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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支撑国家无线电管理“十三五”规划重点工作出发，分析了无线电管理数据分析和应用需求，以需求为导
向，从支撑无线电管理决策、重点领域无线电管理应用、无线电管理社会服务三方面对国家无线电管理数据的融合分析内容
进行了研究，最后对后续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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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national radio management，the data and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radio management are analyzed. Then three aspects of the radio management data
application are clarified, include supporting the radio management decision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adio
management important industries and areas.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work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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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无 线电管理大数 据蓬勃发 展的新 形势
下，加强无线电管理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使无线
电管理核心数据产生价值，创新无线电管理和服务
应用，是我国无线电管理信息化工作的核心内容，也
是新时期无线电管理工作的必然需要。

2 现状和问题分析
2.1 数据应用现状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作为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技
术机构，积极开展了无线电管理大数据应用的研究
和落地工作。一是将数据中心建设作为“十三五”
规划的一项重大工程提出，强调“建设以大数据技
术为主体的国家级无线电管理数据中心，以无线电

管理业务应用需求为导向，融合监测、频率、台站、
卫星和设备检测数据库，利用数据挖掘分析技术，
对各类无线电管理数据进行数据整合和挖掘分析，
提供数据分析平台和数据综合应用服务，为科学决
策提供数据支撑”；二是紧锣密鼓开展了无线电管
理数据分析应用试点工作。其中，频谱使用评估分
析与应用系统提供了原始监测数据从报送校验、数
据处理到数据入库，再到分析展现评估全流程的信
息化手段，为公众移动通信测、广播电视、卫星广播
等重点频段的频率评估、频率管理、科学决策提供
有力的支持；信息系统三期数据平台软件开发项目
汇总融合了频率、台站、监测、检测等业务数据，并
进行无线电频谱综合分析等主题分析，同时，建设了
全国干扰排查、行政执法、频占费申报和资金执行
数据采集平台，为推动《无线电管理条例》（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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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条例》”）宣贯、加强频占费资金使用监管工
作提供有力支撑。

2.2 存在问题
（1）数据融合分析与应用需求不明确。有必要
结合无线电管理重点工作，对无线电管理应用需求
进行系统梳理，促进各业务数据有效融合，全面支
撑无线电管理各业务工作科学高效开展。
（2）大 数 据的分析与应 用能力较弱。需要以
无线电管理和服务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数据分析模型算法研
究，提升数据融合、分析、挖掘水平，实现对数据的
深层次利用。
（3）公众服务能力有待提升。应加强无线电管
理数据统筹规划，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加快
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丰富面向用户单位和
社会公众的信息服务，提高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

3 分析与应用研究
3.1 无线电管理决策支撑
（1）无线电频谱资源使用评估。为掌握当前国
家频谱资源使用状态，推动实现频谱精细化管理，
为优化频率使用制定科学规划，需要构建无线电频
谱资源使用评估系统。依托大数据技术，融合监测、
台站、频率等数据资源，对频段业务使用情况、台站
部署情况、台站合规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并从频谱
占用情况、信号场强分布、信号覆盖率等多角度评估
频谱利用效率，进一步实现对频谱资源可分配/规划
空间和频谱资源使用价值的科学评估，以及频谱资
源需求的有效预测，为研究无线电管理相关理论提
供决策依据，实现科学规划无线电频率资源。
（2）无 线电电磁环境 评 估。通 过 对电磁环境
复杂度的评估，可以为科学规划监测设施、优化监
测网布局、及时发现不明信号、打击非法设台，实现
台站智能化监管、合理选址台站地址等提供决策支
撑。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析当前电磁环境下台站的使
用情况，台站能否正常通信，是否收到有害干扰等，
评估电磁环境对台站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对历
史监测数据和实时监测数据的趋势分析，结合传播
模型计算，准确重构、预测和发布电磁环境信息，绘
制频谱地图，直观展示电磁环境分布，实现频谱空
间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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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线电频谱地图。无线电频谱可视化是全
面、高效、精细掌握无线电态势的关键，也是无线电
频谱管理、台站管理及监测的重要应用。无线电频
谱地图通过融合多元化大数据（车载、机载、固定
站、网格化节点……），由局部（点、线）数据获得全
局分布及频谱态势，同时结合地图和模型计算，实
现频谱占用情况、覆盖率、用频密度、电磁辐射强度
等指标的可视化展示，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各监
测地区时域、空域、频域、能量域“四维空间”的频
谱地图。
（4）无线电管理综合能力评估。依托大数据技
术对机构管理综合能力进行科学评估，发现自身的
不足以及无线电行业发展和社会热点形势的需求，
从而及时准确地制定无线电管理行业相关战略规划
和政策法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从提
升贯彻落实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划科学性角度出发，
研究并构建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划评估模型，为国家
无线电管理机构精确掌握发展动向、及时调整工作
思路、指导各省建设方向等方面提供决策依据；二
是通过构建无线电管理行业服务能力评 估模型，
对国家、各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组织机构和人力资
源、频率台站业务管理、已建监测网覆盖、检测、执
法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三是结合各级无线电管理
机构项目资金预算与审批数据，监督检查，从设施
饱和度、设施利用率、投资成效比、投资有效率等方
面进行评估，指导各级无线电管理机构建设投资方
向，督促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2 重点领域无线电管理应用
（1）重点行业无 线电 数 据分析。随着网络 强
国、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启动与实施，无线电技
术与应用更加普及，台站数量和密度呈上升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无线电管理一方面要积极满足各行
业的用频需求，一方面要保障民航、铁路、水上和广
播电视等重点行业的用频安全。通过对民航、广播
电视、铁路、水上等重点行业设台分布情况、电磁环
境情况、相关区域场强覆盖分析以及特有的行业数
据，可以为重点行业无线电通信系统合理布控、科
学规划和安全运行提供支持和保障。
（2）重点区域 无 线电数 据分析。对于国家 政
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战略所涉及到的重点区域，利
用大数据手段，实现重点区域无线电数据高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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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分析挖掘辅助管理决策的数据价值，对于保障
这些重点区域的用频需求和用频安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包括：重点区域电磁环
境特征分析，发现无线电违法信号的特征，为重点
区域专项监测部署提供决策依据；重点区域无线电
台站分布和场强覆盖分析，为维护重点区域电波秩
序、保障通信安全提供参考；重点区域无线电保障
能力分析，为重点区域监测网建设规划提供决策依
据；边境可利用频率资源分析，为我方申报边境台
站以及边境谈判提供有力支撑等。
（3）重大活动保障无线电数据分析。利用大数
据技术，通过重大活动期间重要区域的无线电应用
特征分析、电磁环境特征分析、用频需求规律和活
动区域电磁环境复杂程度分析、活动保障力量部署
情况分析等，为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全面掌握重大
活动无线电通信需求和现状、科学制定重大活动安
全保障预案、规划重大活动用频、合理配置人力物
力、精确保障提供指导意见。
（4）无线电社会热点问题数据分析。针对考试
无线电作弊、伪基站、黑广播、卫星电视干扰器等无
线电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相
关事件的发生频率、社会公众危害程度、社会关注
度等，一方面向公众及时发布热点问题的现状和问
题，另一方面为决策机构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及时
解决危害提供科学依据。

3.3 无线电管理社会服务
（1）公众无线电数据信息预测与发布。根据社
会热点和公众最关心的无线电领域话题，定期发布
数据分析结果，如全国伪基站分布与查处情况、全
国黑广播分布和查处情况、各大运营商基站分布情
况查询、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及台站情况查询等。区
分不同用户群，主动推送相关政策、规定，如用频政
策、设台规定等。同时，基于电磁环境分析结果，对
部分城市或重点区域定期发布电磁环境数据播报。
（2）重点行业无线电数据服务信息推送。从重
点行业特征和需求出发，综合分析相关无线电管理
数据和行业数据，实现有价值的分析结果对外公开
服务。例如通过分析重点保护频段的信号特征，及
时发现危险信号（新信号、不明信号、非法信号）或
潜在干扰，即时发布电磁环境异常信息，形成快速
告警，以便用户应急处理突发情况；定时发布电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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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态势分析成果，根据不同的用频单位形成不同频
段、不同地区的电磁态势分析图，供用户了解当前频
谱资源的用频状况，并按最终用户对成果信息的使
用特点分类发布。

4 工作展望
通过对无线电管理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更加
明确了无线电管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方向。为了更
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切实为领导决策、业务应用和
公众服务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还需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提供保障。一是明确的应用需求。需要各级无
线电管理机构在管理工作中紧跟国家发展形势，及
时梳理业务需求，总结存在问题，无线电管理大数
据分析与应用也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分清主次，
有序开展。二是可靠的数据保障。需要通过建立统
一的无线电管理数据中心，完善数据共享与交换机
制，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综合管理，解决无
线电管理各业务信息孤岛问题，提高信息化的数据
共享能力、数据管理能力和数据质量，为数据的进
一步分析应用提供及时、一致、准确的数据服务。三
是先进的技术支持。由于数据量大，数据格式不一
致、数据标准不一致，必须要使用数据挖掘和机器
学习等先进技术进行分析利用，才能获取更多智能
的、深入的、有价值的信息。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梳理无线电管理数据应用现状、存在
问题和分析应用需求，明确了无线电管理大数据分
析应用的方向和内容，并对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本
次研究工作旨在从无线电管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研
究的角度出发，推动无线电管理数据资源的整合和
分析挖掘，基于准确全面的数据资源和先进的技术
手段为管理决策者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促进无线
电管理决策水平、重点领域支撑能力和社会服务能
力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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