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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电5G网络的高新视频传输方案 
设计与应用

【摘  要】 为抓住5G基建东风，充分利用湖南广电现有的网络资源和技术力量，发挥湖南广电高清视频优质内容优势，在已有

资源基础上率先设计高新视频传输技术方案，并投入实际应用，经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案具有可行性，可供其他省

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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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format and New-concept Video 
Transmission Scheme Based on 5G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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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Broadcasting System，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form to 5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network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trength in Hunan 
Broadcasting System, especially it’s advantage on high-quality HD video content, the paper takes the lead in designing a Advanced-format and 
New-concept Video transmitting technology solution based on existing resources, and puts it into practice applic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 that the solution is feasible, which can be referred by other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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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5G网络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调整

自己的业务往5G方面靠拢。目前长沙市已建成5G基站16550

个，实现了国家智能汽车（长沙）测试区、马栏山视频文创

园、黄兴路商圈、橘子洲景区、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等重

点区域的5G覆盖，增速排名全国第八。2020年，市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全市计划建设5G基站30500个。

湖南广电是国内外的知名视频品牌，具有强大的视频内

容生产和运营能力，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庞大的产业规模

为广电5G发展高新视频产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湖南省两会

直播报道和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云录制都采用了广电5G

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湖南广电的5G高新视频多场景应

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实验室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广电

5G及5G高新视频有关战略部署，重点聚焦5G高新视频多场景

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内容生产平台研发以及相关传播

及监测监管体系研究，为丰富5G业务应用、推动广电供给侧

改革、服务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湖南广电

利用5G为视频赋能，顺势发展高新视频产业，以中国V谷为

抓手，推进5G+高新视频产业从测试加速进入商用，并从商

用形成大规模的经济体，进一步擦亮湖南广电的金字招牌，

打造具有湖湘特色的5G应用场景新极点，因此，设计基于广

电5G的高新视频技术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高新视频传输方案设计

1.1 广电5G高新视频组网设计

湖南广电原本就有2K和4K视频源，由于当前的传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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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不支持4K视频传输，因此进行了压缩处理。有了广电5G

网络后，超高清4K向8K迈进，也有利于实现传统的小屏、

大屏向3D屏幕、曲面屏甚至360°屏延伸。此外，VR+超高

清4K+5G也将加速VR的推广落地，有利于制作云游戏，超

高清的画质将是重度、超重度的超大型游戏的标配。可见广

电5G将使4K以上高新视频产品迅速进入移动终端。具体的

组网方式如图1和图2所示。

广电5G网络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5G网络整体架构主要

包括无线、承载、核心网。为支持高新视频及VR/AR，RAN

可划分为AAU（Positive Antenna Unit，有源天线处理单元）、

DU（Distributed Unit，分布单元）、CU（Centralized Unit，

集中单元）部分。为避免高新视频压缩后可能出现的失真，

CU云化部署在X86服务器上，引入MEC、移动CDN，实现

uRLLC、视频等各种应用。5G承载网可根据CU、DU的部

署将网络划分为前传Fronthaul、中传Midhaul（可选）、回

传Backhaul。5G核心网CN可将核心网云化，对于eMBB大带

宽、低时延业务，核心网下沉到Edge DC；考虑到高新视频

现场录制和直播对低时延的高要求，对于uRLLC超低时延业

务，通过MEC引入到本地Cloud-RAN中。

5G初期和发展期主要开展eMBB业务，以提升网络带宽

为主，因此，线路侧使用FlexE接口板，引入SDN管控，部

署SR-TP承载5G业务，采用1588V2替代GPS，满足基本业

务同步需求，5G成熟期，uRLLC/mMTC类业务大量涌现，

部署E2E网络切片满足垂直行业需求，部署FlexE，满足切

片隔离需求，同时驱动自动化、预测性网络维护及实时感

知，5G业务发展呈现阶段性特点，初期主要满足eMBB业务

（承载方式与4G差异不大），中远期伴随新业务的成熟而

发展，但前提为新业务本身是否成熟。因此建议按5G业务

发展，分阶段分步引入SR、FlexE、网络切片等关键特性。

ITU、3GPP、OIF等国际标准组织先后制定面向5G承载的标

准，明确承载设备具备的功能。

同时，为支持广电5G高新视频的回传，充分利用原有的

广电视频传输网络资源，具体网络整体架构设计如图2所示。

DCI互联可利旧现有省干/国干OTN网络，设备具备超100GE能

力；核心网大区DC之间直接利旧现有国干OTN链路。

根据未来8K视频传输和AR/VR的带宽需求，并满足部

分专网业务的要求，市县OTN系统具备100G波道能力，同

时支持超100G演进。接入层的UNI侧提供GE/10GE/25GE

图1 广电5G网络架构设计

图2 广电5G回传网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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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NNI侧提供50GE/100GE接口，同时设备需具备L3能

力。汇聚层的线路侧支持Flex-E/SR/高精度时钟同步等新技

术，汇聚环支持100GE/超100GE组网能力，接入环支持高密

度10GE/50GE组网。核心层具有调度和落地两级架构，口字

型100G/超100G组网。

1.2  网间互通承载设计

由于广电有视频传输网和宽带数据网，没有4G网络。

为了充分利用原有设施，避免重建浪费资源，需要支持网间

互通承载，为满足该要求，设计网间互通网络如图3所示。

广电大塔5G广播主要用于传输高清电视。700M蜂窝广覆盖

可用于4G基础业务+IoT/5G eMBB+uRLLC。中高频5G热点

覆盖主要用于eMBB（高清/AR/VR），可利用其他物联网

技术成熟产业链，抢占市场先机。先在省会城市的本地网试

点，再大规模建设本地网。核心网大区DC之间互联可利旧

现有国干OTN网络资源，地市本地回传网络建设时多数地

市需要新建端到端回传网络。市到县长距链路利用现有市县

OTN系统（100G），前传网络建设以光纤直拉为主，无源

波分和小型化OTN为辅。

2  组网方案应用

较有影响力的应用案例是远程指导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展的“胫骨骨折髓内钉固定”与“膝关节置换”手术。在

2020年7月19日，5G高新视频多场景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重点实验室助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结合5G及AR增强现实、

MR混合现实等数字医疗技术，通过该网络远

程指导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这两

场手术。这是该网络方案试运行的第一次实

际应用，也是省内首次真正实现跨地域远程

指导的临床手术。

在5G高新视频多应用场景国家广电总

局重点实验室进行模拟组网测试后，在长

沙市、湘潭市、株洲市、娄底等城市进行

了局部范围的建网试运行，主要承载了广

播电视高清视频传输和宽带网络数据传输。

并与移动构建的5G测试网络进行网间互通承

载测试。根据试运行结果可知，数据在网建

传输情况良好，掉包率低，传输速度可达到

200Mbps以上，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完善，数

据传输会趋向稳定，传输速率也将进一步提

升。目前正在追加投资，计划到2022年实现

全省覆盖和打通移动、电信、联通等的网间互通承载。预计

未来，基于该网络将有更多的实际应用逐渐展开，助力湖南

经济发展。

3  小结

在高新视频产业起步之初，以湖南广电海量视频内容

为核心，搭建全国首个广电5G网络来实现高新视频的传

输，在新成立的5G高新视频多场景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重点实验室内进行了测试，随后进行了商用验证。目前，

基于广电5G网络设计的5G高新视频传输技术建网方案已

经投入实际应用，并实现了与其他运营商的网络对接，没

有出现共建共享和高新视频网间传输的问题。随着多种应

用场景的井喷，必将打开广电5G传输高新视频商用的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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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承载网建设及网间互通承载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