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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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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传播的线索 ,并清理相关文献 ,为勾勒整

体传播轨迹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结果 　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的传播涉

及 27种期刊共 83篇文章。其中 ,无线电报发明家介绍 4篇 ,国内外无线电报新闻 16篇 ,无线电报

新发明与应用介绍 32篇 ,无线电报在军事中的应用 9篇 ,无线电报技术原理介绍 14篇 ,无线电报

政策法规与会议纪要 6篇 ,无线电报发展历史介绍 2篇。上海是传播无线电报技术期刊的主要创

刊地。其中 ,《东方杂志 》和《科学 》为民初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主要期刊。结论 　晚清无线电报技

术主要侧重于初步知识和军事用途知识的介绍 ,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传播开始深入到学理

和更广范围的民用 ,并出现了怀中携带无线电机、飞机无线电、无线电疗病等新技术 ,以及国人独立

设计、改进无线电报技术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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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read via journal in China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 iod

SONG Yi2wen, YAO Yuan
(Center for H istory of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Edi2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 im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lues of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 via journal in China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and clean up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for the theory of the whole communication track.

M ethods　O riginal literature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Results　The communication of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involves a total of 83 articles contained in 27 journals. There are 4 essays of invent2
ors, 16 essays of news, 32 essays of new invention and app lication, 9 essays of m ilitary app lication, 14 essays of tech2
nology and p rincip le, 6 essays of policy and meeting abstract, 2 essays of history. Shanghai was the main area of es2
tablishing of the journals. Among which, D ongfang Journa l is the main journal of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2
ding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Conclusion　The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ing via journal in China
late Q ing period emphasized on introducing initial knowledge and m ilitary app lication knowledge, the sp reading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cod emphasized on theory and widely civilian use. Some new technology such as mobile
radiotelegraphy, p lane radiotelegraphy, radiotelegraphy cure and the trend of native scientist designing and imp ro2
ving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appeared i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Key words: journal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cod;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 reading; D ongfang Journa l;

Science

　　1895年 ,无线电报技术诞生于欧洲 ,最早于光绪

二十三年 (1897)经由《时务报》传入中国。无线电报

技术在经过晚清 (1897—1911)期刊传播的初级阶段

之后 ,逐步过渡到民初的发展阶段 ,其传播形式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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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都有新的发展。然而 ,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

国的传播向来被忽视 ,王伦信等的类似工作也很有

限 [ 1 ]。笔者之前已对晚清时期的传播概况作了研

究 [ 2 ] ,本文继续对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在中国

的传播作初步分析 ,同时总结近代无线电报技术经由

期刊在中国的传播势态。

1　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经由期刊传播的
文献调查统计

　　民初期刊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文献统计结果如

表 1所示。

由表 1可以看出 ,民初无线电报技术的传播共

涉及 27种期刊共 83篇文章。其中包括的期刊种类

有文理综合性期刊 14种、科技期刊 3种、工商经济

类期刊 6种、教育类期刊 2种、军事期刊 2种。同晚

清时期一样 ,民初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期刊中文理

综合性期刊仍占半数以上。就创刊地点来说 ,上海

11种、北京 6种、长沙 1种、太原 1种、天津 2种、杭

州 2种、昆明 1种、美国康奈尔、日本东京、菲律宾马

尼拉各 1种。上海仍是民初传播无线电报技术期刊

的主要创刊地。《东方杂志 》成为惟一一份将无线

电报技术的传播由晚清延续至民初的期刊。

从文章类型来看 ,无线电报发明家介绍 4篇 ,国

内外无线电报新闻 16篇 ,无线电报新发明与应用介

绍 32篇 ,无线电报在军事中的应用 9篇 ,无线电报

技术原理介绍 14篇 ,无线电报政策法规与会议纪要

6篇 ,无线电报发展历史介绍 2篇。从中可见 ,在这

一时期的期刊对无线电报技术的传播中 ,无线电报

相关发明和应用的介绍为最多。

表 1　民初期刊中无线电报技术传播文献调查 [ 3]

Tab. 1　The sta tistics of rad iotelegraphy technology spread ing through journa l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D y2
na sty

期刊名 (创刊地 ) 篇 　名 出版时间 期 　号 备 　注
进步杂志 (上海 ) 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 (插画 ) 1912203 第 5册

拟与星球通讯者得士拉 (插画 ) 1912203 第 5册
无线电分站 1912204 第 6册

无线电之新发明 1912206 第 2卷第 2号
无线电与测地之关系 1913204 第 3卷第 6号

长距离之无线电话机 (附图 ) 1913208 第 4卷第 4号
无线电报之统一时间 1914203 第 5卷第 5号
无线电之海底传声机 1914205 第 6卷第 1号

无线电灯 1914210 第 6卷第 6号
法国之无线电灯塔 1915202 第 7卷第 4号
战争中之无线电 1915208 第 8卷第 6号
不用触角之无线电 1915210 第 9卷第 2号

湖南实业杂志 (长沙 ) 无线电信之新设 1912207 第 2期
无线电新发明 1912209 第 4期

德国无线电信之扩张 1912209 第 4期
电传笔迹法 1913201 第 8期

山西实业报 (太原 ) 无线电之先声 1912212201 第 1卷第 19期
东方杂志 (上海 ) 无线鱼雷艇 (附图 ) 1912212201 第 9卷第 6号

无线电灯之新发明 1914202201 第 10卷第 8号
无线电之进步 1914202201 第 10卷第 8号

军事飞艇之通信术 1914210201 第 11卷第 4号
说无线电 (附图 ) 1915203201 第 12卷第 3号

说无线电报机 (附图 ) 1915209210 第 12卷第 9号
美国无线电话之发明 1916209210 第 13卷第 9号
科学家消灭战事之奇想

(无线电报发明家马可尼氏之谈话 )
1917212215 第 14卷第 12号

夏威夷海军部无线电报之设置 1918202215 第 15卷第 2号
新发明之怀中携带无线电机 1918202215 第 15卷第 2号

无线电驾驶之潜水艇 1918207215 第 15卷第 7号
海军杂志 (北京 ) 万国无线电会议纪事 1912212210 第 1卷第 10期

万国无线电电信会议决定案 1912212210 第 1卷第 10期
无线电信术 1913202201 第 1卷第 4期

无线电之新发明 1913202201 第 1卷第 4期
生计 (北京 ) 怀中电话机 1913202201 第 6期

飞行机中之无线电 1913202201 第 6期
民国汇报 (上海 ) 无线电钟表 1913202205 第 1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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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期刊名 (创刊地 ) 篇 　名 出版时间 期 　号 备 　注
无线电话 1913203205 第 1卷第 4号

直隶实业杂志 (天津 ) 铁道用无线电话机之新发明 1913203201 第 11期
无线电发明家逝世 1913206201 第 14期

袖中无线电 1914204201 第 3卷第 4期
无线电速率之测量法 1915203201 第 4卷第 3期
欧美之无线电话 1915212201 第 4卷第 12期

今闻类钞 (北京 ) 无线电之新发明 1913204 第 3册
中华实业丛报 (上海 ) 无线电话之新发明 1913211201 第 7期

教育周报 (杭州 ) 无线电演说会志盛 1913212215 第 28期
云南教育杂志 (昆明 ) 水传德律风 1914201215 第 3卷第 1号

法国无线电德律风奇闻 1914207215 第 3卷第 7号
火车中无线电报 1914207215 第 3卷第 7号
水传德律风 1914210215 第 3卷第 10号

无线电信之进步 1914211216 第 3卷第 11号
囊中之无线电机 1917203 第 6卷第 3号

庸言 (天津 ) 无线电与英德 1914203205 第 2卷第 3号
日本无线电话之发明 1917210228 第 179期

中华实业界 (上海 ) 无线电话机 (插图 ) 1914205210 第 5号
无线电信局外之观 (插图 ) 1914205210 第 5号

无线电信通信机械室 (插图 ) 1914205210 第 5号
无线电信电话之过去与将来 1914205210 第 5号

浙江兵事杂志 (杭州 ) 北边无线电行将开工 1914209 第 6期
无线电之扩充 1914210 第 7期
无线电之新计划 1914212 第 9期

科学 (康奈尔 ) 无线电灯之新发明 1915201 第 1卷第 1期
世界最高之无线电站 1915201 第 1卷第 1期

电浪消雾 1915203 第 1卷第 3期
至速之无线电信 1915205 第 1卷第 3期

无线电 1915209 第 1卷第 5期 后续一期
中华学生界 (上海 ) 无线电各种之致用 (附图 ) 1915201225 第 1卷第 1期

新发明军用无线电具 1915206225 第 1卷第 6期
真空管与无线电之新发明 (附图 ) 1915210225 第 1卷第 10期

大中华杂志 (上海 ) 无线电信电话最近之进步 1915210220 第 1卷第 10期 后续一期
航空用之德律风 1915212220 第 1卷第 12期

学生杂志 (上海 ) 无线电信发明家马高尼 1915211220 第 2卷第 11号 后续一期
蛙与无线电信 1916203220 第 3卷第 3号

无线电信原理之考求 (附图 ) 1916208220 第 3卷第 8号
演说无线电报 1916211220 第 3卷第 11号

无线电话 (附图 ) 1917207205 第 4卷第 7号
清华学报 (北京 ) 无线电报 (附图 ) 1915212 第 1期第 2号

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 (北京 ) 无线电之计划 1916210201 第 3年第 9、10号
环球 (上海 ) 近世无线电报大意 1916211215 第 1卷第 4期

青年进步 (上海 ) 囊中用之无线电机 (附图 ) 1917203 第 1册
无线电驾驶之潜水艇 (附图 ) 1918202 第 10册

同德杂志 (北京 ) 全国无线电信独立设计大方针 1917205201 第 1期 后续一期
学艺 (东京 ) 无线电信电话浅说 1918205 第 3号

[商务 ]妇女杂志 (上海 ) 无线电疗病法 1918206205 第 4卷第 6号
华铎 (马尼拉 ) 无线电驾驶之潜水艇 1919201213 第 2卷第 2号

2　《东方杂志 》与国人对无线电报技
术的消化与吸收

　　《东方杂志 》为文理综合性月刊 ,为旧中国历时

最久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

日 (1904年 3月 11日 )创刊于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

馆出版 [ 4 ]。在《东方杂志 》中刊载了多篇中国科学

家原创的专业性无线电报技术文章。例如 , 1912年

12月 1日第 9卷第 6期刊载的北洋大学梁宗鼎撰

写的《无线鱼雷艇 》(附图 ) , 1915年 3月 1日第 12

卷第 3期刊载的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无线电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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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楠演说稿《说无线电 》, 1915年 9月 10日第 12

卷第 9期刊载的上海瑞记洋行电务工程师德京蔼益

吉厂实习电科毕业生寿彬所著的《说无线电报机 》

等。

《说无线电报机 》一文介绍了离散电磁波的产

生原理 :“应用感电圈 ,或调电平器 (见伍光建编物

理教科书动电学 ,商务印书馆出版 ) ,以副电圈之一

端 ,与天空线 Aerial相接。其他端则与地相连。并

于两端之间 ,置铜球两枚 ,相离少许 ,如第三图。正

圈之电路内 ,除电池外 ,有电轮一具。若将电轮按

下 ,则两球之间 ,即有火星跳过 ,电轮按下之时刻愈

久 ,则所产生之火星亦愈久 ;按下之时刻愈短 ,则所

产生之火星亦愈短。如是即可作莫斯记号之点

划 ”[ 5 ]。

图 1　产生离散电磁波的振荡电路图示

Fig. 1 　 The graphic of the oscillating circuit

which p roduce the discrete electromag2
netic wave

另外 ,还科学地介绍了马可尼的无线电报机的原

理 :“第四图为马可尼无线电报机之接线法。电由交

流发电机而出 ,流过铁实调电平器 Iron Core Trans2
formers之正圈。此时副圈中即生成高电平之感电 ,而

流入于蓄电器 Condenser。震动线路 ,乃以蓄电器、气

实调电平器 A ir Core Transformers之正圈、自感圈 In2
ductance、与卸电器 D ischarger而成。自感圈之一端

可移动 ,用之以发电浪之长短者。卸电器则用之以放

蓄电器中之电者”。“有不能移动之齿轮二枚 ,正对齿

轮之直径 ,齿轮之齿 ,转至与不能移动之齿相对时 ,则

中间之空隙较短 ,蓄电器中之电 ,即能跳过此空隙 ,而

生火星。此电须流过气实调电平器之正圈 ,而感生更

高电平之电于副圈中 ,此副圈为散布线路之一部分。

得感电后 ,即散布电浪于空中。散布电路中 ,又有自

感圈一个 ,其一端亦能移动 ,所以变电浪之长短者也。

发信时 ,只须将电轮一按 ,即有电浪散出 ,作点作划 ,

全凭电轮按下时之长短而已”[ 5 ]。

最后 ,综合前文的介绍 ,指明无线电报技术在战

争中的应用 :“盖战事之中 ,互通军情 ,用无线电报 ,

图 2　马可尼无线电报机原理图示

Fig. 2 　The graphic of p rincip le of Marconi

radiotelegraph

固为灵敏 ,使用密码 ,则敌军虽得其信 ,而不能解其

意义 ”。但是 ,根据此种方法可推导出一处应用方

面的缺陷 :“设甲乙为我军之无线电机 ,正在通信之

时 ,敌军若于丙处测得甲乙电浪前来之方向 ,复于丁

处 ,测得电浪之方向 ,而测定丙丁之距离 ,则我军甲

乙之所在 ,敌军即可以简单之算术求得之 ”[ 5 ]。从

无线电报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出发 ,提出质疑 ,这体

现了在《东方杂志 》中已经出现了国人自制和改良

无线电报的趋势。

《说无线电报机 》一文中还出现了中英文对照

的专业名词术语以及专业图示和参考文献 ,并且在

文中出现了国人自己的创新论点 ,这是前所未有的。

3 　《科学》与无线电报技术的继续译介

综合性科学技术月刊《科学 》(Science) ,由处于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社于 1914年 6月开始

筹备和编辑 , 1915年 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

版。1929年中国科学社社员集股成立中国科学图

书仪器公司后 ,改由该公司印刷所印刷。《科学 》如

其首创者任鸿隽 ( 1886—1961)先生所说 ,“是国内

出版最早的科学刊物的一种”[ 6 ]。

《科学 》1卷 1期有《无线电灯之发明 》《世界最

高之无线电站 》、2期有《电浪消雾 》、3期有《至速之

无线电信 》、5, 6期有《无线电 》。9卷后的《传递无

线电时电波衰微之研究 》《无线电信各系发信机之

比较研究 》《射电工程学 (无线电 )名词及图表符号

之商榷 》《勘验双桥无线电台 》《世界无线电话事业

之发展与吾国应取何种进行政策 》等已具研究性

质。10卷 7期的“无线电专号 ”更是《科学 》集数年

无线电研究成果的大成之作 ,标志着已摆脱一般性

介绍 ,而向发射、输送、接收、发射塔、太阳黑子、日

蚀、月光与无线电接收、矿石收音机、真空管、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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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无线电场强度、调幅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深入。

1925年 ,科学社社员、无线电专家朱其清、电机专家

王小徐 ( 1870—1948)自制了我国第一台无线电发

报机 ,在南京向公众进行发送和接收的现场演示 ,此

后又“本学术救国之初衷 ⋯⋯在南京总社设立无线

电研究所 ”,“拟先建短距离之送音器 ,使人民领略

无线电兴趣 ;组织演讲团 ,以增进人民科学常识 ;刊

行简易说明书 ,俾广流传。盖兴趣多 ,则爱者众 ,流

行广 ,则人才出。于是 ,国人亦能从事制造而阐发新

颖 ,中国无线电学之昌明 ,庶由此滥觞乎 ”[ 7 ]。

1915年第 1卷第 5、6期刊载赵元任 ( 1892—

1982)译自客殷 (R. W. King)的《无线电 》,共连载两

期 ,述及静电现象、磁感应现象、无线电信号传输、无

线电发射站、地球曲面、障碍物、空气、铜等对信号传

输的影响、信道、整流、信号接收等概念。其中 ,深入

介绍“马可尼初研究未久 ,即发明一种电浪之辐射

器 ,名曰觉线 ( antenna因其似昆虫之觉须或触须

也 ) ”,如图 3左一所示 ,“此器至今未尝更变 ”,“其

要部为一线或多数平行线 ,系于一高杆上而下通于

地。在觉线近地之部有一电花隙 ,与海尔茨发摆器

之隙相似 ”。而后又提出“增觉线之电容量有数方。

一为延长之 ,二为增加其线数 ,三为连之于一任意量

之蓄电器。三者之中最后者为常用之法 ”,如图 3

左二所示。然而 ,“此一装置并非实际所用者 ,同一

结果可以形式略异之器得之 ”,如图 3右一所示。

“其发信电道为电流不通之二部合成 ”,“一部包括

觉线 ,一数转之粗线圈 B ,与通地之部三物 ”,“他部

则包括一相似之圈 A,一电花隙 G,与感应圈 R 四

物 ”。“足为专门学中所谓对连道 ( Coup led cir2
cuit) ”[ 8 ]。尽管仍为西文翻译而来 ,但其翻译所据

之蓝本在学术性上已有了显著提高。

图 3　改进型无线电波辐射器

Fig. 3　The imp roved of radiotelegraphy antenna

1915年第 1卷第 2期《电浪消雾 》报道了法国

北方铁路公司 (Chem in de Fer du Nord)于 1914年试

验用无线电波消除大雾 ,其结果是使 600英尺之内

的雾全部消去。其原理是 :“雾为小点之水 ,散布于

空中 ,电波可使水点化为水气 ”,“如设法增加其消

化量 ,则在大雾中可免两舟相碰之险 ”[ 9 ]。这应该

是中文期刊关于无线电波用于消雾的最早报道。

4　中国近代期刊传播无线电报技术文
献统计分析

　　自光绪二十三年 ( 1897)《时务报 》首次传播无

线电报技术至 1919年五四运动 ,近代无线电报技术

经由期刊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涉及 51种期刊

共 185篇文章 ,现对各个年份中发表文章数量统计

如表 2所示。同时 ,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期刊中 ,有

的期刊多年连续发表几十篇无线电报技术文章 ,有

的则只有零星报道 ,现对累计刊载 5篇及 5篇以上

的期刊及其传播时间跨度统计如表 3所示。

表 2　近代期刊传播无线电报技术文章年份统计

Tab. 2 　 The sta tistics of the num ber of articles

wh ich spread ing rad iotelegraphy technol2
ogy in every year of m odern tim es

年 　份 篇 　数 年 　份 篇 　数
1897 7 1909 7
1898 2 1910 8
1899 12 1911 5
1900 1 1912 12
1901 3 1913 14
1902 5 1914 20
1903 10 1915 19
1904 8 1916 6
1905 7 1917 6
1906 9 1918 6
1907 8 1919 1
1908 9

表 3　近代传播无线电报技术代表性期刊文章发表

情况统计

Tab. 3　The sta tistics of the representa tive journa ls

which spreading radiotelegraphy technology

期刊名 篇 　数 文章时间跨度
知新报 10 1899—1899

湖北商务报 6 1899—1903
政艺通报 30 1902—1908
广益丛报 7 1905—1908
东方杂志 32 1904—1918
交通官报 6 1909—1911
进步杂志 12 1912—1915

直隶实业杂志 5 1913—1915
云南教育杂志 6 1914—1917

科学 5 1915—1915
学生杂志 5 1915—1917

　　由表 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 1905年前后是期刊

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时值清朝北

洋水师向意大利购买 7部马可尼电火花式无线电报

机 ,分别安设在北洋舰队的“海圻 ”、“海容 ”、“海

筹 ”和“海琛 ”4艘军舰和北京南苑、天津、保定的行

营中 ,专供军务使用 ,其中功率最强的报机通报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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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50 km。中国近代期刊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的最

高峰出现在 1912年到 1915年之间 ,在这 4年间 ,文

章数目共 65篇 ,占 23年中所有文章的 25%之多。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 ,正是国外新思想新技术得到

广泛传播的时期 ,无线电报作为近代与国计民生关

系紧密的科学技术 ,也通过期刊在中国得到了广泛

传播。1912年前后 ,上海南洋公学 (1921年改名交

通大学 )创办电子工程系 ,聘请美籍教授讲授无线

电课程 [ 10 ]。而且 ,这一阶段正是《进步杂志 》、《东

方杂志 》、《科学 》等一批对近代科技传播起到重要

作用的期刊蓬勃发展的时期 ,从而在数据中反映出

这一时期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

由表 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发表文章篇数最多

和历时最久的都是《东方杂志 》,共发表文章 32篇 ,

历时 14年 ,这得益于《东方杂志 》是旧中国历时最

久的大型综合性刊物 ,并且自然科学是其内容中最

重要的部分之一。从前文中所列文章内容来看 ,较

之晚清时期文章的专业水平 ,已不可同日而语。中

国期刊中最早介绍无线电报知识的《无线电报 》一

文介绍无线电报技术的原理为“其传也无事于线 ,

不用电磁石 ,但用摩擦而生之电 ,凭空发递 ,激而成

浪 ,颤动甚疾 ”[ 11 ]。相比于《东方杂志 》中《说无线

电报机 》一文中介绍电磁波“电浪之震动 ,可分为两

种 ,一曰连续震动 Continuous or Undamped O scilla2
tion,二曰断续震动 Damped O scillation”[ 5 ]。其学术

性和专业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值得注意的是 , 1913年 1月出版的《湖南实业

杂志 》,已将 19世纪末发明的电传笔迹术传入中

国。另有《进步杂志 》等刊出的 16篇无线电技术文

章 ,均附有图示。这大大提高了新技术传播的质量 ,

在科学技术图形图像传播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1914年 9月《浙江兵事杂志 》对“北边无线电行将开

工 ”的报道 ,以及 1917年 5月 1日《同德杂志 》对

“全国无线电信独立设计大方针 ”的报道 ,更显示了

无线电技术在中国的推广普及 ,以及民族自主创新

活动的勃兴。

5　结　论

清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

使得清政府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遂大规模

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巩固国防。无线电报

技术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移动灵活、摆脱

有线介质、实时性强等优势使其也在引进之列 ,于是

在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清政府首批引进的 7台无

线电报机全部装备了北洋水师。鉴于当时国人的专

业知识水平较低 ,在期刊传播中则表现为这一时期

多为传播无线电报技术相关的西文译稿 ,形式上更

偏重于消息报道 ,在内容上更为注重知识的传播。

正是在这一时期 ,催生了《东方杂志 》等一批带有科

学启蒙性质的综合性期刊 ,成为传播无线电报技术

的重要媒介。然而 ,随着五四运动前夕思想解放运

动的兴起 ,使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引进

西方的先进器材和装备来富国强民 ,重要的是学习

和提高技术本身的软实力。随着民初欧美留学热潮

的兴起 ,大批海外留学生在海外直接获得先进科学

知识 ,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

下形成了一大批由海外留学生组成的学术团体和科

技期刊 ,创办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社及其

主办的《科学 》杂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这比

起晚清期刊大多经由日本传播二手无线电报知识的

态势 ,显然完全了颠覆了传播者、传播渠道等关键因

素。中国留美学生从现代世界科学的策源地直接引

进无线电报技术 ,创办专业科技期刊、创立大型科学

社团、创建无线电研究所 ,关注万国无线电电信国际

会议 ,以及随之兴起的民族自主创新 ,遂构成民初无

线电报技术传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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