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通信安全保障科目模拟位于合
肥空管区域的多架航班飞机的无线电导
航专用频率受到干扰，严重威胁飞行安
全，请求立即排查，无线电管理机构出动
监测测向车并携带便携式测向设备，对干
扰源进行测向定位，查找干扰源。”现场指
挥发出口令。

由马鞍山、铜陵、宣城和黄山管理处
的十位技术人员组成的第四团队立即行
动，他们具有精湛的无线电监测技术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只见两辆监测车在拉开
50米左右距离的地方对民航干扰信号进
行测向，交叉定位干扰源，之后两辆监测
车又继续开动，向干扰源方向逼近……

2013年，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对广播
电视台站的规范化管理，对存在问题的
广播电视台站依法进行清理规范，经过
规范化管理，全省民航干扰明显减少，
全年共收到民航空管分局投诉12起，其
中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民航干扰零

投诉。在合肥新、老机场转场期间，全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组织技术力量多次赴
新桥国际机场开展保护性监测，对重要
台站周边电磁环境进行了全面测试，并
于转场当天及时排除了民航地空数据链
电台的突发干扰。

今年进入秋季之后，部分乡镇地区的
村委会擅自使用小调频广播发射机，进行
秸秆禁烧的宣传广播，这些发射机使用频
率不符合频率规划，未按规定办理设台手

续，使用设备未经过型号核准，产生的带
外杂散辐射干扰了航空通信频率。对此，
安徽无线电管理部门依法进行了查处。

曹晓武告诉《中国电子报》 记者，
目前无线电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在于规
范广播电视台站的设置使用，而针对乡
镇广播对民航造成的干扰问题，下一步
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将联合广电部
门，开展乡镇小调频广播清理工作，确
保民航飞行安全。

近年来，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履职，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无线电管理工作在促进国
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国防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构建政策法规体系，夯实无线电管理
基础。

《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
安徽省致力于构建无线电管理政策法规体系，
对现行的无线电管理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
进行全面清理，凡是与《条例》相违背或抵触的，
停止执行或修订完善。制定了《安徽省无线电频
率台站管理规定》、《安徽省无线电管理行政处
罚规定》，出台了《安徽省水上无线电台站管理
办法》、《安徽省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进一步明晰安徽省及派驻设区市无线电管
理机构职责，全面梳理和优化工作流程，夯实无
线电管理工作基础。

二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工作水平。
近年来，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把行政执

法作为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抓手，切实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无线电管理监督检
查和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首先是行
政权力更加清晰透明，安徽省无线电管理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规划
等行政权力更加清晰透明。其次是管理工作更
加规范高效，2013年以来，办理频率台站行政审
批、行政执法案件近350件，实现了零差错、零投
诉。最后是执法工作更加扎实有力，安徽省无线
电管理机构先后开展了清理违法对讲机专项行
政执法、卫星干扰器专项整治、长江水上无线电
台站专项检查等一系列台站专项监督执法活
动，保护合法设台用户和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

三是规范频率台站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将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民生工
程、重要基础科学工程与频率资源高效利用有
机结合起来，增强党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对
频率资源的感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资源支持。先后开展了安徽省无线电台站核
查和规范化管理活动，全面掌握了安徽省频率
台站使用情况，完善了频率台站数据库，安徽省
台站数据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完整性有了显著
提高，有力推动了安徽省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
的精细化和台站管理的规范化。进一步加大对
公众移动通信基站的日常监管力度，坚持对新
设公众移动通信基站进行设备检测；明确无线
电管理和长江海事部门职责分工，建立长江水
上无线电管理长效机制。

四是加强电磁环境监测，无线电波秩序井然。
对安徽省固定监测站监测覆盖范围和测向

能力进行了测试评估，开展了重要区域超短波信
号分布和电磁环境监测，掌握了安徽省重要区域
的空中信号分布和电磁频谱变化态势，全省共完
成专项电磁环境测试22次，为民航机场和长江海
事监管雷达选址提供了科学依据。2013年以来，
安徽省累计监测时间达26万小时，查实不明信号
180个，查处各类干扰128起，有效维护了空中电
波秩序，加强民航、高铁专用频率保护力度，组织
技术力量赴新桥国际机场开展保护性监测，为合
肥机场的转场提供电磁环境保障；排除合蚌、京
九、阜六铁路GSM-R干扰27处，维护了铁路运
行安全；及时排查了民航合肥空管区域雷达系统
及导航频率干扰，保障了民航飞行安全。

五是加强公共服务保障，确保无线通信安全。
近年来，安徽省无线电管理部门充分发挥

人才、技术和装备优势，出色完成俄罗斯总理访
问安徽、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国际山地车节、
全球服务外包大会等国际性活动的无线电通信
安全保障任务，得到主办方的肯定。与相关部门
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出动保障人员6万余人
次，完成各类重要考试无线电安全保障任务
1200余次，查处各类考试作弊事件500余起，有
效维护各类重要考试的公平公正，净化了考试
风气。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积极开展打击“伪基
站”活动，加强与通信运营商、公安等部门的协
调配合，共查处非法设置“伪基站”案件63起，
没收非法设备133套，有力遏制了“伪基站”蔓
延势头，保障了公众移动通信网络安全运行。

六是加快装备设施建设，提高技术支撑能力。
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积极落实“十二

五”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重点技术设施
项目建设，安徽省无线电监测控制中心建设
顺利推进，长江淮河无线电应急监测网项目
建设全面启动；移动监测站、可搬移监测站、
数字频谱分析仪、大功率信号压制设备、3G
基站自动检测系统等一批先进设备陆续投
入使用。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初具规
模，技术装备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大大提高，为无线电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刘俊生）

安徽无管部门

六项举措促发展

本报记者 张轶群

手执彩练当空舞 无管厉兵卫长空
——2014年安徽省无线电安全保障综合演练纪实

“报告总指挥，演练团队已集合完
毕，请指示！”

“开始演练！”
“是！”
10月底的江淮大地秋高气爽，和风

习习。24日，在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训
练场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演练即将举行。

这是安徽省无线电管理系统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
一次综合性演练，偌大的演练场上，旌旗
猎猎、战车轰鸣，参加演练的人员整装待
发。

“自2003年起，这样大型的全省无
线电综合保障演练联合竞赛已经举行了
7次，通过深入开展演练活动，锻炼了队
伍意志，激发了工作热情，加快了能力素
质提升，也促进了相关部门间的协调融
合，提高了全省无线电管理工作水平。”
看着场上各团队有条不紊地演练着对应
的科目，此次演练的副总指挥、安徽省经
信委副主任曹晓武这样告诉《中国电子
报》记者。

据了解，此次演练集中了来自安徽
全省16个市无线电管理处、安徽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民航安徽空管分局、安徽省
移动通信公司等20个团队的180余名
技术骨干。演练设置无线电应急通信保
障、公众移动通信安全保障、防范和打击
非法广播电台和民航通信安全保障四个
科目。

应急无线电保障 架起通信桥梁
在无线电应急通信保障演练科目中，无线

电管理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为抢险救灾提供应
急无线电通信保障。

“在突发重大自然灾害情况下，通信
设施损毁，正常通信手段和工具无法使
用，要求通信管理部门立即组织开展应
急无线电通信保障。”现场指挥发出启动
口令。

此时，无线电管理部门启动应急预案，
使用全省统一应急储备频率资源，使用应急
移动通信车，架设短波和超短波电台，开通
应急通信链路，搭建现场应急无线电监测网
络，为抢险救灾提供应急无线电通信保障。

安徽移动通信团队的大型应急通信
保障车辆缓缓开出，同时车上慢慢升起应
急通信车载天线，最大高度达到15米，覆
盖半径2.5公里。据了解，该车辆载有2G、
3G和4G设备，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开通
36套载波容量的3个扇区，可支持光缆传
输和微波传输，环境适应能力强，可在短
时间内恢复重点区域内的通信畅通。

与此同时，无线电管理第一团队搭建
现场应急无线电监测网络，对全省统一应

急储备频率资源进行监测，为抢险救灾提
供应急无线电通信保障：出动3辆监测测
向车、一套搬移站、一套卫星监测系统、一
套便携监测设备、15名监测工程师，分别
对短波通信、集群通信、移动通信、卫星通
信系统用频进行保护性监测，并监测相应
频段的空闲频道，作为上述通信系统的备
用频率。

近年来，安徽省无线电管理部门围绕
全省发展大局，出动人员5000余人次，完成

各类无线电安全保障任务300余次，逐渐形
成无线电管理服务保障的常态机制。圆满
完成了党的“十八大”、俄国总理访合肥等
无线电安全保障任务，有效防范和打击利
用无线电设备考试作弊行为，妥善解决了
多起部队装备用频受干扰事件，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
移动监测站、无线电管制车辆、3G基站自
动检测系统等一批先进装备投入使用，为
无线电管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证。

快速定位伪基站 保持打击常态化
在公众移动通信安全保障演练科目中，无

线电管理机构通过监测车进行交叉测向定位，
快速定位“伪基站”。

自2013年11月查处首例“伪基站”以
来，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
能，严厉打击非法设置使用“伪基站”行
为。截至今年6月，安徽省无线电管理系
统共出动监测车辆532车次，动用监测定
位设备1072台次，出动监测人员2544人
次，开展监测时间长达4072小时，共查处

“伪基站”案件63起，缴获设备133套，配
合公安机关鉴定“伪基站”设备28套，有
力打击了非法设置使用“伪基站”的嚣张
气焰，不断挤压“伪基站”的生存空间，对

使用“伪基站”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威慑。
在公众移动通信安全保障演练科目

中，模拟公众移动通信网络受到“伪基站”
干扰，大量手机用户收到垃圾短信，无线
电管理机构在移动通信公司的配合下，通
过监测车进行交叉测向定位，确定“伪基
站”所在大致区域，技术人员利用便携式
测向设备徒步快速定位“伪基站”。

参加演练的第二团队由淮北、亳州、
阜阳、蚌埠无线电管理处的技术人员组
成，先利用监测车对“伪基站”信号进行监

测，位于距主席台远端的4辆监测车分为
2组，拉开50米左右测向，逼近干扰源，交
叉定位信号源，在距干扰源10米左右停
下。监测车上的4名队员分2组，带便携式
测向设备下车，经交汇测向定位在主席台
后方发现非法设置电台——伪基站，向主
席台展示后关闭“伪基站”电源。

“打击‘伪基站’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随
着打击力度的加大，设置使用“伪基站”的
人员也变得越来越狡猾，手段也越来越隐
蔽，查处起来也越来越困难。”曹晓武说。

据曹晓武介绍，安徽省将继续加大打
击整治“伪基站”力度，按照全省打击整治

“伪基站”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继续加
强“伪基站”的监测定位和逼近查找工作，
依法处理“伪基站”案件，涉嫌犯罪的及时
移送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做好“伪基
站”设备检测工作。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
与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的联合工作模
式，建立打击“伪基站”工作长效机制，保
持打击整治力度，实现打击“伪基站”工作
常态化。

防范打击黑广播 服务中加强管理
在防范和打击非法广播电台演练科目中，

第三团队立即开展监测，通过安徽省无线电管
理一体化平台确认非法使用频率。

在防范打击非法广播信号演练科目
中，场景模拟广电部门向无线电管理部门
反映，某区域群众经常接收到非法药品等
广播节目，并有群众因此受骗而遭受经济
损失，严重影响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求
查明该非法广播。

从2011年开始，私设广播电台、电视台
的现象开始在安徽省北部地区出现，并逐渐
向全省其他地市扩散，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黑广播”，牟取非法利益大，往往播放一些

虚假广告、粗俗色情节目等，使群众上当受
骗，同时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有的“黑广
播”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用来播放
反动言论，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接到指令后，由合肥、安庆、芜湖、池
州、六安无线电管理处技术人员组成的第
三团队立即开展监测，通过安徽省无线电
管理一体化平台确认该广播电台是否为
非法使用频率。该平台将安徽省无线电频
率台站数据库、监测网数据库、地理信息

数据库和设备检测数据库等多库进行融
合，以数据融合为基础，借鉴大数据和云
计算的理念，使无线电管理各类数据资源
和业务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形成
科学决策体系，有效加强了全省无线电管
理的整体能力。

据了解，“黑广播”的危害极大，其发
射的无线电信号严重破坏空中电波秩序，
不但会扰乱正常的广播电视信号，而且可
能威胁飞行安全。近两年“黑广播”干扰民

航飞行的情况有逐年增多之势。
“安徽无线电管理部门一直同广电管

理部门保持着良好合作沟通，此次演练我
们专门邀请了广电部门相关单位参与，就
是想通过相互配合，让管理和被管理者去
感受无线电管理的重要性，同广电系统的
沟通关键在于要以服务的方式进入，同时
在服务中加强管理，而不是为了管理而管
理，从而获得广电系统的理解和支持。”曹
晓武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保障民航通信安全 查找干扰兵贵神速
在民航通信安全保障演练科目中，无线电

管理机构出动监测测向车并携带便携式测向设
备，对干扰源进行测向定位，查找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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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最多的一次综合性演练人数最多的一次综合性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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