009年  《国际电联新闻》
杂志以六种语文出版

自2009年7月以来，应国际电联成员国要求，为了增强国际电联

的形象并提高国际电联公众信息传播工作的有效性，《国际电联

新闻》杂志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出版。继续广泛报道发生在世界各

地、涉及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国际电联活动和重大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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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a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ar.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fr.pdf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ru.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ru.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es.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6-01-es.pdf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s://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9-01-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9-01-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1999-01-es.pdf
https://historicjournals.itu.int/issues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en.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ru.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a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zh.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fr.pdf
http://www.itu.int/bibar/ITUJournal/DocLibrary/ITU011-2009-06-es.pdf


2016年  《国际电联新闻》
杂志实现全面数字化

2016年，《国际电联新闻》杂志实现全面数字化，并且推出了新
的在线门户。电子版本深入报道一年中发生的国际电联的重大事
件和议题被，并通过电子邮件时事通讯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

同时推出的还有两个姊妹产品：一个是移
动友好型《国际电联新闻》网页，发布关
于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趋势如何影响世界
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每日报道，以及每
个星期二发送至您的收件箱的《国际电联
新闻》周刊。

同样在2016年，经过长期努力，国际电联图书馆和档案服务科实
现了在线提供1869年至2015年《国际电联新闻》杂志的数字珍藏
本。整套杂志汇编可进行搜索，而且可以发掘有关多年来电信/‒信
息通信技术领域发展和国际电联活动的相关信息。请浏览不同时
期（1869年至2015年）的国际电联杂志。

1869-2019年
《国际电联新闻》杂志庆祝创刊150周年

70多年的多语种版本
过去10年更有6个语种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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