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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令 

 

第 7號 

  

《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規定》已經 2009年 2月 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

部第 6次部務會議審議通過，現予公佈，自 2009年 4月 10日起施行。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資訊產業部 2002

年 6月 21日公佈的《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資訊產業部令第 21

號）同時廢止。 

部長  李毅中 

    二 OO九年三月一日 

  

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規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規範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站的行為，避

免和減少衛星網路之間、地球站與共用頻段的其他無線電臺之間的相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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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促進衛星通信事業健康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

例》和相關行政法規，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

站，適用本規定。 

    本規定所稱的衛星通信網，是指利用衛星空間電臺進行通信的地

球站組成的通信網。 

本規定所稱的地球站，是指設置在地球表面或者地球大氣層主要部分

以內的、與空間電臺通信或者通過空間電臺與同類電臺進行通信的電臺。 

    第三條 國家對建立衛星通信網實行許可制度。 

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應當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以下稱

工業和資訊化部）批准；未經批准，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建立衛星通信

網。 

第四條 設置使用地球站的，應當按照本規定辦理審批手續，取得工業

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頒發的無線電臺執

照。 

設置使用單收地球站，不需要無線電管理機構對其資訊接收提供電磁

環境保護的，可以不按本規定辦理審批手續；要求無線電管理機構保護其

資訊接收免受有害無線電干擾的，應當按照本規定辦理審批手續並取得無

線電臺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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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立衛星通信網 

    第五條 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法人資格。 

（二）擬使用的國內空間電臺經工業和資訊化部批准，並取得無線電

臺執照。 

（三）擬使用的國外空間電臺已完成與我國相關衛星網路空間電臺和

地面電臺的頻率協調，其技術特性符合雙方主管部門之間達成的協議的要

求。 

（四）無線電頻率的使用符合國家無線電頻率劃分、規劃和有關管理

規定。 

（五）有合理可行的技術方案。 

（六）有與衛星通信網建設、運營相適應的資金和專業人員。 

（七）有可利用的、由合法經營者提供的衛星頻率資源。 

（八）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開展有關業務應當具備的其他條件。 

建立涉及電信業務經營的衛星通信網的，還應當持有相應的電信業務

經營許可證。 

第六條 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應當符合國家通信網建設的統籌規劃，遵

守國家建設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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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申請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應當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提交書

面申請和下列材料： 

（一）法人資格證明。 

（二）申請單位基本情況說明。 

（三）包含本規定附錄所列基本資料的技術方案。 

（四）可用資金證明材料。 

（五）可使用相關衛星頻率資源的證明材料。 

（六）國家規定的開展有關業務應當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請建立涉及電信業務經營的衛星通信網的，還應當提交相應的電信

業務經營許可證影本。 

第八條 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工業和資訊化部應當受

理，並向申請人出具書面受理通知；申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工業和資訊化部應當當場或者在 5個工作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人需要補

正的全部內容；依法不予受理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九條 工業和資訊化部應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20個工作日內作出

審批決定。經審查合格的，出具批准建立衛星通信網證明，並書面通知網

內地球站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經審查不合格

的，書面通知申請人不予批准並說明理由。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4912/n11296542/12131672.html


5 
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規定 2009 

Source: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4912/n11296542/12131672.html 
Date Accessed: 04-Mar-2015 

第十條 工業和資訊化部批准建立衛星通信網時，應當確定其頻率使用

期限，該期限最長不超過 10年。頻率使用期限屆滿需要繼續使用的，應

當在期限屆滿 30日前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提出書面申請，由工業和資訊化

部在期限屆滿前作出是否准予繼續使用的決定，並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一條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應當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內將

該衛星通信網投入使用。 

不能在前款規定的期限內啟用的，應當在該期限屆滿 30日前書面告知

工業和資訊化部，說明理由和啟用日期。 

終止運行衛星通信網的，應當提前 30日向工業和資訊化部申請辦理登

出手續。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終止的，工業和資訊化

部應當登出對其建立衛星通信網的批准，並書面通知網內地球站所在地的

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 

    第十二條 需要變更衛星通信網使用的衛星、頻率、極化、傳輸

頻寬或者通信覆蓋範圍的，應當提前 30日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提出書面申

請，並取得批准。 

未經批准，不得改變衛星通信網使用的衛星、頻率、極化、傳輸頻寬

或者通信覆蓋範圍。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變更名稱、法定代表人或者註冊住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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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自變更發生之日起 30日內向工業和資訊化部備案。 

    第十三條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與衛星轉發器經營者簽署

的轉發器租賃協議，以及涉及租賃衛星、頻率、極化、頻寬和有效期變更

的補充修改協定，應當自簽署之日起 30日內向工業和資訊化部備案。 

    第十四條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設置網內地球站，應當按

照本規定辦理地球站設置審批手續並領取無線電臺執照；由用戶設置網內

地球站的，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應當協助使用者辦理地球站設置審

批手續。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不得向未辦理地球站設置審批手續的

使用者提供衛星通道，但是根據本規定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可以不辦理審

批手續的單收地球站除外。 

    第十五條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應當在每年一月三十一日

前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書面報送上年度衛星通信網建設和運行的材料，包

括： 

（一）開通業務的城市或地區、業務種類。 

（二）衛星頻率資源使用情況，包括空間電臺的名稱和軌道經度、實

際使用頻寬、上下行頻率範圍和極化。 

（三）網內用戶名單、雙向和發射地球站數量、單收地球站數量。 

（四）已領取無線電臺執照的地球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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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業和資訊化部要求報送的其他材料。 

上述材料應當同時送地球站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

機構備案。 

第十六條 獲准建立衛星通信網的單位應當接受無線電管理機構的監

督檢查，配合無線電管理機構對網內地球站進行管理。 

 

第三章 設置使用地球站 

 

    第十七條 設置使用下列地球站，應當經工業和資訊化部審查批

准： 

（一）中央國家機關及其在京直屬單位在北京地區設置使用的地球

站。 

（二）與國外或者港澳臺地區通信的地球站。 

（三）涉及與境外電臺協調的地球站。 

（四）各類空間無線電通信業務的饋線鏈路地球站、關口站或者測控

站。 

    設置使用前款規定之外的地球站，由地球站所在地的省、自治

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審查批准。 

在北京以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轄區內設置使用第一款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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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三）項、第（四）項所列地球站的，工業和資訊化部委託省、自

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負責對站址和電磁相容情況進行初步審查，

報工業和資訊化部批准。 

    第十八條 設置國際通信地球站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向工業和

資訊化部申請辦理國際通信出入口審批手續。 

    第十九條 地球站的技術特性、站址選擇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標

準和有關規定。 

    在城市市區的限制區域內設置使用的發射地球站，其天線直徑不

應超過 4.5米，實際發射功率不應超過 20瓦。 

設置地球站所使用的發射設備，應當通過國家無線電發射設備型號核

准。 

    第二十條 申請設置使用屬於某個衛星通信網的地球站的，應當

按照本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地球站所在地的省、

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提交書面申請和下列材料： 

（一）設置無線電臺（站）申請表。 

（二）地球站技術資料申報表。 

（三）地球站站址電磁環境測試報告。 

    設置天線直徑不超過 4.5米的地球站，站址周圍視距傳播範圍內

不存在其他同頻段無線電臺的，可以不提交地球站站址電磁環境測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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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第二十一條 申請設置使用不屬於某個衛星通信網的地球站的，

除本規定第二十條所列申請材料外，還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人資格證明。 

（二）衛星傳輸鏈路計算材料。 

（三）可使用相關衛星頻率資源的證明材料。 

（四）國家規定的開展有關業務所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請設置涉及電信業務經營的地球站的，還應當提交相應的電信業務

經營許可證影本。 

第二十二條  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工業和資訊化部或

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應當受理，並向申請人出具書面受

理通知；申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應當當場或者在 5個工

作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依法不予受理的，應當書面

通知申請人。 

第二十三條  設置使用屬於某個衛星通信網的地球站，應當符合下

列條件： 

（一）地球站所屬衛星通信網已獲得批准。 

（二）所使用的空間電臺、頻率和極化與所屬衛星通信網獲得的批准

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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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球站的技術特性、站址選擇符合本規定的相關要求。 

（四）地球站與周圍已建或者已受理申請的同頻段其他無線電臺之間

不會相互產生有害干擾。 

第二十四條 設置使用不屬於某個衛星通信網的地球站，除應當符合本

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符合下列

條件： 

（一）擬使用的國內空間電臺經工業和資訊化部批准，並取得空間電

臺執照。 

（二）擬使用的國外空間電臺已完成與我國相關衛星網路空間電臺和

地面電臺的頻率協調，其技術特性符合雙方主管部門之間達成的協議的要

求。 

（三）無線電頻率的使用符合國家無線電頻率劃分、規劃和有關管理

規定。 

（四）擬使用的衛星頻率資源由合法經營者提供。 

（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開展有關業務應當具備的其他條件。 

第二十五條 除本規定第十七條第三款所列的申請外，工業和資訊化部

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20個工

作日內作出審批決定。經審查合格的，書面批准申請人設置使用地球站；

經審查不合格的，書面通知申請人不予批准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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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管理機構在審查期間，需要邀請專家進行干擾分析、測試驗證

的，所需時間不計算在上述期限內，但無線電管理機構應當將所需時間書

面告知申請人。 

第二十六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根據本規定第十

七條第三款受理設置使用地球站申請的，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15個工

作日內完成初步審查，並將初審意見和全部申請材料報送工業和資訊化

部。 

工業和資訊化部應當自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受理申請

之日起 20個工作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書面決定。 

第二十七條 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

構批准申請人設置使用不屬於某個衛星通信網的地球站的，應當確定其頻

率使用期限，該期限最長不超過 10年。頻率使用期限屆滿需繼續使用

的，應當在該期限屆滿 30日前向原審批機構提出書面申請，由原審批機

構作出是否准予繼續使用的決定，並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二十八條 擬建地球站與已建或者已受理申請的同頻段其他無線電

臺之間將產生有害干擾的，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

電管理機構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不予批准，並告知將受其干擾影響者的情

況。 

申請人可以與將受其干擾影響者直接協商，尋求解決干擾問題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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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或者提請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

組織技術專家和有關單位進行論證和協調。 

在完成干擾協調後，申請人可以重新向工業和信息化部或者省、自治

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提出設置使用該地球站的申請。 

第二十九條 在沿海和與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相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

轄區內設置使用與其他無線電業務共用頻段的大、中型地球站，並且該地

球站的協調區覆蓋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受理申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

無線電管理機構應當在實質審查合格後，將有關情況書面告知申請人，並

按照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規則》的有關規定，向工業和資訊化部報送有

關資料和審查意見。 

    工業和資訊化部應當按照《無線電規則》的有關規定或者雙邊協

議，與相關國家或者地區進行協調，協調時間為 4至 6個月。 

在完成有關協調後，工業和資訊化部應當作出予以批准或者不予批准

的決定，書面通知申請人和受理申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

構。 

    第三十條 申請人應當自收到無線電管理機構批准設置使用地球

站的檔之日起 15日內，到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

電管理機構辦理設置使用無線電臺手續，領取無線電臺執照。 

第三十一條 地球站應當按照核定的專案進行工作。變更地球站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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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極化、發射功率、天線特性或所使用的衛星的，應當提前 30日向

原審批機構提出書面申請。 

未經批准，不得改變地球站的站址、頻率、極化、發射特性或所使用

的衛星。 

    第三十二條 停止使用地球站的，應當在停止使用後 30日內向原

審批機構申請辦理註銷手續，交回無線電臺執照，並採取拆除、封存或者

銷毀措施保證已停止使用的地球站終止發射信號。 

未經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重新啟用已辦理註銷手續的地球站。 

    第三十三條 地球站的無線電臺執照持照者應當按規定在指定期

限內繳納年度頻率占用費，接受無線電管理機構對其無線電臺執照的核

驗。 

    第三十四條 臨時設置使用地球站的，應當根據本規定第十七條

的規定，在啟用日期 15日前，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

市無線電管理機構提交書面申請和相關申請材料。經審查批准後，辦理臨

時設站手續。 

臨時設置使用的地球站，使用期限不超過 6個月。 

 

第四章 罰 則 

    第三十五條 違反本規定第三條第二款、第四條第一款、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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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二款規定的，由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

理機構依據職責責令改正，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例》等

行政法規的規定給予處罰。 

    第三十六條 違反本規定第十二條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

定的，由工業和資訊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責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例》等行政法

規的規定給予處罰。 

    第三十七條 違反本規定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由工業和資訊

化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無線電管理機構依據職責責令限期改正，處

5000元以上 3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八條 外國領導人訪華、各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使領館和

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國際組織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機構設置使用地球

站，應當通過外交途徑向工業和資訊化部提出申請。 

    第三十九條 衛星移動業務涉及的終端地球站的使用管理規定，

由工業和資訊化部另行制定。 

    第四十條 本規定自 2009年 4月 10日起施行。2002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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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的《建立衛星通信網和設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資訊產業部令第 21號）同時廢止。 

  

    附錄：衛星通信網技術方案應包含的基本資料 

一、網路的一般特性 

    １、業務需求和功能 

    網路用途和功能；業務類型和業務量；傳輸容量。 

    ２、組網方式 

    網路結構（含網路拓撲結構圖）；通信覆蓋範圍。 

    3、 網路規模 

    網路規模；實施計畫；啟用日期。 

    4、技術體制 

    基本信號形式；信源編碼方式、複用方式、糾錯方式；調製方

式；多址聯接和分配方式；網路監控系統等。 

二、工作頻段和衛星空間電臺特性 

擬使用的上、下行頻率範圍。 

擬使用的衛星空間電臺名稱、軌道位置。 

相關轉發器的編號、類別、極化和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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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發射、接收波束的天線增益等值線圖。 

衛星接收系統雜訊溫度。 

相關轉發器的飽和等效全向輻射功率（EIRPs）圖或表、接收系統品質

因素（G/T）圖或表。 

三、載波參數 

每個載波的發射類別、必要頻寬和擬使用的上、下行頻率。 

每個載波的上、下行功率和功率譜密度。 

載波頻率規劃示意圖（適用于多載波工作情況）。 

載波正常接收所要求的 C/N值。 

四、地球站特性 

１、主站技術參數： 

地理位置。 

高功放飽和輸出功率、所要求的實際發射功率。 

天線類型和口徑、發射及接收天線增益、旁瓣特性。 

接收系統雜訊溫度。 

２、遠端站（典型）技術參數： 

近期建站的數量和地理分佈。 

高功放飽和輸出功率、所要求的實際發射功率。 

天線類型及口徑、發射及接收天線增益、旁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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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站功率和天線特性應包括所使用的各種組合） 

五、傳輸鏈路計算 

提供計算所採用的參數和下列結果： 

主站每個載波所需的上行 EIRP或發射功率、全部載波所需的發射功

率。 

遠端站（典型）每個載波所需的上行 EIRP或發射功率、全部載波所需

的發射功率。 

所佔用的轉發器 EIRP和頻寬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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