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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谱地图云平台 
                                    大数据在无线电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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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什么是频谱地图？ 

        将无线电频谱信息与地理信息GIS系统相结合，从时域、频

域、空域、能量域多个维度融合分析，将摸不着、看不见的电磁

环境动态可视化的展示到地图上，以不同颜色等级反应电磁环境

的态势，为无线电监管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全局把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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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建设动态频谱展示系统，实现电磁频谱可视化展示。”- 《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划（2016－
2020年）》专栏1 

 有助于实现频谱资源更加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 

 在无线电管理工作的精细化、主动化等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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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兼容性 

多元化监测数据来源；兼容原有系统，对接一体化平台 

 核心专利算法 

由局部（点、线）数据获得全局分布及频谱态势 

 大数据处理能力 

基于完全国产自主研发的“神威”超级计算机，安全、可控 

 多元化多维度的展示 

基于行政图、卫星影像图、城市三维地图，从时域、频域、空间域和能量域等维度来描述频谱及
场强分布，以可视化的方式动态地反映电磁环境状况 

 实现多种应用 

频谱评估、频率规划/指配、台站监管、电磁环境评估、辅助干扰查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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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www.ng-networks.cn 6 

框架 

监测数据 频率数据 管理数据 地图数据 台站数据 数据中心 

开放接口 

数据分析 用频密度 历史比对 频谱分布 态势展示 频段占用 

业务平台 

B/S 

频谱评估 频率规划 台站监管 干扰查处 
电磁环境 
评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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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频谱数据 

采集 

• 路测 

• 网格化节点 

• 大型固定站 

• 其它频谱感知设备 

数据融合 

处理 

• 时间融合 

• 空间融合 

• 频域融合 

• 电波传播分析 

GIS渲染 

展示 

• 2D/3D 

• 动态回放 

• 历史比对 

• 多维度/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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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监测数据 

• 路测数据 

• 网格化数据 

• 固定站数据 

• 其它感知设备数据 

频率/台站数据 

• 位置 

• 频率 

• 天线 

• 功率 

• …… 

地图数据 

• 卫星影像图 

• 数字高程图 

• 道路矢量图 

• 三维建筑模型 

• ……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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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采集要素：时间、地理位置、频率

、场强/功率 

 频率测量范围：20MHz-6GHz 

 定位系统：GPS 

 位置精确度：10m（典型值） 

 设备数据误差：小于3dB 

 设备频率测量稳定度：10-6 

 测量数据单位：功率单位“dBm”；

场强单位“dBuv/m”；电磁辐射单位

“v/m”或者“w/m²” 

 支持国家频谱评估数据格式 

数据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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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方式比较一览表 

采集方式 数据密度 环境适应性 采集成本 其它限制因素 

          移动路测采集 密        通用，大范围 中     受道路交通影响 

             步行采集 非常密 城市热点区域，小范围 高       人员、供电 

        网格化节点采集 稀疏   密集城区，固定区域 低 成本昂贵，布点有限 

        大型监测站采集 非常稀疏           固定位臵 低 成本昂贵，布点有限 

             机载采集 非常密 城市热点区域，小范围 高 飞行安全、政策等 

数据采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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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的数据处理专利算法 

• 自动化数据预处理：数据过滤、数据
修正…… 

• 自适应插值算法：三角网格插值和自
然邻区插值 

• 基于复杂地形的智能化数据拟合法 

• 适用于不同频段、不同场景的电波传
播模型 

• 基于国产“神威”超级计算机的并行
算法 几种常用的电波传播模型 

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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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计算单元 

CPU：申威1610，16核，主频1.6GHz 

内存：8GB，可扩展至64GB 

外存：1个mSATA硬盘接口和2个SATA硬

盘接口，标配1个500GB硬盘 

2个交换单元 
4个万兆，20个千兆，支持VLAN和交换

机级联 

2个管理单元 

支持KVM本地输出 

满足8个计算单元的VGA+键鼠切换 

支持KVM over IP 

3个电源单元 标准电源 

结构形态 19寸机架式，高度<=12U 

工作温度 -40~55度 

操作系统 支持中标麒麟系统和睿思操作系统 

神威多单元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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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展示 

固定站数据分析 路测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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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展示 

频段态势（934MHz-936MHz） 单频点态势（89.9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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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展示 

频段覆盖率分析（954MHz-960MHz） 不同频率对比分析（935MHz/958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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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展示 

频谱动态展示（87MHz-108MHz，步长：1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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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某业务类

型的数据 

 针对某一信道

或者某一业务

频段分析频率

使用密度 

 进而分析频率

的使用效率 

典型应用一：频谱评估 

频率使用密度 

频段利用率高 

频段利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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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网格占用度分析 

典型应用一：频谱评估 

936MHz-954MHz网格占用分析（1km*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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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 

某一频道覆盖情况 某一业务类型整体覆盖情况 

典型应用一：频谱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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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益： 

 可以有效地解决频率使用效率低下问题。 

 有利于科学规划与优化配臵频率资源。 

 引入频谱资源利用评估对我国现行频谱资源的分配机

制、费用标准制定有极大的作用，促进更加公平、合

理地利用资源。 

 为今后实现频谱资源的市场化奠定基础。 

 逐步实现频谱资源动态分配，挖掘频谱价值，提高频

谱使用效率，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提供宝贵资源。 

 

典型应用一：频谱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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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可用频率资源分析可以直观地了解辖区内还有

哪些频率资源可用。 

 处理设台/频率申请，基于目前用频情况，辅助完成

频率指配。 

频率资源使用情况分析 

信道占用度分析 

典型应用二：频率规划/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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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益： 

 直观展示可用频率资源，辅助频率指配

决策。 

 软件自动化分析，改变传统人工计算方

式，提高工作效率。 

 融合大量监测数据分析，提高频率规划/

指配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加强频率精细化管理，促进频谱资源的

高效、合理利用。 

典型应用二：频率规划/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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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各类监测数据分析某一信道/业务频段的场强/功率分布图。 

 基于合法台站数据库的参数分析，利用电波传播模型计算场强和功率。 

 通过将监测分析结果和台站计算结果进行比对发现异常，监管台站是否正常工作，清查

过期失效台站。 

与台站数据比对 场强分布 

典型应用三：台站监管/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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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益： 

 改变传统的台站监管方式，让数据“说话”。 

 及时发现违规台站，维护电波秩序。 

 清理过期、未工作台站，获得更多可用站址及频率资源。 

 保证数据库的准确性、时效性，实现台站精细化管理。 

 节省频率资源，提高频率使用效率，满足更多用频需求。 

典型应用三：台站监管/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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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主动发现黑广播 

 针对调频广播频段（87 - 108MHz）生成不同时间的频谱地图。 

 系统自动标示能量有显著变化区域，找出发生变化的具体频率。 

 与台站数据库中的调频广播比对确定是否为非法发射。 

新出现
发射源 

发射源
消失 

发射 
异常 

典型应用四：干扰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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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四：干扰查处 

系统效益： 

 主动发现异常，提前处理干扰，变被动为主动。 

 减少监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干扰查处的工作效率。 

 丰富电波秩序监管手段，使无线电管理工作从传统的、主观的粗放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的

、数字化的智能管理模式转变，对于无线电管理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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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数据融合分析，定期生成电磁辐射强

度图，反映电磁环境情况。 

电磁辐射安全标准 
GB8702-2014 

典型应用五：电磁环境评估 

电磁环境分析（87MHz-108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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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益： 

 提高社会公众对无线电辐射的认识。 

 有利于电磁环境信息的公开，从而改善设台建站矛盾。 

 与环保要素结合，提供电磁辐射指数发布。 

典型应用五：电磁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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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重大活动期间，高密度无线电应用导致电磁环境复杂多变，干扰频发。 

 对重大活动区域进行背景电磁环境测试。 

 结合白名单进行电磁环境清理。 

 基于用频需求做好频率指配工作。 

 活动期间实时态势监控、比对预警。 

典型应用六：重大活动保障 

扫频数据

监测节点样本学

习

生成背景频谱

是否异常

结束 异常报警

是否

存入数据库

正常

自动数据比对

保障分析流程 
实时比对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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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益： 

 智能背景频谱学习，自动掌握“白名单”。 

 全活动周期的电磁环境监控，异常主动预警。 

 频谱态势定位，锁定异常区域，直观化展示。 

典型应用六：重大活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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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上海广播频段态势 

东方明珠的位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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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上海GSM-R频段态势 

GSM-R（930-934）频段铁路附近占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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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已规划未分配（2155-2170）频段态势 

部分区域明显存在频率违规占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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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集群数传频段态势 

台站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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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国际干扰电磁环境排查（1400-1420卫星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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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1805-1830 LTE频段用频密度态势 

市区、郊区用频密度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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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运营商网络覆盖竞对分析 GSM900频段 

移动信号覆盖较好 联通市区逐渐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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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使用展示 

4G信号覆盖效果比对 

移动信号市区覆盖较好 联通基站很少，覆盖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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