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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管好用好频谱资源 
                   
                —贯彻落实全国无线电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准确理解和把握无线电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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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和把握无线电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
军民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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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和把握无线电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这对用好管好频谱资源、全面

加强无线电管理提出了跟新更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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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无线电频谱资源作为实现信息无所丌在、
交换传输的关键载体，在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促进航天事业发展，实现军民融合发
展中必将成为稀缺的基础性、戓略性资源，新
时期无线电管理工作必将有新的使命，无线电
管理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叱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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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和把握无线电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是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
及，无线电与水、电、气一样，已经深
深融于到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学习
等各方面各领域。 

无线电频谱资源使用特点和无线电业
务发展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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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国
防建设的强力推进，各行各业对使用无
线电频谱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并越来
越难以满足。 

无线电频谱资源使用特点和无线电业
务发展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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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无线电技术与应用朝着宽带化、泛
在化、移动化发展，频谱资源的使用将
逐渐由窄带向宽带、独占向共享转变，
固定业务和移动业务将进一步融合，使
用频段将向更高频段扩展。 

无线电频谱资源使用特点和无线电业
务发展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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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随着5G、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的广泛应
用、与实体经济的不断融合发展，无线电
台站和无线电设备类型日趋多样化、小型
化，数量呈海量增长，对传统无线电频率、
台站管理模式和监管力量提出了更大挑战。 

无线电频谱资源使用特点和无线电业
务发展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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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好用的频率资源供需不平衡，存

在结构性紧缺问题 

二是不同频段的频率使用不平衡不充分。 

三是不同地区频率使用不平衡。 

四是不同无线电业务频率使用不平衡，

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五是部分频段存在“碎片化”“条块

化”等频率使用不充分的现象。 

无线电频谱资源的使用、开发利用方面存在丌平衡、丌充分等深层次的问题，正
随着各行各业对使用频率的需求丌断扩大而越来越显现。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着力提高频谱资源使用敁率和敁益，着力解决可用频谱资源结构性紧缺和局部性
使用频率丌平衡丌充分问题，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幵讣真研究解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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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频谱最新进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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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远程医疗 智慧城市 

工业控制 虚拟现实 自劢驾驶 

智能物流 

宽带家庭 

4G改变生活、5G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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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马凯副总理非常重视5G工作，多次做出

重要批示，5G的研发工作不推进网络强国戓略紧密相

连，马凯副总理在调研5G研发工作时非常关心5G频

率规划工作。 

5G作为新一代移劢通信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将提升

移劢互联网用户体验，满足物联网的应用需求，发展

5G是全球产业求的共同愿景和战略共识。 

5G频谱规划 

15 



移劢数据流量呈爆发式增长 

移动终端连接数（亿部） 物联网连接数（亿个） 

未来全球移动通信网络连接的设备总量将达到千亿规模 

2010-2030年移动数据流量将出现爆炸式增长 

 2010-2020年全
球移动数据流量增
长将超过200倍，
2010-2030年将
增长近2万倍； 

 

 中国增速高亍全球，
2010-2020年将
增长300倍以上，
2010-2030年将
增长超4万倍； 

 

 2010-2020年上海
的增长率可达600
倍；北京热点区域
（如西单）的增长
率可达1000倍 16 



5G面向高、中、低全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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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确定5G频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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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度重视5G发展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2017年11月发布第二批频率
规划，为5G系统增加24.25-24.45GHz、24.75-25.25GHz、
47.2-48.2GHz频段。2017年4月，美国完成了600MHz频段的
激励拍卖工作，未来也将该频段用于5G系统。 

英国于2017年2月发布了5G频率规划，即低频段为700MHz
频段，中频段为3.4-3.8GHz频段，以及高频段为24.25-
27.5GHz频段。 

德国于2017年7月发布5G频率框架，包括四个频段：2GHz
频段（1920-1980MHz/2110-2170MHz）、C波段（3.4-
3.8GHz）、700MHz频段（738-753Hz频段作为SDL）以及毫
米波频段的26GHz（27.8285-28.4445GHz）和28GHz
（28.9485-29.4525GHz）频段。 

中国明确3300-3600MHz和4800-5000MHz共500MHz带宽频
率作为5G系统工作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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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G频率工作最新劢向 

 中低频段(6GHz以下) 
• 3.4-3.6/4.8-5.0GHz：目前开展5G技术研

发和电磁兼容试验； 

• 3.3-3.4/3.4-3.6/4.4-4.5/4.8-5.0GHz：修
订《频率划分规定》； 

• 3.3-3.4/3.4-3.6/4.8-5.0GHz； 

• 现有规划的IMT系统资源也将是5G系统用
频； 

• NB-IoT商用、LTE-V2X技术试验为后续5G
物联网示范。 

 高频段(6 GHz以上) 
• 24.75-27.5/37-42.5GHz：目前开展5G技

术研发和电磁兼容试验； 

• 毫米波规划征集意见； 

• 在WRC-19 1.13议题框架推动全球频率统
一化； 

• 20-40GHz 频段作为eMBB场景下室外的
重要资源； 

• 重点关注26GHz和40GHz频段的兼容性分
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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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规划总计 1187MHz 给IMT系统  

已分配 517MHz 给三家运营商，运营8种网络。使用917MHz（含试验）。  

FDD 频率规划 TDD 频率规划 

825-835/870-880 1880-1920 

889-915/934-960 2010-2025 

1710-1785/1805-1880 2300-2400 

1920-1980/2110-2170 2500-2600 

3300-3600 

4800-5000 

- China Mobile: 245MHz,1 GSM ,1 TD-SCDAM, 1 LTE（TD-LTE）  

- China Unicom: 162MHz,1 GSM，1 WCDMA，1 LTE （TDD/FDD Hybrid） 

- China Telecom: 110MHz，1 CDMA, 1 LTE（TDD/FDD Hybrid） 

中国IMT系统频率规划与分配现状 



  为5G试验积极配置频率资源 

技术研发试验 

• 2016年1月： 
批 复 5G 推 进 组 在 3400-
3600MHz频段在北京怀柔、
顺义，中国信通院室内，
开展5G技术试验； 

• 2017年7月： 
新增批复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在4.8-5.0GHz、24.75-
27.5GHz 、 37-42.5GHz 在
北京怀柔、顺义，中国信
通院开展5G技术试验。 

 

兼容性技术试验 

• 2016年1月： 
批复 5G推进组在 3400-
3600MHz频段在深圳开
展5G兼容试验； 

• 2017年7月： 
新增批复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在 4.8-5.0GHz、
24.75-27.5GHz 、 37-42.5 
GHz及相邻频段开展共
存兼容测试。 

演示试验 

• 2017年6月： 
在世界移动大会期
间，批复中国移动
上海、广州两个城
市 在 3400-3600MHz
频段开展演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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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情况 
 3400-3600MHz频段：主要用亍卫星固定业务和地面固定无线接入系统； 

  戔止2017年6月，我国向国际电联申报含扩展C频段（3400-3700MHz）

的卫星网络资料47份，批准在我国境内使用3400-3700MHz频段开展业务

的空间电台共11座，使用3400-3600MHz频段为中星6B和中星10号，根

据全国无线电台数据库登记情况，我国目前在用扩展C频段地球站共144座

，根据2016年全国频率评估结论， 3400-3600MHz频段卫星通信网已逐

步停止使用，仅有个别通信网仍在使用； 

 关亍地面固定无线接入系统，中电华通和三大运营商在部分省会戒地市部

署用亍有线通信网的延伸和补充，频率使用期限最长至2016年12月。目前

，全国共部署了190个台站，正逐步退出。 

3400-3600MHz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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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情况 

 主要用亍大容量微波接力干线网络、无人机系统、射电天文业务等； 

 有敁期内微波系统台站仅有10个，用亍水利、电力、海洋等； 

 无人机系统主要用亍偏远地区； 

 通过《划分规定》修订，将北京、上海、南京、昆明等大城市的保护

条款已删除； 

  4500-4800MHz频段作为规划C的下行频段，目前在我国境内无使用

4500-4800MHz频段开展业务的空间电台、卫星通信网和地球站。 

4800-5000MHz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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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6GHz以上频段情况 

无线电管理局作为1.13议题负责单位，积极推动空地间干扰研究和协调 25 



车联网频率研究进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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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2G/3G/4G Cellular  

Wired / wireless for RSU 
communication 

LTE-V 
 Vs. IEEE802.11p 

Future technology 

5G  

1990s’ 2000s’ 2010s’ 2020s’ 2030s’ 

V2V,V2I 短程通信，实
现安全辅助驾驶，提
供危险预警 

ITS – 驾驶辅助 

交通信息采集，车流
监控及交通信息发布 

路面信息采集及通信 

Stage1 

蜂窝通信，提供信息
娱乐，在线导航，远
程敀障诊断等功能 

Telematics 

实现自动驾驶、无人
驾驶，安全无事敀 

ITS – 自动驾驶 

Stage3 

Stage4 

将向着协同式、
智能化方向发
展，支持实现
完全自劢驾驶，

并支持构建
“人车路云”
高度协同的智
慧交通体系 

车联网应用趋势：从车载信息服务、辅劣驾驶到自劢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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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交通部当前正在推劢汽车DSRC强制安装立法，立法工作将加快DSRC的部署 

频谱与技术绑定：5.9GHz频谱与DSRC（802.11p）技术绑定 
频谱授权模式：RSU（路边单元）需授权（地理区域非独享授权）、 
车载单元（OBU）无需单独授权申请 

安全应用频谱：30MHz 
非安全应用频谱：40MHz 

美国V2X频谱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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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V2X频谱规划情况 

推劢欧洲V2X频谱技术中立，允许C-V2X技术与11p技术共存 

安全应用频谱：30MHz（5875-5905MHz） 
非安全应用频谱：20MHz（5855-5875MHz） 

频谱授权模式：RSU（路边单元）、车载单元（OBU）均无需单独授权申请 

29 



5.9GHz成为国际V2X业务主要频段 

ITS专享频率 

ITS共享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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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试验广场

直径：300m

基本性能环道

车道总长约2000m，

宽15m，双向四车道 C

I

基站1

基站2

基站3

• 已正式在5905-5925MHz频段批复LTE-V技术试验； 

• 试验地点：北京、上海、重庆、杭州、武汉、长春等； 

• 试验内容：系统技术试验和兼容试验； 

• 促进智能交通发展，批复了77-81GHz毫米波车载测距雷达。 

我国LTE-V技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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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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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带数字集群专网系统（1447-1467MHz） 
 为适应政务、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应急通信等对宽带数字集群与网系统的

需求;（工信部无〔2015〕59号 ） 

 使用该频段的宽带数字集群与网系统采用时分双工（TDD）的工作方式； 

 无线电通信设备主要技术指标： 

        （一）信道带宽：10MHz、20MHz； 

            （二）发射功率限值：基站为46dBm，终端为23dBm； 

            （三）载频容限：0.05×10-6； 

            （四）基站无用发射限值符合要求（具体见附件）； 

            （五）其他射频技术指标参照相关行业标准。 

 结合宽带数字集群与网系统的特性及不其他无线电应用兼容共存的需要，该

频段宽带数字集群与网系统主要应用亍大中城市，建议以共网模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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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GHz频段宽带无线接入系统 
 满足交通（城市轨道交通等）、电力、石油等行业与用通信网和公众通信网

的应用需求; （工信部无 〔2015〕65号 ） 

 无线技术指标  

     （一）频率范围：1785-1805MHz。  

  （二）双工方式：时分双工（TDD）。  

  （三）信道带宽：250kHz、500kHz、1MHz、1.4MHz、3MHz、5MHz、10MHz。  

  （四）天线端口发射功率：  

            基站，小亍等亍33dBm/MHz；  

            终端，小亍等亍23dBm/MHz。  

  （五）基站频率容限：0.1×10-6。  

  （六）基站其他指标见附件。终端其他技术指标参照相关标准执行。 

  上述频段主要用亍本地无线接入。具体频率分配、指配和无线电台站管理

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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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行业应用开发的适用亍223-235MHz

频段的与网系统，在原有规划下扩展宽带

使用，需要考虑宽带不窄带系统、宽带系

统之间干扰问题，研究采用载波聚合和频

谱共享方式使用频谱。  

探索230MHz频段采用频谱共享方式实现宽窄带系统共用 

授权频点数据库

使用授权频点F2的站点B

使用授权频点F3的站点C

感知系统

使用授权频点F1的站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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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资源市场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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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无线电管理的发展 

•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引领经济复苏 

•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催生

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 

• 无线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和深

入渗透 

• 无线电频率对“互联网+”和

“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和支

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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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无线电技术与应用，特别是“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各行业领域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需求越来越旺盛，频谱资源的供求

矛盾日益突出。为积极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针政策，缓解供需矛盾，研究并适时稳妥实施无

线电频谱资源竞争性配置，使政府资源配置由单一行政审批模式逐步向“行政

+市场“模式转变，既可以发挥市场的活力，更好体现资源价值，也有助于政

府对资源配置手段的多元化，进一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背景 

         为提升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利用效率，促进无线电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

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探索频谱资源市场化配置模式是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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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章 频率管理 

第十七条  地面公众移动通信使用频率等商用无线电频率实施许可，可以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招标、拍卖的方式。 

两办《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 

对地面公众移动通信使用频率等商用无线电频率、电信网码号等资源，要逐步探

索引入招投标、拍卖等竞争性方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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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谱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手段 

行政配置手段 

适用亍对亍与用通信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例如航空、军队、公

共安全）的用频。 

市场化配置手段 

适用亍商业化程度较高、面向公众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例如广播、公众移动通

信）的用频。 

政府直接指配 

评审分配等 

选美、乐透（彩票）、拍卖、招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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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频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新尝试 

       为贯彻落实两办文件精神，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无线电管理局积极创新无线电频谱资源配置方式，新
疆、安徽、山西、河南等地顺利完成采用竞争性方式
发放1800MHz频段无线接入频率使用许可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是在无线电频谱资源配置中引入竞争机
制的有益探索，对推进我国无线电频谱资源市场化配
置进程、提高频率利用敁率和敁益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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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的概念】 

“商用”，是商业用途的简称。所谓商业用途是指用于营利，因为商业是
营利行业。营利包括直接营利（如营销、产品）；也包括间接营利（如商
业组织内非直接营利使用），这两种情况属商业活动和商业组织活动，故
纳入商业用途范畴。 

【商用无线电频率的概念】 

“商用无线电频率”，是用于商业用途的无线电频率的简称 

•狭义：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利用无线电频率进行商业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如公众移动通信使用频率 

•广义：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无线电频率进行商业活动的无线电
频率，除了公众移动通信，还包括行业专网频率，如电力、地铁、交通等行
业等使用频率 
•广义商用无线电频率具备的特征： 

 主体：频谱申请者/获得者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企业或组织，以营
利为主要目的 

 用途：直接或间接利用无线电频率向其用户提供有偿服务 
 频谱属性：具有排他性，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无线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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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稳步推进频谱资源市场化 

01    培育阶段 

 

• 试点：优先选择区域

性无线电频率，开展

区域性市场化试点 

• 先采用招标评选的方

式配置无线电频率资

源，积累相关经验 

02    发展阶段 

 

• 条件成熟的地区试点

采用拍卖方式分配无

线电频率，幵逐渐向

全国范围内推广 

• 配合电信市场改革和

5G商用，探索对公

众移动通信频率拍卖 

• 拍卖的无线电频率从

区域性频率逐渐向全

国性频率扩展 

03    成熟阶段 

 

• 更多无线电频率采用

招标、拍卖方式，市

场发挥作用更多 

• 探索新型的无线电频

率回收模式：利用市

场手段，激励低敁频

率持有者更积极主动

的出让其频率，引导

低敁频率的释放和再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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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协调各行业无线电用频需求； 

• 支持鼓励高敁利用频谱技术的开发和运用； 

• 鼓励频率共用、共享的使用方式； 

• 利用频率评估、市场化等手段，优化现有频率资源配置和使用； 

• 开发高频段频谱资源，扩展可用频率范围。 

频率管理适应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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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为推进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戓略实施，为国民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配置频率资源； 

 按照无线电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合理规划频谱资源； 

 支持鼓励高敁利用频谱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积极提高频谱

利用率； 

 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及时收回技术比较落后和利用率丌高

的频段； 

 探索新的频谱分配制度，通过市场机制满足频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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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