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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ＧＢ／Ｔ１６１６２—２００９《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ＧＭＤＳＳ）术语》。本文件与

ＧＢ／Ｔ１６１６２—２００９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国际移动卫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水道测量组

织、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１９７８年国际海员培训、发

证和值班标准公约、缔约国政府、无线电规则、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区域、示位、寻位、中国

船舶报告系统、澳大利亚船舶报告系统、日本船舶报告系统、韩国船舶报告系统、ＧＭＤＳＳ系统

船舶１９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１．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２．１．２４、２．１．３３、２．１．３５、２．１．３６、

２．１．３７、２．１．３９）；

———删除了奈伏泰斯紧急警告、奈伏泰斯重要警告、奈伏泰斯日常警告、航向警告信号、救助单元、

移动单元、无线电话报警信号７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２．３４～２．２．３６、２．２．５２、２．２．５８、

２．２．６１、和２．２．６６）；

———删除了国际海事卫星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Ａ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Ｂ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Ｄ＋系

统、国际海事卫星Ｅ系统、国际海事卫星 Ｍ系统、国际海事卫星迷你Ｃ系统、国际海事卫星迷

你 Ｍ系统、国际海事卫星 Ｍ４系统、国际海事卫星Ｐ系统、国际海事卫星手持机、Ｌ波段卫星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大西洋东区、大西洋西区、太平洋区、印度洋区、地球站、空间站、海岸地球

站、船舶地球站、海上遇险信道、舱外设备、舱内设备、网络协调站共用时分多路复用信道、网络

协调站到网络协调站信令信道、网络协调站到地面站信令信道、陆地地球站时分多路复用信

道、移动地球站信令信道、移动地球站信息信道、信道模型、闭合网络、闭合用户组、数据线路终

端、数据终端设备、信令分组、增强性群呼译码器、电子数据交换、交接、互联网北京站特服号码

６１、宽带全球区域网络业务和移动包数据业务４１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３．１～２．３．３、

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３．１４、２．３．１７～２．３．２０、２．３．２４、２．３．２５、２．３．２７、２．３．２９、２．３．３２～２．３．３４、

２．３．４０～２．３．４８、２．３．５０、２．３．５１、２．３．５６、２．３．５９～２．３．６４）；

———删除了服务区、系统信息、星历数据、信标检测概率、信标定位概率５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９年

版的２．４．５、２．４．６、２．４．９、２．４．１７和２．４．１８）；

———删除了地面无线电通信、管制值班员、无线电测定、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定位、船上通信电台、无

线电测定电台、无线电导航陆地电台、无线电导航移动电台、无线电定位陆地电台、无线电定位

移动电台、无线电测向电台、无线电信标电台、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电台、气象传真接收机、自

组织时分多址技术、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１７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５．１、２．５．２３～

２．５．２６、２．５．３１、２．５．３３～２．５．４０、２．５．４３、２．５．５４、２．５．５５）；

———删除了广播业务、卫星广播业务、无线电测定业务、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无线电导航业务、卫

星无线电导航业务、海上无线电导航业务、卫星海上无线电导航业务、无线电定位业务、气象辅

助业务、卫星气象业务、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业务、卫星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业务、临时无线电

信标业务、移频电报、执行机构、入网、脱网、叫号电话、叫人电话、常规通信信道、金法郎、特别

提款权、静默时间、明语、密语、国际海事卫星通信２７个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６．６、

２．６．７、２．６．９～２．６．１９、２．６．２２、２．６．２３、２．６．４１～２．６．４３、２．６．５４～２．６．５６、２．６．６２～２．６．６４、２．６．６７～

２．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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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遇险报警、现场指挥员、双套设备、岸上维修、海上电子维修、协调世界时、船舶报告系

统、商船自动互救系统、船舶交通服务系统９个术语的定义（见３．７、３．１０、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２，

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１．１９、２．１．２２、２．１．２８～２．１．３２、２．１．３４、２．１．４１）；

———增加了船舶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甚高频数据交换系统、全球海上遇险和

安全系统现代化计划４个术语和定义（见３．２３～３．２６）；

———更改了遇险呼叫、遇险呼叫格式、遇险报警转发、遇险收妥确认、遇险电文、遇险通信、紧急呼

叫、紧急呼叫格式、紧急电文、紧急通信程序、安全呼叫、安全呼叫格式、安全通信程序、安全通

信、航行电传系统、气象预报、公海海上安全信息、卫星转发的海上安全信息、船间航行安全通

信、搜救责任区、联合搜救协调中心、搜救任务协调员、定位信号、引导信号２４个术语的定义

（见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１０、４．１．１２、４．１．１４、４．１．１５、４．１．１９～４．１．２１、４．１．２３、４．１．２６、４．１．２７、４．１．２９～

４．１．３１、４．１．３５、４．１．３９～４．１．４２、４．１．４６、４．１．４９、４．１．５２、４．１．５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１０、

２．２．１１、２．２．１３、２．２．１４、２．２．１７～２．２．２０、２．２．２３～２．２．２７、２．２．４６、２．２．４９～２．２．５１、２．２．５３、２．２．５６、

２．２．５９、２．２．６４、２．２．６５）；

———增加了遇险呼叫转发、紧急预告、安全通告、安全电文、其他紧急安全信息、气象信息、搜救责任

分区、人员落水、搜救服务、搜救对象１０个术语和定义（见４．１．１１、４．１．１８、４．１．２５、４．１．２８、

４．１．３３、４．１．３６、４．１．４３、４．１．５４、４．１．５５和４．１．５６）；

———更改了空间段、地面站、移动地球站、国际移动卫星Ｃ系统、国际移动卫星Ｆ系统、增强性群

呼、卫星洋区、网络协调站、国际移动卫星移动终端号码、移动地球站状态、性能验证测试、询

呼、存储转发通信１３个术语的定义（见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１０、４．２．１１、４．２．１３、４．２．１４、

４．２．１６、４．２．１９、４．２．２７、４．２．２８、４．２．２９、４．２．３０，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３．２１、２．３．２６、２．３．２８、２．３．４、２．３．７、

２．３．１５、２．３．１６、２．３．２３、２．３．３１、２．３．５３、２．３．５４、２．３．５５、２．３．５７）；

———增加了固定地球站、卫星接续站、移动地球站、海事移动终端、移动卫星通信系统、经认可的移

动卫星通信系统、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提供商、国际移动卫星海上宽带系统、专用接续码、接

续短码１０个术语和定义（见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９、４．２．１２、４．２．１７和４．２．１８）；

———更改了国际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任务控制中心、报警数据、示位标识别码、示位标编

码信息、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紧急示位发射机、个人示位标、实时模式、全球覆盖模式１１个术语

的定义（见４．３．１、４．３．５、４．３．９、４．３．１１、４．３．１５、４．３．１６、４．３．１８～４．３．２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４．１～２．４．３、

２．４．７、２．４．１１、２．４．１２、２．５．２７、２．４．１３、２．４．１４、２．４．１５和２．４．１６）；

———增加了同步轨道搜救卫星系统、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中轨道搜救卫星系统、同步轨道搜救卫

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中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

端、搜救信号转发器、示位标发射信息、国际示位标登记数据库９个术语和定义（见４．３．２、

４．３．３、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８、４．３．１２、４．３．１７和４．３．２３）；

———更改了地面通信网络、窄带直接印字电报、数字选择性呼叫、数字选择性呼叫自动确认操作、中

频通信、日常呼叫、自动电话呼叫、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发射类别、自动识别系统１０个术

语的定义（见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６、４．４．９、４．４．１３、４．４．１６、４．４．２２、４．４．２８、４．４．３５和４．４．４５，２００９年版

的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１１、２．５．１４、２．５．１７、２．５．２２、２．５．４１、２．５．４８和２．５．５３）；

———增加了自动识别系统搜救发射器、格式符、呼叫测试、集群性前向纠错方式、上边带发射、全载

波单边带发射、减载波单边带发射、抑制载波单边带发射、扫描值守接收机９个术语和定义（见

４．４．１２、４．４．１７、４．４．２３、４．４．３４、４．４．３７～４．４．４０和４．４．４４）；

———更改了移动卫星业务、水上移动卫星业务、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水上识别数字、选择性呼叫

码、安全网、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安全网、船队网、国际航行电传业务、国内航行电传业务、发射

台识别符、电文类别标识符、航行电传电文编号、航行电传优先电文、全球航行警告业务、航行

警告区域协调员、国内协调员、航行警告区、航行警告区警告、沿岸警告、本地警告、静止卫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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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通用操作员证书、医疗指导、医疗运输２６个术语的定义（见４．５．１、

４．５．３、４．５．１８、４．５．１９、４．５．２５、４．５．３０～４．５．３３、４．５．３５、４．５．３６、４．５．３９～４．５．４３、４．５．４５～４．５．４８、

４．５．５０、４．５．５１、４．５．５８、４．５．５９、４．５．６２、４．５．６９～４．５．７０，２００９年版的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３０、２．６．３１、

２．６．３８、２．６．４４～２．６．４７、２．２．２８～２．２．３３、２．２．３８、２．２．３９～２．２．４４、２．６．４８、２．６．４９、２．６．５２、２．６．６５和

２．６．６６）；

———增加了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国际移动卫星船队安全业务、公众通信业务、国际增强性群呼

业务、国内增强性群呼业务、船队网业务、航行电传业务区域、航行电传协调员、全球海洋气象

信息和警告业务、沿岸警告区、气象区域、分区域、分区协调员、分区警告、用户定义区域、有效

公告、公共交换电话网业务、文本传真业务１８个术语和定义（见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８、４．５．２８、

４．５．２９、４．５．３４、４．５．３７、４．５．３８、４．５．４４、４．５．４９、４．５．５２～４．５．５７、４．５．７１和４．５．７２）。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耀絫、关巍、蔡珊珊、肖方兵、耿红、翁大涛。

本文件于１９９６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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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犌犕犇犛犛）术语

１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的基础术语，以及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移动卫

星通信系统、国际搜救卫星系统、地面通信系统及通信业务相关的专用术语。

本文件适用于国内与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相关领域或管理部门涉及引用或规范使

用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术语的各类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３　基础术语

３．１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犵犾狅犫犪犾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狀犱狊犪犳犲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犌犕犇犛犛

利用地面和卫星通信技术为海上船舶和人员提供遇险报警和海上安全信息播发等功能的一种全球

通信服务网络。

３．２

犃１海区　狊犲犪犪狉犲犪犃１

在至少一个具有连续有效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报警能力的甚高频（ＶＨＦ）海岸电台无线电话覆

盖范围内的区域，该区域由各缔约国政府规定。

３．３

犃２海区　狊犲犪犪狉犲犪犃２

除Ａ１海区以外，在至少一个具有连续有效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报警能力的中频（ＭＦ）海岸电台

无线电话覆盖范围内的区域，该区域由各缔约国政府规定。

３．４

犃３海区　狊犲犪犪狉犲犪犃３

除Ａ１和Ａ２海区以外，在具有连续有效报警能力的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静止卫星所覆盖

的区域。

３．５

犃４海区　狊犲犪犪狉犲犪犃４

除Ａ１，Ａ２和Ａ３海区以外的区域。

３．６

犌犕犇犛犛船舶配备要求　犌犕犇犛犛狊犺犻狆犮犪狉狉犻犪犵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第Ⅳ章Ｃ部分所规定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船

舶在各个不同海区航行时配备设备的要求。

３．７

遇险报警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

向能够提供救助或协调救助的单位报告遇险事故，表明发送报警的移动单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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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运载工具或人员处于紧迫危险中，需要立即救援。

３．８

搜救协调通信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狀犵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成功收到遇险报警后，与遇险船舶、参与救助的船舶或航空器以及陆上有关搜

救单元之间进行的协调搜救工作的通信。

３．９

现场通信　狅狀狊犮犲狀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搜救现场，遇险船舶或救生艇筏和搜救单元之间，搜救单元与现场指挥员之间进行的通信。

３．１０

现场指挥员　狅狀狊犮犲狀犲犮狅犿犿犪狀犱犲狉；狅狀狊犮犲狀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

在规定的搜寻海域内被指定为协调海面搜救行动的指挥人员。

３．１１

海上安全信息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犕犛犐

航行警告、气象警告、气象预报和其他有关航行安全的信息。

３．１２

常规无线电通信　犵犲狀犲狉犪犾狉犪犱犻狅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无线电进行的除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以外的业务性通信和公众通信。

３．１３

驾驶台对驾驶台通信　犫狉犻犱犵犲狋狅犫狉犻犱犵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船舶通常驾驶位置进行的船舶之间的安全通信。

３．１４

双套设备　犱狌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第Ⅳ章第１５条中对维修要求所做的有关规定之一，旨在保证

航行船舶通信设备的可靠性，对某些设备配备双套的技术保障方案。

３．１５

岸上维修　狊犺狅狉犲犫犪狊犲犱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第Ⅳ章第１５条中对维修要求所做的有关规定之一，旨在保证

航行船舶通信设备的可靠性，船舶主管单位与经认可的、具有经营资格的公司签订协议，形成维修网络，

保证对船舶无线电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提供适当支持，以便及时对设备故障进行维修的技术保障方案。

３．１６

海上电子维修　犪狋狊犲犪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第Ⅳ章第１５条中对维修要求所做的有关规定之一，旨在保证

航行船舶通信设备的可靠性，船舶上配备相关部门认可的具有无线电设备维修保养资格的无线电人员，

利用船舶上的维修和测试仪器及备件，对无线电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维护保养作业的技术保障方案。

３．１７

协调世界时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犱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狋犻犿犲；犝犜犆

基于ＩＴＵＲＴＦ．４６０６建议书规定的以秒（ＳＩ）为单位的时间标度。

注：对于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无线电规则中大部分实际应用而言，协调世界时（ＵＴＣ）与本初子午线（经度０°）上的

平均太阳时等效。该时间过去以格林尼治平均时（ＧＭＴ）表示。

３．１８

船舶报告系统　狊犺犻狆狉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为增进海上人命安全、航行安全及效率，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在一定水域内所设立的要求所有船舶

或特定船舶报告有关信息的管理制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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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制度需明确对外公布，并尽可能符合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的Ａ．８５１（２０）决议的相关要求。

３．１９

商船自动互救系统　犪狌狋狅犿犪狋犲犱犿狌狋狌犪犾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狏犲狊狊犲犾狉犲狊犮狌犲狊狔狊狋犲犿；犃犕犞犈犚

船舶自动互救系统

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管理的全球性的船舶报告系统。

３．２０

连续值守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狑犪狋犮犺

除船舶接收能力因自身通信被减弱或阻塞或当设备处于定期维修或检查造成短暂间隙以外，不中

断的无线电值守。

３．２１

船舶保安警报系统　狊犺犻狆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犪犾犲狉狋狊狔狊狋犲犿；犛犛犃犛

保证船舶在受到威胁或遭受攻击时及时向主管当局指定的相关部门和船舶运营部门发出警报的系统。

３．２２

船舶交通服务　狏犲狊狊犲犾狋狉犪犳犳犻犮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犞犜犛

由主管机关实施的，用于提高船舶交通安全和效率及保护环境的服务。

注：在船舶交通服务（ＶＴＳ）系统服务区域内，这种服务可与交通相互作用并对交通形势变化做出反应。

３．２３

船舶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　犾狅狀犵狉犪狀犵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狉犪犮犽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犔犚犐犜狊狔狊狋犲犿

全球性的用于反恐、环保、搜救和航行安全监管等领域的船舶动态跟踪系统。

注：船舶通过该系统的通信网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自动发射船舶识别跟踪信息（如，船舶识别码、船位、日期和时

间）至陆地数据中心。目前主要由国际移动卫星组织（ＩＭＳＯ）对船舶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ＬＲＩＴ）进行协调和

监管。

３．２４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犵犾狅犫犪犾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犌犖犛犛

能在地球表面或近地空间的任何地点为用户提供全天候的三维坐标和速度以及时间信息的空基无

线电导航定位系统。

３．２５

甚高频数据交换系统　犞犎犉犱犪狋犪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狊狔狊狋犲犿；犞犇犈犛

工作于海上甚高频波段（１５６．０２５ＭＨｚ～１６２．０２５ＭＨｚ），集成甚高频宽带数据交换（ＶＤＥ），特殊应

用报文（ＡＳＭ）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功能的数据交互系统。

注：该系统可实现船舶与船舶之间、船岸之间、船和卫星之间、岸和卫星之间的数据交换服务。

３．２６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现代化计划　犌犕犇犛犛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狀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和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采用新技术来提升现有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ＧＭＤＳＳ）通信服务功能的工作计划。

４　专用术语

４．１　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

４．１．１

遇险和安全通信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狀犱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利用地面通信系统或卫星通信系统进行的有关遇险、紧急和安全优先等级的信息传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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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遇险信号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狊犻犵狀犪犾

包含词语“ＭＡＹＤＡＹ”字样的信号。

注：　“ＭＡＹＤＡＹ”在无线电话中读作法语 “ｍ＇ａｉｄｅｒ”。

４．１．３

遇险优先等级呼叫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犮犪犾犾

比其他一切发射均具有绝对优先权的呼叫。

４．１．４

遇险呼叫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犮犪犾犾

启动遇险等级语音或文本通信程序的呼叫。

４．１．５

遇险呼叫格式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犮犪犾犾犳狅狉犿犪狋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的有关规定发送的至少包括遇险信号“ＭＡＹＤＡＹ”、遇险船舶名称、呼号

或其他识别信息的语音或文本呼叫格式。

４．１．６

数字选择性呼叫遇险报警　犱犻犵犻狋犪犾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犮犪犾犾犻狀犵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犇犛犆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

利用甚高频、中频和（或）高频的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发送的遇险报警。

４．１．７

船对岸遇险报警　狊犺犻狆狋狅狊犺狅狉犲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

遇险船舶利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或卫星系统向岸上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发送的遇险报警或遇

险呼叫。

４．１．８

岸对船遇险报警　狊犺狅狉犲狋狅狊犺犻狆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

收到报警的电台或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利用地面通信系统或卫星系统向船舶进行的遇险报警转发

或遇险呼叫转发。

４．１．９

船对船遇险报警狊犺犻狆狋狅狊犺犻狆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

遇险船舶利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向其附近船舶发送的遇险报警。

４．１．１０

遇险报警转发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狉犲犾犪狔

利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海（江）岸电台向有选择的或遇险地点附近区域船舶转发的，或非遇险

船舶代表遇险船舶向海（江）岸电台或有选择的遇险地点附近区域船舶转发的遇险报警。

４．１．１１

遇险呼叫转发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犮犪犾犾狉犲犾犪狔

利用语音或文本通信方式，海（江）岸电台向有选择的或遇险地点附近区域船舶转发的、或非遇险船

舶代表遇险船舶向海（江）岸电台或有选择的遇险地点附近区域船舶转发的遇险呼叫。

４．１．１２

遇险收妥确认　犪犮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犪犾犲狉狋犪狀犱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犮犪犾犾

收到遇险报警或遇险呼叫的电台发出对某一遇险报警或遇险呼叫的收妥确认信息。

４．１．１３

遇险优先等级申请信息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狉犲狇狌犲狊狋犿犲狊狊犪犵犲

在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包含有标志为遇险优先等级的船到岸的申请信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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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４

遇险电文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犿犲狊狊犪犵犲

在遇险呼叫后面的语音或文本遇险通信程序，主要用来发送包括遇险信号、遇险船识别码、遇险位

置、遇险性质以及其他任何有助于搜救的信息。

４．１．１５

遇险通信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狋狉犪犳犳犻犮

遇险船舶在遇险报警或遇险呼叫后而展开的所有遇险电文通信程序。

注：包括搜救协调通信及现场通信。

４．１．１６

遇险信道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犮犺犪狀狀犲犾

在遇险船舶和搜救协调中心之间用于遇险通信的信道。

注：遇险信道主要由船舶的用户电传或电话设备与海岸电台、陆地线路和搜救协调中心的终端设备间信道组成，或

由船舶地面站、卫星、地面站、陆地线路和!救协调中心的终端设备间的通信信道组成。

４．１．１７

紧急信号　狌狉犵犲狀犮狔狊犻犵狀犪犾

包含“ＰＡＮＰＡＮ”字样的信号，表明呼叫台有一份有关船舶和人员安全的紧急信息要发送。

注：“ＰＡＮＰＡＮ”在无线电话中读作法语 “ｐａｎｎｅ”。

４．１．１８

紧急预告　狌狉犵犲狀犮狔犪狀狀狅狌狀犮犲犿犲狀狋

在紧急呼叫前，在地面无线电通信频率上发送的一个紧急等级的呼叫序列，或通过卫星转发的紧急

呼叫。

注：紧急预告的播发可以在规定的一个或多个遇险和安全频率上使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或紧急呼叫格式进

行，或在两者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使用带有紧急信号的无线电话通信程序。在水上移动卫星业务中，可直接

发送紧急呼叫和紧急电文，而无需发送紧急预告。

４．１．１９

紧急呼叫　狌狉犵犲狀犮狔犮犪犾犾

启动紧急等级语音或文本通信程序的呼叫，表明呼叫台有一份与船舶和人员安全相关的紧急电文

要发送。

４．１．２０

紧急呼叫格式　狌狉犵犲狀犮狔犮犪犾犾犳狅狉犿犪狋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的有关规定发送的包括紧急信号“ＰＡＮＰＡＮ”、被呼叫电台名称或“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发送紧急电文的电台名称等一系列信息的语音或文本呼叫格式。

４．１．２１

紧急电文　狌狉犵犲狀犮狔犿犲狊狊犪犵犲

在紧急呼叫后面的语音或文本通信程序。

４．１．２２

紧急通信　狌狉犵犲狀犮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一个或多个国际遇险和安全通信频率上发送的或通过水上移动卫星业务发送的包括紧急呼叫和

紧急电文在内的通信。

４．１．２３

紧急通信程序　狌狉犵犲狀犮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发送包括紧急预告、紧急呼叫和紧急电文的通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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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４

安全信号　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犪犾

包含“ＳＥＣＵＲＩＴＥ”字样的信号，表明呼叫电台有重要的航行警告或气象警告要发送。

注：“ＳＥＣＵＲＩＴＥ”在无线电话中按照法语读音。

４．１．２５

安全通告　狊犪犳犲狋狔犪狀狀狅狌狀犮犲犿犲狀狋

在安全呼叫前，利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系统发送的一个安全等级的ＤＳＣ呼叫序列，或通过卫

星转发的安全呼叫。

注：安全通告的播发可以在规定的一个或多个遇险和安全频率上进行，如通过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进行通

信，可直接发送安全呼叫和安全电文，而无需发送安全通告。

４．１．２６

安全呼叫　狊犪犳犲狋狔犮犪犾犾

启动安全等级语音或文本通信程序的呼叫，表明呼叫台有一份涉及船舶航行安全的报告需要发送。

４．１．２７

安全呼叫格式　狊犪犳犲狋狔犮犪犾犾犳狅狉犿犪狋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的有关规定发送的包括安全信号“ＳＥＣＵＲＩＴＥ”、被呼叫电台名称或“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发送安全电文的电台名称等一系列信息的语音或文本呼叫格式。

４．１．２８

安全电文狊犪犳犲狋狔　犿犲狊狊犪犵犲

在安全呼叫后面的语音或文本通信程序。

４．１．２９

安全通信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一个或多个国际遇险和安全通信频率上发送的或通过水上移动卫星业务发送的包括安全呼叫和

安全电文在内的通信。

注：在水上移动卫星业务中，发送安全电文之前不需要单独发送安全通告或安全呼叫，可采取安全优先等级的网络

接入设置。

４．１．３０

安全通信程序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发送包括安全通告、安全呼叫和安全电文的通信程序。

４．１．３１

航行电传系统　犖犃犞犜犈犡

奈伏泰斯系统

利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ＮＢＤＰ）进行定时广播和自动接收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的系统。

４．１．３２

航行警告　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犖／犠

由各国主管部门负责播发的有关船舶航行安全的水上紧急、安全信息。

４．１．３３

其他紧急安全信息　狅狋犺犲狉狌狉犵犲狀狋狊犪犳犲狋狔狉犲犾犪狋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除航行警告、气象信息、搜救信息之外的播发给船舶的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

４．１．３４

气象警告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

由各国主管部门负责播发的有关海上气象灾害的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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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５

气象预报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狅狉犲犮犪狊狋

由各国主管部门负责播发的对海上未来一定时期内天气变化做出的主观或客观判断的海上安全信

息（ＭＳＩ）。

４．１．３６

气象信息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包括气象警告和气象预报等其他与船舶航行安全相关的气象类信息。

４．１．３７

冰况报告　犻犮犲狉犲狆狅狉狋

由各国主管部门负责播发的有关冰山种类、大小、形状、位置和漂流方向等内容的海上安全信息

（ＭＳＩ）。

４．１．３８

国际冰况巡查报告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犮犲狆犪狋狉狅犾犫狌犾犾犲狋犻狀

主要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播发的北大西洋流冰海域的冰情公告。

４．１．３９

公海海上安全信息　犺犻犵犺狊犲犪狊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利用高频窄带直接印字电报（ＨＦＮＢＤＰ）采用集群性前向纠错（ＣＦＥＣ）方式向公海发送的海上安

全信息（ＭＳＩ）。

注：公海海上安全信息播发时主要使用的频率为：４２１０ｋＨｚ，６３１４ｋＨｚ，８４１６．５ｋＨｚ，１２５７９ｋＨｚ，１９６８０．５ｋＨｚ，２２

３７６ｋＨｚ和２６１００．５ｋＨｚ。

４．１．４０

卫星转发的海上安全信息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狏犻犪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

利用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所播发的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

４．１．４１

船间航行安全通信　犻狀狋犲狉狊犺犻狆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为有助于船舶安全航行，在船舶之间进行的甚高频（ＶＨＦ）无线电话通信。

４．１．４２

!救责任区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狉犲犵犻狅狀；犛犚犚
为实施搜寻救助业务而划定的一个范围明确、与救助协调中心相关联的搜寻救助服务区域。

４．１．４３

搜救责任分区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狊狌犫狉犲犵犻狅狀；犛犚犛

为实施搜寻救助业务而划定的一个与某一搜救分中心相关联的、位于某一搜救区域内特定的搜救

责任区。

４．１．４４

搜救协调中心　狉犲狊犮狌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犚犆犆

在搜救区域内负责组织有效的搜救业务并协调实施搜寻救助作业的单位。

４．１．４５

海上!救协调中心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狉犲狊犮狌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犕犚犆犆
在海上搜救区域内负责组织有效的搜救业务并协调实施海上搜寻救助作业的单位。

４．１．４６

联合搜救协调中心　犼狅犻狀狋狉犲狊犮狌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犑犚犆犆

在搜救区域内同时负责航海和航空搜救业务并协调实施搜寻救助作业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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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７

救助分中心　狉犲狊犮狌犲狊狌犫犮犲狀狋犲狉；犚犛犆

在搜救区域的特定地区内，为辅助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而设置的隶属于该中心并作为其补充的

单位。

４．１．４８

搜救单元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狌狀犻狋

由受过培训的人员组成并配备有适合迅速执行搜寻救助行动设施的单位。

４．１．４９

搜救任务协调员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

在规定的搜寻区内，临时指定的对实际发生的或明显的遇险情况进行协调的指挥机构或人员。

４．１．５０

海上搜救计划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犛犃犚狆犾犪狀

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所规定的，沿海各国依据现有设施和有关方面协议，所形成的搜救方案或!
救计划。

４．１．５１

现场通信管制　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狅狀狊犮犲狀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协调搜寻和救助作业的单位对搜救现场无线电通信所实施的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４．１．５２

定位信号　犾狅犮犪狋犻狀犵狊犻犵狀犪犾

为便于搜救者发现遇险船舶或幸存者位置而用无线电装置发射的信号。

注：定位信号包括由搜救单元发送的，或由遇险移动单元、救生艇、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以及搜救雷达应答器向

搜救单元所发送的信号。

４．１．５３

引导信号　犺狅犿犻狀犵狊犻犵狀犪犾

由遇险船舶或救生艇（筏）向搜救单元提供的用来确定其发射台方位的定位信号。

４．１．５４

人员落水　犿犪狀狅狏犲狉犫狅犪狉犱；犕．犗．犅．

船舶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游客因故落入水中而发生的险情。

４．１．５５

搜救服务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使用公共或私有资源，包括航空器、船舶和其他航空或海上运载工具及设备，履行遇险监测、通信、

协调和搜救职责的相关服务，还包括提供医疗指导或医疗运输等服务。

４．１．５６

搜救对象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狅犫犼犲犮狋

搜寻救助行动中正在寻找的失踪或遇险的船舶、航空器、或其他海上或航空运载工具、幸存者或其

他相关的搜寻目标。

４．２　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４．２．１

空间段　狊狆犪犮犲狊犲犵犿犲狀狋

一组为特定目的而相互配合进行空间无线电通信的工作卫星和备用卫星，以及为提供全球海上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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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业务而搭载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注：包括与地球站间的前向和返向通信链路。

４．２．２

固定地球站　犳犻狓犲犱犲犪狉狋犺狊狋犪狋犻狅狀

位于陆地上某一指定的固定地点，为空间段与地面通信网络间提供通信链路的移动卫星通信站。

４．２．３

地面站　犾犪狀犱犲犪狉狋犺狊狋犪狋犻狅狀；犔犈犛

承担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通信卫星与地面通信网络进行通信接续处理等网关功能的固定

地球站。

注：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地面站（ＬＥＳ）多称作“卫星接续站（见４．２．４）”。目前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公司下的地面站多为独立的卫星地面站运营商（ＬＥＳＯｌ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而不再隶属于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公司。

４．２．４

卫星接续站　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犪犮犮犲狊狊狊狋犪狋犻狅狀；犛犃犛

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为移动地球站与地面通信网络

提供接续的地面站（ＬＥＳ）。

注：包括为移动地球站的宽带业务提供接续服务，以及移动用户的全球互联网和全球公共交换电话网（ＰＳＴＮ）的接

入工作。

４．２．５

移动地球站　犿狅犫犻犾犲犲犪狉狋犺狊狋犪狋犻狅狀；犕犈犛

供移动时或在非指定地点停留时使用的卫星通信终端。

注：在水上移动卫星通信业务中被称作“船舶地球站（ＳＥＳｓｈｉｐｅａｒ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２．６

海事移动终端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犿狅犫犻犾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可提供经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的船载无线电通信设备。

４．２．７

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犿狅犫犻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由空间段、控制空间段接入地面通信网络的固定地球站，以及在该系统中运行的海事移动终端所组

成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４．２．８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犱犿狅犫犻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经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认可并可用于为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提供服务的移动卫星

通信系统。

４．２．９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提供商　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犱犿狅犫犻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狆狉狅狏犻犱犲狉

经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认可并可为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提供移动卫星通信服务的

公司。

注：目前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提供商主要有国际移动卫星有限责任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ＧｌｏｂａｌＬｔｄ．）和铱星有限责任

公司（Ｉｒｉｄｉｕ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ＬＣ．）。

４．２．１０

国际移动卫星犆系统　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犆狊狔狊狋犲犿

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运营的一种数字化移动卫星通信系统，可用存储转发方式进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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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数据通信，能够实现增强性群呼（ＥＧＣ）功能以及遇险报警功能。

４．２．１１

国际移动卫星犉系统　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犉狊狔狊狋犲犿；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犉犾犲犲狋狊狔狊狋犲犿

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为满足海事应用中对电子邮件和数据传输需求所推出的一种支持语

音、传真、综合业务数据网业务（ＩＳＤＮ）以及移动包数据业务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注：国际移动卫星Ｆ系统支持Ｆ７７、Ｆ５５和Ｆ３３三种类型的移动终端，其中Ｆ７７终端符合ＩＭＯＡ．１００１（２５）决议的要

求，能够进行语音报警。ＩｎｍａｒｓａｔＦ系统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停止向Ｆ３３和Ｆ５５终端提供服务，于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１日起停止向Ｆ７７终端提供服务。

４．２．１２

国际移动卫星海上宽带系统　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犉犾犲犲狋犅狉狅犪犱犫犪狀犱；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犉犅

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推出的能够实现语音通信和高速数据通信业务的移动卫星通信

系统。

４．２．１３

增强性群呼　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犵狉狅狌狆犮犪犾犾；犈犌犆

通过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向指定的地理区域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和搜救相关信息广播的

系统。

４．２．１４

卫星洋区　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狅犮犲犪狀狉犲犵犻狅狀

卫星覆盖区域

国际移动卫星Ｃ系统在船到岸和岸到船方向提供可用服务和持续遇险报警的地理区域。

注：卫星洋区在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移动卫星业务中主要指大西洋东区（ＡＯＲ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Ｅａｓｔ）、大西洋西区（ＡＯＲＷ，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ｓｔ）、印度洋区（ＩＯＲ，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和太平

洋区（Ｐ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１８年，随着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移动卫星通信业务向第四代移动卫星通信系

统的转移，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移动卫星业务中大西洋西区的卫星通信业务主要转移动到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四代美洲

洋区（ＡＭ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通信卫星上进行；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移动卫星业务中太平洋区的卫星通

信业务主要转移到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四代亚太洋区（ＡＰＡＣ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通信卫星上进行；原Ｉｎ

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移动卫星业务中大西洋东区的卫星通信业务主要转移到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大西洋西区（ＡＯＲＷ）

通信卫星上进行，名称保留为大西洋东区（ＡＯＲＥ）；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三代移动卫星业务中印度洋区的卫星通信

业务主要转移到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第四代欧非洋区（ＥＭ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通信卫

星上进行。

４．２．１５

网络控制中心　狀犲狋狑狅狉犽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犖犗犆

设在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总部，负责监视、协调和控制整个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运营情况的管理部门。

４．２．１６

网络协调站　狀犲狋狑狅狉犽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犖犆犛

负责对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各洋区内移动卫星通信系统的通信信道进行分配、管理的固

定地球站。

注：网络协调站还负责在其网络协调站公共信道（ＮＣＳ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播发增强性群呼（ＥＧＣ）信息。

４．２．１７

专用接续码　狊狆犲犮犻犪犾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犱犲

国际移动卫星Ｃ船站在进行电子邮件业务时不同地面站所使用的专用业务接续号码。

０１

犌犅／犜１６１６２—２０２１



４．２．１８

接续短码　狊犺狅狉狋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犱犲；犛犃犆

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开发的特别业务所使用的专用业务接续号码。

注：接续短码通常由两位十进制数字组成，所以也称作“二位数字业务码（ｔｗｏｄｉｇｉｔｃｏｄ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４．２．１９

国际移动卫星移动终端号码　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犿狅犫犻犾犲狀狌犿犫犲狉；犐犕犖

由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分配给海事移动终端，可由船舶设备发送并用于识别船舶经认可

的移动卫星业务识别码或设备序列号识别码。

４．２．２０

遇险优先等级　犱犻狊狋狉犲狊狊狆狉犻狅狉犻狋狔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最高通信优先等级。

注：优先等级标志为“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３”，系统将优先分配信道以保证遇险优先等级信息的传递。

４．２．２１

紧急优先等级　狌狉犵犲狀犮狔狆狉犻狅狉犻狋狔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除遇险优先等级外，比其他一切通信优先的等级。

注：优先等级标志为“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２”。

４．２．２２

安全优先等级　狊犪犳犲狋狔狆狉犻狅狉犻狋狔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仅次于紧急优先等级的通信等级。

注：优先等级标志为“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１”。

４．２．２３

常规优先等级　狉狅狌狋犻狀犲狆狉犻狅狉犻狋狔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中用于常规通信的等级。

注：优先等级标志为“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０”。

４．２．２４

启用试验　犮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犻狀犵狋犲狊狋

海事移动终端在正式使用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前，按国际移动卫星组织（ＩＭＳＯ）的规定所需进

行的语音、文本及遇险报警和遇险通信等多项试验。

４．２．２５

数据报告　犱犪狋犪狉犲狆狅狉狋

国际移动卫星Ｃ系统中，由移动地球站询呼遥控指令启动或由移动地球站操作员启动的向预定的

陆地用户发送的简短的数据信息。

注：移动地球站通常使用包含有数据网络识别码（ＤＮＩＤｄａｔ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信息用于向某一个或一组具

有相同ＤＮＩＤ的预定用户发送数据报告。

４．２．２６

增强性群呼业务码　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犵狉狅狌狆犮犪犾犾狊犲狉狏犻犮犲犮狅犱犲；犈犌犆狊犲狉狏犻犮犲犮狅犱犲

用于表明增强性群呼（ＥＧＣ）业务中电文种类、电文等级和播发地址等业务种类的代码。

注：也称作Ｃ码（ＣＣｏｄｅ）。

４．２．２７

移动地球站状态　犿狅犫犻犾犲犲犪狉狋犺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狌狊；犕犈犛狊狋犪狋狌狊

移动卫星通信中移动地球站所处于的工作状态。

４．２．２８

性能验证测试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设备进行的以验证其设备功能是否正常和其线路质量是否可靠的一项自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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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９

询呼　狆狅犾犾犻狀犵

国际移动卫星Ｃ系统中，陆地用户通过地面站向某一个或某一组移动地球站发送指令，移动地球

站在该指令控制下按预定方式执行某项任务或操作的业务。

注：国际移动卫星Ｃ系统支持三种询呼业务：单个询呼（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ｏｌｌｉｎｇ）、群询呼（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ｌｉｎｇ）和区域询呼（ａｒｅａ

ｐｏｌｌｉｎｇ），并且每一个询呼指令都需要包括数据网络识别码（ＤＮＩＤｄａｔ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用于表明被询呼

的移动地球站所在闭环网络的地址。

４．２．３０

存储转发通信　狊狋狅狉犲犪狀犱犳狅狉狑犪狉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进行通信中，信息到达地面站后，先暂存一段时间后再转发给目的用户的通

信方式。

注：该通信方式具有较大的延迟，适合实时性要求较低的通信。

４．２．３１

增强性群呼接收机　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犵狉狅狌狆犮犪犾犾狉犲犮犲犻狏犲狉；犈犌犆狉犲犮犲犻狏犲狉

能用来连续自动接收经认可的移动卫星通信系统播发的增强性群呼（ＥＧＣ）信息的海事移动终端。

４．３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

４．３．１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　犆犗犛犘犃犛犛犃犚犛犃犜

由加拿大、法国、美国和苏联在１９７９年联合开发的全球性搜救卫星系统，是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

统（ＧＭＤＳ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可为全球包括极地区域在内的海上、陆地和航空提供公益性的４０６

ＭＨｚ频率上遇险报警的转发及遇险定位服务。

４．３．２

同步轨道搜救卫星系统　犵犲狅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犲犪狉狋犺狅狉犫犻狋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犌犈犗犛犃犚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由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的搭载了４０６ＭＨｚ搜救信号

转发器和搜救信号处理器的搜救卫星、系统对应的本地用户终端，以及４０６ＭＨｚ示位标所组成的搜救

卫星系统。

４．３．３

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　犾狅狑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犲犪狉狋犺狅狉犫犻狋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犔犈犗犛犃犚

低近极轨道搜救卫星系统　犾狅狑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犲犪狉狋犺狅狉犫犻狋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狆狅犾犪狉狅狉犫犻狋犻狀犵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由地球低高度、近极轨道上运行的搭载了４０６ＭＨｚ搜

救信号转发器和搜救信号处理器的搜救卫星、系统对应的本地用户终端，以及４０６ＭＨｚ示位标所组成

的搜救卫星系统。

４．３．４

中轨道搜救卫星系统　犿犲犱犻狌犿犪犾狋犻狋狌犱犲犲犪狉狋犺狅狉犫犻狋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犕犈犗犛犃犚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由地球中高度轨道上运行的搭载了４０６ＭＨｚ搜救信

号转发器和搜救信号处理器的搜救卫星，系统对应的本地用户终端，以及４０６ＭＨｚ示位标所组成的搜

救卫星系统。

４．３．５

本地用户终端　犾狅犮犪犾狌狊犲狉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犔犝犜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地面段中，负责接收并解算国际搜救卫星转发的示位标发

射信息以确定示位标信号的位置，并生成遇险报警发送给任务控制中心（ＭＣＣ）的固定地球站。

４．３．６

同步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　犌犈犗犛犃犚犾狅犮犪犾狌狊犲狉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犌犈犗犔犝犜

用来和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同步轨道搜救卫星进行工作的本地用户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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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Ｔ）。

４．３．７

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　犔犈犗犛犃犚犾狅犮犪犾狌狊犲狉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犔犈犗犔犝犜

用来和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低轨道搜救卫星进行工作的本地用户终端（ＬＵＴ）。

４．３．８

中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　犕犈犗犛犃犚犾狅犮犪犾狌狊犲狉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犕犈犗犔犝犜

用来和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中轨道搜救卫星进行工作的本地用户终端

（ＬＵＴ）。

４．３．９

任务控制中心　犿犻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狋狉狅犾犮犲狀狋犲狉；犕犆犆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地面段中，负责接收、整理、存储和比对来自本地用户终端

（ＬＵＴ）的遇险报警数据，并将该遇险报警数据分配给所属的!救联络点（ＳＰＯＣ）或直接发送给合适的
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的专门机构。

４．３．１０

搜救联络点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狆狅犻狀狋狅犳犮狅狀狋犪犮狋；犛犘犗犆

由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和其他部门设立和认可的负责协调将本国的遇险报警传递给救助遇险人员

所在的任务控制中心（ＭＣＣ）、ＲＣＣ或国内其他任何联络点的专门机构。

４．３．１１

报警数据　犪犾犲狉狋犱犪狋犪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４０６ＭＨｚ示位标信号经本地用户终端（ＬＵＴ）处理后

所得到的与遇险相关的信息总称。

注：报警数据中包含示位标位置和示位标识别码等信息。

４．３．１２

搜救信号转发器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狉犲狆犲犪狋犲狉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搜救卫星上所装载的用来转发４０６ＭＨｚ遇险示位标

报警信号的卫星载荷设备。

４．３．１３

报警数据滤除　犳犻犾狋犲狉犲犱犪犾犲狉狋犱犪狋犪

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任务控制中心（ＭＣＣ）从同一示位标接收到两份或多

份相同报警数据时，对多余报警数据的滤除操作。

４．３．１４

最接近点时间　狋犻犿犲狅犳犮犾狅狊犲狊狋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犜犆犃

在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搜救卫星运行期间，搜救卫星到达最接近示位标位置的

时间。

４．３．１５

示位标识别码　犫犲犪犮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犱犲

由１５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的用来唯一识别每个４０６ＭＨｚ示位标的数字编码信息。

４．３．１６

示位标编码信息　犫犲犪犮狅狀犮狅犱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在遇险中用户编入到示位标发射信息中的与遇险事件相关的数字编码信息。

４．３．１７

示位标发射信息　犫犲犪犮狅狀犿犲狊狊犪犵犲

４０６ＭＨｚ示位标中的用于每个发射周期进行发射的数字编码信息，包含示位标识别码和示位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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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信息。

４．３．１８

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狀犵狉犪犱犻狅犫犲犪犮狅狀；犈犘犐犚犅

船舶配备的一种用于发射遇险报警信号以引起搜救主管部门警觉并使搜助单元确定其遇险位置的

无线电遇险示位标设备。

注：在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紧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主要通过将发射频率为４０６ＭＨｚ的

遇险信号通过国际搜救卫星系统转发到搜救协调中心（ＲＣＣ），从而为搜寻救助提供识别码、位置等信息，所以

有时也称为“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ＳＥＰＩＲＢ）”。

４．３．１９

紧急示位发射机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狅犮犪狋狅狉狋狉犪狀狊犿犻狋狋犲狉；犈犔犜

在特定频率上发射特殊用途信号的航空无线电示位标设备的泛称。

注：在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ＥＬＴ指发射频率为４０６ＭＨｚ遇险信号的无线电示位标设备。

４．３．２０

个人示位标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犾狅犮犪狋狅狉犫犲犪犮狅狀；犘犔犅

一种用于在特定频率上发送遇险报警信号，并可以在另外频率上发送寻位信号的便携式示位标设备。

注：在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ＰＬＢ指发射频率为４０６ＭＨｚ遇险信号的无线电示位标设备。

４．３．２１

实时模式　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犿狅犱犲

本地模式　犾狅犮犪犾犿狅犱犲

在国际搜救卫星系统（ＣＯＳＰＡＳＳＡＲＳＡＴ）中，当搜救卫星接收到示位标遇险报警信号时立即转发

该信息至卫星覆盖区域内的本地用户终端，从而实现覆盖范围内实时报警的工作方式。

４．３．２２

全球覆盖模式　犵犾狅犫犪犾犮狅狏犲狉犪犵犲犿狅犱犲

在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ＬＥＯＳＡＲ）中，搜救卫星将接收到的遇险报警信号经处理后存储在卫星存

储器中，当卫星覆盖范围内出现低轨道搜救卫星系统本地用户终端（ＬＥＯＬＵＴ）后，再将遇险报警信息

转发给卫星覆盖区内的ＬＥＯＬＵＴ，从而实现全球覆盖的报警定位工作方式。

４．３．２３

国际示位标登记数据库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犫犲犪犮狅狀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犐犅犚犇

可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示位标的注册登记服务、注册数据存储和查询服务的４０６ＭＨｚ示

位标注册数据库。

４．４　地面通信系统

４．４．１

地面通信系统　狋犲狉狉犲狊狋狉犻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中利用中频、高频和甚高频频段通信的系统，主要包括无线电

话通信、无线电用户电传通信和数字选择性呼叫等方式。

４．４．２

地面通信网络　狋犲狉狉犲狊狋狉犻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狀犲狋狑狅狉犽狊

由陆基用户通信设备组成的，可提供电话、传真或数据等通信业务的通信网络。

４．４．３

海上无线电话　犿犪狉犻狀犲狉犪犱犻狅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

利用中频、高频和甚高频海上专用频段进行船舶间、船舶与海（江）岸电台间或经海（江）岸电台和陆

上通信线路转接的船舶与陆地用户间的无线电话语音通信。

４．４．４

单边带无线电话　狊犻狀犵犾犲狊犻犱犲犫犪狀犱狉犪犱犻狅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

利用单边带调制技术进行发射和接收无线电话的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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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

窄带直接印字电报　狀犪狉狉狅狑犫犪狀犱犱犻狉犲犮狋狆狉犻狀狋犻狀犵狋犲犾犲犵狉犪狆犺狔；犖犅犇犘

由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业务和其他用户电传业务使用的自动电传电文收发装置。

４．４．６

数字选择性呼叫　犱犻犵犻狋犪犾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犮犪犾犾犻狀犵；犇犛犆

采用数字编码使一无线电台与另一电台或一组电台建立通信联络的一种预约呼叫技术，同时还承

担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的中高频和甚高频设备遇险报警功能。

４．４．７

国际数字选择性呼叫频率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犛犆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

在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无线电规则中专门指配给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系统用于国际ＤＳＣ业务

的频率。

４．４．８

国内数字选择性呼叫频率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犛犆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

配给各国海（江）岸电台或一组电台并允许在其上发送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的频率。

４．４．９

数字选择性呼叫自动确认操作　犇犛犆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犪犮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犿犲狀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可进行无人值守操作的自动调谐收发机，在接收到常规等级的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时自动发出

收妥确认的一种操作方式。

４．４．１０

呼叫尝试　犮犪犾犾犪狋狋犲犿狆狋

短时间内（如几分钟），在一个或多个频率上所发出的一次或有限次的呼叫序列。

４．４．１１

搜救雷达应答器　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犚犪犱犪狉狋狉犪狀狊狆狅狀犱犲狉；犚犪犱犪狉犛犃犚犜

工作在Ｘ波段并在受到船载或飞机载９ＧＨｚ波段雷达信号触发后能发射一串特定编码信号的应

答器。

４．４．１２

自动识别系统搜救发射器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狋狉犪狀狊犿犻狋狋犲狉；犃犐犛犛犃犚犜

可自动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信道上交替发射本船（救生艇／筏）的识别码和位置信息，以便周

围船舶及搜救飞机收到该特殊信息后快速确定遇险船舶（救生艇／筏）位置的无线电装置。

４．４．１３

中频通信　犿犲犱犻狌犿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犕犉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中频（０．４ＭＨｚ～４ＭＨｚ）频段内的水上移动频率上进行的无线电通信。

４．４．１４

高频通信　犺犻犵犺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犎犉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高频（４ＭＨｚ～２７．５ＭＨｚ）频段内的水上移动频率上进行的无线电通信。

４．４．１５

甚高频通信　狏犲狉狔犺犻犵犺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犞犎犉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甚高频（１５６ＭＨｚ～１７４ＭＨｚ）频段内的水上移动频道上进行的无线电通信。

４．４．１６

日常呼叫　犵犲狀犲狉犪犾犮犪犾犾

利用地面通信系统对其他船舶电台进行的常规优先等级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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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７

格式符　犳狅狉犿犪狋狊狆犲犮犻犳犻犲狉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的呼叫序列格式。

４．４．１８

全呼　犪犾犾狊犺犻狆狊犮犪犾犾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设备呼叫类型之一，被呼叫对象为信号覆盖范围内所有装配数字选择性呼

叫（ＤＳＣ）终端的岸台和船台。

４．４．１９

海呼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犪狉犲犪犮犪犾犾

区域性呼叫　犪狉犲犪犮犪犾犾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设备呼叫类型之一，被呼叫对象为电波覆盖范围内某一海域内所有装配数

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终端的电台。

４．４．２０

组呼　犵狉狅狌狆犮犪犾犾

群呼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设备呼叫类型之一，被呼叫对象为电波覆盖范围内具有某一特定数字选择

性呼叫（ＤＳＣ）终端设备识别码的电台群组。

４．４．２１

选呼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犮犪犾犾

选择性呼叫　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犮犪犾犾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设备呼叫类型之一，被呼叫对象为某一特定的装配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

终端的岸台或船台。

４．４．２２

自动电话呼叫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狆犺狅狀犲犮犪犾犾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设备呼叫类型之一，指利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向岸台发送用 ＶＨＦ／

ＭＦ／ＨＦ拨呼陆地公众网电话所发出的申请呼叫。

４．４．２３

呼叫测试　狋犲狊狋犮犪犾犾

利用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向附近岸台发送测试呼叫序列以验证船舶电台遇险和安全通信功能和

线路是否可靠的一项测试。

注：主要通过船载 ＭＦ／ＨＦ无线电台设备进行测试呼叫序列的发射，并由被呼叫的岸台进行应答。测试周期为每

周进行１次，如果测试不能进行，一旦进入可能与海（江）岸电台通信的海域，此项测试立即进行。

４．４．２４

救生艇（筏）电台　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犮狉犪犳狋狊狋犪狋犻狅狀

专为救助目的而设置在救生艇、救生筏或其他营救器上从事海上移动业务或航空移动业务的移动

电台。

４．４．２５

海（江）岸电台　犮狅犪狊狋狊狋犪狋犻狅狀

用于水上移动业务的陆地电台。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４．１７］

４．４．２６

船舶电台　狊犺犻狆狊狋犪狋犻狅狀

设在非长久停泊的船舶上从事水上移动业务的移动电台，救生艇（筏）电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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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４．１９，有修改］

４．４．２７

港口电台　狆狅狉狋狊狋犪狋犻狅狀

用于港口营运业务的海（江）岸电台。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４．２２，有修改］

４．４．２８

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　狋狑狅狑犪狔犞犎犉狉犪犱犻狅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犪狆狆犪狉犪狋狌狊

用于船舶内部、救生艇（筏）之间、母船与救生艇（筏）之间或搜救单元与救生艇（筏）之间通信，并至

少含有１６频道和一个其他通信频道的甚高频无线电语音通信装置。

４．４．２９

甚高频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犞犎犉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狀犵狉犪犱犻狅犫犲犪犮狅狀；犞犎犉犈犘犐犚犅

适用于Ａ１海区的船舶，能在甚高频（ＶＨＦ）７０频道（１５６．５２５ＭＨｚ）发送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报

警信号的紧急无线电示位标设备。

４．４．３０

甚高频无线电装置　犞犎犉狉犪犱犻狅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狊

工作在１５６ＭＨｚ～１７４ＭＨｚ之间的可发送和接收Ｆ３Ｅ／Ｇ３Ｅ或Ｆ２Ｂ／Ｇ２Ｂ发射类别的无线电

装置。

４．４．３１

自动请求重发方式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狉犲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狉犲狇狌犲狊狋犿狅犱犲；犃犚犙犿狅犱犲

在两个电台之间进行的并具有检错和纠错功能的无线电电传通信方式。

注：自动请求重发方式要求通信双方的两个电台能使发射机和接收机同时工作。

４．４．３２

前向纠错方式　犳狅狉狑犪狉犱犲狉狉狅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犉犈犆犿狅犱犲

信息发射台只能进行检错的一种无线电电传通信方式。

注：前向纠错（ＦＥＣ）方式通常用于发送和接收遇险、紧急或安全信息。

４．４．３３

选择性前向纠错方式　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犳狅狉狑犪狉犱犲狉狉狅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犛犉犈犆犿狅犱犲

前向纠错（ＦＥＣ）方式的一种工作模式，其电文只发给一个或一组指定的接收电台。

４．４．３４

集群性前向纠错方式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犳狅狉狑犪狉犱犲狉狉狅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犆犉犈犆犿狅犱犲

前向纠错（ＦＥＣ）方式的一种工作模式，其电文可发给多个不同的接收电台。

４．４．３５

发射类别　犮犾犪狊狊狅犳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用标准符号标示的不同无线电信号发射特性，如主载波的调制方式、调制信号的性质和被发射信息

的种类以及其他适用的信号特征。

４．４．３６

单边带发射　狊犻狀犵犾犲狊犻犱犲犫犪狀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犛犛犅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只传送信号一个边带的一种特殊调幅发射模式。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６．４，有修改］

４．４．３７

上边带发射　狌狆狊犻犱犲犫犪狀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犝犛犅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抑制调幅信号的下边带信号和载波，仅传送上边带信号的单边带发射。

７１

犌犅／犜１６１６２—２０２１



４．４．３８

全载波单边带发射　犳狌犾犾犮犪狉狉犻犲狉狊犻狀犵犾犲狊犻犱犲犫犪狀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载波不受到抑制的单边带发射。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６．５］

４．４．３９

减载波单边带发射　狉犲犱狌犮犲犱犮犪狉狉犻犲狉狊犻狀犵犾犲狊犻犱犲犫犪狀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部分抑制载波单边带发射

载波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仍可被恢复并用于解调的单边带发射。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６．６］

４．４．４０

抑制载波单边带发射　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犲犱犮犪狉狉犻犲狉狊犻狀犵犾犲狊犻犱犲犫犪狀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载波全部被抑制，且不拟用于解调的单边带发射。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６．７］

４．４．４１

指配频带　犪狊狊犻犵狀犲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犫犪狀犱

电台经许可进行发射的频带；其带宽等于必要带宽加上频率容限的绝对值的两倍。如果涉及空间

站，还包括地球表面任何一点上可能发生的最大多普勒频移的两倍。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６．１３］

４．４．４２

指配频率　犪狊狊犻犵狀犲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

指配给电台使用的某一个频带的中心频率。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６．１４］

４．４．４３

成对频率　狆犪犻狉犲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

成对使用的频率，每对频率含一个发射频率和一个接收频率。

４．４．４４

扫描值守接收机　狊犮犪狀狀犻狀犵狑犪狋犮犺犽犲犲狆犻狀犵狉犲犮犲犻狏犲狉

为保持多个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遇险和安全频率的连续值守而采用的扫描值守接收设备。

４．４．４５

自动识别系统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犃犐犛

在海上甚高频频段采用自组织时分多址接入方式自动广播和接收船舶动态、静态等信息，以便实现

识别、监视和通信的系统。

［来源：ＧＢ／Ｔ２００６８—２０１７，３．１．２］

４．５　通信业务

４．５．１

移动卫星业务　犿狅犫犻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移动地球站与一个或多个空间电台之间的一种无线电通信业务，或该业务所利用的各空间电台之

间的无线电通信业务；或一个或多个空间电台在移动地球站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４．５．２

水上移动业务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犿狅犫犻犾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海岸电台和船舶电台之间，或船舶电台之间，或相关的船载通信电台之间的一种移动业务；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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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电台和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电台也可以参与此种业务。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３．１１］

４．５．３

水上移动卫星业务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犿狅犫犻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位于船舶上的移动地球站通过卫星通信系统所进行的移动卫星业务。

注：救生艇（筏）电台及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电台也可参与此种业务。

４．５．４

经认可的移动卫星业务　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犱犿狅犫犻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通过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认可的，由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运营并用于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ＧＭＤＳＳ）的业务。

４．５．５

国际移动卫星船队安全业务　犐狀犿犪狉狊犪狋犉犾犲犲狋犛犪犳犲狋狔狊犲狉狏犻犮犲

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推出的，于２０１８年经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认可用于为全球海上遇险

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提供语音和高速数据通信服务的移动卫星业务。

注：该业务可提供遇险报警、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的播发与接收、遇险语音通信和常规通信等功能，船载终端将主要

由基于Ｉｎｍａｒｓａｔ海上宽带系统（ＦＢ）的终端（包括ＦＢ１５０、ＦＢ２５０、ＦＢ５００以及ＦｌｅｅｔＯｎｅ等产品型号）、海事安全

终端（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ａｆｅｔｙ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ＭＳＴ）、专用遇险报警按钮、打印机和键盘等设备组成。

４．５．６

港口营运业务　狆狅狉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

海（江）岸电台与船舶电台、或船舶电台之间在港口内或港口附近所进行的一种水上移动业务。通

信内容只限于有关船舶营运事务处理、船舶的行动安全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人身安全等事务，涉及公众通

信业务的通信排除在本业务之外。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３．１３，有修改］

４．５．７

船舶动态业务　狊犺犻狆犿狅狏犲犿犲狀狋狊犲狉狏犻犮犲

海（江）岸电台与船舶电台之间，或船舶电台之间除港口营运业务以外的水上移动业务中的安全业

务。其所通信的信息只限于有关船舶行动的事务，涉及公众通信业务的通信排除在本业务之外。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３．１４，有修改］

４．５．８

公众通信业务　狆狌犫犾犻犮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向公众开放的各电信机构以及电台必须受理并予以传输的任何通信业务。

４．５．９

极轨道卫星业务　狆狅犾犪狉狅狉犫犻狋犻狀犵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利用极轨道卫星进行信息转发的水上移动卫星业务。

４．５．１０

安全业务　狊犪犳犲狋狔狊犲狉狏犻犮犲

为保障人命和财产安全而常设或临时使用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３．４２］

４．５．１１

特别业务　狊狆犲犮犻犪犾狊犲狉狏犻犮犲

专门为一般公益事业的特殊需要而设立，且不对公众开放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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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３．４３］

４．５．１２

单工操作　狊犻犿狆犾犲狓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一条通信信道内，两个方向上交替进行传输的一种通信工作方式，例如人工控制。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５．１０］

４．５．１３

双工操作　犱狌狆犾犲狓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一条通信信道内，两个方向上能同时进行传输的通信工作方式。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５．１１］

４．５．１４

半双工操作　狊犲犿犻犱狌狆犾犲狓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通信信道的一端用单工操作，另一端用双工操作的一种通信工作方式。

［来源：ＧＢ／Ｔ１３６２２—２０１２，２．５．１２］

４．５．１５

船舶无线电执照　狊犺犻狆狉犪犱犻狅犾犻犮犲狀狊犲

由船舶注册国主管部门颁发的证明该电台获准使用的法律性文件。

４．５．１６

呼号　犮犪犾犾狊犻犵狀

由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分配的用于识别移动电台或海（江）岸电台的字母或字母与数字的组合。

４．５．１７

无线电台日志　狉犪犱犻狅犾狅犵

用于记录无线电通信业务重要事项的一种航海文件。

４．５．１８

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犿狅犫犻犾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犕犕犛犐

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码

由九位数字组成，能唯一地识别各类船舶电台、海（江）岸电台和群呼电台的数字标识码。

４．５．１９

水上识别数字　犿犪狉犻狋犻犿犲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犱犻犵犻狋；犕犐犇

由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分配的在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中用于识别国家或地区的三位数字。

４．５．２０

船舶电台识别码　狊犺犻狆狊狋犪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狋狔

由水上识别数字（ＭＩＤ）和六位０～９的任意数字组成的以识别船舶电台的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

（ＭＭＳＩ）。

４．５．２１

船舶电台群呼识别码　犵狉狅狌狆狊犺犻狆狊狋犪狋犻狅狀犮犪犾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

由０开头，加上水上识别数字（ＭＩＤ）和五位０～９的任意数字组成的用于呼叫一艘以上船舶的海上

移动业务识别码（ＭＭＳＩ）。

４．５．２２

海（江）岸电台识别码　犮狅犪狊狋狊狋犪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狋狔

由两个０开头、加上水上识别数字（ＭＩＤ）和四位０～９的任意数字组成的用于识别海（江）岸电台的

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ＭＭ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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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３

海（江）岸电台群呼识别码　犵狉狅狌狆犮狅犪狊狋狊狋犪狋犻狅狀犮犪犾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

与海（江）岸电台识别编码结构相同，后四位数字为特定的表示海（江）岸电台群呼的海上移动业务

识别码（ＭＭＳＩ）。

４．５．２４

无线电话电台识别码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犪犱犻狅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用于水上无线电话通信的电台识别码。

４．５．２５

选择性呼叫码　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犮犪犾犾狀狌犿犫犲狉

水上移动业务中，使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ＮＢＤＰ）设备进行选择性呼叫时所使用的数字识别码。

注：岸台的选呼码由四位数字组成，船台选呼码由五位数宇组成，群呼船台选呼码由同一数字重复五次或两个不同

数字交替重复组成。自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实施后，选择性呼叫码就不再分配给船台，均使用

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ＭＭＳＩ）开展通信业务。

４．５．２６

账务机构识别码　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犱犲；犃犃犐犆

由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编制并分配，向船舶主管部门收取海上通信资费的账务机构专用代码。

注：通常由两位字母和两位数字组成。

４．５．２７

结算机构　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

由移动电台颁发电台执照并向所属船公司收取船到岸通信费用的国家主管部门，也可以是由主管

部门指定的私营机构或其他结算实体。

４．５．２８

国际增强性群呼业务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犈犌犆狊犲狉狏犻犮犲

通过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使用英文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和搜救相关信息协调广播和自动接

收的业务。

４．５．２９

国内增强性群呼业务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犈犌犆狊犲狉狏犻犮犲

通过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使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语言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和搜救相关信

息协调广播和自动接收的业务。

４．５．３０

安全网　犛犪犳犲狋狔犖犈犜

通过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的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发送和自动接收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

的通信网络。

４．５．３１

国际安全网业务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犪犳犲狋狔犖犈犜狊犲狉狏犻犮犲

通过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的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用英文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协调

广播和自动接收的业务。

４．５．３２

国内安全网业务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犪犳犲狋狔犖犈犜狊犲狉狏犻犮犲

通过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的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语言进行海

上安全信息（ＭＳＩ）协调广播和自动接收的业务。

１２

犌犅／犜１６１６２—２０２１



４．５．３３

船队网　犉犾犲犲狋犖犈犜

通过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中的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发送和自动接收船队的管理信息和

日常公众通信信息的商用通信网络。

注：船队网是一种闭环网络，所播发的信息通常包含有ＥＧＣ网络识别码（ＥＮＩＤＥＧ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用于

向具有指定ＥＮＩＤ的移动地球站终端进行信息发送。

４．５．３４

船队网业务　犉犾犲犲狋犖犈犜狊犲狉狏犻犮犲

通过国际移动卫星公司（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的增强性群呼（ＥＧＣ）系统进行信息发送和自动接收船队的管理

信息和日常公众通信信息的商用通信业务。

注：船队网（ＦｌｅｅｔＮＥＴ）业务不属于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

４．５．３５

国际航行电传业务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犖犃犞犜犈犡狊犲狉狏犻犮犲

国际奈伏泰斯业务

在国际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频率上，使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ＮＢＤＰ）手段用英文协调广播和

自动接收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的业务。

４．５．３６

国内航行电传业务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犖犃犞犜犈犡狊犲狉狏犻犮犲

国内奈伏泰斯业务

在除５１８ｋＨｚ以外的其他频率上，使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ＮＢＤＰ）手段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文

字，广播和自动接收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的业务。

４．５．３７

航行电传业务区域　犖犃犞犜犈犡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狉犲犪

在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发射机覆盖范围内，利用ＮＡＶＴＥＸ业务为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的播

发所划分的地理海域。

４．５．３８

航行电传协调员　犖犃犞犜犈犡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

负责运营和管理一个或多个国际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业务播发电台的组织或机构。

４．５．３９

发射台识别符　狋狉犪狀狊犿犻狋狋犲狉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在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中分配给每个发射台的一个用于进行发射台标识的字母，在由四个字

符组成的ＮＡＶＴＥＸ技术编码中为第一个字符，用Ｂ１ 码表示。

４．５．４０

电文类别标识符　狊狌犫犼犲犮狋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在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中用于区分电文种类的标识符，在由四个字符组成的ＮＡＶＴＥＸ技术

编码中为第二个字符，用Ｂ２ 码表示。

４．５．４１

航行电传电文编号　犖犃犞犜犈犡犿犲狊狊犪犵犲狀狌犿犫犲狉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在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的各电文种类中对电文编排的序号，在由四个字符组成的ＮＡＶＴＥＸ

技术编码中为第三和第四个字符，用Ｂ３Ｂ４ 码表示。

４．５．４２

航行电传优先电文　犖犃犞犜犈犡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犿犲狊狊犪犵犲

在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中，确定新的警告首播时间的三种电文优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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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ＮＡＶＴＥＸ的三种电文优先等级分别为：极其重要（Ｖｉｔａｌ）、重要（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和常规（ｒｏｕｔｉｎｅ）。在 ＮＡＶＴＥＸ系

统中，发射台收到极其重要的警告需立即广播，收到重要的警告可在警告收到后播发频率未被占用的可用时间

内进行广播，收到常规警告可在下一个计划播发时间进行广播。

４．５．４３

全球航行警告业务　犠狅狉犾犱犠犻犱犲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犪狉狀犻狀犵犛犲狉狏犻犮犲；犠犠犖犠犛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和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为协调各地理区域航行警告的播发而建立的无

线电播发业务。

４．５．４４

全球海洋气象信息和警告业务　犠狅狉犾犱犠犻犱犲犕犲狋犗犮犲犪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犠犪狉狀犻狀犵犛犲狉狏犻犮犲；犠犠犕犐犠犛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为进行全球统一的气象信息和气象警报的播发而建立的无线电播发业务。

４．５．４５

航行警告区域协调员　犖犃犞犃犚犈犃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

负责在指定航行警告区域内收集处理航行警告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播发的组织或机构。

４．５．４６

国内协调员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

负责国内海（江）岸电台网络收集和播发沿海警告的国内主管机构。同时该机构还负责向航行警告

区域协调员及时传送有关信息，或向该机构所属的航行警告区域协调员传送信息。

４．５．４７

航行警告区　犖犃犞犃犚犈犃

为协调航行警告的播发而建立的地理海域。

注：目前全世界海域划分为２１个航行警告区，每个航行警告区后面会跟一个罗马数字用来标示一个特定的海域。

４．５．４８

航行警告区警告　犖犃犞犃犚犈犃狑犪狉狀犻狀犵

由全球航行警告业务的区域协调员为该区域发布的航行警告。

４．５．４９

沿岸警告区　犮狅犪狊狋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犪狉犲犪

在沿岸国家建立的航行警告区（ＮＡＶＡＲＥＡ）、气象区域（ＭＥＴＡＲＥＡ）或分区域内，国际增强性群

呼（ＥＧＣ）业务用来协调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播发所划分的地理海域。

４．５．５０

沿岸警告　犮狅犪狊狋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

由国内协调员播发的航行警告或有效公告。

注：沿岸警告可以利用国际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业务向指定的 ＮＡＶＴＥＸ业务区域，或利用国际增强性群呼

（ＥＧＣ）业务向沿岸警告区域进行播发，此外有关主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沿岸警告的播发。

４．５．５１

本地警告犾狅犮犪犾狑犪狉狀犻狀犵

由港口主管部门播发的可覆盖其管辖范围区域内的警告。

注：本地警告是对沿岸警告的补充，可向沿海附近的远洋船舶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４．５．５２

气象区域　犕犈犜犃犚犈犃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为全世界海洋气象信息的发布而划分的地理海域。

注：目前全球共被分成了２１个气象区域（ＭＥＴＡＲＥＡ），每个气象区域后面会跟一个罗马数字用来标示一个特定的

海域，而且每个区域都指定了１～２个国家负责该区域的公海气象预报和气象警告信息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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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３

分区域　狊狌犫犪狉犲犪

在已有航行警告区（ＮＡＶＡＲＥＡ）或气象区域（ＭＥＴＡＲＥＡ）内为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播发而

划分的子地理海域。

４．５．５４

分区协调员　狊狌犫犪狉犲犪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

负责在指定分区域内收集处理分区警告，并将这些信息播发出去的组织或机构。

４．５．５５

分区警告　狊狌犫犪狉犲犪狑犪狉狀犻狀犵

由分区协调员播发的航行警告或有效公告。

注：分区警告可以利用国际航行电传（ＮＡＶＴＥＸ）系统业务向指定的 ＮＡＶＴＥＸ业务区域，或航行警告区域协调员

利用国际增强性群呼（ＥＧＣ）业务向分区域进行播发。

４．５．５６

用户定义区域　狌狊犲狉犱犲犳犻狀犲犱犪狉犲犪

用来进行海上安全信息（ＭＳＩ）播发而划定的圆形或矩形临时区域。

４．５．５７

有效公告　犻狀犳狅狉犮犲犫狌犾犾犲狋犻狀

由航行警告区域（ＮＡＶＡＲＥＡ）协调员、分区协调员或国内协调员播发的已生效的航行警告区域警

告、分区域警告或沿岸警告。

４．５．５８

静止卫星业务　犵犲狅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利用地球静止卫星进行的水上移动卫星业务。

４．５．５９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　犮犪狉犵狅狊犺犻狆狊犪犳犲狋狔狉犪犱犻狅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犲

船旗国政府法定检验机构或其授权的船级社，根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有关规定，对

从事国际航行的货船进行检验后，所颁发的证明船上无线电装置（包括救生艇上无线电装置）符合公约

要求的安全合格证书。

４．５．６０

一级无线电电子员证书　犳犻狉狊狋犮犾犪狊狊狉犪犱犻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犲；１狊狋犚犈犆

适用于Ａ１、Ａ２、Ａ３或Ａ４海区船舶、海上平台或设施上的具有维修职能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

统（ＧＭＤＳＳ）船舶最高级别无线电人员适任证书。

注：由有关主管部门按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应规定，向通过专业技术考核的人员颁发。

４．５．６１

二级无线电电子员证书　狊犲犮狅狀犱犮犾犪狊狊狉犪犱犻狅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犲；２狀犱犚犈犆

适用于Ａ１、Ａ２或Ａ３海区船舶、海上平台或设施上的具有维修职能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ＧＭＤＳＳ）船舶无线电人员适任证书。

注：由有关主管部门按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应规定，向通过专业技术考核的人员颁发。

４．５．６２

通用操作员证书　犵犲狀犲狉犪犾狉犪犱犻狅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犲；犌犗犆

适用于Ａ１、Ａ２海区船舶、海上平台或设施上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船舶无线电操

作人员适任证书或者适用于Ａ３、Ａ４海区配备双套设备的船舶、海上平台或设施上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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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统（ＧＭＤＳＳ）船舶无线电操作员适任证书。

注：由有关主管部门按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应规定，向通过专业技术考核的人员颁发。

４．５．６３

限用操作员证书　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狉犪犱犻狅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犲；犚犗犆

适用于Ａ１海区船舶、海上平台或设施上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船舶无线电操作员

适任证书。

注：由有关主管部门按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应规定，向通过专业技术考核的人员颁发。

４．５．６４

通报（话）表　狋狉犪犳犳犻犮犾犻狊狋

在地面通信系统中，由开放公众通信业务的海（江）岸电台在其工作频率上按船舶电台呼号的字母

顺序或按船名字母顺序定时地向船舶发布的一种广播（呼叫）。

４．５．６５

陆线费　犾犪狀犱犾犻狀犲犮犺犪狉犵犲

陆地公众通信网上传递船舶无线电用户电传、电话信息时所收取的资费。

４．５．６６

岸台（站）费　犮狅犪狊狋（犲犪狉狋犺）狊狋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犵犲

海（江）岸电台或地面站通过提供通信服务或设备所收取的通信资费。

４．５．６７

空间费　狊狆犪犮犲犮犺犪狉犵犲

使用空间段卫星服务所收取的通信资费。

４．５．６８

附加费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犮犺犪狉犵犲

在无线电用户电传或电话通信中使用特殊设备或业务所收取的附加通信资费。

注：有时也称为特别业务费（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ｈａｒｇｅ）。

４．５．６９

医疗指导　犿犲犱犻犮犪犾犪犱狏犻犮犲；犕犈犇犐犆犗

在专业医疗人员不能直接处理的情况下，通过地面通信系统或卫星通信系统进行的医疗信息交换

并提供伤病人员处置建议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４．５．７０

医疗运输　犿犲犱犻犮犪犾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狊

帮助伤病人员转移到更利于治疗地点的任何运输方式。

注１：例如陆地、水上或航空等运输方式。

注２：有关规定见１９４９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协议。

４．５．７１

公共交换电话网业务　狆狌犫犾犻犮狊狑犻狋犮犺犲犱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狀犲狋狑狅狉犽狊犲狉狏犻犮犲；犘犛犜犖狊犲狉狏犻犮犲

一种以模拟技术为基础的基于标准公共电话线路，用于实现远程端点间公共数据交换的业务。

４．５．７２

文本传真业务　犳犪狓犿犲狊狊犪犵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

利用国际移动卫星Ｃ系统（ＩｎｍａｒｓａｔＣ）船站的用户电传终端发送字母、数字和符号最终通过公共

交换电话网络（ＰＳＴＮ）到达传真用户终端的通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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