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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与电视技术》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办，

《广播与电视技术》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国家级技术期刊；是发布广播电视科技政策，反映事业建设成

就,介绍高新技术,交流工作经验，传播各种信息的重要媒体。本刊主要面向各级广播电视行业

主管部门、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发射台、微波站、卫星站、节目制作单位及电教系统，同

时对企业、工矿、学校、部队等具有公共广播电视设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为繁荣学术交流，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万方数据”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有权选取部分论文在本刊关联平台（如广电猎酷网 www.lieku.cn“、广电猎酷”微信
公众号等）发布，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已随论文稿酬一次性给付。本刊充分尊重作者的原创成果并合理保
护作者享有的权利，如作者不同意本刊之外其他形式的发布，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本
刊及主办单位对本刊已发布作品的内容和观点不持有任何立场、不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不承担任何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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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广电5G NR覆盖性能研究

中国广电5G网络建设覆盖情况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目前，中国广电已在北京等地区建设了试验网络，

本文以试验网测试数据为参考，对广电700MHz NR与4.9GHz NR的覆盖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其方法和结论

为广电5G无线网络规划与建设提供了参考。

〔43〕 标准动态范围和高动态范围转换方法研究与测试

我国4K超高清视频采用HDR技术来获得比SDR更好的视觉体验，而传统的高清电视系统则采用SDR技

术，因此，在高清SDR向4K HDR过渡阶段，系统还存在大量的SDR和HDR转换需求。本文基于对当前SDR和

HDR转换技术发展现状的跟踪研究，梳理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两类转换的转换流程，并采用测试信

号对转换效果进行评估，给出实际应用中转换方法的选择建议，可供从事相关工作时参考。

〔75〕 基于广电网络的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建设

人工智能语音交互是一种新的用户UI，人和电视进行交互对话成为人工智能广电落地的典型场景。本文

利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发了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实现了电视操控和用户体验的深度交

互融合，推进了用户由“看电视”向“用电视”的转型升级，为今后将有线电视机顶盒打造成智慧广电家庭

入口做了积极的技术储备。

〔97〕 中波发射台自动化播控系统研究

自动化改造的中波发射台多采用自动化播控方式，一旦播控平台发生故障，可能造成多个频率设备停播

的严重后果“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中波台的自动化播控方式，机房控制台不直接参与控制发射机的自动

化播出，自动化改造后的发射机具备完善的自动化播控功能，由此提升中波发射台自动化播控系统的安全性。

〔120〕 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高并发设计与实现

北斗导航作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航系统，将逐步在我国各行各业得到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开发建设了以北斗定位为基础，以地图为支撑的新一代直播卫星业务运营系统，推出新一

代北斗卫星定位机顶盒。本文研究了地理信息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建立以及计算分析策略等内容，较好

的解决了新一代系统需求中海量地理空间信息实时计算分析与高并发实时在线业务运营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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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Research on Coverage Performance for 5G NR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coverage of China Broadcasting Network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for the industry. At present, China
Broadcasting Network has built a test network in Beijing and other areas. Based on test data of test network, this paper tests and
analyzes coverage performance of 700MHz NR and 4.9GHz NR.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provide reference f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5G wireless network.

〔43〕Study and Test on Conversion Methods Between SDR and HDR
4K UHD video uses HDR technology to obtain a better visual experience than SDR in our country, while SDR technology is
used in traditional HD TV systems. Therefore, in transition stage from HD SDR to 4K HDR,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SDR and HDR conversion requirements in the system. Based on tracking research of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SDR and
HDR convers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sorts out conversion process of scene-referred mapping and display-referred mapping,
and uses test signals to evaluate conversion effect,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the selection of conversion method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related work.

〔75〕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ech Capability System Based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ech interaction is a new user UI, and interactive dialogue between humans and TV has become a typical
scenario forAI radio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uses “speech recognition +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o develop
an AI speech system, which realizes in-depth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of TV and user experience, and promot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users from “watching TV” to “using TV”, which makes positive technical reserves for making CATV set-top box to be
the entrance of smart radio and TVhomes.

〔97〕Research on Automation Broadcast Control System of MW Transmitting Station
After automation transformation, MW transmitting station mostly adopts automatic broadcast and control mode. Once broadcast
and control platform fails, it may caus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multiple frequency equipment stopping broadcasting. In this
paper, automatic broadcast and control mode of MW station with “decentralized control an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is adopted.
Control console in computer room i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controlling automatic broadcasting of the transmitter. The transmitter
after automatic transformation has a complete automatic broadcast and control function, which improves the security of automatic
broadcast and control system in MWtransmitter.

〔120〕Design and Implement on High Concurrency of Satellite TV Geographic Position Management System
Beidou Navigation, as a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ll gradually be applied in all walks of
life in my country. Based on Beidou positioning, Administrator Center for DTH Service of NRTA has developed and constructed a new
generation of live satellite service operating system supported by maps, and launched a new generation of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et-top boxes. This paper studi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organization, spatial indexing and calculating analysis strategy, and
solves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al-tim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ssiv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high-concurrency real-time
online business operations in new generation system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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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2020年（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
技术能手竞赛圆满收官

2020年11月3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北京举行2020年
（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颁奖仪式。中宣

部副部长，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聂辰席和广电总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朱咏雷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中央和国

10

家机关工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颁奖仪

式。

本届竞赛共设监测监管、有线网络、网络安全3个专业，

包括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并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

科学谋划、周密部署。预选赛于5月至

9月举行，由各省（区、市）广电局，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广电总局无线局、

监管中心、卫星直播管理中心、信息中心、

机关服务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电影频

道节目中心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组织，在培

训、练兵和考核选拔的基础上推荐优胜选手

参加决赛。决赛于11月28日至11月29日在京

举行，经过严格的理论和技能考核，共有

128名选手获奖，其中郜世河等14名选手获

得决赛一等奖，刘钊等42名选手获得决赛二

等奖，郭靖威等72名选手获得决赛三等奖。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监测监管专业）

一等奖（3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郜世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一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孙雅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二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刘泽龙 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山东局

二等奖（9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刘 钊 甘肃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甘肃局

许华宁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事业发展中心 云南局

侯俊东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监管中心 内蒙古局

袁秋谨 安徽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安徽局

万果果 河南省广播电视发射台 河南局

温云涛 天津广播电视台 天津局

赖锦培 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监管中心 湖北局

涂思怡 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江苏局

蒋有为 天津市广播影视监测中心 天津局

三等奖（16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郭靖威 河北省广播电视监管中心 河北局

杨 川 广西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广西局

李剑宇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局

聂 鹏 四川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四川局

刘 晓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监管中心 山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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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周安明 重庆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重庆文旅委

陈裕华 湖南永州大华山电视调频转播台 湖南局

纪盈含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中心 黑龙江局

韩计海 宁波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浙江局

王俊驰 辽宁省广播电视及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测台 辽宁局

余文清 上海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上海局

马珑宸 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 新疆局

杜玉辉 广东省广播电视节目监听监看中心 广东局

雷 赟 贵州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贵州局

刘怡若 青海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青海局

李战刚 陕西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陕西局

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有线网络专业）

一等奖（6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张 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二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杜岳良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浙江局

余 彬 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安徽局

左 政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文旅委

胡乃城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局

蔡维坚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网络维护管理部 江西局

二等奖（18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李雅婧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监管中心 山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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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王明明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局

郑中志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局

周 川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文旅委

甘鹏伟 哈尔滨元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黑龙江局

陈国栋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局

吴 伟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厅

冯祎硕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广电

王 东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局

朱 建 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局

倪小伟 湖南有线郴州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局

焦东俊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曲靖分公司 云南局

李 冕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局

曲 楠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局

钱升宏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局

文耀强 甘肃省广电网络公司陇南分公司 甘肃局

刘 超 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山东局

李敬锋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济源分公司 河南局

三等奖（31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王 鹏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广电

丁世波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河南局

黄长震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局

龙 为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局

何 静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局

张云飞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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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战 敏 山东广电网络公司 山东局

刘伯宗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 福建局

马成瑞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 吉林局

陈 林 四川广电网络攀枝花分公司 四川局

赵 宣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局

朱晓瑜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厅

武连杰 山西省孝义市广播电视台 山西局

任占俊 内蒙古广电网络二连浩特分公司 内蒙古局

马一群 内蒙古广电网络包头分公司 内蒙古局

哈明山 青海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局

苏 志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局

杨 柳 湖南有线江华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局

徐龙蒙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局

周耿民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网络维护管理部 江西局

周云山 甘肃省广电网络公司 甘肃局

陈正清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局

杨春林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广东局

徐元哲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河北局

王 鹏 宁夏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宁夏局

代 浩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局

李俊峰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吉林局

董一男 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局

张 佳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局

关志勇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 福建局

韦延金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文山分公司 云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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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网络安全专业）

一等奖（5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高 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〇三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孙 闯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文旅委

包力伟 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江苏局

王 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测数据处理中心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景晓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广电总局卫星直播中心

二等奖（15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刘新宇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局

马 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姜 巍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天津局

薛 丹 河北广播电视台 河北局

孙 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七二台 广电总局无线局

杭同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信息中心 广电总局信息中心

杨 健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局

邓戴伟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广东局

冷虎林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四川局

张新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广电总局卫星直播中心

孙 忠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局

邵建刚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浙江局

张射星 安徽海豚新媒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局

毕雯婧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六四台 广电总局无线局

谢 徵 山西广播电视台 山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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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5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曹 凯 江西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局

刘春龄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微波传输总站 内蒙古局

郑浩维 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媒体集团 湖北局

陈婷婷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厅

孙洪尧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局

黄 健 广西广播电视台 广西局

韩冬晖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海峡之声

王仙强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 福建局

宋志刚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局

刘頔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马江江 榆林市文物广电局传媒中心 陕西局

孙友艳 天水电视调频转播台 甘肃局

冯 淼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信息中心 广电总局信息中心

魏 刚 新疆石榴融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局

马 力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微波总站 山东局

梁 伟 宁夏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宁夏局

王 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市场部 吉林局

罗 元 襄阳广播电视台 湖北局

杨 超 广西广播电视台 广西局

耿中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机关服务局 广电总局机关服务局

杨 璐 洛阳广播电视台 河南局

黄 鹤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

刘灵犀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局

陈 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赵春革 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播出部 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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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世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一台

选送单位：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201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本科学历，2010年

8月至今就职于总局二九一台。2011年至2015年任助理工程师，2015年起
任工程师，长期工作在中短波、调频、电视监测一线，期间公开发表

论文10篇，多次获得“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2014年参加监管中心

无线广播电视频谱智能监测与管理系统的研发，荣获广播影视科技创新

奖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奖）二等奖，2016年荣获监管中心“运行维护先

进个人”，2017年荣获监管中心第一届优秀软件三等奖，2018年赴捷克

共和国安装海外遥控站点，2019年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音响保障工

作，2019年、2020年分别获得总局监管中心技术能手竞赛一等奖、三

等奖。

立志在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2020年（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

一等奖 (监测监管专业) 获奖选手风采

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一等奖获奖选手名单

（监测监管专业）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郜世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一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孙雅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二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刘泽龙 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山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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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已经圆满落幕，优异

的成绩既是对我个人努力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监管中心

监测监管整体专业水平的认可。本届竞赛理念先进、考核全

面，本人能够在竞赛中获奖，首先要感谢国家广电总局的精

心组织，为全国广电行业的技术人员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竞

技平台，也为参赛选手搭建了一个展现风采、实现梦想的舞

台；其次要感谢监管中心的各级领导，得益于他们精心的筹

划安排，使我能够有序备战，弥补短板；最后要特别感谢二

九一台的领导和同事，正是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我才能够

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竞赛的准备中。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论做

什么事情都以工匠精神为准绳，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以此次

备考为例，我不仅认真阅读考试大纲，对照大纲进行知识的

梳理分类，还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重点复习陌生的知识点，弄

不懂的地方就及时请教身边的同事。此次竞赛知识覆盖面广，

还加入了网络安全和新媒体等新内容，这些知识都需要在日

常工作中多学习多积累。成绩只代表过去，今后我将继续秉

承广电监管人一贯的优良传统，不忘监管初心，牢记时代使

命，继续脚踏实地，奋勇前行，为广播电视监测事业贡献自

己的全部力量！

孙雅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二台

选送单位：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个人简介 201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通信工程系，同年就职于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监管中心二九二台。长期工作在广播电视节目监测监管第一线，
主要从事中短波广播、调频广播、有线电视、地面电视等广播电视监测、

安全播出管理工作，2017年、2019年受选派参加总局党的十九大、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安全大检查及安全播出保障。连续多年获得二九二

台“先进工作者”称号，多次在监管中心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监管 中心

技术能手竞赛等赛事中获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能参与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总决赛，我倍感荣幸，

这既是对我专业能力的肯定，也是对我技术水平的考验。能

够获得监测监管专业一等奖，首先要感谢总局提供了这样一

个具备权威性、专业性、创新性的全国性广播电视技术竞赛

平台。此次竞赛我不仅是在和来自全国的优秀广电同行同场

竞技，也是在同过去的自己比拼，通过这场比赛全面提升自

己就是一种胜利。其次，我要感谢监管中心各级领导同事的

悉心关怀和鼓励支持，中心领导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

的倾力帮助对我备考助益良多。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监测监管事业的一份子，我深感重任

在肩。就我个人工作经验来看，要做好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工

作，一是要注意日常积累，针对工作中出现的异态案例要做

好记录，及时汇总，加强分析，对不同系统不同环节注意留

存典型事例，便于之后学习比对，避免重复错误；二是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对待事件事故要深入研究，不能流于表面现

象，这样理论知识就会常用常新，常思常明。未来，我将继

续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地练就过硬本领，为巩固国家意识

形态领域宣传阵地，不断壮大广播电视监测监管事业做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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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19

刘泽龙 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选送单位：山东局

个人简介 2011年毕业于青岛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中

共党员，2012年9月至今就职于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多年来一直从
事广播电视监测、网络安全管理、监测系统建设与运维保障等工作。

2016年获得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CISE）资质，2017年取得“工程

师”职称，2016年和2020年荣获山东省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一等奖，

并获“山东省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称号。先后多次获得“先进工作

者”、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20年7月由省广播电视局记功

一次。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能够参加2020年（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决赛并获得监测监管专业一等奖，我感到无比荣幸。首先要

感谢总局给全国广电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竞技与交流

平台，让每一位参赛者都能充分展示自身业务能力。这是一

个检验知识和技能的平台，更是广电技术人员心中最高的荣

誉殿堂。从仲夏到初冬，从省考到国考，这一路走来学技术、

强本领的难忘时光，将成为我人生中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

我还要感谢省局领导的关怀，感谢监测中心领导和同事们的

鼓励与帮助，也要感谢家人默默的付出与支持！

从事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近10年，我有幸参与了9个监测监

管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建设运维的全过程。在平时，我的爱

好就是读书，凡是与业务相关的书籍，我都会读一读、看一

看、学一学，诸如发射技术、播控技术、计算机通信、网络

安全等方面的书都会涉猎。应该说，长年累月的学习积累和

多年的系统建设运维实践是我此次取得一等奖的两大关键因

素，我的心得体会是：一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罗

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长期工作在技术一线，像频谱异常

时的状态、安播事件、事故的上报流程等这些细小而繁杂的

业务知识技能都是在长年工作中积累储备下来而不是依靠短

期突击所能准备的；二要善于学习，学会举一反三。工作学

习过程中，不光要弄清楚是什么，还要弄清楚为什么，用发

散性思维去思考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不断

提升做好监测监管工作的质量和层次。



张 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二台

选送单位：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个人简介 工程师，2012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本科学历，2012年

7月至今就职于总局二九二台。2013年至2017年任助理工程师，2017年起
任工程师。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工作，在中短波广播、调频广

播、有线电视、地面电视、卫星电视等各类广播电视信号质量与效果监测

方面有一定经验，曾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先

后荣获监管中心2019年、2020年技术能手竞赛一等奖。

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2020年（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

一等奖(有线网络专业)获奖选手风采

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一等奖获奖选手名单

（有线网络专业）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张 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二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杜岳良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浙江局

余 彬 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安徽局

左 政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文旅委

胡乃城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局

蔡维坚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网络维护管理部 江西局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首先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及赛事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和展示干事创业能力的平台，还要

20

感谢监管中心、二九二台的领导同事们的培养和支持，不仅为

我们创造了最优的学习条件、最多的实践机会、最全面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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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课程，还在精神上给予引导、鼓励和帮助，让我们能以最佳状

态迎接挑战。来自祖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位选手是对手，更是

朋友，是共同战斗在广播电视一线的手足同胞、兄弟姐妹，能

与大家同场竞技是我的荣幸。战友们奋发努力的精神状态鼓励

着我、精湛的技艺鞭策着我、友好热情的态度温暖着我，让我

真切地感受到天下广电一家亲！

备赛、竞赛与日常技术工作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重要性。技术是不断进步的，

这是客观规律，利用技术进步让复杂工作简单化，这是

广电人的主观愿望。个人学识的贫乏、视野的狭窄，这是客

观存在，而通过工作与考试系统梳理基础理论，拓展学习交

叉学科，熟练仪器工具操作，用新知识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

题，这是新时代广电人的职责使命，是在工作中让主观符合

客观、让责任化为动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比赛的交流我更能

深切感受到自己技术能力上的欠缺、经验上的不足，这也为

个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地

夯实基础，钻研细节，争取为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更

多的力量！

杜岳良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选送单位：浙江局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浙江省广播电视学校（现浙江传媒学院）毕业后

入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广联传输中心，一直从事浙江省广电主干传输网技
术维护工作。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沟通协调，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

团队精神，做事认真细致，谦虚谨慎，踏实且富有上进心。在多年的技术

运维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掌握了熟练的专业技能，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运维经验，先后获得“国家广电光缆干线网运维先进个人”、“浙

江广播电视集团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广电主干传输网技术维护先

进个人” 和中共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支部委员会“优秀共产党

员”等多个荣 誉，还获得过2019年度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学习

之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唯有学，才有进 ；唯有行，才有果。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2020年（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中，

我取得了有线网络专业一等奖的好成绩，这离不开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一贯重视技术发展的理念，离不开广联传输中心领

导的精心谋划和提前布局。借此机会，由衷感谢集团、中心

领导给我创造的机会和平台！感谢竞赛组委会各位老师的辛

苦付出！感谢总局对浙江广电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浙江省广播电视主干传输网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广播电

视节目信号的重要传输平台，主干网线路总长约1800公里，

2个中心站，13个节点站分布于全省11个地级市，8个中继站

分布于主干网沿线的市县区。广联传输中心负责省主干网和

国家广电干线网在省内的运行维护，承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节目在省内传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所有广播电视节目在省

内及海外的传送、新闻直播传送、数据业务传输等任务。近

年来浙江各地市因市政、交通建设等原因，光缆线路改迁频

繁，直接关系到网络安全。我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落

实改迁方案及工程费用结算，有效地保障了省主干传输网的

安全传输，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2018年广联

传输中心OTN项目建设，因网络拓扑优化需要线路引接，我

多次与相关单位协调沟通，出色完成了OTN项目新建节点站

的光缆引接工程，为OTN联调测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为

自己能在广联传输中心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工作感到万分荣

幸，这里不仅是一个能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平台，也是一个能

教你做人做事的地方！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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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彬 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选送单位：安徽局

个人简介 2005年毕业于安徽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同年进

入安庆有线电视网络中心工作，历任机房主管、技术部副主任。2014年安
庆有线电视网络中心上划安广网络后，任安广网络安庆分公司技术部副

经理、经理，长期从事机房运维管理、安全播出、技术维护等工作。从事

技术工作15年来，参与历次重要的安全播出保障工作并圆满完成安播任

务，为公司数字电视平台、数据网络建设、运维作出重要贡献，是公司技

术骨干之一。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勇于攀登才能创造辉煌！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作为地级市有线网络公司的一名员工，首先，非常感谢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了这次公平、公正的技术能手竞赛，让全

国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均能公平竞技、共同进步；其次，也感

谢竞赛组委会，在做好疫情周到防护的情况下，精心组织了

这次竞赛；再次，我要感谢安徽广播电视局和安广网络省公

司领导，是他们克服疫情影响，完美组织了技术能手竞赛初

赛，使我有幸脱颖而出，得以参加这次高水平的全国广播电

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并获得较好的成绩。最后，我要特别感

谢安广网络安庆分公司的领导，正是你们平时的悉心培养、

关怀，使我在技术理论、实际操作动手能力上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为这次参赛取得优良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谈及自己业务工作的心得体会，我觉得首先在平时学习

生活中，要做到与时俱进，多学习新技术，并巩固各种专业

理论知识；其次，在技术工作及故障维护处理中，要做到心

态稳定、条理清晰、理论结合实际，多想多做，这样才能在

完成各项技术工作时做到及时高效。技术能手竞赛对专业理

论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且特别强调实际操作动手能力。通

过准备竞赛这段时间的温故、学习，有效弥补了自己在理论、

操作方面的不足，还学习到了不少最新的前沿知识。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将更加认真负责地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

工作和各项技术维护工作，努力为单位的持续发展奉献力量。

左 政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选送单位：重庆文旅委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华为HCIE-Cloud

Computing专家。2010年电子信息专业本科毕业，2011年进入重庆市合川
区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先后从事干线维护、抢险维护、核心数据网维

护等工作。2018年进入重庆有线规划建设部从事平台与系统建设工作，

适逢公司网络重构，在公司IPv6演进、新一代云平台重构部署、全IP平台

建设等项目中参与制订或牵头编制了技术解决方案，得到了公司领导及相

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安于现状，势必停滞不前 ；努力奔跑，一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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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感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

竞赛，感谢总局相关单位领导以及组委会老师们提供的优质

平台和辛劳付出。此次能够获得一等奖，还要特别感谢公司

和部门对我的精心栽培，同事们对我的无私帮助，万里之船，

成于罗盘，是你们给了我茁壮成长的环境和平台。

历练。在分公司8年时间，我从干线维护、抢险维护等基

层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干起，逐步成长为分公司核心数据维护

工程师、IP化技术转型的核心人员。如果说分公司是我长大

的地方，那市公司就是见证我成长的沃土。2018年我到了公

司本部，面对新岗位带来的工作眼界不够开阔、技术存在

能够获得2020年全国有线电视技术能手竞赛有线网络类

一等奖的殊荣，本人深感荣幸。在此，我要感谢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搭建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技术能手竞赛平台，给来自

全国各地的选手提供了展现自己技术能力水平的机会。同时

我要感谢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华数传媒给我提供了这次参赛

的机会，我还要感谢部门领导、同事的大力支持，日常工作

及备赛期间，他们多次与我探讨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让我

获益颇多。

2013年毕业后加入前端团队至今，我从一名值班工程师

短板等困境，我用忘我学习来充盈自己、完善自己，白天努

力工作，主动向领导和同事请教，晚上利用工作之余，上网

课、阅读专业书籍，通过踏实的工作和不断的学习，不仅成

为了部门乃至公司的核心骨干，更是与公司人才锻炼的平台

相辅相成，逐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兑现了自我梦想的

承诺。

笃行。岁月已往者不可复，未来者不可期，见在者不可

失。这次的竞赛是一个让我刻骨铭记的闪光时刻，路漫漫其

修远兮，我将在公司和部门的引领下继续踏踏实实地做好每

一项本职工作，全心全力地去接受每一个挑战，不负岁月、

不负担当！

做起，在部门领导的培养下，通过不断自我学习提升，逐步

成长为能够独挡一面的系统工程师。“三年入门，五年入

行”，我对广播电视技术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且深知专

业技术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一切“累活”也总是愿意站

出来主动承担，这次获奖离不开扎实的知识沉淀和工作经验

积累。“获奖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深知获奖不易，

我会怀揣感恩之心，投之以后继人才的培养和技术钻研，协

助部门领导，为浙江省、华数传媒公司、部门传承匠心，学

习新技术，培养储备广播电视后继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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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乃城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选送单位：浙江局

个人简介 大学本科学历，2013年7月至今工作于浙江省华数传媒网络

有限公司技术运维部，现任前端系统工程师，主要负责杭州市、全省及华
数新媒体直播相关业务安全播出保障工作、前端系统项目规

划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保障直播信号全年7×24小时不间断安全稳定传

输。

锐意进取，励志笃行。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蔡维坚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网络维护管理部

选送单位：江西局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03年毕业于南昌大学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随后进入江西广电网络工作，经历了江西省有线电视从模拟到数
字的跨越、互动电视和IP电视的建设和发展，负责电视系统和光纤传输网

络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曾获得过王选新闻科技优秀奖、华东电视技术年

会技术进步奖、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学术年会新闻科技优秀奖，荣获过

中国有线运行维护先进个人称号等。

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成就一个更加美好的自己！

坚持每天努力一点点！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并

获一等奖。在此，首先要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提供了这样一个

可以让行业技术人员相互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赛事平台，

充分体现了总局领导对一线技术人员的重视和肯定；同时也

要感谢江西广播电视总台领导、公司领导以及身边同事的关

怀和指导，他们为我参加竞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最后

还要感谢赛事组委会所有老师的默默奉献。

通过学习备赛，我各方面知识都得到了提高，收获颇多，

许多似懂非懂的问题这次都真正明白了，再一次让我认

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作为一线的运维人员，我认为两点最为

重要：第一必须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运维中发现的任何

细小的故障都必须及时处理、查找原因，不能有侥幸和拖拉

的心理；第二必须坚持学习新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

平。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的是模拟电视、2.5G的SDH，
现在则负责数字电视、互动电视、IP电视、百G波分，技术日

新月异，我们只有不断提升自我才能有能力做好广播电视网

络运维工作，为广电行业大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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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〇三台

选送单位：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工程师，国家注册信息安全人员，国家高级网络

安全应用检测专业测评人员，国家中级网络安全等级测评师。毕业于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10年7月进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二〇三台，长期在广播机房、新媒体机房、技术维护科等部门一线从事广

播电视监测监管工作。参与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标准编制、广

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规则研究等多项研究和科技项目，两次获得

国家广电总局科技进步奖。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2020年（第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

一等奖 (网络安全专业) 获奖选手风采

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一等奖获奖选手名单

（网络安全专业）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高 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〇三台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孙 闯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文旅委

包力伟 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江苏局

王 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测数据处理中心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景晓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广电总局卫星直播中心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非常感谢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组委会及全

体工作人员，在今年这个不寻常的年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对筹办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精心策划组织，促成了此届竞

赛的顺利进行。作为参赛选手，我非常荣幸能和来自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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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地广电系统的同仁们相互学习，同场竞技。个人的成长离不

开集体，虽然竞赛只有短短两天时间，但是却需要长时间的

知识积累，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中，单位的同事们给我了很

多的指导和帮助，正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能有机会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可以说，此次成绩的取得，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结果。

网络安全专业业务内容涵盖广，知识更新迭代快，技能应

用要求高，要学好网络安全知识，关键在于爱岗敬业和持续学

习能力。具体执行层面，既要重视理论学习，也要重视技术实

践，并最终使二者融会贯通，有机结合。在理论学习过程中，

需要构建完整的网络安全体系架构，要理解和掌握我国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的内容和作用。，特别是国家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

等级保护以及行业网络安全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要

做到心中有数、手到擒来。在技术实践过程中，既需要打牢计

算机网络安全基础，掌握Python、PHP、C等重点编程语言以

及网络设备配置、数据库技术等内容；同时也要多学多练，关

注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和漏洞，积极参加各类网络安全技

术大赛，在不间断的练习中提高CTF水平和实战攻防能力。

孙 闯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选送单位：重庆文旅委

个人简介 云计算工程师，本科学历，2013年6月至今就职于重庆有线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5年公司IDC机房一线工作经历，长期从事路由交换
网络、云计算、云安全、系统优化改造等领域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网络故障处理、主机故障处理、云运维和云安全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多

次被公司评为“先进个人”光荣称号，2019、2020年参加“重庆市广

播 电视专业技术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一等奖。

成长需要沉淀，成功需要努力！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此次获奖既是对个人的鼓励又是对自身的鞭策，首先，

要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全国各地选手同

台竞技、交流学习的机会，感谢大赛组委会老师在比赛期间

的辛勤付出和周到服务，以及总局老师的精心授教；其次，

要感谢市文旅委和单位各级领导为竞赛所做的大量细致工作

和对我本人的诸多关怀，感谢同事在工作中的帮助和分担。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

化，网络安全不是单一技术，而与其他技术紧密结合的， 个

人认为自己在技术技能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此次竞赛

备考和近几年工作的回顾，我深深认识到，作为一名技术人

员，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对技术

有不懈的追求，并能学以致用。ICT技术发展迅猛，需要

有主动学习意识，可与同事或同行业者之间多多交流。工

作中每每遇到棘手问题，同事之间相互探讨，各抒己见，

对技能的提升和对知识的丰富有很大作用。另外，对从事

的专业工作应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熟悉技术原

理，这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依据。近年来，所在单位围

绕“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搭建内部培训与竞赛机制，技

术骨干作为讲师授课，以赛代训，以训促进，形成了良好

的学习氛围，身为单位一份子，从中获益良多。在未来的

工作中我会进一步加强个人技术储备，不断钻研提升技

术实力，争取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贡献更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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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力伟 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选送单位：江苏局

个人简介 1983年12月出生，东南大学自动化专业硕士学历，200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参加工作，现任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运行科副
科长，主要从事网络视听新媒体相关项目安全方向建设、传统广播电视

信号监测运行维护等工作。参与多个项目建设并获得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

政府奖，曾于2017年获得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监测技术专业）

二等奖。

坌鸟虽先飞，仍当刻不容缓；驽马纵十驾，亦须只争朝夕。

Special Reports︳特别报道

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能够站上技术能手竞赛决赛的领奖台，倍感荣幸。衷心

地感谢总局组委会各位老师们的悉心关照和辛苦付出，感谢

局台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培养和鞭策，让我在备考时面对

无数艰难困苦都能坚持到最后，提升了能力，磨炼了意志。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要继续稳下心、沉住气，一如既往地

做好本职工作，在岗有为，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值2020
年末，也祝《广播与电视技术》越办越好！

要想做好本职工作，我的心得体会是：一要不断提高网

络安全意识。平时的工作，无论是从保障安全播出还是网络安

全的角度出发，都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熟读各种政策和规

章制度，平日有意识地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对存盘的工作资

料妥善加以保护。二要不断积累安全保障维护经验。系统保障

和维护较为枯燥，却是整个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核心，要在不

断操作、试错过程中进行学习和感悟，形成自己的经验，最终

能够为台内规章、标准的落地实施提供实践支撑。三要大量的

练习和积累。做好网络安全工作，不能只是看看案例、想想知

识点，一定要经过大量的练习、实践，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

不断的失败中总结教训，才能快速准确地解决各类问题。

王 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测数据处理中心

选送单位：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本科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2014年北京大学硕士

毕业后就职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测数据处理中心，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监测监管数据处理等相关技术系统的建设、运维工作。对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监测监管中的应用有所研究，多次荣获广

播影视科技创新奖和“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新闻

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优秀论文奖。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敢于创新，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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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及工作经验总结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的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赛代练，学习技能、掌握技术，创新运用

的平台，同时，通过举办竞赛，在广电行业，特别是科技领

域营造出浓厚的勤学、勤思、勤练的学风氛围本次竞赛的备

赛进一步激发了本人所在单位同事间的学习热情，大家在日

常的系统运维及建设中，组队开展网络安全测评、系统渗透

攻防、安全加固演练，不断增强“四力”。我在竞赛中能获

此殊荣，首先要感谢总局领导以及专家们对竞赛的悉心设计

和精心组织，同时，还要感谢总局监管中心多年栽培及为我

提供了此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我日常工作是承担监测监管核心存储、计算和安全防护资

源的运维，忠诚守护系统安全运行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运维工

作纷繁复杂，一年内要排除设备故障上千次，排查网络安全事

件近万条，保障系统在安全播出重保期稳定、无故障地运行。

我认为，未来要提高广播电视防护能力，需要守正创新，更新

技术，践行智慧广电建设，不断探索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

等技术在监管工作中的应用，通过构建监管资源云平台，实现

资源集中化管理，采用海量并行技术进行大数据存储处理，利

用机器学习技术最终实现几十PB级别的数据分析，唯有如此

才能实现广播电视检测监管工作的提质增效和迭代升级。

景晓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选送单位：广电总局卫星直播中心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2004年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随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工程与科学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进入
总局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工作，曾担任集成播出平台值班员、值班长。参与

“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历次重保期安全播出保障工作，现任运行处

测试机房高级工程师，负责系统测试与平台播出系统网络安全管理工作。

参加过多项工程建设及技术创新工程，先后获得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

次、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两次、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协会科学技术奖一次。

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

倦的努力和奔跑 ；所有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首先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及竞赛组委会对赛事的精心安排

与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进步的舞台，再

次要感谢卫星直播中心各位领导对我们的关心与大力支持，

不仅提供了参赛机会，还提供了良好的培训学习条件和学习

备考上的各种照顾。还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同事们，替我分

担了大量的工作，感谢一直鼓励我的家人朋友们，他们是我

的坚强后盾，让我在竞赛中有持续奋斗下去的决心与勇气。

参赛的过程让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升，

也有一些心得体会：首先，网络安全专业考试覆盖面广，在

复习时要合理安排好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其次，要

28

加强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并且要注重理解；对于

实操的学习，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还要多动手实践操作。

备考的压力要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只有时刻保持乐观与积极

向上的态度才能助你获得最终的成功。伴随广电网络数字化、

全IP化的飞速发展，广播电视播出与传输系统面临的网络安

全风险与日俱增，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加强网络安全防

护,确保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任重而道远。这次竞赛我虽然获得

了荣誉，但其只能代表我曾经的汗水，曾经的付出，前进的

道路并没有结束，今后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好卫星直播中心

集成播出平台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为卫星直播公共服务和广

播电视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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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论点

【本文献信息】罗沛，刘光.广电5G NR覆盖性能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1).

广电5G NR覆盖性能研究
罗沛，刘光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07)

【摘 要】本文以试验网测试数据为参考，分析了SA组网模式下，广电700MHz NR与4.9GHz NR室外连续覆盖与室内深度

覆盖的覆盖性能，并进行了对比，最后针对不同场景给出了广电5G无线接入网规划设计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5G无线网络, 5G新空口,独立组网, 无线覆盖

【中图分类号】TN929.5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01001

Research on Coverage Performance for 5G NR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Luo Pei, Liu Guang

(Beijing Gehua CATV Network CO., LTD.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est data of test net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coverage performan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700MHz NR and 4.9GHz NR in
outdoor continuous coverage and indoor deep coverage under SA networking mode, and makes a comparison. Finally, it gives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5G wireless access network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Keywords 5G wireless network, 5G NR, SA, Wireless coverage

0 引 言

回顾通信发展历史，几乎每隔10年就会产生一代新的移

动通信系统。随着业务需求与用户行为的快速变化，移动通

信业务不再局限于基础的语音、短信与低速数据业务。增

强型移动宽带（eMBB）、大规模机器类通信（mMTC）、

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RLLC）等业务需求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在技术演进与需求变化的双重推动下，第五代移动通信

技术（5G）应运而生。如今，5G已作为重要的技术方向与

建设内容，被纳入到国家总体科技发展战略中。在这次通信

技术革新的浪潮中，广电行业的加入为技术和市场注入了新

的活力，也带来了更多期待。2019年6月6日，广电行业正式

获得工信部发放的5G商用牌照，2019年8月19日，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建设广电5G网络”，并提出到

2025年，“广电5G网络和智慧广电建设取得重要成果”。

在不久的将来，广电行业将迎接新形势、新技术条件下的业

务模式与网络结构形态的双重变化。所以应抓住机遇，在无

线技术领域逐步发力，提高网络建设水平与用户体验，增强

核心竞争力。本文阐述了广电5G网络的组网模式与频谱特点，

总结了无线网络覆盖性能分析方法，并以试验网测试数据为

参考，分析了广电5G NR在室外连续覆盖和室内深度覆盖条

件下的覆盖性能，旨在为广电5G无线网络规划与建设提供参

考。

1 广电5G网络组网模式与频谱

1.1 组网模式
5G的组网模式有两种，分别是独立组网（SA）与非独立

组网（NSA）。独立组网指建设一张独立的5G网络，包括独

立的基站与核心网。非独立组网指与4G网络混合组网，数据

传输使用5G网络，语音通话时回落到4G。目前NSA是国内外

电信运营商实现5G的主要方式。由于广电没有建设4G网络，

将采用SA组网模式。SA组网模式可避免网络架构复杂与频繁

改造等问题，网络环境更加稳定，安全性更强，并且更加适

合专网应用。同时SA组网模式支持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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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论点 广电5G︳5G in Radio and TV

5G新特性，可为未来服务uRLLC和mMTC等应用场景打下基

础，并可降低终端复杂度与成本。SA组网下的广电5G网络，

未来不仅可面向普通用户提供基础与增值移动通信服务，而

且可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行业用户提供基础网络支撑，

在带来更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可降低社会成本。

1.2 网络频谱
频谱资源是移动通信发展的核心资源。目前国内运

营商已获批可开展5G业务的频谱资源。中国移动获得了

N41、N79频段，分别为2515MHz～2675MHz、4800MHz～
4900MHz。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获得了N78频段，其中，中

国电信的5G频段为3400MHz～3500MHz，中国联通的5G频段

为3500MHz～3600MHz。中国广电目前获得的是4900MHz～
4960MHz频段频谱以及700MHz频段（703～733MHz/758～
788MHz）。同时，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与中国广电获得了

3300-3400MHz频段，此频段将共享用于5G网络室内覆盖。从

频谱能力及产业链成熟度方面考虑，N78频段较占优势。使

用N78频段建网既能保持5G网络的高传输速率，也能保障5G
基站的覆盖距离。

广电获得的两段5G频谱中，700MHz频段信号传输覆盖

范围更广，但网络传输速率偏低。4.9GHz频段由于频率偏高，

所以传输距离短，但网络传输速率更快。在无线接入方面，

广电计划采用低频+中频多频叠加、FDD+TDD协同组网的技

术路径。具体采用700MHz与4.9GHz双频混合组网， 以

700MHz FDD为主， 4.9GHz TDD为辅，室内分布可采用

3.3GHz～3.4GHz共享频段。700MHz频段可应用于基础性网

络覆盖，支撑数据、语音、物联网基础业务，4.9GHz频段可

应用于热点覆盖，增加区域网络覆盖厚度，满足5G大容量接

入需求。700MHz与4.9GHz频段是两段重要的5G NR资源，如

何利用好这两段频谱，是广电5G网络建设者需面对的首要问

题。因此，研究700MHz NR与4.9GHz NR的覆盖性能具有重

要意义。

2 无线网络覆盖性能分析方法

无线网络覆盖性能分析是无线网络规划与建设的前提。

通常是以单个基站为基础，分析室内外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信号与干扰加噪声比（SINR）的分布以及小区

边缘上/下行速率的情况等。无线网络覆盖指标受到众多因素

的综合影响，包括基站设备本身的特性、基站所连接天线的

特性、基站选用频段的无线电波在空中的传播特性以及接收

终端的接收特性等。分析的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与试验测试

两种。前者是根据已有公知的无线电波传输模型，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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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逐一分析，形成理论上链路预算结果。后者是结合试验

网测试，依据实际网络的测试结果，分析基站的覆盖能力。

后者侧重于实际网络，得到的结果为实际覆盖效果。

在无线网络覆盖性能分析中，应首先进行试验测试，结

合试验网络覆盖数据，可对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参数修正。因

此，试验测试研究是无线网络覆盖性能分析的重要环节。测

试应选取好基站覆盖相关指标与测试方法。针对室外覆盖场

景，一般选取RSRP、SINR及小区边缘上/下行速率为主要测

试指标，其中，小区边缘上/下行速率是网络最终要达到的目

标。室外覆盖测试可以以基站天线为中心，进行拉远测试。

针对室内深度覆盖场景，可主要以RSRP为网络测试指标，测

试不同楼层的覆盖电平差异以及楼内覆盖电平的衰减情况。

以下针对不同场景，对广电700MHz NR与4.9GHz NR的覆盖

性能进行详细测试分析。

3 广电5G NR覆盖性能分析

3.1 室外覆盖性能

3.1.1室外覆盖电平衰减分析

不同频段无线电波信号在室外空间的劣化衰减情况不同，

频段相差越大室外覆盖能力相差越远。因此，需在无线信号

理论传播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现网条件进行测试试验。为分

析验证700MHz NR与4.9GHz NR室外覆盖效果，选取国家海

洋局广电SA基站进行基站拉远测试，测试环境为密集城区。

其 中 ， 700MHz NR FDD 上 / 下 行 各 20M 带 宽 （ 703 ～

723MHz/758～778MHz），发射天线配置为4T4R。4.9GHz
NR TDD 60M带宽（4900～4960MHz），上、下行时隙配比

为2∶8，发射天线配置为64T64R，终端支持2T4R。
在室外单站覆盖条件下，以700MHz和4.9GHz基站为中心，

沿天线发射方向各拉远约1400m与420mm。单站拉远RSRP指
标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700MHz NR的覆盖能力

远优于4.9GHz NR。随着拉远距离的增加，4.9GHz NR的覆盖

电平值迅速下降，而700MHz NR的覆盖电平值下降较为平缓。

可验证700MHz频段在室外自由空间的传输损耗速度远低于

4.9GHz频段，更适合广域覆盖。在距离天线300m附近，

4.9GHz NR的RSRP指标下降至–100dBm左右，而

700MHz NR达到这一条件的位置距离天线超过800m。两个频

段室外覆盖电平的指标要求参考将在下节结合上/下行速率的

测试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3.1.2上/下行速率分析

目前广电行业5G业务种类与业务形态尚未明确，广电

5G NR的小区上/下行边缘速率要求可结合行业内已开展的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研究，并参考电信运营商的4G、5G网络覆盖指标要求综合考

虑。综合以上因素，4.9GHz NR小区边缘速率可参考下行

100Mbps、上行≥10Mbps；700MHz NR小区边缘速率可参考

下行≥50Mbps、上行≥5Mbps的指标要求。为分析小区边缘

速率指标对终端接收信号的需求，可通过700MHz NR与

4.9GHz NR的同站址拉远测试，在不同RSRP、SINR及拉远距

离条件下，对两个频段覆盖区域内的上/下行速率进行测速分

析。基站配置及终端测试条件与上节一致，速率测试采用多

次测速取算术平均的方法，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 a）可见，对于4.9GHz NR，当RSRP达到

–110.2dBm时，下行速率为380Mbps，上行速率为10.33Mbps。
当RSRP衰落至–119.8dBm时，下行速率为311.33Mbps，但

上行速率已下降为10Mbps以下。由此可见，当要求4.9GHz
NR满足下行边缘速率≥100Mbps，上行边缘速率≥10Mbps
的指标要求时，上行速率是4.9GHz NR的速率瓶颈，4.9GHz
5G终端接收电平应大于等于–110dBm。由图2（b）可见，

对于700MHz NR，当RSRP达到–107.2dBm时，下行速率为

51Mbps，上行速率为6.67Mbps。随着RSRP的继续下降，上/
下行速率已达不到要求。因此，终端接收电平在–107dBm左

右时，700MHz NR可满足下行边缘速率≥50Mbps，上行边缘

速率≥5Mbps的要求。

热点 论点
SINR主要影响终端下行速率。室外空间SINR与下行速率

的对比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终端下行速率的趋势是随SINR
的降低而降低。由图3（a）可见，对于4.9GHz NR，当SINR
为3.6dB时，下行速率为311.33Mbps。虽然下行速率仍高于

100Mbps，但随着拉远距离增加，RSRP指标持续劣化。实际

测试中，在下个测试点终端已无法正常检测到基站信号，无

法接入测速服务器。因此，4.9GHz NR 的SINR在本试验环境

中不是影响下行速率的瓶颈因素，暂按NR_SINR≥3.6dB考虑。

由图3（b）可见，对于700MHz NR，当SINR为15dB时， 下

行速率为45Mbps。当NR_SINR≥16dB时，5G NR满足下行速

率≥50Mbps的要求。

结合以上小区边缘速率指标对RSRP与SINR的需求，下

一步应从拉远测试数据中找到首次不满足需求的测试点位

置，记录该位置的上一个测试点距基站天线的距离。依据测

试结果数据，对照图4（a）和图4（b）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4.9GHz NR，拉远距离在397m以内满足边缘速率对RSRP
的要求，拉远距离在436m以内满足边缘速率对SINR的要求。

因此，4.9GHz NR覆盖距离在397m以内可满足网络对边缘速

率的要求。对于700MHz NR，拉远距离在945m以内满足边

缘速率对RSRP的要求，拉远距离在956m以内满足边缘速率

对SINR的要求。因此，700MHz NR覆盖距离在945m以内可

图1 700MHz NR与4.9GHz NR单站拉远RSRP指标测试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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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4.9GHz NR下行速率vs SINR；（b）700MHz NR下行速率vs SINR

（b）（a）

热点 论点 广电5G︳5G in Radio and TV

满足网络对边缘速率的要求。综合以上分析，4.9GHz基站与

700MHz基站的覆盖半径最远分别不宜超过397m与945m。考

虑到试验网业务负载轻，实际业务环境比试验环境复杂等因

素，缩短20%覆盖半径，因此建议在密集城区广电5G无线接

入网规划中，4.9GHz基站覆盖半径不宜超过300m，700MHz
基站覆盖半径不宜超过750m。

3.2 室内深度覆盖性能
无线基站的室内覆盖性能直接影响客户体验。除了建设

室内分布系统外，采用室外宏站覆盖室内是最主要的方式。

为了测试700MHz NR与4.9GHz NR室外宏站覆盖室内效果，

选取小街桥基站覆盖区域内的歌华大厦进行测试。测试选择

首层（1层）、低层（3层）、中层（7层）、高层（13层）4
个楼层分别进行室内深度覆盖测试。每层选取室外（外墙外

侧）、室内（外墙内侧）、室内距外墙内侧2m处、室内距外

墙内侧4m处以及室内距外墙内侧6m处共5处作为测试点。基

站配置及终端测试条件与上节一致，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

两个频段在不同楼层的深度覆盖情况如图5 所示。由图5
可见，随着室内深度的增加，两个频段的RSRP均呈下降趋势。

由图5（a）可见，对于700MHz NR，各层室内距外墙内侧6m
处的覆盖电平仍能达到–90dBm。实测中，得益于

图2 （a）4.9GHz NR上/下行速率vs RSRP；（b）700MHz NR上/下行速率vs RSRP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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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700MHz NR在不同楼层的深度覆盖；（b）4.9GHz NR在不同楼层的深度覆盖

（b）（a）

700MHz电波出色的穿透与绕射能力，在测试楼内近基站侧，

即使遇到1座内墙阻隔，终端仍能保持在网状态。而4.9GHz
NR的覆盖电平随拉远距离迅速下降，遇到内墙阻隔等情况，

终端频繁脱网。同时，700MHz NR对中低层的覆盖效果相比

于首层和高层明显较优，而4.9GHz NR各层覆盖效果相对差

别较小，曲线相对集中。其原因可能是具有64个下行通道的

4.9GHz AAU在垂直方向波束赋形的能力抵消了部分楼层高度

导致的差异，使基站对用户终端的接入更具针对性。

两个频段在各层室内2m、4m和6m三处测试点相对于室

热点 论点
内外墙内侧的RSRP电平损耗如图6所示。由图可见，各楼层

同类测试点位，700MHz NR的电平损耗值均小于4.9GHz NR。
结合电平损耗的趋势线分析，随着室内拉远距离的增加，

700MHz NR的电平值衰减速度相比于4.9GHz NR较缓。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建筑物浅层深度覆盖可以采用宏站

覆盖室内方式，其中700MHz NR的深度覆盖能力较强，可满

足大多浅层深度覆盖的需求。4.9GHz NR的深度覆盖能力较

弱，如进行热点或定点覆盖，在基站规划设计中，应尽量缩

短与覆盖目标间的距离，并规划好AAU的方位角与下倾角。

图4 （a）拉远距离 vs RSRP；（b）拉远距离 vs SINR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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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a）1层的RSRP损耗；（b）3层的RSRP损耗；（c）7层的RSRP损耗；（d）13层的RSRP损耗

（d）（c）

（b）（a）

热点 论点 广电5G︳5G in Radio and TV

由于700MHz NR的带宽提供能力较弱，因此针对带宽需求高

的室内覆盖场景，以及高层建筑深度覆盖场景，建议部署室

内分布来提升覆盖效果。

4 结束语

对空口覆盖性能的分析是无线网络规划建设的基础。本

文针对不同场景，对广电700MHz NR与4.9GHz NR的覆盖性

能进行了测试分析。但测试试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测试结

果受试验网基站设备、终端、测试环境、测试负荷跟实际商

用环境差异的综合影响，因此，应提高测试场景的多样性，

扩大测试样本空间，结合无线信号传播理论进行综合分析。

无线网络覆盖性能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在试验网有

限的条件下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以提供可行的研究方案与结

论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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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5G商用的逐步开展，为充分验证700M频段5G技术特性，中国广电在山东某港口开展近海超远距离覆盖实践， 通过

理论分析比对与真实环境试验，充分证明了700M频段5G在海面超远距离覆盖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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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5G Offshore Coverage Project with 700M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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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gradual development of 5G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 order to fully verify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5G in 700M frequency band,
China Broadcasting Network carried out a practice of offshore ultra-long-distance coverage at a port in Shandong.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nd real environment tests, it fully proves the advantages of 5G in 700M frequency band in ultra-long-distance coverage on the sea.
Keywords 700M frequency band, 5G, Free space propagation loss

0 引 言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商用5G元

年。各运营商积极建设5G商用网络，并推动5G生态建设，

2019年“中国广电”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筹建试验网络，各

省广电网络积极响应，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广

电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自身优势，在完成自有业务承载

（5G+4K、5G+8K）后，积极推进其他领域5G创新研究。

2020年7月，为应对海事部门近海锚地5G覆盖业务需求，山

东广电网络在青岛某港口部署700M频段5G基站一座，进行港

外锚地超远距离覆盖。

1 项目背景

锚地是船舶在水上抛锚以便安全停泊、避风防台、等待

检验引航、从事水上过驳、编解船队及其他作业的主要水域，

是港口码头的基础配置之一。通过5G网络，将锚地服务入口

从线下移到线上，通过在线预约、网上受理、线下服务等多

种便于操作的使用方式，有效提升船岸服务效率。

某港港外有两个锚地，第一锚地距离塔址约9.5海里（约

17.6公里），第二锚地距离塔址约20海里（约37公里），首

先实现第一锚地5G信号覆盖。通过船载的5G CPE为锚地船舶

提供5G网络服务，满足网页浏览，图片上传及视频回传等业

务。港口、锚地信息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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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球面视距图

热点 论点 广电5G︳5G in Radio and TV

基站建设在某港雷达塔上，该塔位于港口防波堤上，四

方体塔体上有两层平台，高度大约在45m，平台之上还有一座

三角塔，塔高约15m。基站安装高出平台5m，总高度50m。

2 建设方案

超远距离覆盖需要进行电磁波传播模型估算，700M频段

5G属于FDD频分技术，频率越低波长越长，天线较大，目前

700M基站普遍为4T4R制式，移动终端多为1T2R或2T4R，采

用自由空间传播模型进行损耗计算，由于是超远距离计算，

同样需考虑地球曲面是否超视距问题。

2.1 球面视距问题
电磁波在海域传播几乎没有阻挡，损耗较小，接近自有

空间传播，受地球曲面影响，会存在传播盲区，需要进行视

距分析[1]。视距分析如图2所示。

其中Ht是基站天线挂高，Hr是终端高度，d1是海面传播

模型A段距离，d2是海面传播模型B段距离，Re是地球半径。

Ht为50m，Hr为20m，则d1距离为25公里，d2距离为16公里。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锚地（17.6公里）在d1距离以内，第

二锚地（37公里）在d1+d2距离以内。

2.2 自由空间传播损耗模型
A段距离以内传播模型为： L=32.45+20lgf+20lgd；

L=104.45dB

其中f（MHz）为工作频率，d（km）为收发天线之间的

距离。按照700M单天面1T1R最大60W功率计算，发射功率为

47.78dBm，在不考虑馈线损耗、干扰余量、OTA损耗、穿透

船体损耗等因素的理想状况下，接收器能有–56.67dBm的接

收值。基于此，为保证近海覆盖的效果，基站需配置最大发

射功率1T1R60W，终端应配置船体外置增益天线，克服船体

穿透损耗[1]。

2.3 随机接入序列格式
随机接入指终端UE与基站建立无线链路的必须过程，包

含取得上行同步、申请上行资源两个基本功能。随机接入分

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类，两类随机接入过程中终端UE都是

首先发送随机接入前导码[1]。

5GNR随机接入前导码分为长序列和短序列两种。长序列

前导包括format0/1/2/3，短序列前导包括format A1、A2、A3、
B1、B2、B3、B4、C0、C1、混合A1/B1、混合A2/B2、混合

A3/B3。能够支持17.6km的随机接入仅有长格式符合要求[1]。

随机接入前导码如表1所列。

其中能够支持 17.6km以上小区半径的为 Format1 和

Format2，在理论上能够支持超远距离覆盖，但是目前700M

36

频段5G基站目前只支持Format0格式，随机接入前导码主要是

在多小区组网时影响接入门限，如果海面保证单小区覆盖时，

不会受Format0带来的影响。

2.4 基站设计
基站挂高50m，位于雷达塔顶部三角塔，设计参数如表2

所列。

2.5 700M频段干扰
现场测试发现 5G频段703MHz至733MHz，758MHz

至 788MHz上下行存在干扰，故该试验站按照六分之一频

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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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5G NR随机接入前导码长序列格式支持小区半径

Format 序列长度 子载波间隔/kHz 时域总/ms 占用带宽/MHz 最大小区半径/km

0 839 1.25 1 1.08 14.5

1 839 1.25 3 1.08 100.1

2 839 1.25 3.5 1.08 21.9

3 839 5 1 4.32 14.5

表2 基站天线设计

经纬度 XXX.XXXXXX°E XX.XXXXXX°N

扇区 天线类型 挂高 方位角 机械下倾角 电下倾角 总下倾角

C1 700M天线（港内） 50m 10° 2° 0° 2°

C2 700M天线（海面） 50m 150° 1° 0° 1°

C3 700M天线（港内） 50m 270° 2° 0° 2°

行试验开通，即上行703MHz至708MHz，下行758MHz至
763MHz。

2.6 海上测试
测试选取公网测试软件，未对公网测试站点进行优化，

SpeedTest站点为ShanDong CMCC 5G，互联网出口带宽等因

素对测试数据具有一定影响，后期进行公网测速优化，测速

数据将有较大改善。

1.速率指标

由于700M频段存在较多干扰，仅能够选取上下行各

5MHz开展基站部署，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在轮船泊位，由于

两面天线同时进行覆盖，平均上行、平均下行速率能够达到

5MHz下理论带宽数值。港口内部存在连片的大型桥吊和矿石

堆场，对信号的穿透和反射带来较多屏蔽影响，引起港内上

下行带宽均值小于海面的情况，后期如需要增强港内信号，

应在港内选择合适地点增加1～2个基站，海面数据为18.2公
里的上下行均值带宽数据，故小于泊位数据，如表3所列。

2.接收电平

平均接收电平值在–90dBm以上，该电平强度能够有效保

障数据通信的可靠性，特别是海面平均电平值高达

–84.54dBm，充分证明海面无线信号传播近似自由空间传播，

能量损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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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速率列表

区域 PDCP层平均上传速率（Mbps） PDCP层平均下载速率（Mbps）

泊位 6.36 18.10

港内 3.17 9.38

海面 4.94 10.12

表4 电平信噪列表

区域 平均RSRP（dBm） 平均SINR（db）

泊位 –76.36 23

港内 –86.69 8

海面 –84.54 18.2

3.信噪指标

由于该处仅有一个基站，仅需考虑三个扇区间的同频干

扰，泊位可接收两个天线的信号，故SINR值较高，在空口优

化中应予以重点考虑，调整两个扇区的最小接入电平值，达

到均衡覆盖的效果，如表4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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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泊位港内指标轨迹图

SINRRSRP

图4 近海区域指标轨迹图

SINRRSRP

热点 论点 广电5G︳5G in Radio and TV

电平指标与信噪指标采用全程记录的方式进行数据记录，

并依据地图形成轨迹图，通过图示颜色清晰判断问题出现的

位置，以供后期进行分析定位，轨迹图如图3、图4所示。

3 项目结论

700M作为5G黄金频率可以有效的进行海面远距离覆盖，

近海双向测试，从港口驶入近海，从近海返港，在18.2公里

左右700M低发射功率普通商用设备出现断网，改造后附带外

置增益天线的CPE仍能正常工作，在18.2公里范围内，丢包现

象很少出现，在21公里出现长时间丢包。

在第一锚地17.6公里业务范围内，各类终端连接正常，

不存在丢包断网情况，仅存在网络时延增加的情况，测试结

38

束后在驳船上部署5G摄像头实时回传驳船作业视频，充分证

明700M进行5G远距离覆盖是非常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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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媒体、短视频、微新闻等快速发展背景下，视频播放量产生了虚假刷流量的“灰色产业链”业务，这种现象违背了数据客观公

正原则，不利于对媒体传播的数据真实性进行评估。由于视频播放量符合随机性、多数量级、增长量正比于存量等

特征，因此可以基于本福特定律对视频播放量进行模型验证并通过相关性对验证结果进行检验，从而反映数据异常点，这对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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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such as “we media”, “short video”, “micro news” and so on, video playback amount has given
rise to gray industry chain of false flow increase, which violates principle of data objectivity and justice and is against to evaluate authenticity of media
dissemination. Since video playback amount conforms to characteristics of randomness, multiple orders of magnitude, and growth rat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stock, it is possible to model video playback amount based on Benford’s law and verify verification results through correlation to reflect data
abnormalit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of hot video playback amou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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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几年，短视频得到快速发展，依托于移动智能终端的

便捷性和人们碎片化时间的利用，不少内容创业者开始创建

短视频自媒体，从而创造内容财富。短视频应用正成为内容

创业的风口，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短视频具有适应性广、

承载量大、传播力强等特征，内容消费模式偏向于“短平

快”，因此短视频内容形式逐渐普及，行业发展正趋于完善

和稳定[1, 2]。

短视频发展所带来的市场价值，逐渐催生了短视频虚假

刷流量的“灰色产业链”[3]。据统计，目前国内各类刷量

平

台已超上千家，刷量产业的人员规模累计近千万。移动智能

终端群控系统、IP代理、虚拟定位等技术被快速应用于刷流

量产业，造成许多平台的短视频播放量数据失真，导致部分

新媒体视频平台已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虚假流量只是泡沫，

不利于优质内容的输出[4]，也不利于短视频产生稳步发展，

更不利于形成健康的行业生态。

1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特征分析

短视频播放量满足随机性、多数量级、增长量正比于存

量等特征。随机性是指当用户基数很大时，每个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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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量是随机的。多数量级是指根据短视频内容优质度、热

点度、标题吸引力、内容类目、评论、点赞和转发量、关联

度等因素呈现不同短视频差异非常大可横跨多个数量级的情

况。增长量正比于存量是指短视频点播的增长与其本身已有

播放量要素密切相关。

不同于电话号码、身高、出生年月、邮政编码、学号等

数据的特性，短视频播放量的数据具备样本量大、无取值范

围限制、随机性强等特征，因此播放量首位数可设定符合本

福特定律[5]，短视频播放量首位占比概率计算为：

n+1

的短视频播放量数据与本福特定律相关性，从而验证所获取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的合理性。短视频播放量数据自动获取并

进行合理性判定步骤是：

1) 提取每个短视频播放量数据；

2) 获取播放量数据的首位数；

3) 计算从1～9每个播放量首位数出现次数并计算每个首

位数字出现的占比概率，生成数列A；
4) 根据式（1）生成本福特定律数列B，计算A与B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或斯皮尔曼相关系数，通过相关系数显著性验

证结果偏差，最终得出短视频播放量的一致性。
p(n)  lg

n
（1）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爬虫获取和一致性验证处理流程如图2

短视频播放量首位数取值范围为1～9，根据式（1）可绘

制播放量首位数占比概率服从单调递减趋势如图1所示。

本福特定律具有尺度和基数不变性，即图1中数字乘以一

个常数（常见的如数量乘以权重或者改变度量单位）新得到

的数据仍然满足本福特定律。本福特定律还具有“鲁棒”

性，即不符合本福特定律的数据的混合集，或者随机抽选这

些数据构成的混合集，仍然能很好地符合本福特定律[6]。

2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合理性判定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可基于短视频平台、内容发布者、视

频信息列表等参数通过编写爬虫获取。为了方便进行数据合

理性判定，可基于爬虫技术自动获取短视频播放量数据后通

过正则表达式提取指定发布者每个短视频播放量数据。对播

放量数据提取首位数并进行处理后与本福特定律进行差异比

较，再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或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判定所获取

所示。

短视频平台页面加载时，为了优化加载速度，短视频平

台一般采用分页或分批加载的方式。分页加载方式是将作者

所发布的所有短视频进行分页，当用户观看某位发布者短视

频时，仅加载第一页，后续由用户操作下一页或跳转到某一

页再进行加载；分批加载方式是先加载发布者第一批数据，

当观看者向下滑动页面时，再加载下一批数据，直至发布者

所有短视频加载完毕。因此，在使用爬虫进行短视频播放量

数据抓取时需要处理分页或分批数据加载的情况。

3 实验测试分析与应用

新媒体主流短视频平台主要有：哔哩哔哩、抖音、火山、

西瓜视频、快手、腾讯、梨视频、美拍、秒拍、酷然网、微

视以及各地方广电网站或APP发布渠道。根据图2处理流程，

选择“西瓜视频”平台上的“李永乐老师”，“科

图1 本福特定律应用于短视频播放量首位数字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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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爬虫获取和一致性验证处理流程

图3 短视频播放量与本福特定律折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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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宇宙锋轮”，“地球explore”三位发布者爬取的数据如表

1所列，数据处理曲线如图3所示。由于“西瓜视频”平台上

的发布者所有短视频是基于“页面向下滑动数据加载”的方

式，因此在进行数据爬取时，本实验采用模拟浏览器向下自

动翻页，直至没有新数据产生时再进行网页数据的正则提取。

短视频播放量数据处于实时变化中，表1中数据获取

时间是“2020-07-30 18：45”。短视频播放量数

据单位是 “次”或“万次”，由于播放量单位不影

响数据验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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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西瓜视频”平台发布者短视频播放量统计数据

ID “西瓜视频”平台

发布者

短视频播放量

1 “李永乐老师” [94，58，41，53，30，36，26，21，18]

2 “科学宇宙锋

轮”

[42，29，19，11，11，6，10，8，7]

3 “地球explore” [159，114，78，54，33，36，2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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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相关性取值范围与检验结果的相关强度对应关系

ID 取值范围 检验结果

1 0.8～1.0 极强相关

2 0.6～0.8 强相关

3 0.4～0.6 中等程度相关

4 0.2～0.4 弱相关

5 0.0～0.2 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表3 皮尔逊相关系数验证一致性

“西瓜视
频”平台
发布者

相关性的强度 相关系数显著性 验证结果

李永乐老师 0.9600 2.8793e-10 极强相关

科学宇宙锋轮 0.9785 2.1651e-12 极强相关

地球explore 0.9823 4.5894e-13 极强相关

表4斯皮尔曼相关系数验证一致性

“西瓜视频”发布者 相关性强度 相关系数显著性 验证结果

李永乐老师 0.9667 2.1550e-05 极强相关

科学宇宙锋轮 0.8619 0.0028 极强相关

地球explore 0.9667 2.1550e-05 极强相关

此在统计时忽略播放量单位，仅提取短视频播放量首位数字，

并计算从1～9每个播放量首位数字出现的次数如表1 所示。

根据表1短视频播放量首位数字绘制占比概率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西瓜视频”平台随机选择的三位发

布者播放量数据与本福特定律基本相符，下面通过相关系数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的判别如表2所列。

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检验需要符合：1） 两个变量

之间是线性关系，都是连续数据；2） 两个变量的总体是正

态分布，或接近正态的单峰分布；3） 两个变量的观测值是

成对的，每对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由图3可以看出短视频播

放量首位数字占比概率符合其中两个条件，为了能够使用皮

尔逊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可将图3向左镜像合成可得四条折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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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正态分布的单峰分布，这时便可以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进行判断。如表3所列是使用皮尔逊相关性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3中“相关性的强度”是以相关系数显著性的评价为前

提，“相关系数显著性”越小表示相关程度越显著，即验

证结果偏差越小。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验证与短视频播放量的数据分布无关，

因此可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利用单调方程评价本福特定律与

短视频播放量的相关性，如表4所列是使用斯皮尔曼相关性进

行检验的结果。

由表3和表4中“相关性强度”和“相关系数显著性”

结果可知所选三位“西瓜视频”发布者与本福特定律具有

高度线性正相关关系，即短视频播放量与本福特定律是相符

的。

4 结束语

短视频播放量符合随机性、多数量级、增长量正比于存

量等特征，因此可通过本福特定律对播放量首位数占比概率

进行检验，从而验证播放量是否涉及“刷流量”的“灰色

产业链”，这对于验证媒体传播的数据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提方法适用于对短视频播放量数据跨度较大的应用场

景，不适用于短视频播放量差异小的场景验证。在进行短视

频播放量获取时，考虑到效率因素，本文推荐使用爬虫技术

自动获取页面（对于分页数据加载或页面向下滑动数据加载

需多次进行数据合并和提取）、Json包或后台数据，通过自

动化方法进行统计后生成验证结果，并通过相关性对验证结

果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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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清SDR向4K HDR过渡阶段，涉及多种复杂的SDR和HDR转换场景，包括SDR到HDR转换、HDR到SDR转换、

SDR-HDR-SDR往返转换等，不同厂家的转换设备在转换效果上参差不齐，不利于超高清视频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在跟

踪研究国内外SDR和HDR转换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应用现状，重点分析了场景参考（SR，Scene Referred）映射和显示参考

（DR，Display Referred）映射两类SDR和HDR转换方法和转换流程，测试评估了不同转换方法的转换效果，给出了不同应用

场景下转换方法的选择建议，为SDR和HDR转换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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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Test on Conversion Methods Between SDR and HDR
Zhou Yun1, Guo Xiaoqiang1, Wang Yaming2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Science, NRTA,Beijing 100866, China)1
(YutianSocamAVSystemCorp, Beijing 100020, China)2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hase from HD SDR to 4K HDR, there are multiple complex SDR and HDR conversion scenarios, including SDR
to HDR conversion, HDR to SDR conversion, SDR-HDR-SDR round-trip conversion, etc. Conversion effects of conversion equipment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are uneve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ltra-high-definition video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tracking and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SDR and HDR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bined with application statu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wo types of SDR and HDR conversion methods and procedure, including scene-referred mapping and display-referred mapping,
tests and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thods, and gives suggestions on selection of conversion methods in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which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DR and HDR conversions.
Keywords HDR, SDR, BT.709, BT.2020, Conversion

0 引 言

我国4K超高清视频采用HDR技术来获得比SDR更好的视

觉体验，而传统的高清电视系统则采用SDR技术。因此， 在

高清SDR向4K HDR过渡阶段，系统还存在大量的SDR和HDR
转换需求，如4K节目制作时将高清SDR素材上变换为4K
HDR进行制作（SDR到HDR转换）、4K HDR节目下变换成

SDR节目在高清频道播（HDR到SDR转换）、制作过程中将

SDR信号转换为HDR进行制作最后再转换回SDR进行播

出（SDR-HDR-SDR往返转换）等。SDR和HDR转换不仅仅

是转换曲线的简单映射，还可能涉及基准信号电平的映射、

色调映射等处理。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入色偏、层次丢失等问

题，无法满足应用需求。

实际应用测试发现，不同厂家的转换设备转换方法各异，

不同配置下转换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需要对各环节的

转换过程谨慎处理，确保多次转换后仍然能保证质量。本文

在对当前SDR和HDR转换技术发展现状跟踪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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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两类转换的转换流程，并

采用测试信号对转换效果进行评估，给出实际应用中转换方

法的选择建议。

1 SDR和HDR转换技术发展现状

国际电联（ITU）针对SDR和HDR转换，发布了相关标

准和报告。ITU-R BT.2390[1]和ITU-R BT.2408[2]提出了基于直

接映射的SDR到HDR转换方法，由于SDR范围小于HDR范围，

这种转换是把小容器里的内容放在大容器中，转换后不会损

失信息，转换前后动态范围不会发生改变。

ITU-R BT.2446 [3]给出了三种基于动态转换的SDR和

HDR相互转换方法，转换前后动态范围会有所改变。SDR
到HDR转换时将SDR内容动态扩展到HDR范围，使得SDR
内容具有HDR内容的观感，转换时按照“暗部细节尽

量保留、中部内容不过分扩展、高亮部分在保证内容质量

前提下尽量扩展至显示峰值亮度”的原则，可以更好的

适配人眼特性，提升转换后的主观质量；HDR到SDR转换

时将HDR 内容动态映射到SDR范围，目标是转换后的SDR
尽量与转换前的HDR观感匹配；SDR-HDR-SDR往返转换时

建议尽量采用成对的SDR到HDR转换和HDR到SDR转换，

来尽量减少转换过程引入的质量损失。虽然基于动态转换

的方法可以针对不同场景进行优化，获得较好的转换效果，

但市场上目前完全符合用户需求的动态转换相关产品还在

发展和实践中。

SDR和HDR转换过程中可能还会涉及到BT.709色域和

BT.2020色域的转换。ITU-R BT.2087[4]采用线性转换矩阵将

BT.709内容直接放置在BT.2020容器中；ITU-R BT.2407[5]给
出了两类从BT.2020到BT.709色域的转换方法，一类是ITU-R
BT.2087的逆过程，也采用线性转换矩阵的方法，对超出

BT.709的部分采用硬削波处理，该方法把大容器里的内容放

在小容器中，从信息量的角度看属于不可逆的有损处理，

损失了超过BT.709部分的信息；另一类是色域映射的方法，

将原始的BT.2020 RGB内容转换到映射彩色空间，经过亮度

映射、色度映射、色调映射等处理后转换为BT.709 RGB内
容，该方法对于超出BT.709部分的信息进行了软削波处理，

可以获得比硬削波更好的处理效果。根据映射彩色空间的不

同，标准中给出了六种映射方法便于根据不同应用场景进行

选择。

除了基于上述信号处理的SDR和HDR转换方法外，基于

人工智能（AI）的转换技术也在不断的被提出。2019年8月，

国内首届“全国人工智能大赛”（AI+4K HDR赛项）

正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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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采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完成4K/ HDR/SDR转换等任务，推

动了基于AI的转换算法的探索和实践，但国内外都还没有完

全满足需求的可商用产品。

从市场应用情况来看，索尼、草谷、中科大洋、新奥

特、索贝等设备厂商主要采用的仍然是ITU-R BT.2087和ITU-R
BT.2390提出的基于直接映射的转换方法（也称为基于固定

参数的转换），配合艺术性调整或动态检测来获得最佳转换

效果。为了实现方便，大部分设备支持查找表（LUT，
Look-
Up-Table）的方式，可以同时包含多套转换参数。

因此，本文重点介绍基于直接映射的SDR和HDR转换方

法，包括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分析SDR到HDR转
换、HDR到SDR转换和SDR-HDR-SDR往返转换流程，对比

评估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的转换效果，给出不同应

用场景转换方法的选择建议。考虑到我国已开播的超高清电

视频道采用HLG格式，下文中HDR以HLG为例，PQ转换过程

类似，不再赘述。

2 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

对于一个电视系统，摄像机利用传感器对自然场景的场

景光进行拍摄，并通过光电转换函数（OETF）将光信号转换

为电信号进行传输，显示终端通过电光转换函数（EOTF）将

接收到的电信号转换为用于显示的显示光。对于整个系统而

言，可以看作是场景光通过光光转换函数（OOTF）转换为显

示光。

对于SDR系统，拍摄采用BT.709[6]规定的OETF（拍摄伽

玛近似为0.5），显示采用BT.1886[7]规定的EOTF（显示伽玛

为2.4），因此OOTF的系统伽玛近似为1.2，显示光比场景光

的对比度和饱和度更高。对于HLG系统，最高亮度为1000
cd/m2时，OOTF对应的系统伽玛为1.2，显示光与场景光的对

比度和饱和度也不一致。因此，转换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

应用场景选择是基于场景光进行转换还是基于显示光进行映

射。

当转换目标是匹配SDR和HDR摄像机的色彩和相对色调

时，例如在电视直播制作中混合使用SDR和HDR摄像机，一

般采用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转换。对于SDR到HDR的转换，

可以理解为用HDR摄像机拍摄SDR场景内容，对输入的SDR
信号采用OETF 1转换为场景光，然后基于场景光进行转换得

到目标HDR信号。类似的，对于HDR到SDR的转换，可以理

解为用SDR摄像机拍摄HDR场景内容，对输入的HDR信号采

用OETF 1
转换为场景光，然后基于场景光进行转换得到目标

SDR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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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换目标是匹配显示器上看到的彩色和相对色调时，

例如在HDR制作时采用SDR素材，一般采用基于显示参考映

射的转换。对于SDR到HDR的转换，可以理解为用HDR摄像

机拍摄SDR监视器显示内容，对输入的SDR信号采用BT.1886
EOTF转换为显示光，然后基于显示光进行转换得到目标HDR
信号。类似的，对于HDR到SDR的转换，可以理解为用SDR
摄像机拍摄HDR监视器显示内容，对输入的HDR信号采用

EOTFHDR转换为显示光，然后基于显示光进行转换得到目标

SDR信号。

3 SDR到HDR转换流程及测试

视频。

3.2 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转换
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SDR到HLG转换流程见图2，对于输

入的SDR视频信号，通过BT.1886规定的EOTF转换为显示光：

E=(E')2.4 0≤E'≤1

其中，E'是输入的[0，1]范围内的非线性电信号，E是经过电

光转换后的[0，1]的线性光信号。

然后参照ITU-R BT.2087将BT.709色域转换为BT.2020色
域，同样也需要采用一定的电平缩放将100%的SDR映射到

75%的HLG，对应的缩放增益为：

3.1 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转换 EOTF (0.75) OOTF OETF 1 (0.75)
Gain  HLG  HLG HLG

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SDR到HLG转换流程见图1，对于输

入的SDR视频信号，通过OETF 1
得到SDR场景光，转换函数

EOTFSDR(1.0)


0.2651.2 0.203
1.02.4

EOTFSDR(1.0)

如下： SDR显示光信号经过缩放后，经过OOTF 1
和OETF 转

E=(E')2 0≤E'≤1

其中，E'是输入的[0，1]范围内的非线性电信号，E是经过电

光转换后的[0，1]的场景光信号。

换后得到HLG视频，OOTF 1
计算如下：

Ys  Yd 

HLG HLG

然后参照ITU-R BT.2087将BT.709色域转换为BT.2020色
域。为了保证原始SDR和转换后的HDR在参考白上具有相似的

电平值，需要对SDR场景光信号电平进行缩放，将100%的SDR
场景光映射到75%的HLG场景光，对应的电平缩放增益为：

OETF 1 (0.75) 0.265
HLG   0.265

OETF 1 (1.0) 1.02.0

经过电平缩放后的场景光再通过HLG OETF转换为HLG

Yd是输入的SDR显示光，Ys是场景光，γ=1.2+0.42 log10
（L /1000），L是显示峰值亮度，显示峰值亮度为1000cd/m2

时，该值为1.2。

3.3 SDR到HDR信号转换测试
为了验证SDR到HLG的转换前后效果差异，采用10bit的

100% BT.709 SDR彩条信号进行测试，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

转换电平值见表1，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转换电平值见表2。

图1 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SDR到HLG转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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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HLG到SDR转换电平值

输入BT.709 SDR 输出BT.2020 HLG

彩条 R G B R G B

100% White 940 940 940 721 721 721

100% Yellow 940 940 64 713 719 316

100% Cyan 64 940 940 538 709 718

100% Green 64 940 64 512 707 296

100% Magenta 940 64 940 651 286 705

100% Red 940 64 64 639 269 164

100% Blue 64 64 940 227 147 702

100% Black 64 64 64 64 64 64

表2 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HLG到SDR转换电平值

输入BT.709 SDR 输出BT.2020 HLG

彩条 R G B R G B

100% White 940 940 721 721 721 721

100% Yellow 940 940 716 721 318 716

100% Cyan 64 940 546 716 725 546

100% Green 64 940 524 716 302 524

100% Magenta 940 64 688 310 741 688

100% Red 940 64 685 298 178 685

100% Blue 64 64 266 168 777 266

100% Black 64 64 64 64 64 64

内容制播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采用Sony BVM X300监视器对转换前后的图像进行监看，

采用场景参考转换后的HLG图像与原始SDR图像相比饱和度

更低，而采用显示参考转换后的HLG图像与原始SDR图像观

感一致。

因此，当高清SDR摄像机与4K摄像机共同进行4K节目拍

摄制作时，为确保图像效果的一致性，高清SDR摄像机信号

建议采用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上转换，相当于用HDR摄像机

直接拍摄SDR场景，转换后图像的观感与HLG摄像机拍摄的

效果一致；但HDR制作流程中如果使用SDR图文，如国旗、

广告等时，建议采用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转换，使得这些图

文显示效果与高清SDR保持一致。另外，如果4K HDR制作时

采用了已调色的SDR内容，也建议采用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

转换。

4 HDR到SDR转换流程及测试

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HLG到SDR转换流程见图3，输入的

HLG视频采用HLG OETF–1获得场景光，采用ITU-R BT.2087
逆过程将BT.2020色域转换为BT.709色域，然后将75%的HLG
映射到100%的SDR，对应的缩放增益为1/0.265，对于超出

BT.709色域和SDR亮度的部分，采用削波处理。最后，采用

BT.709 OETF得到SDR视频。

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HLG到SDR转换流程见图4，输入的

图3 基于场景参考映射的HLG到SDR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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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于场景参考的HLG到SDR转换电平值

输入BT.2020 HLG 输出BT.709 SDR

彩条 R G B R G B

50% White 502 502 502 549 549 549

50% Yellow 502 502 64 568 551 64

50% Cyan 64 502 502 64 580 554

50% Green 64 502 64 64 582 64

50% Magenta 502 64 502 682 64 575

50% Red 502 64 64 696 64 64

50% Blue 64 64 502 64 64 579

50% Black 64 64 64 64 64 64

表4 基于显示参考的HLG到SDR转换电平值

输入BT2020 HLG 输出BT.709 SDR

彩条 R G B R G B

50% White 502 502 502 555 555 555

50% Yellow 502 502 64 567 554 64

50% Cyan 64 502 502 64 567 547

50% Green 64 502 64 64 565 64

50% Magenta 502 64 502 606 54 529

50% Red 502 64 64 607 64 64

50% Blue 64 64 502 64 64 472

50% Black 64 64 64 64 64 64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内容制播

HLG视频采用HLG EOTF获得显示光，采用ITU-R BT.2087逆
过程将BT.2020色域转换为BT.709色域，然后将75%的HLG信
号映射到100%的SDR，对应的缩放增益为1/0.203，对于超出

BT.709色域和SDR亮度的部分，采用削波处理。最后，采用

BT.1886 EOTF–1得到SDR视频。

为了验证HLG到SDR的转换效果，采用10bit的50% BT.709
SDR彩条信号利用上述转换流程进行测试，基于场景参考的转

换电平值见表3，基于显示参考的转换电平值见表4。
采用Sony BVM X300监视器对转换前后的图像进行监看，

采用场景参考转换后的SDR图像与原始HLG图像相比饱和度

更高，而采用显示参考转换后的SDR图像与原始HLG图像观

感一致。

因此，SDR和HDR同时制作时，如果只有HDR摄像机，

采用SDR调光制作HDR时一般摄像机内置的下转换采用场景

参考映射下转换，为了使调光师看到的图像与播出一致， 高

清播出时也要采用相同的场景参考映射下转换；如果采用

HDR调光制作HDR时，高清播出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采用场

景参考映射还是显示参考映射进行下转换，场景参考映射下

转换保留了SDR图像观感，显示参考映射下转换则保留了

HLG图像观感。

5 SDR-HDR-SDR往返转换流程及测试

在某些场景下，需要将SDR信号转换为HDR，然后再转

换回SDR。SDR转换为HDR有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

图4 基于显示参考映射的HLG到SDR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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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HDR转换为SDR也有场景参考映射和显示参考映射两

种，所以可能的往返转换有四种：场景参考映射上转换+ 显

示参考映射下转换（SR上转+DR下转）、显示参考映射上转

换+场景参考映射下转换（DR上转+SR下转）、显示参考映

射上转换+场景参考映射下转换（DR上转+DR下转）、场景

参考映射上转换+场景参考映射下转换（SR上转+SR下转）。

对于DR上转+DR下转和SR上转+SR下转，只要保证上下

转换的电平映射关系一致，转换前后的图像饱和度没有变化；

对于DR上转+SR下转，上转换时饱和度不变，但下转换时饱

和增加，所以往返转换后的饱和度增加，色调也有所变化；对

于SR上转+DR下转，上转换时饱和度降低，但下转换时饱和

不变，所以往返转换后的饱和度降低，色调也有所变化。

为了验证往返转换的的实际转换效果，采用10bit的100%
BT.709 SDR彩条信号利用上述转换流程进行测试，测试结果

见图5，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为了在HDR与SDR混合制作时确保往返转换后的SDR信
号与未经转换的原SDR信号相同，应尽量避免在往返转换时

混合使用场景参考映射与显示参考映射。

如果HDR制作时混合使用HDR摄像机和SDR摄像机，为

了保证HDR观感，建议采用场景参考映射上转换将SDR转换

为HDR，高清SDR播出时采用对应的场景参考映射下转换将

HDR转换为SDR。
如果HDR制作时使用了SDR图文，建议采用显示参考映

射上转换进行转换，高清SDR播出也要采用对应的显示参考

映射下转换，才能保持SDR图文转换前后效果一致。

48

6 小 结

在SDR和HDR转换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如何在对技术理

论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综合艺术效果的考量，是目前应用的

一个难点。基于直接映射的转换方法实现简单，能适用于大

部分节目，是现阶段的最佳选择，但无法保证部分超亮或超

暗画面的转换质量。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具体应用需求，选

取合适的转换方法，确保转换后的内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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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远程制作对电视制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改变，挑战之一是信号传输，特别是4K超高清电视信号传输问题。本文从4K现场

制作的信号传输入手，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详细介绍了基于裸光纤、CWDM、DWDM和IP网络的4K远程制作技术实现，

并根据研究得出提出基于IP网络的压缩4K远程制作将是未来发展方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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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dong Cable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CO. LTD, Guangdong 510066, China)2

Abstract Remote production is a great change for TV production. One of the challenges is signal transmission, especially 4K UHD TV signal
transmission. Starting from signal transmission of 4K on-site production, 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implementation of 4K remote produ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bare fiber, CWDM, DWDM and IP network, and proposes that 4K
compressed remote production based on IP network will b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Keywords 4K UHD TV, Remote production, CWDM, DWDM, IP network

0 引 言

远程制作是相对于现场制作而言的，现场制作需要在制

作现场部署摄像机、基站、切换台、调音台、收录系统等

大量制作设备，而利用网络技术的远程制作只需在现场部署

摄像机和网络传输设备，其他均利用本地机房和导控室的设

备，现场和本地之间通过光纤或电路实现信号传输。远程

制作不仅仅省去大量设备长距离运输，而且制作团队现场人

员也大幅减少，除摄像、现场导演和现场工作人员外，导

播、调像、技术保障人员等都在本地操作，实现“绿色”

制作。

远程制作最大的好处是节约制作成本，但需要解决信号

远距离传输等诸多问题，特别是4K超高清电视SDI基带信号

高达12Gbps带宽需求下，如何实现长距离传输，将是本文研

究的重点。

1 4K现场制作信号传输简介

4K现场制作时，摄像机与基站（摄像机控制单元CCU/
XCU）之间通过SMPTE 311M专用复合光缆直接连接，两端接

口为SMPTE 304M连接器。复合光缆内有8芯缆线，蓝黄光纤

线一对、红灰控制线各一对、黑白电源线两对，中心有加强芯

以提高线缆抗拉能力。SMPTE 304M连接器有6个端子，对应

复合光缆的光纤线、控制线、电源线（两对黑白电源线分色并

接）。光纤线用于视音频数据、遥控信号、通话联络信号以及

其他辅助信号的传输，总带宽为10Gbps；电源线用于基站对

摄像机供电；控制线用于基站对摄像机线缆连接的检测，当线

缆与摄像机正常连接时基站才供电，以确保供电安全。

基站通过遥控面板操作控制摄像机，包括白平衡、光圈、

增益调整等，基站还提供主视音频信号输出，以及返送视音

频信号、通话联络、同步、TALLY等其他辅助信号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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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裸光纤的4K远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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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当多台摄象机输出做特技切换时，需要由基站将所

有摄象机的工作状态，包括输出信号的行相位和副载波相位

调整—致，因此，基站在多机位电视制作中不可或缺。

对高清电视来说，视频信号传输遵循SDI串行数字接口规

范。但对4K超高清电视来说，SDI基带信号码率12Gbps， 超

过10Gbps的线缆传输带宽，所以要先压缩再传输。一种采用

TICO（ Tiny latency and compression ration codec）压缩、

SMPTE ST 2022-6封装的传输方案如图1所示，12Gbps的4K视
频信号被压缩到3.4Gbps。图1中SMPTE ST 2022-5是IP网络高

码率媒体信号传输前向纠错标准，SMPTE ST 2022-6是IP网络

高码率媒体信号传输（HBRMT）标准[1]。

2 基于裸光纤的4K远程制作

复合光缆传输距离一般在3km内，而且铺设不便，因此

多用于演播室或体育场内的现场制作场景。如果大楼之间或

市内光纤线路已铺设，则可以不用再铺设复合光缆，利用已

有裸光纤延长传输距离，实现远程制作，但前提是要有专用

的转换器。Bluebell公司产品ShaxX/Shax、GV公司产品HDX-
Plus/SHED-BS正是用来延长摄像机与基站间传输距离的专用

转换器。以GV HDX-Plus/SHED-BS应用为例，远程

摄像机通过复合光缆连接HDX-Plus，HDX-Plus接外电并对摄

像机供电，本地基站CCU/XCU通过复合光缆连接SHED- BS。
HDX-Plus与SHED-BS之间为裸光纤连接，如图2所示。HDX-
Plus/SHED-BS配对使用，起到延长复合光缆传输距离的中继

作用。

HDX-Plus/SHED-BS对光信号不作任何处理，直接连接转

发，因此，摄像机和基站的最远距离取决于摄像机和基站的

发端光功率和收端灵敏度。一般地，摄像机和基站发送端光

功率 –3dBm，接收端灵敏度 –15dBm， 1310nm光纤损耗

0.4dB/km左右，因此摄像机和基站的传输距离在30km内。

基于裸光纤的4K远程制作充分利用已有光纤线路，解决

复合光缆铺设和传输距离问题，但是对于体育赛事或演艺类

转播，4K制作有时需要8个或更多机位，光纤的需求至少也

要16芯，体育场或演艺中心至电视台一般不会有这么多的裸

光纤，解决这一问题可利用波分复用WDM技术。

3 基于WDM的4K远程制作

基于WDM的4K远程制作旨在通过WDM系统替代裸光纤，

使得在多机位4K远程制作中可以节省更多光纤资源。一根光

纤可以同时传输多个不同波长的光波，每个光波相当于

图1 摄像机与基站之间信号传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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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WDM标称中心波长

波段 波长（nm）

O波段 1271 1291 1311 1331 1351

E波段 1371 1391 1411 1431 1451

S波段 1471 1491 1511

C波段 1531 1551

L波段 1571 1591 1611

一根裸光纤。根据传输光波的密集程度不同，WDM可分为稀

疏波分复用CWDM和密集波分复用DWDM。

CWDM一般工作在1260nm到1620nm波长之间，覆盖O、
E、S、C、L五个波段，波长间隔20nm，共18个波长[2]，如表

1所示。目前，商用8波CWDM系统大多是在1550nm窗口的

S+C+L波段，避开了光损耗较大的O波段和水吸收峰E波段。

80波系统的DWDM工作在C波段的192.1THz至196.1THz
（对应波长1561nm至1528nm），160波系统的DWDM工作在

C+L 波 段 的 186.9THz 至 196.1THz （ 对 应 波 长 1605nm至

1528nm），波长间隔0.4nm，绝对参考频率为193.1THz[3]（对

应的波长为1552.52nm）。与CWDM相比，DWDM除了更多

的波长优势外，得益于掺饵光纤放大器EDFA、拉曼光纤放大

器SRA以及超强带外FEC纠错的广泛应用，使得DWDM具有

更长的传输距离，目前DWDM系统可以实现超过3000km的无

电中继传输。

3.1 基于CWDM的4K远程制作
与基于裸光纤的远程制作一样， 每台摄像机和CCU/

XCU仍需要配备一套转换器，只不过转换器之间改为CWDM
系统连接，如图3所示。以Barnfind公司的CWDM 设备BTF1-
03为例，BTF1-03有16个SFP光纤端口和1个8 通道复用/ 解复

用模块，其中8 个SFP端口接转换器HDX- Plus/SHED-BS，另

8个SFP端口接8通道复用/解复用模块， 16个SFP端口完成8路
HDX-Plus或SHED-BS光信号的波长转换，使其符合 ITU-T
G.694.2标准的CWDM波长。本地和现场之间的复用/解复用模

块通过一对裸光纤连接，裸光纤内有8个波，作为摄像机和基

站CCU/XCU间的信号传输载体。

基于CWDM的4K远程制作，信号只经过一次波长转换，

无压缩，无延时，效果与裸光纤直接连接一样。本地与现场

之间最远距离取决于CWDM系统的最大传输距离，根据

CWDM系统发送端光功率和接收端灵敏度的不同，有40km和

80km两种传输距离，适合于城域或距离不是太远的城际间4K
远程制作场景。

3.2 基于DWDM的4K远程制作
基于CWDM的4K远程制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裸光

纤数量不足问题，如果遇到机位数更多、距离更远的4K远程

制作需求就难以满足了，这时可以采用基于DWDM的4K远程

制作。DWDM有两种应用：开放式DWDM和集成式DWDM。

开放式DWDM系统内置波长转换单元，可将波长不符合要求

的光信号转换成符合ITU-T G.692标准的光信号，便于后续光

复用。集成式DWDM系统不需要内置的波长转换单元，业务

端光信号波长本身已经符合ITU-T G.692标准，可以直接进入

DWDM系统的复用单元。

3.2.1集成式DWDM应用场景

集成式DWDM 4K远程制作应用场景如图4所示。转换器

图3 基于CWDM的4K远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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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xX（或HDX-Plus）左侧通过复合光缆接4K摄像机HDC-
4300，右侧通过尾纤连接4K多格式光端机BarnMini-12，
由BarnMini-12将光信号转换成符合ITU-T G.692标准波长

的光信号，绕过DWDM系统业务单元，直接连接DWDM
系统的复用单元，与其他业务信道光信号复用输出。测

试中，BarnMini-12的DWDM光模块选用型号为SFP+ 10G
80KM CH60 CDR，CH60代表DWDM的第60通道，中心波长

1552.52nm。我们的测试是在省网络公司光传输网络OTN上进

行，设备是OptiX OSN 8800，80波50GHz间隔。测试路由广

州经佛山至肇庆，并在肇庆内部环回，全程约400km。环回

信号经光解复用单元、BarnMini-12和转换器Shax（或SHED-
BS），接基站CCU，输出正常。

最初的测试没有用BarnMini-12，转换器ShaxX/Shax直接

接入DWDM系统的业务单元，但测试没有成功，原因是摄像

机 HDC-4300输出信号所采用的封装协议，经转换器

ShaxX/Shax透传后，DWDM系统业务单元不能识别。加入

BarnMini-12的目的是作波长转换，使光信号波长符合ITU-T
G.692标准。由于DWDM系统不能识别私有协议信号，只能

在光信号层面进行放大传输，因此路由中不能有电中继。

3.2.2开放式DWDM应用场景

上述测试如果将Sony HDC-4300系统换成GV LDX 86N系
统，这时就不需要波长转换器BarnMini-12，ShaxX/Shax可直

接接入DWDM系统的业务单元，由DWDM系统的业务单元板

输出符合ITU-T G.692标准波长光信号，与其他业务信道光信

号复用输出。经测试，同样的路由环回，输出正常。

这里之所以能省却波长转换器BarnMini-12，主要得益于

GV摄像机LDX 86N输出4K超高清信号按SMPTE ST 2022-6协
议封装成IP包（Direct IP技术），该信号可被DWDM系统业

务单元识别处理。在开放式DWDM应用场景下，路由中可以

有电中继，本地和现场之间的距离可以更远。

4 基于IP网络的4K远程制作

基于WDM的4K远程制作是为了解决裸光纤资源不足问

题，但真正实施起来难度较大，尤其是基于DWDM的4K远程

制作成本居高不下，这时可考虑采用基于IP网络进行4K远程

制作。

4.1 基于IP网络的无压缩4K远程制作
这里所说的无压缩是相对于4K摄像机源信号，在传输过

程中没有增加压缩编码环节，4K信号全部是透传转发。严格

说来，4K摄像机源信号本身是经过了浅压缩处理的，如前文

所述的TICO压缩。

利用GV摄像机传输系统Direct IP技术，可实现基于IP 网

络的无压缩4K远程制作。GV摄像机LDX 86N通过转换器

ShaxX（或HDX-Plus）接现场侧交换机，同样基站XCU通过

转换器Shax（或SHED-BS）接本地侧交换机，每个连接带宽

都是10Gbps。交换机之间单个端口连接带宽可以是25Gbps、
40Gbps或100Gbps，如果需要更高的带宽，可采用多个端口

Trunk来扩展连接带宽。一种城域范围内的应用场景是将

Direct IP技术和CWDM技术结合起来，交换机之间单个端口

连接带宽25Gbps，CWDM系统为8个波，交换机间总带宽达

到200Gbps，可以提供20个机位的远程制作。如果是城际之间，

可以通过DWDM系统连接，如用2个波，每个波100Gbps，同

样可以实现20个机位的远程制作。

与GV的Direct IP技术类似，在Sony的IP Live制作系统解

决方案中，信号采用了LLVC（Low Latency Video Codec）
压缩编码、NMI（Networked Media Interface）IP封装，压缩

率从3︰1到14︰1，理论上也可实现基于IP网路的4K远程制作。

对于基于IP网络的4K远程制作，延时问题是影响制作体

验的关键因素。我们测试了两台交换机间跨度约1000km并经

过DWDM系统两次电中继后的延时在10毫秒以内，不到半帧

的延时，对远程制作影响不大。

图4 集成式DWDM应用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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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IP网络的压缩4K远程制作
无论是TICO还是LLVC，都是浅压缩编码，是在图像质

量、码率和延时上作出的一种平衡。但采用浅压缩编码，在

多机位的4K远程制作时，带宽需求仍然非常大。如果能在保

证图像质量和低延时的前提下，对4K信号再进行深压缩编码，

将会大幅降低4K传输带宽，显著较少传输成本，应用前景也

会更加广阔。

Net Insight公司为高清电视系统远程制作提供了一个完整

的深压缩传输解决方案，其技术实现如图5所示。接入交换机

将摄像机过来的信号分解成视频IP、音频IP、数据IP，送Net
Insight媒体交换路由设备Nimbra，Nimbra将高清视频压缩，码

率在100Mbps以上时，画质无损[4]。压缩编码方式为J2K，以最

大限度减少延时，根据Net Insight资料介绍，压缩编码产生的

延时大约在100毫秒左右。在干线侧，Nimbra再将压缩视频与

音频、数据复用输出，输出口可以接光纤、DWDM、SDH、
以太网等任何网络。Nimbra干线传输基于动态同步传输模式

（DTM，Dynanmic 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技术[5]，细化

颗粒最小到512Kbps，以确保数据包低抖动、低延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方案只是高清电视远程制作解决方

案，并不是4K解决方案，因为Nimbra目前还不能直接对TICO
压缩视频再压缩。Net Insight之前提出过4K压缩传输方案，

是针对4×3G-SDI，采用4线方式，而摄像机没有4线输出，

因此该4K压缩传输方案不适合4K远程制作。

目前已有H.265、AVS2深压缩编码产品虽然可以大幅降

低码率，但编解码总延时过高，接近3s[6]，不适合4K远程制

作。为此，我们寄希望于厂家能开发出低延时、高效率的4K
深压缩编码产品，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将延时降低到

100ms以内，码率压缩到120Mbps左右，以更好地支持4K远

程制作。

5 结束语

基于裸光纤的4K远程制作适合台内多个演播室之间已部

署大量光纤的场景，如果是城域内或城际间只有少量的裸光

纤，可采用基于WDM的4K远程制作方案。从技术发展方向

和性价比角度考虑，基于IP网路的4K远程制作更加具有吸引

力，随着符合SMPTE ST 2022/2110标准的产品广泛应用，跨

市、跨省甚至是跨国的基于IP网路的4K远程制作将成为新的

常态。

本文受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AVS2超高清电视头端

编解码设备研发与应用”（项目编号2017B010134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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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标准规范发布实施后，各县级电视台大多在省级支撑平台下积极推进建设，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作为

省级支撑平台之一，积极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本文就县级融媒体建设中与省级平台对接架构及模式进行研究探

索，实现“新闻+政务+服务”的融媒体发展，同时还介绍了“中国蓝云”在青田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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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unty-level ConvergedMedia Center Construc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China-blue Cloud”

Qian Yongjiang1, Yan Yanqin2, Yu Dingguo2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Group, Zhejiang 310012, China)1

( College of Media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Zhejiang 310018, China)2

Abstract After the release of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 construction, most of county-level TV stations
actively promote construction under provincial-level support platform.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as one of provincial-level support
platforms, actively cooperates with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and explores docking architecture and mode
between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onstruction and provincial-level platform, so as to realiz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s + government +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troduce construction plan and practice of “China-blue Cloud” in the Qingtian TV convergedmedia center.
Keywords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hina-blue Cloud, Provincial-level platform, News + Government + Service

0 引言

新技术、新兴媒体的发展，给电视台、报业等传统媒体

业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利用好作为主流权威媒体的优势， 跟

进改革，融合新的技术，在宣传工作中起到积极带头的作用，

切实做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与基层群众最贴近的县级媒

体改革建设的必要性当即凸显，从2018年开始，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该项工作，多次在会议中强调推

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一系列工作是中央

有关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和统一协调推动的，从思想政策的提

出到具体工作安排部署等，提出要求到2020年底要在全

54

国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并不是全新开始建

设的，而是对原有的各县级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报业中

心等单位的一次全面整合，是一种顺应改革发展，在我国体

制下利用新技术、采用新方式，达到更好的为人民提供信息

和服务的县级传媒单位，成为县级党委政府统一的宣传出口，

更全面的发布资讯信息。

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标准规范全部发布实施，为指导各

地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了关键性、基础性技术支

撑。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浙江广电集团作为

浙江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省级平台之一，技术思路清

晰，以本集团已完成建设的云平台作为基础条件，结合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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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优势资源搭建统一的全省广播电视融媒体技术协作平台，

给县一级的传媒单位融合提供好的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撑。节

约建设成本基础上高标准完成建设，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全省

的融媒体中心建设。

1 建设方案

1.1 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
浙江广电集团融合发展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共赢。

构建于浙江国际影视中心的中国蓝云，是基于云计算和大数

据等技术，将本地和互联网资源相互结合，提供强大的基础

资源，构建混合云架构，供其他媒体机构以租户形式入住。

对媒体生产制作全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集约化、网络

化改造，实现云端协同制作模式，进而降低制作成本、提高

效率、提升各项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媒体服务业态创新和融

合传播，形成一种全新的技术模式。中国蓝云平台框架如图1
所示。

各地方台采用租户模式接入中国蓝云。通过台内部署的

接入交换机连接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光缆专

线，并和浙江广电集团云平台数据中心进行对

接，通过万兆大带宽实现与台内生产系统、办

公网的对接。中国蓝云能够为各租户方便的提

供包括基础资源、媒体应用服务、云媒资库、

云非编桌面、安全技术等可靠的服务。这些服

务涉及整个媒体采集、生产、制作到发布的全

流程，满足租户实现高性价比、多种类、方便

易用、易维护升级等必需或者更高级的需求。

接入模式有多种，云上的所有工具和服务

均可自主选择。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全面接

入，即结合当地本地化生产平台已有的数据和

业务，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蓝云的能力，全面

引入中国蓝云的工具和服务，进行融媒体中心

建设，达到本地各项业务生产和融媒体中心的

建设要求；第二类为融媒体中心业务的接入，

该分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只需对接功能服

务，就可实现融媒体“一稿多用、多种生产、

多终端发布”的要求；第三类轻量级接入，即

只接入个别新兴业务或功能。

1.2 基于中国蓝云县级融媒体中心设计方案
1.2.1融媒体中心框架设计

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使用现有的“中国蓝

云”平台的基础资源进行建设，从而节约建设成本整个平台

基于云架构模式，如图2所示，总体架构自下而上分为三个层

次分别为基础层、服务层、应用层。

1. 基础层

采用“中国蓝云”平台的现有的IAAS 层的存储资源、

计算资源、网络资源等。通过虚拟划分通用计算资源（刀片

或X86服务器）、专业计算资源（ GPU）、存储、分布式网

络（控制与转发分离）、媒体桌面的方式， 搭建出高可靠性、

强安全性、大弹性的基础资源池，将资源进行集中使用、调

度、维护，提高使用效率及可扩展性。

2. 服务层

服务层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层，既要实现下层基础

资源适配服务，同时也要支撑应用层业务集成服务。采用分

布式、高可用框架，提供媒体处理和业务、大数据及流程等

引擎，搭建支撑平台。既具有将上层业务系统从繁琐的软件

基本能力建设中解放出来，具备工具的解耦能力；又能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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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蓝云平台框架

图2 中国蓝云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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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层应用所需，自动弹性伸缩服务，具备调度下层资源的

管理能力。

3. 应用层

应用层依托基础层和服务层，提供各种业务适配，包括

融媒体中心业务、新媒体业务、融合业务所需的采编发、大

数据分析、纸媒业务、媒资管理等。

县级融媒体中心基于基础层、服务层、应用层，利用平

台资源池化、工具化、租户化的特性，采用组装的方式，快

速搭建所需的业务环境。

1.2.2融媒体中心网络及安全设计

县域融媒体中心网络设计有三层，各层互相独立，台内

所有网络终端网关均设在网络核心区，地址由中国蓝云统一

规划，中心网络架构如图3所示。

融媒体中心网络上行通过中国蓝云全省高速OTN环网接

入中国蓝云地市县接入区，用于融媒体中心各终端访问中国

蓝云业务。同时与本地办公网络前端路由器通过NAT互联，

既实现下行办公网内部终端通过加密拨号通道访问中国蓝云，

又满足办公安全区终端互联网访问需求。

融媒体中心内部按照防护互联网需求分为制作安全区和

办公安全区两个安全域，两者间的逻辑隔离，设置防火墙实

现；为保证内部素材的安全，外部的素材统一通过数据摆渡

系统到达内部资源库；设置有禁止访问策略，办公网络一般

禁止访问融媒体中心。

所有访问中国蓝云的终端都需要统一安装iNode和360天
擎用于用户安全准入，其中融媒体中心终端使用portal模块登

入，办公网终端使用VPN模块登入。

2 青田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实践

青田县由于其地理、人文和历史等多种因素，有“石雕

之乡、华侨之乡、名人之乡”等美誉。在全国县城排名多项

居首，与青田县人民开拓创新、努力拼搏的精神分不开。在

2013年，青田电视台就开始探索媒体融合之路，在浙江省是

比较早的，当时建立了一次采集、多端利用，多渠道发布的

融媒雏形。

当前在全国积极推行开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背景下，

青田县选择浙江广播电视台的“中国蓝云”作为省级支

图3 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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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青田融媒体中心的业务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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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平台，利用当前台内本地已有的基础设施及数据，结合融

媒体中心建设业务生产需求和各项服务功能，利用省级平台

的优势，选择全业务接入模式，进行融媒体中心的建设。

青田县融媒体中心由五大子系统构成技术平台，分别为

媒体业务流程服务的“中央厨房指挥报道系统”、“媒资及

本地制作系统”、“报纸排版系统”、“网站及手机APP开
发”和技术支撑服务的“中国蓝云接入系统”。实现了广

播、电视、报纸及新媒体从策划、采访、制作到发布的全流

程深度融合，逐步形成“一套系统、滚动采集、滚动发布、

多元产品、全媒体传播”的现代传播体系。

建设的具体业务系统如图4所示，“中国蓝云”为其提供

主要包括内容汇聚、生产以及诸如转码、合成、检索等媒体

服务方面，此外提供技术、存储、数据库等通用资源的托管

服务。

青田融媒体中心整个内容生产系统一体化生产备份系统

分成云端和本地两个部分，需要定时进行素材、稿件同步，

在与云端网络连接异常时可依托本地内容库进行应急制作，

应对短时故障。搭建的最小制作网，可与中国蓝云互通。生

产的节目，可通过最小化生产环境下载然后送播出系统。本

地在线存储的400TB用于本地内容库和播出系统的在线存储，

为本地制作、媒资系统、播出系统共享。青田融媒体中心租

用蓝云100TB作为云端存储，存放素材和制作完成的成片以

及报纸的素材和排版样稿，素材上载同时保存在本地存储和

云存储。

接入蓝云后，能够方便获取省级平台海量节目资源，提

升节目制作能力，逐步实现各类媒体的深度融合。目前，青

田网共有123家单位入驻，包括青田县的各乡镇街道、各行政

机关单位等。有分类信息、网络问政、海外播报等特色栏目，

实名注册用户14万+，日均访问达132万次+。

3 结束语

当下县级融媒体产品将主要聚合关于本地各类媒体的时

政、生活、服务以及旅游等信息。作为一种介质，将政府推

行“智慧城市”建设的各种公共服务信息方便的汇聚，给用

户带来新兴的媒体服务，便捷的政务、生活服务，让用户从

切实可用，到依赖爱用，实现各项功能服务落地，真正为人

民服务。本文基于中国蓝云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设计

出一个共性模式设计，后续不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与中国蓝

云对接时，基于基础服务，结合各县市特色进行特色性建

设，该模式也可以为其他的省级平台与市县级接入做参考，

推进融媒体的建设。

本文受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C03138）
资助，是该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钱永江. “中国蓝云”在浙江省市县三级媒体融合的实践探索[J].

吉林:北方传媒研究, 2018: 28–30.

[2] 于艺.当代中国运用“融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研究[D].辽宁:渤海大学, 2016.

[3] 周丹丹. 广电网络云安全等保的研究与实现[J].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18(5): 97–100.

[4] 郑红哲. 超大型媒体内容融合生产平台设计与实践[J]. 广播与电视

技术, 2019: 36–39.

[5] 范晓梅. 融媒体技术在电台新闻报道创新实践中的应用[J]. 广播与

电视技术, 2019: 52–56.

第一作者简介:
钱永江，男，1980年生，硕士，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融媒体
技术中心系统研发部主任，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云平台、
媒体融合、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中国蓝云平台整体平台的项目设计和建设。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57



内容制播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本文献信息】张博力.安全可靠传输（SRT）协议在5G直播中的链路分析和部署策略[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1).

安全可靠传输（SRT）协议在5G直播中
的链路分析和部署策略

张博力
（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 230000)

【摘 要】SRT协议是一种新兴的视音频传输协议，本文结合安徽省首次5G直播的案例，从SRT协议的链路分析入手，提出了一

个衡量SRT链路可靠性的指标：安全冗余量(Secure-Margin)，并介绍如何参照该指标来部署一个可靠的SRT传输链路，最后

分析在不同直播场景下的参数调整策略。

【关键词】5G，SRT，安全冗余量，延时量，带宽开销

【中图分类号】TN919.8 TN948.1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01007

Link Analysis and Deployment Strategy of SRT Protocol in
5G Live Broadcasting

Zhang Boli
(China Anhui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hui 230000, China)

Abstract SRT protocol is an emerging video and audio transmission protocol. Starting with link analysis of SRT protocol,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first 5G live broadcasting in Anhui puts forward an index to measure SRT link reliability, which is Secure Margin, introduces how to deploy a reliable
SRT transmission link according to the index, and finally analyzes parameter adjustment strategy in different live broadcasting scenarios.
Keywords 5G, SRT, Secure-Margin, Latency, Bandwidth overhead

0 引 言

当前5G技术的商用已经全面铺开，它致力于解决增强型

移动宽带（eMBB）、超可靠低延迟通信（URLLC）、大规

模机器类型通信（mMTC）三大场景下的通信问题。其中

eMBB和URLLC带来了大带宽和低延时，从而使得一直依赖

于卫星、光纤等传统传输手段的电视直播工作有了新的选择。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5G只是一种更高效的互联网接

入手段，广域网中普遍存在的丢包、抖动、延迟、带宽波动

并不会彻底消失。如何选择合适的传输层协议来保证传输链

路的安全可靠，是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SRT（Secure Reliable Transport）协议-即安全可靠传输协

议，是一种新兴的视音频传输协议，能够在公共互联网环

58

境下实现高质量低延时的实时视音频传输。本文将结合安徽

广播电视台首次5G现场直播，从SRT协议的差错控制原理谈

起，尝试提出一个衡量SRT链路可靠性的指标-安全冗余量

（Secure-Margin），并介绍如何根据该指标部署和设置SRT
传输链路。

1 5G直播简介

2019 年4 月7 日安徽广播电视台完成了省内首次5G直

播——砀山梨园国际马拉松直播。在这次直播中，安徽台依

靠5G网络和SRT协议的有力支撑，创新性地将互联网传输信

号作为主路播出信号，实现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全程马拉松直

播。

本次5G直播采用了四条传输链路，其中三条传输链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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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5G网络进行传输，分别使用了SRT、LRT、R2TP三种传输

协议，采用了五家不同厂商的设备，实现了链路、协议、设

备三个级别的多重冗余备份。直播前我们进行了细致的链路

规划、计算和测试，并最终选择SRT链路作为本次直播的主

链路。

2 SRT协议理论分析

SRT协议能够在有损网络环境下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

传输[1]，由于SRT协议特别针对实时视音频传输做了优化，其

主要的应用场景是跨越公共互联网点对点传输实时视音频。

SRT协议在2017年转为开源协议，由于该协议良好的性

能以及开源的特性，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支持SRT协议，并

且不同厂商的SRT设备也能够协同工作[2]。

2.1 在有损网络环境下工作的SRT协议
参见图1，首先利用软件netem模拟存在丢包、抖动和带

宽波动的有损网络[1]，图中可以看到SRT协议能够很好地恢复

原始的码流特性和固定的帧间隔。它通过差错控制、基于时

间戳的数据包投递、根据延时量定义缓冲区等一系列机制，

实现了在有损网络下的实时视音频传输，其中差错控制使用

了自动重传请求机制（ARQ）。

2.2 自动重传请求-ARQ
数字通信中的差错控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自动重传

请求（ARQ）和前向纠错（FEC），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ARQ技术就被广泛应用在各类通信技术和传输协议中，发展

至今经历了多次进化，SRT协议发明者声称其对ARQ技术的

改进是ARQ技术的第三次飞跃[1]。

ARQ的基本思想可以表述为：接收端成功收到数据包后

会返回一个肯定应答（ACK），若超时未收到，则返回

一个否定应答（NAK），发送端收到NAK后会重新发送该数

据包。该工作机制决定了发送端和接收端都需要一个数据缓

冲区，在此基础上SRT协议还通过延时量（Latency）参数的

设定统一规定了发送端缓冲区和接收端缓冲区的最大可使用

量[1]。

单次往返时延（RTT-Round Trip Time）的概念也非常重

要：它表示了数据在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往返一次花费的时

间。

3 SRT链路的安全冗余量

在信号传输工作中，大家习惯通过链路的冗余量来评估

当前链路的可靠程度，卫星链路可以通过载噪比冗余量（C/
N Margin）来评估，光纤链路可以通过光功率和接收端灵敏

度来评估，但是对于SRT链路来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

来评估链路的可靠程度。

刚开始接触SRT协议时，文献[1]和[3]告诉我们要时刻注

意发送端和接收端缓冲区的状态，因为缓冲区状态能够反映

出链路的丢包重传状况，能够反映出SRT协议是否在正常工

作，实际上也能够反映出当前链路的可靠程度。经过长时间

的学习和数十场直播的经验积累，我们对如何评估SRT链路

的可靠程度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综合这些知识以及在卫星/光纤传输方面的工作经验，

笔者尝试提出了SRT链路安全冗余量（Secure-Margin）的概

念，并结合案例给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该指

标可以用百分比或者重传次数两种方式来表示。

3.1 发送端缓冲区冗余量
发送端缓冲区的作用是保存那些还没有收到ACK的数据

包，如果发送端收到了ACK，则将对应数据包从缓冲区踢

图1 SRT协议在有损网络环境下的传输性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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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送端和接收端缓冲区（较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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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SRT协议同时规定了：如果一直没收到ACK，该数据包

保存在发送端缓冲区的最长时间等于延时量。

图2是一种较好的传输状态，我们可以把延时量想象成在

发送端和接收端从左向右同步滑动的窗口，图中发送端缓冲

区的占用量很小，1号至6号数据包都已收到ACK，只有7号还

保存在发送端缓冲区中等待应答，这表示大部分数据包都已

经被正确接收。

图3是一种处于丢包临界点的传输状态，发送端缓冲区已

经被填满。接收方没有收到3号数据包，并向发送端返回了

NAK，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被延误，导致3号包即将被踢出

发送端缓冲区。如果3号的重新传输再次出现丢失或者延误，

该数据包就会丢包，解码端的图像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由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发送端缓冲区被占用的比例越少，

链路越安全，若发送端缓冲区被占满，链路则很有可能发生

丢包。

SRT协议规定了：数据保存在发送端缓冲区的最长时间

为延时量参数（Latency），最短时间为链路的单次往返时延

（RTT）[1]。如果把发送端缓冲区被数据填满定为临界点，则

发送端缓冲区冗余量SendBuffer-Margin的定义为：一段时间

内发送端缓冲区的最大空余量除以发送端缓冲区的最大值，

请参见公式（1）：

发送端缓冲区冗余量
延时量Latency(ms) 发送端缓冲区最大占用量(ms) 

可能会出现问题。

SRT协议规定了：数据存放在接收端缓冲区的最长时间

应略低于延时量（ Latency）[1]。如果把接收端缓冲区使用量

变 为 零 看 作 临 界 崩 溃 点 ， 则 接 收 端 缓 冲 区 冗 余 量

ReceiveBuffer-Margin的定义为：一段时间内接收端缓冲区的


延时量Latency(ms) ×100%

 
（1）

图4上半部分是5G直播当天的发送端缓冲区监测图，图

中延时量为125ms，RTT为10ms，这段时间内的发送端缓冲

区冗余量约为40%。由于选择了合适的参数，即使后半段网

络出现了波动（如图4所示），链路仍然保持了充足的发送端

缓冲区冗余量。

3.2 接收端缓冲区冗余量
接收端缓冲区的作用是将收到的数据包排序存放，排序

一方面是解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未及时到达的数

据包，并向发送端返回NAK。
图2中接收端缓冲区几乎被数据包填满，接收端的1号数

据包已经被送至解码器，2号至6号数据包都已收到。

图3中接收端缓冲区数据包较少，3号数据包未收到并且

位于接收端窗口最左侧，意味着随着窗口的滑动3号很可能被

跳过，解码出的图像会出现问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接收端缓冲区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其

占用量接近延时量，若接收端缓冲区占用量变为零，解码很

60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图3 发送端和接收端缓冲区（较差状态）

图4 5G直播中发送端/接收端缓冲区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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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占用量除以接收端缓冲区的最大值，请参见公式2：
接收端缓冲区冗余量 =

接收端缓冲区最小占用量(ms) ×100%

在定义出SRT安全冗余量的概念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该

指标以及直播场景的需求来调整编/解码器，从而搭建出一条

安全可靠的SRT传输链路。
延时量 Latency(ms) 

（2） 

图4下半部分是5G直播当天的接收端缓冲区监测图，延

时量为125ms，RTT为10ms，在图中这一段时间内的接收缓

冲区冗余量约为40%。

3.3 链路的安全冗余量
综上所述，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何配置一个可靠的

SRT传输链路：我们要保证发送端缓冲区的使用量低于延时

量，并且保证接收端缓冲区的使用量永远不会接近零[3]。

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SRT链路中的两个临界崩溃点，而

SRT链路中发送端和接收端缓冲区的状态是相互影响的，两

者较差的一方决定了整条链路的可靠性下限，因此链路的安

全冗余量Secure-Margin等于发送端缓冲区冗余量SendBuffer-
Margin和接收端缓冲区冗余量ReceiveBuffer-Margin两者的最

小值。

根据之前的讨论，延时量和RTT一起定义了数据包能够

被重传的最大次数，该次数等于延时量除以RTT[1]，我们依此

定义了重传次数冗余量的概念，参见公式（3）。

重传次数冗余量 =
延时量Latency(ms) ×安全冗余量(%) 

4.1 测量网络链路的基础参数
在配置SRT链路之前我们必须测量链路的可用带宽、丢

包率、RTT，并注意观察这些指标的波动程度。测量方法请

参见文献[4].

4.2 设定延时量
延时量Latency是SRT协议中最重要的参数，它是一个固

定值，可设置为20ms～8000ms[3]。延时量越大，SRT链路的

差错控制能力就越高，因此我们需要在链路的可靠性和低延

时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参考表1，延时量的计算参见公式（4），其中如果RTT
小于20ms，按20ms来计算：

延时量Latency=RTT×RTT乘数 （4）
公式4中“RTT乘数”的实际含义是SRT链路能够完成

的 最大重传次数，也代表了链路的差错控制能力，这也是

为什么丢包率越高，所需要的“RTT乘数”就越高，所需要

的延 时量也越高。

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表1给出的建议值，一个好

的习惯是提前进行链路测试，并结合安全冗余量和缓冲区状

态图来选择合适的延时量。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链路往返时间 RTT(ms) 

（3） 
至此我们分别用百分比和重传次数两种形式定义了链路

的安全冗余量（Secure-Margin），该指标表示了SRT链路的

可靠程度，数值越大链路越安全。理解安全冗余量的含义能

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缓冲区状态图，并能以此为参考更有

针对性地调整参数。另外RTT波动较大的链路我们需要通过

估算重传次数冗余量，进行更仔细的测试和调整。

4 SRT链路的参数配置策略

1. 体育和电竞这类直播需要很低的端到端延时，因为观

众一定不希望从邻居的欢呼声或者朋友圈得知进球，这种情

况需要我们非常仔细地权衡延时量和安全冗余量，从而找到

一个折衷的参数。以这次5G直播为例，在保证充足安全冗余

量的情况下，端到端延时只有0.8s左右，远小于卫星链路的延

时。

2. 延时量可以在编码器和解码器上分别设置，若数值不

一样以较高的一方为准，这也意味着仅在某一端把延时量参

表1 SRT参数设置表[3]

最大丢包率（%） RTT 乘数 带宽开销（%） 最小延时量（当RTT≤20ms）

<=1 3 33 60ms

<=3 4 25 80ms

<=7 5 20 100ms

<=10 6 17 1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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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降低是无法生效的。

3. 延时量参数并不是传输链路的端到端延时，端到端延

时需要实际测试得出。

4.3 设定带宽开销比例
带宽开销（Bandwidth Overhead）是一个百分比参数，

其计算基数为TS流比特率，默认值为25%，可设置为5%～

50%[3]。这部分额外带宽被用作重传数据包和传输反向控制数

据，也就是说带宽开销与SRT链路的差错控制能力是息息相

关的，实际上SRT协议中每丢失一个数据包就需要在接收端

消耗大约400bps的可用带宽[3]。

参考图5，在链路崩溃发生后，缓冲区数据会暂时填补解

码器对数据的持续需求，紧接着当链路恢复后，额外划定的

带宽开销会弥补之前对缓冲区数据的消耗，在“突发期”之

后整个SRT链路会恢复正常。另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参考表1，可以找到在不同丢包率下带宽开销的最

小值。

2. 带宽开销的计算基数是视频+音频+辅助数据的总比

特率。

3. 参考图5，区域A和区域B的面积必须相等，因此SRT
链路能够容忍的网络中断时间为延时量*带宽开销。实际上

综艺晚会或者政府会议这类对延时并不敏感的直播工作，

可以充分利用延时量和带宽开销这两个参数来大幅度增强链

路的可靠性。假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设置延时为8000ms，
带宽开销为50%，那么网络即使中断四秒钟也不会影响SRT
链路的正常工作，这一特性甚至是卫星和光纤链路都不具

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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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确定了编码码率之后，可以通过编码码率×（1+带
宽开销）来计算所需要的链路可用带宽，实际应用中建议在

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链路可用带宽来对抗网络波动[3]，建议

值为编码码率×（1+带宽开销）×1.33。假设使用HEVC方式

编码超高清视频，TS流比特率为40Mbps，带宽开销为25%，

链路可用带宽应高于建议值66.5Mbps，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SRT协议对网络带宽的要求比较高。

5 结束语

近年来，SRT协议在广电领域的发展呈现出多点开花的

趋势，在现场直播、远程制作、上行推流、超远距离传输多

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部署SRT链路时，前期的测试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测

试时可以通过观察缓冲区状态图和安全冗余量来判断链路的

安全性，并根据不同直播场景的需求来确定参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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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大型融媒体全球网络直播节目“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专题宣介会的直播系统技术方案，本方案的特点是为多

路由、全方位、立体式呈现直播节目内容，创新的技术系统架构及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为此次直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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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onverged Media Liv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Scheme for Thematic Presentation “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Jianqiang, Zhang Lin, Wang Hao, Li Chao, Zhou Shiyong

(Guizhou Radio and TV Station, Guizhou 5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echnical scheme of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of large-scale converged media global network live broadcasting
program “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heme characteristics are to present live program content in a multi-routing, omni-directional and
stereoscopic-display way. Innovative technical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provide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is live broadcasting. It fully reflects current innovation of omni-media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ive broadcasting.
Keywords Live broadcasting platform, Network streaming, Multilingual,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0 引 言

2020年9月22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贵州省委

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贵州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贵阳举行，以

“决战脱贫攻坚”为主题，向与会政党全面介绍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决战脱贫攻坚的生动

实践和重要成果。本次专题宣介会首次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行，来自拉美16个国家、7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

200 多名领导人通过网络视频连线参会，部分拉美国家驻华

使节现场与会。会议全程向全球进行直播。

1 直播技术平台设计与架构

1.1 技术平台总体框架
根据节目内容需求，本次专题宣介会设立一个主会场，

两个分会场共三个直播点。其中主会场为贵州省国际会议中

心贵州厅，一号分会场为惠水县委常委会议室，二号分会场

为惠水县好花红村广场。贵州广播电视台负责此次宣介会的

直播技术支持保障工作，并作为全球网络直播公共信号的唯

一提供方，通过动静直播平台向学习强国、人民网、中国网、

B站等多家国内外网络直播平台推送直播信号。本次直播信号

还需提供三种不同语种（中文、英语、西班牙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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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号，在系统架构设计上，需全面考虑功能需求、安全

可靠性及创新性。整个系统平台主要由外场直播点制作传输

系统、视频网络会议系统、总控调度分发处理系统及网络直

播推流平台构成。直播平台整体流程架构如图1所示。

1.2 平台主要功能实现
平台功能主要实现将惠水县两分会场现场制作信号传送

至主会场会议中心，网络视频会议系统主要完成国外嘉宾与

主会场连线参会。主会场现场制作多语种信号传送至台总控，

并进行不同语种声音分离处理，把处理后的信号调度分发至

融媒体中心动静直播平台，以及主会场异地网络备份直播推

流。直播公共信号统一由动静直播平台推流至内容分发网络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进行转发。

2 技术系统的实施与应用

2.1 设计技术方案，完善与提升系统性能
本台首次承担面向全球网络直播报道工作，涉及范围广，

时间紧，任务重。接到任务后，立即拟定技术保障方案，并

积极与中联部、外事办等单位协调沟通，充分了解节目内容

需求，根据节目需求调整技术方案。前期充分的规划与测试，

不断完善与提升系统性能，确保直播过程中系统的

稳定可靠运行。

此次直播，信号安全传输是重要的环节，直播信号传输

需保障主备链路通道。在接到任务，拟定技术方案的同时，

我们便着手与省网络公司、中国电信协商。主要从传输链路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考虑，并结合以往的直播信号传输经验做

法，利用光缆，卫星、5G、互联网等传输手段。

三个外场直播点信号均汇聚于总控，总控调度承担着非

常重要的任务，合理、高效、安全的调度才能保证信号的及

时分发到位，为此，提前规划总控调度，并设计简单、清晰

的总控调度方案，同时，对设计的方案进行演练和测试，检

验方案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2 节目制作传输系统
本台的2号高清转播车负责惠水县委常委会议室分会场节

目制作，设置4个有线机位，进行节目采集制作，前级切换后

向主会场提供时长30分钟的节目。好花红村广场节目制作系

统为黔南台高清转播车，设置5个有线机位、1个图传机位。

主会场节目制作系统为本台1号高清转播车，该转播车具备

16+8讯道制作能力，该系统负责采集主会场机位信号，接收

分会场前级切换后信号，视频联线信号，向台总控提供6声道

的三语种PGM信号。分会场与主会场异地，须保障信号传输

图1 直播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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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号传输方式设计多样，主路为省干SDH链路，备路

为卫星链路、三备为有线宽带+5G链路。主会场与台总控同

地，设计不同路由的光缆链路互备，网络链路作为三备，卫

星链路则为应急保障。各直播点的节目制作传输系统多次承

担过重大节目生产，去年还出色完成了本台首次联合全省九

市州及贵安新区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贵州恋歌》，系统稳

定、安全、可靠。各系统技术人员对设备较为熟悉，技术力

量扎实，经验丰富。

3 技术系统的创新与难点

3.1 总控系统信号处理-流程复杂、环节多
总控中心承担此次直播任务的技术重点和难点，两分会

场信号通过省干SDH、卫星链路传送主、备信号至总控，总

控再分发至主会场，网络链路信号直送主会场。主会场通过

不同路由光缆传送主、备PGM信号至总控，网络链路传送三

备信号，总控返送经过处理后的三语种信号至主会场作为动

静直播平台应急推流备份。

总控作为信号调度中枢，负责信号汇聚、分发与处理。

为保障安全，要求对主会场回传的PGM信号同时进行延时和

切换后再进行播出，这是本台网络直播中首次进行这样的信

号处理。从而提升了系统的复杂度。

切换后的信号，将进行分离中文、英语、西语三种不同

信号，通过主、备链路分发至动静直播平台，作为提供全球

网络直播的公共信号。此次总控对信号的处理环节复杂，难

度较高，这对技术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总控信号处理流

程如图2所示。

3.2 首次处理多语种信号-没有经验借鉴，难度系数提升
本此宣介会涉及的范围广，有来自拉美16个国家、70多

个政党和政党组织、200多名领导人通过网络视频连线参会，

部分拉美国家驻华使节现场与会。主会场节目制作系统需要

处理视频会议系统的不同制式信号，转换为国内广电标准的

1080i50格式，同时制作带有同声传译中文、英语、西班牙语

三语种的6声道PGM信号。而动静直播平台提供给不同国家的

直播平台的播出信号，则需分离出不同语种的2声道信号，

这是总控信号处理流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本次直播技术保

障的难点和重点，须保障分离后的信号安全可靠。

同时，技术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系统流程复杂，

环节多，设备功能性与稳定性未知，应急处理难度系数提升，

这些压力都明显体现在技术人员身上。接到任务后，技术人

员提前规划方案，测试设备功能。在系统搭建完毕通过测试

正常后，技术人员心里上的压力明显小了很多，根据下游对

不同语种信号的需求，总控调度将主会场回传的多语种信号

处理后进行分发，分离后的不同语种信号正常可用。为保障

信号调度流程清晰，特意制作总控信号全流程调度规划表，

给信号确认与应急处置提供便捷。规划表如图3所示。

无论是传统媒体的直播，还是新媒体网络直播，在直播

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信号监测监看必不可少，这是广电技术

人员一贯的自我要求，做到每个节点的监看，可以快速排查

故障，并进行处理，方便高效。信号全流程监看如图4所示。

图2 总控信号处理流程图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65



内容制播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66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图
3
总
控
信
号
调
度
规
划



图4 信号监测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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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声音的分离处理，因没有经验借鉴，提前设计了两

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利用广电专业帧同步信号处理设备X100
进行声音处理，该设备可以同时处理两路信号，一台可以分

离出英语和西班牙语信号，而中文信号不用该设备处理，利

用专业编码器编码时过滤掉3、4、5、6声道，保留1、2声道

的方式进行音频编码处理。第二种方案直接利用动静直播平

台推流编码器编码时选取不同声道进行音频编码，这样的方

式最为简单，推流编码器功能上也支持这样的方式，但该编

码器没有这样使用过，最为顾忌的一点，若信源音频出现异

常，编码器的设置选项较多，应急处置编码器设置会较慢。

动静直播平台技术人员不建议直接以这样的方式使用。于是

对不同方案都进行了测试，确认方案的可行性和易操作性，

测试综合对比，主要从系统稳定性和应急处理方式考虑，最

终选取由总控统一信号处理的方式，利用X100进行音频信号

分离，且设置生效反应较快，能快速的应急处理音频信号选

择。第二种方案虽增加了总控系统信号的处理流程环节，提

升了系统的风险，但这也充分体现出总控对信号处理的核心

作用。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对声音的分离效果明显，满足直播

信号需求，且没有出现异常，设备性能稳定可靠。这得益于

技术人员大胆尝试，以及前期的大量测试与准备。实际声音

处理方式如图5所示。

3.3 首次接入互联网ZOOM会议系统信号
该平台首次与ZOOM会议系统信号实现互联互通，经过

技术人员的不断调试，确保了嘉宾之间互动交流的信号畅通，

这次的成功运用，进一步提升系统互联网信号接入和使用的

高效性。也为未来的全媒体直播，跨平台信号的互通提供技

术积累。

4 此次直播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1. 事先的充分准备工作到位，想在前，做在后，做到有

的放矢，心中有数，对每一个环节风险隐患全面统筹考虑。

制定详细的任务推进表，严格按进度表推进工作，保障工作

有序，及时完成。

2. 强调信号测试的重要性。本台首次承担多语种信号直

播，须确保分离出的不同语种信号安全稳定。前期测试过程

中，录制了不同语种的6声道信号进行播放测试，由动静直

播平台实际推流，通过拉流回收监测进行确认。在全流程排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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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因主会场没有同声传译的3语种音频信号，则传送不

同电平音量的6声道信号进行测试。

3. 细节决定成败。对每一个细节都力求考虑到位，例

如，每天测试前检查一遍信号调度链路正确，传输设备、总

控处理设备有序的上架、标准有序的布线、以及详细清晰的

标识，这些细致的工作为应急处理故障带来极大的方便和快

捷。同时，对直播信号进行完备的监测监看以及通道的合理

规划，另外，对技术人员进行任务细化，职责明确，专人专

岗，保障此次直播的顺利完成。

4. 有力的通讯保障，前期制定规范的负责人通讯录，并

保障各节点负责人电话畅通，同时，我们还建立微信群，及

时沟通、交流，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另外，对于惠水2个分

会场、主会场与总控的通话，除了电话通讯以为，我们还利

用网络对讲通话链路。

5. 此次直播，还积累了同时与多单位、部门沟通、协调

的宝贵经验。

5 小 结

从这次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本台已经具备了非常好

的技术支撑和创新能力，用最新的技术手段推动节目更丰富

的表现形式，为节目创新创优提供强大的支撑能力。融

68

媒体直播技术平台已完成过多次重大活动的直转播任务，技

术人员不断创新，大胆尝试新技术，业务技能得到了很好的

锤炼。

通过提前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案及应急预案、

扎实的技术力量，圆满完成了本次重要任务。同时，为做

好此次专题宣介会视频直播工作，本台高度重视、精心部

署，统筹采编、技术等各类力量按照要求圆满完成任务，

利用动静客户端等多个平台进行了视频直播和浓墨重彩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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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化制播下电视节目送播方式的
重构与实践

方钟鸣，马军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0008)

【摘 要】在当前文件化制播的趋势下，为解决全台网制播遇到的问题，将文件化送播业务落到实处，特采用点对点的方式，对节目制

作送播方式进行了重构，即在全台播总控高清化升级改造项目中，通过建设节目素材不经过主干、媒资等重型服务而

从制作直达播出的文件化节目送播平台，转变了节目送播方式，推进了送播业务新进展。

【关键词】文件化，节目，送播方式，点对点，重构

【中图分类号】TN948.11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01009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V Program Delivery Mode Under File-base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Fang Zhongming, Ma Jun
(HangZhou Culture Radio&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8, China)

Abstract Under current trend of file-base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an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of whole station network, file-based transmission and broadcasting business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point-to-point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to reconstruct program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method. In high-definition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of whole station
broadcasting master control system,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a file-based program transmission and broadcasting platform that broadcasts directly from
production network without heavy services such as backbone network and media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program delivery is changed to promote
new development of delivery service.
Keywords File-based, TV Show, Delivery Mode, Point-to-Point, Reconstruction

0 引 言

随着数字电视技术的发展，节目分辨率和存储容量的不

断增加，传统磁带送播上载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电视业务发

展的需要。广电总局2007年发布了《电视台数字化网络化建

设白皮书》用于指导各个台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杭州文化

广播电视集团（以下简称杭州台）也于2010年建设了基于

ESB+EMB总线架构的全台网平台。全台网通过主干网将制作、

媒资和播出串联起来，而其中的制播流程部分在使用中却遇

到了较多问题，使得文件化备播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为了

改变这一现状，将文件化送播方式落到实处，杭州台在全台

播总控高清化升级改造项目中对节目送播方式进行重

构，建设了一个制作与播出点对点的，轻量高效的文件化节

目送播平台。本文主要围绕全台网文件化制播业务中遇到的

问题，介绍如何通过重构送播方式，设计和建设节目送播平

台，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发挥出平台轻量、高效、灵

活、安全的特性。

1 节目送播现状

1.1 节目送播方式

杭州在标清时代建设的全台网制播部分，结构过于庞大，

业务逻辑相对复杂，人员结构调整涉及面广，实际上并未得

到很好利用。业务上更多的是使用传统的介质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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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上载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虽然简单明了，但节目输出编

码，上载解码再编码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降低了节目画

面质量，同时也增加很大的人力成本。因此在全台播总控高

清化升级改造过程中需要一种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新方式，改

变现有局面切实推动节目素材文件化的整备。

1.2 全台网制播问题
全台网的理念是利用技术手段改善电视台的生产力环境，

从而达到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增强电视台的竞争和发展能

力。它主要采用互联互通的思想，将各业务进行统一整合，

以期达到规范标准的操作，应该说在台内的数字化、网络化

方面是一个较为先进建设理念。不过国内各电视台的实际情

况千差万别，杭州台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使得全

台网制播无法切实的推进，文件化备播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

问题主要有这几方面。

一是杭州台实行频道制，各电视频道独立运营、独立结

算。这一机制好处在于机制灵活，频道有更多的自主权；在技

术系统上，各频道因业务模式不同，需求也就不同，难以做到

一套技术系统涵盖所有需求，满足业务模式的变化和扩展。

二是全台网建设整体投资成本高，技术难度大，项目运

维管理要求高。单就制播流程涉及的环节就包含多次打包、

转码、分发、审核，业务流程重。节目制播业务又承载在主

干、媒资等重型服务上，不能够很好的满足制作和播出业务

的变化。

三是节目素材和节目串联单是与播出工作紧密结合的，

全台网制播流程的互联互通核心都在主干平台上，运维工作

往往都是由计算机部门或网络信息部门承担。他们不了解播

出业务，临播素材出现问题不能快速有效的解决。因此制播

流程沟通成本很高，容易在节目编排、电视播出、节目制作、

全台网运维之间造成混乱局面。

四是电视播出要求是实时在线的，制播业务是相对稳

定，这就要求制播业务部分能保持高可用又相对独立。而全台

网平台内任何一项业务系统的改造的不慎，都有可能给制播流

程带来风险隐患，导致送播不及时，引发安全播出事故。

2 送播方式的重构

全台网节目制作送播方式是从制作到主干/媒资再到播出

的串行结构。制作和播出之间逻辑距离相对较远，其实两者

之间主要交互的多是节目素材和关联信息。那么是否可以采

用新的方式（如图1），重构全台网节目制作送播的方式，

建立制作和播出之间点对点直连，简化流程，提升送播效率，

与此同时还不改变制作与媒资的现有关系。答案是显而

70

易见的，杭州台的节目送播平台正是基于如此的设想规划建

设的。

建设的节目送播平台强调轻量、高效、灵活、安全方面

的设计考量。送播平台需要改变以往全台网制播架构的重服

务、重流程的局面，采用轻服务、简流程的业务模式，构建

易部署、易维护、易扩展的平台；节目送播具备与传统介质

送播、通道上载的备播方式有足够的优势，节目从送播流

程到备播效率和备播安全，都能明显提升工作效率，缩短工

作时间；节目送播平台系统架构上需要低耦合、类微服务，

这样才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以模块化的方式进行自如的伸

缩，便于未来应对制作、播出的业务结构变化和扩展；节目

送播平台互联互通的同时，需要保证系统足够的安全。系统

间的安全边界相对独立，可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信息网络安全

需求。

3 节目送播平台技术方案

节目送播平台方案具备制作网内节目素材不经主干、媒

资等重型服务而直达播出的功能，简化送播流程提升效率，

节省系统的运营成本，如磁带、设备、人力、时间等。以总

编系统为核心串联，业务上让节目编排、制作和播出结合更

紧密，减少中间环节，播出人员可以快速定位问题，有效的

处理故障，推动制播业务高效率的运转。

3.1 系统架构
节目送播平台（如图2）结构上主要由送播客户端、后端

服务、数据库、存储、监控报警服务等组成，协调完成节目

单的导入、节目素材的关联、迁移、技审、内审、送播和备

播预警等工作。

节目送播平台联接制作网和播出网络，结构上相对独立，

各自拥有独立数据库不存在交互，媒体数据流单向传输。送

播平台结构轻量，灵活，既可以与制作网紧密结合又可以低

耦合，具有较强的伸缩扩展能力，还可向微服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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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化方向扩展。送播平台与播出内网之间设有安全区进行

边界隔离，目前使用网闸和防火墙等做安全隔离，模块化的

边界防护更具灵活性，后续可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的

变化而进行逐步调整，无需对基础网络和送播业务做调整。

节目编排系统（以下简称总编）是串联各业务的纽带，

节目生产执行先编排后制作的模式。每一条节目都会根据频

道和节目名称生成一个32位MD5格式的节目代码作为节目唯

一标识。节目素材关联时后台依据标识自动进行素材实体的

匹配，节目代码对编排、制作、播出人员做到透明。

节目整备上从播出角度看，送播平台仅是节目素材来源

当中的一个渠道，与播出内部的通道上载、文件化上载方式

并存，不同来源方式的素材在播出内部后续处理流程一致。

这样的结构能够很好的兼容原有业务习惯，利于平台技术的

逐步推广。

3.2 业务流程
节目送播业务流程（如图3）主要传输两类数据，一是节

目单信息数据，二是节目素材文件，整个业务流程由这两类

数据串联起来。送播客户端部署在制作网内，节目制作和关

联送播可以在同一个地点完成，避免来回跑，简化业务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

1.节目单传递

编排人员通过总编软件提取广告单信息合并成节目单后

导出，网闸设备会自动摆渡节目单到播出内网和送播平台的

接口服务，最终经过接口服务导入到相应数据库中，实现节

目单信息的传递。

2.素材关联检测

素材在进行关联送播时，客户端会对关联的素材节目的

封装格式、编码方式、视频码率、节目时长和文件扩展名等

做合法性检测，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无法关联，防止非媒体文

件提交，做好初级纠错。

3.技审早期反馈

节目素材的技审不是在迁移到播出域后才开始，而是在

素材关联后就进行，素材迁移到送播存储后交由分布式技审

服务器对静帧、静音、黑场、彩条等指标进行技术性审查。

技审结果通过客户端提前反馈给用户，可让制作人员第一时

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送播异常处置

重新关联：节目素材如发现问题或需重新关联，可在送

图2 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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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户端的关联、技审、内审、环节取消通过，删除重整备

素材。而已备播迁移到播出的素材，为了保证安全播出需要

播出确认删除已有素材才能进行重关联。

应急流程：送播平台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进行备播流程，

此时的应急处置是由制作人员送带至播出应急上载或使用

VTR应急播出。

3.3 安全保障
节目的安全播出是播出部门的核心内容，送播平台的建

设不能为了提高节目整备效率，反而降低了安全播出的能力。

送播平台设计建设之初，便考虑使用多种举措（如图4） 来

保障安全播出。

1.基础设施

节目送播平台基础设备具备冗余性，网络结构上使用光

缆点对点直连，保证传输带宽的同时杜绝网络中间节点外部

侵入的可能；采用网闸对元数据交换的安全防护设备，防火

墙配有应用层状态包过滤（ASPF）功能，高精度、高效率的

入侵检测（IDS）引擎和流量的病毒防护、监控统计、攻击防

范功能，增强了迁移的安全性；网络存储方面均使用成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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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分布式、超融合架构，具备scale-out扩展能力，可平滑扩

展多节点，数据安全使用本地RAID+双副本方式。

2.应用服务

从节目单导入到客户端素材关联再到后台应用，服务层

构筑了一个节目送播安全防护链。素材关联时格式检测，素

材迁移中MD5校验，素材自动技审的早期问题反馈，协同为

节目素材关联提供安全保障能力。节目单数据使用摆渡服务

让总编系统与送播平台隔离。送播客户端通过Webservice 交
互接口来跨隔离边界访问送播数据库，使用SoapHeader 进行

身份认证的同时，配合SSL（安全套接层）加密防止MITM
（中间人）攻击，为客户端在不同网络区域内部署提供可能。

另一方面节目送播关联的时间门限和基于节目单送播迁

移机制的组合又确保了节目素材整备迁移的规范有序。送播

客户端关联门限时间控制着节目的关联提交窗口，可根据节

目的播出时间，自定义安全时间范围内无法进行素材关联操

作。送播平台素材往播出域内的关联和迁移受到基于节目单

迁移策略的控制，只有导入了节目单，才能够迁移整备到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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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节目备播监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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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域。防止短时间大量的关联和迁移素材，造成送播存储、

二级存储容量过载。

监控报警系统是节目送播业务的“眼睛”，必不可少。

整个送播业务流程关键部分都具有可视化的监控页面，送播

业务流程出现问题都会有预警提示。素材备播监控（如图5）
会对送播的素材是否到达二级和播出存储区进行监控，如在

图4 安全保障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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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前两小时尚未就绪，则会自动预警，播出值班人员能马上

进行干预处理。

3.作业规范

规范的制度和正确的操作是送播平台安全有序运行的重

要保障之一，节目素材的制作输出到关联送播再到应急处置，

都有对应的操作规范。送播平台每个用户设有独立账户，实

行权限控制，不同用户、不同频道之间的素材关联、素材审

核、节目送播操作权限严格区分；平台具有日志审计功能，

用户的所有操作均有日志记录，具备查询和追溯操作的能力；

客户端对素材的关联、技审、删除重整备等关键点操作都有

相应检测和信息提示，确保用户正确的操作。

4 送播效率

以MXF OP1a标准封装的高清节目素材为例，视频使用

MPEG-2 LongGOP 12帧编码，50Mbps码率。试运行期间分别

对10分钟、30分钟、60分钟节目进行了送播效率测试对比

（图5）。从表中可以看到素材时长越长节目送播时间差距越

明显，送播效率越高，差别可达3倍以上。

5 结束语

节目送播平台为杭州台的文件化送播提供了另一种送播

业务形态，它功能明确、结构简约、效率显著，能够灵活的

对接制作网、播出域，能适应未来媒体融合平台、混合制作、

IP化播出等新技术变化要求。节目送播平台自建成以来，总

体运行平稳，送播效果良好，为杭州台的节目送播方式变革

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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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推动着广电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

业态的不断迭代。江苏有线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及语音识别等技术，聚焦用户痛点，持续创新，建设了一套人工智能语

音能力系统，利用智能语音能力为各类传统电视业务赋能。

【关键词】有线网络，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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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ech Capability System Basedon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Hu Jun, Zhan Yimin, Mao Haibo, Wang Shixiang, Pan Caixia
(JSC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speech recogni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mage
recognition and deep learning, promotes continuous iter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and new formats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JSCN focuses on users’ pain points, makes continuous innovation, builds a se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ech capability system by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which enables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TV services with intelligent speech capability.

Keywords Cable networ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ech recognition

0 引 言

随着TVOS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的迭代研发及深入推广，凭

借其科学合理的系统架构、标准化的接口定义以及对第三方

业务的良好兼容性，在全国范围内已逐渐建立起新一代智能

电视的业务生态。江苏有线结合省内技术及业务发展实际，

积极开展了本地化创新研发和业态创新，部署了基于TVOS
的4K智能机顶盒。人工智能语音交互作为一种新的用户UI，
人和电视进行交互对话是人工智能在广电行业落地的必然场

景。

基于以上背景，为开创有线电视人机交互的新模式、增

加产品核心竞争力、打造用户收视新体验，立足于TVOS智能

机顶盒，利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深度研

发了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该系统实现了电视操控和用户

体验的深度交互融合，为用户由“看电视”向“用电视”

转型， 提供了卓越的体验保证，也为今后将机顶盒打造成

为智慧家庭入口打下夯实基础。

1 建设思路

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面向用户实际需求，融合公司现

网已有的音视频内容及数据业务，通过人工智能语音技术，

针对公司现有业务布局，研究用户的喜好和家庭应用场景，

项目采用如下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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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家庭融合应用交互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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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多种功能组合打造智慧家庭融合应用，广泛连接

用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和重要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电

视面向各个家庭成员，基于电视的人工智能体验能适用于所

有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喜好各不相同，需要提供个性化功能

体验来满足千人千面的喜好。因此，系统应以一系列丰富的

人工智能交互功能来支撑多个关联的家庭应用场景，提供语

音控制电视、智能聊天、家庭设备控制服务等在内的多种业

务能力，通过功能创新与体验升级，将每位家庭成员都凝聚

在电视周围。

1.2 软交互与硬交互方式相结合，全方位打造智慧家庭新
生态

高效的人机交互是实现人工智能体验的关键环节，人工

智能系统就应像人一样具备以多种方式来感知外界环境的能

力。语音交互是目前人工智能最典型的应用场景，而手机又

是现在用户最重要的电子设备，因此除了可以通过语音遥控

器、智能音响、麦克风阵列和智能交互机器人等硬件设备同

机顶盒进行语音人机交互，还应充分考虑移动设备的软交互

支持。

在手机端，由于现在的用户面对各类形形色色的应用已

经变得麻木，不会轻易安装任何应用，因此APP推广的难度

极大。而微信是目前国内的第一杀手级APP，基于微信提供

智能交互，也就相当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微信自带

用户入口，且“用完即走，无需安装”，可以轻松跨越推广

这道门槛。因此如图1所示，该系统应具备良好的开放性和

演进能力，可灵活支持语音遥控器、外置USB麦克风阵列、

智能音箱、智能机器人等硬件交互方式，以及基于移动设备

的微信软交互方式。

1.3 架构开放，灵活接入不同的人工智能引擎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尚未达到成熟，仍旧是一种“弱人工

智能”，国内还未有某家公司的人工智能能力真正达到完美，

所以单一的人工智能系统还无法满足电视行业特殊场景和定

制化需求。因此，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的研发应避免捆绑

到特定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而应该采用开放的多引擎融合架

构，将业界不同的人工智能能力整合一体，一起协同来为广

电用户服务，以满足广电行业特殊的定制化需求。

1.4 为其他设备进行人工智能能力接入赋能
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作为后期系统能力拓展，可为

其他家庭设备进行人工智能能力赋能，诸如智能网关、智能

音箱、智能电视、智能家居、安防设备、视频通话等，实现

统一能力平台，不同终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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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统总分部署模式，实现数据共享
由于历史原因，江苏有线各分公司都拥有部分本地独立

内容资源，包括直播节目资源和点播资源都各有不同。因此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支持深度

定制化开发，可根据各地市实际情况，提供分前端部署或者

自建分前端部署行方式，独立于总前端独立运行，通过接口

方式与总前端实现数据共享。同时系统也支持以开放平台模

式接入各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满足各分公司市场营销和业

务发展的需求。

2 系统技术实施方案

2.1 系统技术架构
江苏有线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规划为云端——本地两级

架构，云端为所有业务的主要实现，业务具有统一性；本地用

于个性化需求的实现。如图2所示，系统具体功能模块包括：

终端层、网络层、平台层、业务层等4大模块以及完成系统与

周边系统的对接。终端层主要进行高质量的音频采集和即时传

输，收集用户的声音、图像、视频等信息，作为提供给人工智

能服务进行判断用户意图的依据；网络层主要是终端与云端进

行交互的通路；平台层主要是完成各种指令解析、任务调度、

数据转换、用户认证等；业务层主要是可以和用户交互的业务

功能，为用户提供各种人工智能语音服务。平台层是人工智能

系统的核心模块，主要依托强大的云端计算能力和丰富的互联

网资源，不断丰富完善现有人工智能的业务和能力，并进一步

更新业务能力。系统对接完成对广电现有业务和资源，将现有

业务与人工智能能力相结合，大大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2 系统网络拓扑结构
如图3所示，业务终端通过广电宽带网（CMTS、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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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江苏有线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总体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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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LAN方式）接入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用户可通过机顶

盒、手机等多种类型客户端向系统发起远程请求，由人工智能

云平台找到对应的业务并进行回复。终端收到请求后进行简单

的判断，如果是本地业务，则向本地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最

终收到终端操作指令，完成一轮语音相关业务的操控。

2.3 语音识别技术流程
人工智能业务语音识别识别流程如图4所示，具体识别步

骤描述如下：

1：语音遥控器以16K采样精度采集音频，将音频包发送

至机顶盒；

2～3：机顶盒录音文件（pcm格式）经过代理服务器访

问公网，发送至百度云平台服务器，进行语义识别；

4～5：经云平台语音识别接口，返回识别后的NLU（自

然语言解析），终端软件进行判断，结果若为互联网消息，

如天气、百科等，直接显示结果；

6：终端软件若判断为本地自定义操作指令，将NLU发送

至内网平台侧语音业务服务器；

7：内网服务器将服务封装为具体指令，结果发送给机顶

盒，机顶盒执行，如直播、点播的跳转。

2.4 系统功能实现
江苏有线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台，目前已实现通过语

音遥控器进行直播换台、点播搜索、页面跳转、机顶盒控制、

明星识别、人机对话等六大功能。

1.直播换台统一覆盖

用户通过语音可以直接进行电视台名称、别名、频道号

进行频道切换，不用再记忆频道号码，方便快捷，例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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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湖南卫视”、“我想看荔

枝 台”、“我 想看 66频
道”、我想看“苏州新闻”

等。

2.点播检索多样呈现

通过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

统创新地集成了江苏有线VOD点

播（包含电影院线、地方新闻等业

务）、孝乐神州、名师空中课堂、

地市本地媒资等累计超过30余万部

媒资内容。机顶盒能够“秒懂”用

户搜索意图，用户通过语音搜索自

己喜欢的想要的点播资源，检索的

语言灵活多样，例如按片名、演

员、导演、评分、热度、国别、类

型，甚至支持包括“我想看适于儿

童的片子”、“我想看有超级英雄

的电影”、“我想看一些暖人心扉

的电视剧”等无明确需求的一些模

糊搜索。

3.应用业务多层覆盖

人工智能语音全面覆盖江苏有

线全网新业务，累计完成主UI 页
面九大专题共50多个业务页面、20
多个二级页面、20多个其他本地业

务及常用应用的打开跳转。用户通

过语音打开想要的应用程序或者在

首页进行页面之间的切换，帮助用

户快速找到想要的场景。例如通过

语音打开QQ音乐、明示空中课堂、

爱艺在线等应用。

4.电视控制全局响应

人工智能语音业务基于百度的

强大人工智能引擎，实现了系统层

级语音嵌入操控。能够在任何界面

任何状态下通过语音来调动系统的

应用，实现页面间的快速切换与应

用内的系统控制，包括语音操控关

开机、调节音量、设置、回到主页、

确定、返回、暂停、快进快退等一

系列遥控器按键实现的机顶盒控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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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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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语音识别流程

5.明 星 智 能 识 别

“明星识别”功能是指用户在观看节目、影片过程中

看

到了明星，可通过语音说“这个人是谁”来检索对应的明星

信息。该功能将当前观看的视频帧保存成图像，并通过语音

服务器上传至云端AI引擎进行图像的识别和检索，并反馈检

索到的明星百科信息。用户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实时获取明

星信息，方便快捷。

6.信息查询人机互动

用户通过语音检索自己想要的信息，平台支持信息的种

类丰富，内容全面。另外，用户可以与人工智能互动，进行

简单的聊天对话。最后加入自定义指令，以满足江苏有线的

本地用户需求。例如“今天天气怎么样”、“江苏有线股

价是多少”、“心情不好，能讲个笑话吗”、“江苏的

最高峰是哪个”等等。

3 系统演进方向

产品开发的技术路线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采取一

横加一纵的组合战略来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并保证

业务未来技术演进和功能持续不断迭代升级的能力。横向，

也就是广度方面看，进一步地完善用户体验，加强用户运营

能力及打造后向广告系统收费能力。各个业务功能形成协同，

以完整的产品组合成功打造广电行业的闭环商业生态。江苏

有线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以4K智能机顶盒为主，通过将机

顶盒虚拟化成可协同计算的分布式能力平台，将部分云服务

功能移植到机顶盒系统的后台运行，实现云中心和分布式边

缘节点间的自动资源调度和协同计算能力，构建出一套完整

的端到端边缘计算系统。纵向，也即产品深度方面，将保证

平台具备足够的发展潜力和演进能力。未来将进一步结合用

户行为采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深入挖据用户价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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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业务运营能力，增加广告运营等功能。

此外，结合手机端微信，系统可以更精确的定位用户身

份和记录用户的交互行为。可建设专门大数据平台对积累的

深入分析这些用户行为数据，以便更加详细的了解用户的行

为习惯，改进产品细节，进一步提升使用体验。在此基础上，

还可增加广告智能推送功能，使得电视广告的投送更加精准，

产品的营销更加有效，从而提升运营收益。同时，作为开放

的智慧家庭应用平台，可将接口能力对更多外部物联网硬件

厂家开发，以开放的技术架构则推动产业的协同性。随着更

多硬件厂家的参与，充分的市场竞争将会极大地降低这些外

围硬件产品的成本，加快产品的落地和应用，将广电的智慧

家庭产业做的更大更强。

4 结束语

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创新性地将人工智能语音技术融

入到电视家庭日常生活场景中来，以小屏带动大屏，以技术

提升体验，拓展了电`视操作的外延，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用户

被动观看的浏览模式，赋予了机顶盒人机智能交互的新能力。

不但极大丰富了用户的娱乐生活，提升用户的粘性，遏制目

前用户不断流失的趋势，而且为有线网络传播先进文化提供

了新思路、新方式，助力广电事业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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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论文通过使用实际设备组网实验的方式，研究了双IP信号源基于IP over MSTP传输系统在接收端进行ASI信号适

配做切换选收后，接收信号的播出质量情况。研究结论及成果在指导、支持外宣高清节目及其他高清项目传送的实际应用中

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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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broadcasting quality of received signal after ASI signal adaptation at receiving end of dual IP signal sources based on IP
over MSTP transmission system through networking experiment of actual equipment.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results play a certain role in guiding
and support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ublicity HD programs transmission and other HD projects.
Keywords IP over MSTP, IP multicast protection

0 引 言

21世纪信息时代下，全球信息量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态

势。近年来，IP化在广电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已是一种势不

1.1 相关原理
1.1.1IP组播保护

1 组网环境

可挡的发展方向。广电行业处在IP化的变革期，因此在业内

处理具体问题时，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尤其是在大码率

广播电视信号跨系统传输过程中，传输架构系统的设计好坏，

直接影响到信号安全播出质量。

在信源、传输通道、接收机制等逐步IP化的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整个传输链IP或ASI信号互相适配的情况，为了保正

业务传输任务的可靠性，本文研究双IP信号源基于IP over
MSTP传输系统在接收端进行ASI信号适配后做切换选收后，

接收信号的播出质量情况，在指导、支持外宣高清节目及其

他高清项目传送的实际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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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码器的IP输出信号按照组播地址划分保护组。保护

组内的多个IP端口的输出信号互为备份。多个具有相同IP地
址的编码器可以在下游使用三层交换机的情况下，实现单机

级别的信号冗余保护，此时三层交换机不需要做策略配置，

即可实时保证与一台编码器互联。本文研究实验中用

AVP2000编码器，并使用此IP组播保护方式实现IP信号源的

双源切换保护。

1.1.2ASI切换器信号选收保护

对输入的两个ASI信号做选收切换，依照触发条件：1s内
产生1个连续计数错误。切换后不会自动切回。本文研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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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汤姆逊ASI切换器。

1.1.3SDH MSP 保护倒换

采用的是单发单收、双端倒换的工作方式，在两端，n
个STM通路中的任何一个通路与保护段相连。MSP对接收信

号进行监视和评价。正常情况下，工作段正常工作，保护段P
可以承载额外业务，当某工作段发生故障时，该工作段上的

业务自动倒换到保护段上，保护段上的额外业务被终止。如

果MSP是单向的，那么MSP是不带APS字节的倒换，只有收

到SF/SD那一侧的NE发生倒换。 双向MSP两侧有APS字节交

换，两侧NE都要完成复用段的业务倒换。倒换时间小于50ms。

1.2 组网介绍
如图1所示，信号源前端三台 AVP2000高清编码器对

20Mbps码率的高清节目以70Mbps的IP格式输出。主系统2台
编码器配置为相同IP，输出信号配置相同组播地址，并配置

组播保护。交换机为3560G三层交换机，不做任何策略配置。

交换机输出1路信号作为主系统输出信号对接MSTP传输主系

统。备系统由1台编码器输出1路信号对接MSTP传输备系统。

MSTP传输系统在用华为OSN7500和OSN3500搭建的两点上配

置主备两个系统，分别启用MSP保护机制。接收端对主、备

系统传送的IP信号经过Harmonic 8100适配为ASI信号后，通

过汤姆逊切换器输出1路ASI信号。实验过程对ASI信号进行

码流分析的同时，经Ericsson RX8200解码后对画面经行监测。

2 研究内容

2.1 系统稳定性测试
如图1所示的实验环境使用连续不间断码流分析测试验证

其连通性及稳定性。经过两周的测试，结果显示输出信号无

任何码流告警，系统稳定运行无异常。主、备系统的连通性

及切换器功能均达到测试环境的稳定性要求。

2.2 IP信号切换测试
如图1所示的测试环境，经稳定性测试后，根据主、备两

系统相互切换的不同场景，切换实验分为两大部分：在接收

信号为备系统信号的前提下，讨论备系统异态时，传输线路、

切换器的响应及接收端码流测试结果；在接收信号为主系统

信号的前提下，讨论主系统异态时（包括双信号源切换情

况），主系统交换机、传输线路、切换器的响应及接收端码

流测试结果。其中线路异态包括线路中断和劣化。线路劣化

是通过传输线路可调光衰的调节，降低光功率到即将发生

MSP倒换的临界状态模拟实现的。

如表1所示，实验结果为10次实验的平均结果。切换器输

入In1为主系统接收信号，In2为备系统接收信号。

3 研究结论

主、备两个系统在信号源、传输线路、接收端切换器输

入异态时，均触发切换器的切换机制，对输出给接收端的

信号进行切换，切换过程偶尔出现跳帧、闪断，及少量PCR
报错，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毕竟用了IP向ASI信号的适

配后，才采取切换措施。因此，在此主、备系统信号传输架

构下，末端接收的信号应用正常，因末端切换引起的跳帧和

PCR报错是正常的。

单个系统的传输线路MSP保护倒换在发生倒换和倒换恢

复时会对该系统接收端输出信号产生影响，在主、备系统输

出信号不会同时中断的情况下，可以依靠切换器来保证最终

输出信号不受影响。

然而，主系统只要有一路信号源失效，接收信号便切

图1 IP over MSTP信号传输和切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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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备系统信号，因此，在此应用场景中，传输头端的IP组
播保护在末端采用双系统选收的ASI切换机制下，并未能起到

多重选收保护的效果。也就是说，在主、备双系统选收的主

体架构下，虽然在单个系统中再使用IP组播保护技术， 但是

末端双信号源切换依然会触发接收端切换器的切换。实际应

用中，切换器做切换触发的参数设置需要在系统建立完成后

根据具体系统实际测试结果做优化，以达到无缝切换。

4 结束语

IP技术与传统广电传输网络的异构应用在日后会越来越

多，一线工作人员遇到的具体细节性问题需要有创造性地各

个击破，并作为经验加以积累，这将是广电IP化发展在一线

应用的基础所在。本文所介绍的双信号源主、备双系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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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传统广播电视信号异地传输中很常见，但是当信源IP化
后，如果末端切换机制仍然停留在ASI切换技术上，接收端会

出现对IP信源端保护的“忽略”，这是跨技术系统异构带来

的正常结果。为保证安全播出，工作中一定要对这类应用多

加测试，精准配置切换触发参数，才能提高保障效果。

参考文献：

[1] 周贤伟. IP组播与安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

[2] 刘卫宏, 万时华, 王新. 数字电视码流分析仪技术和应用[J]. 现代电

视技术, 2003(11): 114-117.

[3] 程军. SDH网络保护的机制研究[N].科技创新导报, 2008-07-09(1).

作者简介:
李婧，女，1989年生，硕士，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政
企业务部，从事政企业务前期的技术对接工作。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表1 IP over MSTP传输系统接收端信号接收的实际效果

切换器

初始输出
模拟异态 交换机响应 传输线路响应 切换器响应 画面反应

码流分析结果

（10次实验平均值）

In1 阻断主编码器输出
输出备编码器

输出信号
主备传输线路均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2

闪断、跳帧

切换瞬间产生：

2个连续计数错误，

6个PCR Jitter报错，

1个PCR Repetition报错，

1个PCRDiscontinuity报错，

2个PTS报错

In1 阻断备编码器输出
输出主编码器

输出信号
主备传输线路均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2

In1 阻断切换器输入In1 无 主备传输线路均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2

In1
主系统线路劣化，收

光功率达到临界值
无

主传输线路200s内产生450个误

码块 ，但不发生MSP保护倒换，

备传输线路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2

In1 主系统线路中断 无
主传输线路发生MSP保护倒换，

备传输线路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2

In2 阻断编码器输出 无 主备传输线路均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1

In2 阻断切换器输入In2 无 主备传输线路均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1

In2
备系统线路劣化，收

光功率达到临界值
无

备传输线路200s内产生460个误

码块 ，但不发生MSP保护倒换，

主传输线路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1

In2 备系统线路中断 无
备传输线路发生MSP保护倒换，

主传输线路不发生倒换

切换成功：输

出信号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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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网络IT支撑及业务管理云平台建设
施清白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苏 215000)

【摘 要】本文介绍了云平台的建设工作，通过虚拟化技术打通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形成地理分散、逻辑统一的计算和存储资源池。

平台面向有线网络运营商的IT支撑和公众业务系统，提供可按需分配、随时随地快速部署的服务，有效提高了资源利

用率，推动了IT支撑及增值业务系统向云平台的迁移和演进。

【关键词】云计算平台，资源虚拟化，可计量服务，横向扩展

【中图分类号】TP393.09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01012

Construction of IT Support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Cloud Platform
in Radio and TV Network

Shi Qingbai
(SuZhou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Limited,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rough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to open up computing, storage and network
resources, forming a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and logically unified computing and storage resources pool. The platform is oriented to IT support and
public business system of cable network operators, It provides services that can be distributed on demand and deployed quickly anytime and anywhere,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motesmigration and evolution of IT support and value-added service system to cloud platform.
Keywords Cloud platform, Resource virtualization, Measurable services, Scale out

0 引 言

随着我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对数据中心资源的云化整合

需求愈加迫切，考虑到IT相关设备采购成本高、更新换代快、

建设和运维的技术能力要求高、安全和稳定性的管控难度大，

按照三级管理架构，引入云计算、SDN等新技术搭建全新的

云计算平台，一方面作为对目前业内新技术的跟进及研究的

实验性探索；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实践，不断完善整体方

案的建设，逐步将现有的各类业务系统迁移至此新建平台，

实现从粗放式、离散化的建设模式向集约化、整体化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转变，使基础资源和业务系统的管理和运维从各

自为政、相互封闭的运作方式向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互动和

资源共享转变。

1 平台规划

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存在较多的公众业务及IT支撑系

统，这些业务系统具有规模相对较小、部署分散、资源利用

率低、机房空间占用大的问题。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对现有

数据中心资源的云化整合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江苏有线苏州

分公司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来满足和实现以下几方面的需

要：

1.硬件资源的整合和池化

云平台将不同厂商的硬件资源进行解耦合并“池化”，

将原有独享式的资源使用方式改为共享式，通过虚拟化技术

将所有资源都放在“资源池”中，实现了资源的集约化整

合和使用。

2.多数据中心统一管理

提供针对多数据中心的统一的运维、运营管理能力。融

合资源池的管理系统可以集中管理和监控各个数据中心的计

算、存储、网络资源和使用情况，提供统一的资源管理、跨

DC资源部署、运维管理、服务管理和自助服务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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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合的基础架构

从统一的云管理平台下发业务到不同的资源池，支持流

行的虚拟化平台（包括华为FusionCompute、VMware vSphere
等），从而将异构算资源池，异构存储资源池作为服务提

供，达到资源的共享和灵活分配；提供统一的分权分域管

理。同时支持将服务器本地硬盘组织成一个融合架构的虚拟

化资源池，基于融合架构实现基础架构的高性价高安全性。

4.快捷的应用管理

通过虚拟机模板、应用模板，以及用户自定义编排等能

力，提供应用快速、自动化部署的能力。

5.安全可靠的业务服务

提供完善的容灾、备份能力。系统可根据业务需求定制

虚机的备份和恢复任务，备份粒度细化到VM（虚拟机）粒度。

采用分布式存储的方式存储数据，用冗余存储的方式保证数

据的可靠性，实现多副本的容灾、备份能力。

6.分层分域的安全防御

按照云平台的网络和业务需求设计，采用分层分域的安

全防御，通过划分VDC实现不同租户（管理单元）之间资源

的逻辑隔离。

2 整体设计

2.1 全局架构
江苏有线苏分公司IT支撑及业务管理云平台采用华为

FusionCloud方案，三级管理架构，实现“五地一中心”分域

管控，将物理分散的昆山、吴江、常熟、太仓、张家港数据

中心资源进行逻辑统一运维管理，形成融合资源池。通过分

布式管理能力，将分布在多个数据中心的计算、网络、存储

等资源统一进行管理和池化，通过灵活的资源调度策略，包

括错峰复用、动态伸缩、跨DC共享、迁移等技术手段，实

现应用的跨资源池，以及资源的弹性伸缩。私有云平台供公

司内部及市县各部门使用，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外部企业

开放服务，实现IT资源共享，降低成本。

同时，融合资源池解决方案提供强大的虚拟化资源统一

管理和运维能力。在集中运维时，根据市、县用户的角色，

提供灵活的用户视图，让不同用户更加聚焦于自身业务。

云计算平台全局架构如图1所示，IT支撑及业务管理云平

台总体架构图，主要由计算接入层、网络服务层、网络控制

层和业务呈现/协同层组成：

1.计算接入层

虚拟化服务器是将一台物理服务器使用虚拟化技术虚拟

成多台虚拟机和虚拟交换机，虚拟机通过虚拟交换机接入到

弹性网络。该平台兼容当前主流的服务器虚拟化产品，包括

KVM、XEN和ESXi，物理服务器接入是通过逻辑端口方式将

物理服务器接入到弹性网络。裸金属服务器接入是通过将裸

金属服务器视为实例，使得OpenStack与裸金属服务器的硬件

图1 云计算平台全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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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进行交互，从而实现OpenStack云平台对裸金属服务器的

直接管理。

2.网络服务层

网络服务层是数据中心网络的基础设施，提供业务承载

的高速通道，包括L2～L3基础网络服务和L4～L7增值网络服

务。本平台采用基于NVO3的弹性组网，通过软件虚拟交换机

方式，在传统IP网络上实现大二层网络，并利用VxLAN来提

供大于4K租户的能力。

3.网络控制层

网络控制层由AC完成网络的建模和实例化，协同虚拟与

物理网络，提供网络资源的池化和自动化。同时构建全网视

图，对业务流表实现集中控制和下发，是实现SDN网络控制

与转发分离的关键部件。

4.业务呈现/协同层

业务呈现层主要面向数据中心用户，由云平台向业务/网
络管理员、租户管理员提供界面，实现服务管理，业务自动化

发放，资源和服务保障等功能。业务协同层主要包括云平台中

的Nova、Neutron、Cinder等组件，通过各种组件实现对应资源

的控制与管理，实现数据中心内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的虚

拟化与资源池化，通过不同组件间交互实现各资源间的协同。

2.2 物理架构
物理架构如图2所示，该平台分布在苏州主数据中心与5

个区县的数据中心内，管理节点集中部署在市局，其他区县

只做计算存储资源池，云管平台分散建设，统一管理，市局

管理员可以集中监控所有资源，区县管理员只管理自已的设

备。存储平面使用10GE网络，管理平面、业务平面使用GE
网络；管理、业务平台分别部署交换机为物理隔离，共用交

换机则逻辑隔离。

3 云计算平台的创新之处

3.1 数据中心虚拟化
数据中心虚拟化可以灵活匹配组织，提供自助运营、运

维能力，实现资源隔离，是一种新的逻辑隔离的技术。数据

中心虚拟化（VDC）用物理设备构建的专属虚拟化资源池，

是将云计算概念运用于IDC的一种新型的数据中心形态。用

户可以完全掌控独立的虚拟网络环境，包括选择自有的 IP地

址范围、创建子网，以及配置路由表、网关，甚至包括复杂

的4～7层应用交付服务。

在此基础上，VDC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种应

用环境配置、安全管理、代维等增值业务。VDC可灵活定义，

按业务、应用或部门分配。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VDC对

公司内的不同业务/应用/部门进行不同等级的资源配额管理。

使用VDC进行资源配额配置，可以方便地对系统内的资源进

行整体规划，提升运维能力，并达到对资源进行灵活部署的

目的。

3.2 SDN云网协同
SDN云网协同实现云平台业务的全网自动部署，使虚机

迁移后不需要重新配置网关等网络参数，部署简单、灵活。

实现了多数据中心的统一管理和自动化二三层互通，同构和

异构资源池的自动化网络配置和虚拟感知，并为业务提供全

面的安全防护，SDN物理网络拓扑如图3所示。

3.3 完全物理硬件解耦
完全物理硬件解耦可实现灵活的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

用率、降低管理成本。通过虚拟化企业数据中心内的计算、

存储、网络、安全资源，为企业提供统一的资源管理与调度

策略，并通过开源OpenStack对用户提供统一的接口。

3.4 三级管理下的分权分域云运维机制
根据三级管理架构，本项目覆盖江苏有线昆山、常熟、

太仓、吴江、张家港分公司，和苏州分公司云平台管理的所

有资源整合管理，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安全、虚拟资源、

运行状态、云租户管理、业务流量等，集中呈现，让运维人

员以及平台管理员一目了然的动态监控整个云平台的运行状

况，保证信息安全。同时可以引入运维大数据分析平台，不

断优化云平台结构及业务部署方式，具体的平台资源池如图4
所示。

3.5 云平台与大数据融合
项目通过应用的定制开发，实现ERP、综合运营分析、

BOSS、直播系统、VOD 点播系统、增值业务系统、新媒体

系统、无线城市等信息化建设的云融合架构，将大数据的数

据分析优势、云平台的资源共享快速部署优势有机的结合起

来，是一次互联网+的创新应用。

4 系统部署明细

采用基于VXLAN技术的弹性组网，网络结构设计分为

Underlay承载网设计以及Overlay业务网络设计两大部分，如

图5所示。

4.1 Underlay网络部署
分区内Underlay网络方案采用成熟的Spine-Leaf架构，

支持横向按需扩容，提高分区的接入能力，Leaf与Spine全连

接，等价多路径提高了网络的可用性。Spine节点部署两台大

容量交换设备，Spine节点同Leaf节点相连的以太网口配置为

三层路由接口，构建IP Fabric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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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SDN物理网络拓扑

图4 云计算平台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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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节点部署数据中心交换机，同每个Spine节点相连构

建全连接拓扑。 同时Leaf节点作为网络边界，同Spine节点

相连的以太网口配置为三层路由接口。Leaf节点的TOR设备数

量较多，通过ZTP自举的方式部署TOR设备，降低部署复杂度。

Underlay路由选择OSPF动态路由协议，Spine-Leaf间可以

形成IP ECMP等价路径，Leaf设备到Spine设备的流量ECMP
负载分担，无阻塞转发，故障快速收敛。

4.2 Overlay网络部署
在Overlay网络的集中式网关，本平台采用网关与Spine节

点融合的方案。对于企业关键业务承载分区，需要考虑使用多

活网关设计保障高可靠性，使用多组网关设计方案实现分区业

务承载规格扩展，融合后网络设备较少，部署成本相对较低。

但同时由于网关与Spine紧耦合，后续扩展相对困难，因

此较适用于网络规模固定，不存在后续业务大规模扩容的场

景。网关与Spine融合后网关支持多组、多活方式部署。每个

节点的Leaf交换机做堆叠部署，Leaf与服务器双网卡以负载分

担方式进行互联，保证链路可靠性。

4.3 VLAN部署
链路互连VLAN使用三层主接口，因涉及多个网段对接，

规划VLAN，达到共用物理链路目的。规划VLAN 10用于AC-
DCN服务器接入VLAN，VLAN11用于防火墙管理的接

88

入VLAN。带外管理VLAN根据管理网络的数量进行规划，通

常网络中只有1个管理网，规划VLAN20用于带外管理。租户

及业务使用VXLAN，满足后续的业务扩容。

5 结束语

我司五地一中心的私有云平台的成功上线，将新业务的

部署周期缩短了70%以上，切实贯彻公司降本增效的经营理

念，淘汰了老旧，产能低下的硬件设备，节约了大量的机房空

间和电力成本，为统一监测，统一运维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公

司业务进入更高更快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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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电网络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的
研究与应用

张月华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310051)

【摘 要】自我国广电网络“一省一网”整合以来，通过大规模投资建设，各省已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骨干光缆传输网络。

随着骨干光缆芯数和距离的增加以及早期铺设光缆的老化，光缆线路的故障隐患不断增加，传统的人工方式使用光时

域反射仪（OTDR）等仪表进行光缆线路维护管理，故障查找困难，排障时间长，效率低且经济性差，严重影响广电网络的安全可靠运

营。本文介绍了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的应用情况，可以实现对光缆线路的保护、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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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N943.6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01013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Optical Cable Line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Based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Zhang Yuehua
(Zhejiang Wasu Broadcast & TV Network Co., Ltd, Zhejiang 310051, China)

Abstract Since integration of “one province, one network” in China’s radio and TV network, through large-scal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each province has basically built a backbone optical cable transmission network covering three levels of province, city and county. With the
increase in core number and distance of backbone optical cable and the aging of early laid optical cable, hidden trouble of optical cable line is
increasing. Traditional manual way uses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OTDR) and other instruments to maintain and manage optical cable
line, which is difficult to find faults. Long troubleshooting time, low efficiency and poor economy have seriously affects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This paper introduces application of optical cable line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which can realize
protec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optical cabl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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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截至2019年，浙江省广电网络骨干光缆线路长度超过三

十万芯公里，覆盖全省约1200万用户，承载直播电视、云电

视、云宽带等基础业务。为了保障广电网络安全可靠运营，

提高光缆线路的维护效率，同时弥补维护力量相对不足的缺

点，客观上要求广电网络公司采用智能化、集中化的维护手

段。一方面要及时掌握光缆网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劣化趋

势，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出现断纤时，能够快速响应，

准确定位，缩短障碍历时。同时，大量与光缆维护和管理相

关的施工、割接、维护等资料信息，都需要利用电子化的手

段进行报表记录、处理和查询。

1 光缆监测保护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即当光纤传输线路上主用光缆

意外折断或性能劣化时，在光纤线路自动切换保护设备或系

统作用下，能够实时自动地将光传输线路由主用光缆线路切

换至备用光缆线路，实现光传输的正常运行。

1.1 系统架构
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架构图，如图1所示。基于广电网

络建设骨干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采用分光在线监测或同缆

异芯离线监测模式，获取光发功率、光收功率、光衰耗值、

光时域参考曲线等数据，根据预置的主备光纤性能变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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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时预警光缆线路的劣化，防患于未然。当骨干光缆线

路遇到突发事件而中断时，小于50ms的主备光缆切换保护延

时，可有效实现业务无中断切换保护，有力地保障了广播电

视业务的安全播出和重点领域的安全防护任务。

1.2 基于两级分段采样算法的高精准光纤故障点定位
传统的光纤故障定位使用光时域反射仪（OTDR，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只能测量出到故障点的光纤长度，

但仍然很难准确找到故障点实际地面位置，因为存在光纤的

留余、绞曲、弯折等因素，光纤长度总是长于地面距离。以

此，我们尝试利用基于两级分段采样算法的地理信息系统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1]，测算得到光

纤长度和地面位置的对应关系，实现高精准的光纤故障点定

位，以辅助快速定位故障点位置。

任意两个机房之间整段光缆首先基于光缆接

包点分段，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仪表和OTDR测量出光缆接包

点GPS矢量和光纤长度数据S，计算得到地理系数

a=（GPS距离/光纤长度S），采样精度2km。第二

级采样即两个光缆接包点之间分段光缆基于立杆

或管井再分段，通过GPS仪表测量出立杆或管井

GPS坐标矢量数据，在光缆有大的弯曲处提高GPS
坐标采集点密度，对上杆、入地、埋处的盘余、

杆长和地埋深度进行详细测量，结合拆线等分算

法（系数k）和地理系数a，计算出立杆或管井之

间的光纤长度L=a S/k，采样精度小于50m。

经过两级分段采样后，即在GIS地图上可视化

呈现骨干光缆线路物理路由，实现高精准判断光纤故障点位

置，精准度小于20m，便于维护人员在第一时间处理故障，

如图2所示。

1.3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AR）的线路轨迹引导应用
光缆巡检工作是有效保证传输网络安全正常运行的一项

基础工作，通过巡检来掌握光缆线路和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周

围环境的变化，发现设备缺陷和危及线路和设备安全的隐患，

并及时对光缆线路开展优化整治工作。

针对广电网络骨干光缆线路巡检中劳动力耗费大、工作

效率低、巡检不到位、伪造巡检数据、巡检数据统计不完善

等问题，本系统开发了基于手机端的应用软件（APP）， 如

图3所示。首先，APP端远程网络调用后台GIS地图和骨干

图2 光纤故障定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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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架构图



图3 AR技术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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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线路数据，绘制二维或三维地图模型，实现在手机APP
端可视化呈现。其次，后台服务器端导入巡检工作的各种操

作流程和指令集，完成数据建模；最终，利用手机获取到的

GPS坐标和手机自带的陀螺仪、电子罗盘实现精准定位和方

位追踪。当巡检指令发起时，系统基于增强现实技术[2]

（AR，Augmented Reality）手机端实时呈现当前位置与骨干

光缆线路的无缝贴合。

如图4所示，光缆巡检工程中，当手机位置偏离巡检线路

时，APP会主动语言提醒，准确引导维护人员沿骨干线路轨

迹进行光缆巡检工作。此外，巡检过程中发现的隐患点，可

实时采集周围地理信息、照片和GPS等数据并上传后台，有

效提高光缆线路维护工作效率。

1.4 基于大数据处理的光缆健康度分析与应用
骨干光缆线路是广电网络的骨干通道，随着骨干光缆线

路规模不断增加，需要监测和控制的数据信息量越来越大，

使得运维人员对光缆线路的工作状态监控越来越难。目前，

各省广电网络骨干光缆多采用架空和地埋等方式，容易受到

外界影响而造成故障。

骨干光缆线路由光缆和光传输设备组成，其中，光缆多

位于室外，所处环境复杂，大风、暴雨、雷电、震动、严重

污染、施工和小动物都有可能对其造成影响，导致光缆性能

劣化，乃至中断。光传输设备位于光缆各个节点机房，通过

对设备的监测，可以获得光端口的收发光功率、误码率、衰

耗值等性能参数，间接表征了光缆的运行情况。光缆的投运

年限、生产厂家、历史检修数据等信息对光缆的健康状况也

有一定影响，此外，是否跨公路、铁路、河流也是光缆巡检

工作的重要参考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列出了影响光缆

健康度[3]的重要参数，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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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光缆巡检示意图

光缆健康度参数类型各不相同，基于广电网络骨干光缆

线路监测保护系统首先对参数指标进行量化和标准化，基于

指标权重算法，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输出光缆健康度诊断

报告，如图6所示。光缆健康度诊断报告基于纤芯可用率、纤

芯变化、平均衰耗、巡检词素、故障次数等指标参数，输出

整治建议，各广电网络公司据此可更合理有效的制定巡检计

划，做到防止光缆失修而引起的事故，同时预防光缆重复巡

检带来的人力损失或浪费，保证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2 结束语

基于广电网络骨干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可视化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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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光缆健康度评价体系

图6 光缆健康度诊断报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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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光缆线路的运行状态，为骨干光缆的维护工作提供数据

支撑，指导广电网络公司合理有效的制定巡检计划，做到防

止光缆失修而引起的事故，避免因光缆中断带来的重大经济

损失，同时预防光缆重复巡检带来的人力损失或浪费，保证

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同时，系统完善了有线电视安全播出体

系，强化了广电重点领域的安全等级防护，为广电全程全网

的智能化管控提供了全新的方案。

为建成高速、安全、泛在、智能的广电网络，广电网络

运营商未来需要不断研究和引入新技术、新系统和新产品，

不断优化提升服务品质，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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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本公司现有的转码系统进行了介绍，并对各转码系统进行了现状分析。通过建设转码控制管理系统对现有的

直播及离线转码进行有效的管理，定义了转码控制管理系统的相关功能。最后介绍了直播及离线转码系统的三种整合方

案，陈述了整合方案的优缺点，为相关单位实施直播及离线转码的整合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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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grated Design of Live Broadcasting and
Offline Transcoding of Cable TV

Yin Tao, Hao Wenyue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mpany Limited,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existing transcoding system of our company, and analyzes current situation of each transcoding system.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transcoding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existing live broadcasting and offline transcoding are effectively managed, and related
functions of transcoding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are defined. Final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ree integration schemes of live broadcasting and
offline transcoding system, and stat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integration schemes,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integration of live
and offline transcoding of relevantunits.
Keywords Live transcoding, Offline transcoding, Transcoding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Transcoding integration

0 引 言

随着高清频道成为主流播出模式，标清付费频道基本关

停，全国省级和较发达地级台基本实现高清化，随着网络直

播和视频分享站点的兴起，智能手机的流行，视频播出需要

进行大量的直播和离线视频转码工作，以适应异构网络和多

终端环境的需要。

1 转码系统现状

目前转码系统存在的弊端如下：转码能力分布不均，部

分地区的转码系统建设早，转码功能比较全面，转码能力较

强，具备很强的业务支撑能力，有的地区转码能力较弱甚至

根本没有部署转码能力，对多格式内容要求的业务支撑力度

不足；转码能力相对封闭，现有转码系统基本都是属地化管

理，设备管理运维主体同时也是转码能力使用主体，系统相

对独立，无法构建共享资源池，各转码系统定制服务各自的

业务，转码资源相对封闭，有些转码系统使用率不高，存在

资源闲置的状况，有些转码系统却能力不足，并且无法使用

其他系统的能力，只能进行系统扩容；部分转码资源配置重

复，据统计大部分地区都有转码系统进行频道回看节目的转

码，可通过调研制定统一的视频规范，减少非标节目制作，

释放部分转码资源。

2 转码管理控制平台

2.1 系统结构
转码管理控制平台是一个集高度智能化、集中化、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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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放化为一体的转码控制综合性平台。平台可由转码控

制平台、转码能力云、资源存储、业务对接系统、客户端及

业务需求部门等组成。系统示意图如图1所示：

2.2 系统功能实现

2.2.1转码管理

负责转码调度资源分发及信息汇总。功能包括：手动配

置待转码离线文件或者直播信号生成手动调度，通过自动识

别或自动监测分配资源进行转码生成智能调度，将调度控制

信息发送至转码能力云管理系统；分发根据各业务系统需求

或手动配置将相应已转完的视频文件分发至指定位置；收集

汇总其它系统反馈信息，提供信息调用服务；具备完善的数

据统计功能，可多维度统计吞吐量、业务量、资源使用量，

并提供报表输出，很好地帮助用户统计各种业务数据以及运

维相关数据。

2.2.2智能资源池管理

对汇聚入库待转码及已经完成转码的文件进行有效管理。

包含的功能有：对所有片源进行可视化管理，可查看待转码、

转码中、已完成转码的片源并可以依照多种顺序（如入库时

间、片源时长、封装格式、编码格式、文件大小等） 排序；

媒资编目信息匹配；可根据片源热度、类型等属性规

划节目生命周期,灵活更改存储位置，对相应文件进行入库或

下线；可进行动态资源调整，自动实现资源的释放和添加。

根据业务的繁忙程度，自动或者手动申请资源的扩容或者释

放，动态调整转码资源及任务的优先级，解决现有各转码系

统扩容不便和资源闲置的问题。

2.2.3转码能力管理

通过开放API的方式对所有转码设备（包括硬件转码设备

及软件转码）进行统一管理，共享硬件资源。功能包括： 实

时监测管理硬件资源，提供可视化监测管理界面；根据调度

控制信息分配转码资源进行转码；收集转码进度信息反馈至

转码管理系统；对转码能力系统的转码队列、进度进行可视

化管理。支持负载均衡，自动备份，保障平台高效稳定运行。

平台采用智能负载均衡设计，多节点协同工作，以达到效率

最大化。若是节点故障则任务自动迁移备份，保障转码任务

安全稳定进行。

3 直播及离线转码整合方案比较

3.1 新建全新转码系统方案

3.1.1直播及离线转码整合流程

此方案需新建管理控制平台及下属转码能力系统，系统

图1 转码管理控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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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图如图2。

3.1.2方案优缺点分析

优点：

1.方案只需新建系统，项目范围和建设周期易把控；

2. 无需融合原有转码系统，无需与各地市分公司、第三

方转码厂家联调，降低项目实施难度；

3. 系统为分布式架构，同时技术参数、接口参数统一，

易于后期升级、扩容及维护；

4. 系统可以快速上线，可立即向省公司各部门及地市分

公司提供转码服务；

缺点：

1.方案建设投入较大；

2. 系统功能与原有转码能力系统能力有重叠，使部分转

码能力系统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3.2 整合原有转码系统方案

3.2.1直播及离线转码整合流程

此方案包含新建转码管理控制平

台，然后整合原有转码系统（包含直

播转码及离线转码）。系统整合后的

结构图如图3所示。

3.2.2 方案优缺点分析

优点：

1. 仅需融合原有转码系统，合理

利旧，节省投资；

2. 融合后，为分布式架构，减轻

中心系统压力；

3. 扩容转码系统时，仅需扩容任

意原有转码能力系统中一个，选择面

宽，无需与特定厂家绑定；

4. 融合后系统可快速应用新转码

技术（原转码系统厂家中有任意一家

支持该新技术即可）。

缺点：

1.项目建设难度最大；

2. 原有系统分散，融合对接工作

量大；

3. 融合过程中可能会对融合转码

能力系统的下游业务运行造成影响。

3.3 逐步融合原有系统方案

3.3.1直播及离线转码整合流程

此方案是新建转码能力系统（含

存储系统）和管理控制平台，然后逐步融合原有转码系统，

系统结构图如图4所示。

3.3.2 方案优缺点分析

优点：

1.前期为新建系统，项目范围和建设周期易把控；

2.融合原有转码系统，合理利旧，节省投资；

3.融合后，为分布式架构，减轻中心系统压力；

4.前端有新建转码系统，易扩容；

缺点：

1. 前期建设投入比第二套方案多；

2. 原有系统分散，融合对接工作量大。

4 本次建设方案

本次应用上述第三种方案，新建转码能力系统（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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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结构图

图3 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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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管理控制平台，然后逐步融合原有转码系统。

4.1 本次方案实施难点
在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以下实施难点。

1.高速稳定网络传输环境的建立和保障；

2.与第三方转码能力的对接联调及资源融合；

3. 融合原有闭环业务系统内的转码能力后实现原业务上

下游系统的对接；

4. 转码能力的智能调度，兼顾保证转码能力原属业务对

资源的充分使用以及对新的业务转码能力调用的支撑；

5. 能力融合过程中，如何在不影响业务运行的前提下，

保证现有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6.各地市区县分子公司及相关部门对项目的支持；

7.平台建成后，运维管理界面的划分。

4.2 本次方案实施效果
1.安全可靠

作为广电有线运营商，向人民群众传播党的声音是我们

的政治使命。重要频道必须利用高可靠性、高稳定性、低延

时的专业级播出设备，保证严格落实广电总局“62号令”对

于数字电视安全播出的各项要求。

2.高可用性

所有设备支持业务的迁移、备份、扩容等；支持编转码

硬件加速；一台服务器可以同时提供存储与计算，充分利用硬

件资源；对于设备硬件及业务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采集，

支持机框和节点级的监控，并可给出相应的情况采集报表；支

持手工运维，可根据需求临时指定节点上运行的应用。

3.按需实时转码

支持多格式、多码率、多分辨率、多协议等。支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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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音视频编码格式（如 H.264、
AAC 等）；支持多种码率的输出，能

够实时计算用户收看情况，向用户提供

最佳视频码率；支持多分辨率，根据

要求输出不同的分辨率；支持 MMS、
RTSP、RTMP、HLS、HTTP 等不同输

入、输出协议。

4.智能调度

根据视频参数和转码资源情况，

自动分配最佳的转码资源。

5.高性能转码

提高IO性能和转码性能，结合缓存

技术实现高质量的直播转码。但又要实

现自适应转码，采用合适的转码速度，尽可能地节省系统资源

来提升总体并发容量，提高性能。

5 结束语

针对有线电视前端直播及离线转码现状，完成直播与离

线转码系统的有效整合，新建转码管理平台能够统一管理，

智能调度转码能力，能够有效实现直播或离线处理多帧率、

多码率、多分辨率、多格式的视频节目，提高资源利用率，

满足各类业务需求。本文介绍的三种转码整合方案， 分别给

出了三种整合方案的优缺点。希望能给相关单位在直播及离

线转码的整合上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整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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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播控系统发展方向是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并对实现这一关键点的中波发射机自动化系统进行了探究。创新性

介绍以FPGA为系统核心来实现发射机自动化，对中波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构成进行了论述，并着重探索解决单机自动化难 点的

方法。由FPGA构成的自动化系统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控制功能完善，自动化程度高，能大幅提高中波台自动化播控的 安全性，更好

的满足广电“有人留守、无人值班”自动化播控机房的安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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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tomation Broadcast Control System
of MW Transmitting Station

Zhu Xinghua
(Guizhou Province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718, Guizhou 5624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control modes of automation broadcast control system in MW transmitting station, points out existing
problems of automatic transformation in MW transmitting station, puts forward tha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utomation broadcast control system
in medium-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is decentralized control an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 and explores automation system of medium wave
transmitter that achieves this key point.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ransmitter automation realization with FPGA as system core, discusses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composition of medium wave transmitter,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methods to solve difficulties of stand-alone automation.
The automation system composed of FPGA is advanced, safe and reliable, with perfect control function and high degree of automation,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safety of automatic broadcast control of medium-wave station, and better meet requirements of automatic broadcasting machine
room of “someone stay, no one on duty”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KeywordsMW station, Automation, FPGA, Broadcast control, Research

0 引 言

随中波发射台向“有人留守、无人值班”的自动化播

控模式发展，在自动化改造中，几乎都是采用播控平台控制

所有发射机的方式，称集中控制管理模式，这种自动化播控

方式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一旦播控平台发生故障，可能造

成多个频率设备停播的严重后果。为什么现在中波台的自动

化改造都采用集中控制管理方式呢？原因主要是中波发射机

还停留在手动操作模式，虽然发射机都设有显示屏，但只显

示一些简单的参数，机器面板上设置“低功”、“中

功”、“高功”按钮，就是手动开机时对发射功率的选择，

发射机

不具备单机自动化能力，只能由控制台来完成集中控制和管

理。要防范重大停播风险，中波台最好的自动化播控方式是

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但需要中波发射机实现单机自动

化，所以，很有必要研究中波发射台的自动化播控。

1 中波发射台自动化播控模式

中波台自动化播控系统因不同需求有多种形式，根据控

制管理结构分类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集中控制管理模式

（由播控平台系统控制实现自动化）；二是分散控制管理模

式（每个发射频率配置一套播控系统）；三是分散控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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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每个频率发射设备（含控制台）出现故障不影响其他

频率发射设备工作，分别部署单频率自动化控制管理系统。缺

点是资金投入大，监播控制平台多，管理维护工作量大，特别

是多频率发射台更是如此，监管分散不利于统一监控管理，一

般不宜采用。分散控制管理模式结构图如图2所示。

1.3 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
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一种中波发射台

自动化播控管理模式，机房监管平台发生故障不影响发射机的

自动化播出。这种管理模式运行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扩展性

强、管理灵活，发射机根据设置工作时间表自主完成播出，

机房播控平台主要完成监控、管理辅助性功能（突出监管功

能），发射机全自动化播音（突出自动化功能）。它解决了以

上两种模式的弊端，是中波台改造“有人留守、无人值班”自

动化机房的最好模式。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结构图如图3
所示。这种结构需要发射机具备单机自动化能力，目前发射机

为手动操作方式，下面重点探究单机自动化系统。

中管理模式（发射机具有单机自动化功能，机房播控平台用

作监控管理）。

1.1 集中控制管理模式
集中控制管理模式结构简单，资金投入少，发射设备由

播控平台集中控制管理，由于目前生产的中波发射机还没有

实现自动化，中波发射台自动化改造大多采用这种模式。这

种自动化播控管理模式高度依赖于机房监播控制平台，一旦

监控平台发生严重故障（如服务器出现故障等），机房的所

有播控设备将会受到影响，严重时整个播控系统陷入瘫痪，

机房所有播出机器停播，这种模式安全播出风险较大。集中

控制管理模式自动化结构图如图1所示。

1.2 分散控制管理模式
分散控制管理模式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都很好，各

频率主、备发射机使用一个播控平台，不同频率发射设备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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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波发射机自动化系统

2.1 自动化系统思考
中波台自动化改造使用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前提

是中波发射机实现自动化，这需要增加播控系统对中波机进

行自动化改造。可以用发射机播控系统为下位机，机房监管

平台为上位机，监管平台参与管理发射机，但不干预发射机

自动化工作，下面以使用量较大的数字调制（DAM）中波发

射机ZF-10型为例，对中波机自动化系统进行研究。

单机自动化需发射机具备自动化运行控制程序、数据采

集处理等，机器存储基本的运行信息，按照设定的程序执行

相关的步骤操作。传统思考方式是发射机自动化可采用工控

机加软件方式，或PLC工业控制器等方法实现，各有优势，

工控机加软件方式的优势是编程灵活，但受操作系统和软件

影响，稳定性稍差，PLC工业控制器在编程时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是优势也很明显，其运行比较稳定[1]。但由于发射机

自动化播控系统的要求较高，数据处理也较复杂，以上两种

方式都不可取，综合考虑自动化系统采用可编程逻辑器件

FPGA来实现比较合适，考虑到系统的独立性、完整性和通用

性，以及数据处理和控制调整等，发射机自动化系统应具有

以下功能：

1. 设定工作模式（自动/手动）。根据播出需要设置好播

出工作时间表后，系统按播出时间表和开、关机工作程序操

控发射机自动化播出，并具有开、关机功率自动升降和输出

功率自动调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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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处理。应有数据采集、比对、分析等较强的数据

处理功能，实时采集发射机工作状态各种所需数据供微处理

器监控机器工作状态，并上传到监播管理平台对数据进行实

时的处理并保存，发射机和平台能显示发射机的各种工作参

数、状态信息和异态情况。机房平台具有下载运行参数功

能，能从监播管理平台接收各种参数，实现参数修改（如播

出时间表），具有自动抄表功能，对数据进行归纳、统计、

存储等管理。

3. 系统联接。具备标准化接口，通过以太网发射机播控

系统与机房监播管理平台能进行数据传送，能实现人工介入

干预操作功能。平台管理控制系统对单机系统间隔一段时间

（时间可设定）进行校时和更新。

4. 独立运行能力。单机自动化播控管理系统能完全独立

控制、管理发射机自动化工作，本身具备自动化控制操作和

完善的监控、保护和报警功能，完全独立于机房管理控制平

台工作，并具有断电设置记忆功能。

5. 故障处理能力。系统具有完善的故障处理功能，单机

播控系统能进行故障自动识别、分类，然后选择处理故障方

式，具有瞬时过载自动复位及故障恢复功能，能显示、报

警、记录，并同步传输到机房监管平台显示、管理、保存。

FPGA芯片是在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集成度最

高的一种专用芯片，用FPGA设计比较容易实现发射机自

动化。FPGA带有丰富的触发器和I/O引脚，开发费用低， 电

路设计周期短，同时FPGA采用高速CMOS工艺，功耗很低，

可以很好的兼容TTL电平、COMS，FPGA单片系统是提高系

统集成度和可靠性的最好选择。 FPGA可以用VHDL或

verilogHDL来编程，可重复操作，能更好地进行设计开发和

验证。当电路有较小改动时，更能突显FPGA的优势，现场编

程能力这种好处可以用来进行功能完善和系统升级。用DSP
具有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运行速度来计算，比如进行

指标、调制、解调计算等，ARM自动进行控制和运算，ARM
是32位的单片机，其内部硬件资源性能较好，具有比较强的

管理功能。

2.2 自动化系统构成
中波发射机的自动化系统由处理器、存储器、控制器、

显示器等构成，由于发射机的自动化开关机控制程序较简

单，但数据处理、控制调整相对较多，所以选择硬件执行方

式，可以采用FPGA+DSP+ARM架构，作为发射机自动化信

息、数据、控制、执行处理平台，实现发射机的单机自动化

播控管理。机房监播管理平台为上位机，发射机控制管理平

台为下位机，选择以太网进行数据传送，上、下位机建立好

SOCKET方式通信后，可以随时互发数据，使用TCP协议，以

微处理器为核心，以高速串口为控制口，以太网口为数据总

线变换器，同监播管理平台数据接口联接，实现机房整个发

图3 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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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系统的全自动化播控，单机自动化系统结构图如图4所示。

系统需要增加控制逻辑。包括：开/关控制逻辑、功率控

制逻辑、阻抗控制逻辑和故障处理逻辑等几部分。开/关控制

逻辑对高压电源实施控制，同时产生相应的控制序列，对发

射机的各部分进行控制，ZF-10型发射机自身具有，只需增加

按预设时间表定时开/关机控制。功率控制逻辑对发射机的功

率电平进行设置和改变，使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在零到额定功

率之间连续可调，为更好地保护发射机的安全，开、关机时

需要具备功率缓升、缓存降控制逻辑。故障处理逻辑对发射

机各部分进行反馈控制，对发射机实施强有力的保护，发射

机自身具备有保护功能，只需采集关键数据进行监控处理。

阻抗控制逻辑实时监控网络阻抗变化，对阻抗变化进行反馈

控制。

系统需具有故障自动化处理能力。当发射机自身出现

一类故障，或者发射机输入信号正常，无已调波输出，通

过监测取样连续比对，系统判断发射机发生故障（信号输出

连续中断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微处理器输出倒备机控制

信号，控制馈线切换开关（切换开关控制箱安装在假负载上

部）将天线切换到备机上，同时备机升功率播出（热备方

式）或启动备机工作（冷备方式）。主机自动联接在假负载

上同时报警，并显示主机故障情况。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发

射机自身具有空载保护功能，主、备机故障倒换时可实现设

置热备份和冷备份两种故障倒机方式供发射台选择使用。热

备份方式能耗大，但是安全性高，冷备份方式节能，但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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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稍长一点，中波台平时可采用冷备份方式，重要播出保

障期可采用热备份方式，为中波台安播需求提供了两种必要

选择。

系统还需具有标准化外部接口，具备较强的数据采集和

处理能力，为发射机的监测控制提供基础数据控制处理依据，

还需较强的信号处理能力，为发射机的外部控制和监测提供

界面，有利于进行远程控制和计算监控。

3 自动化系统难点研究

采用FPGA+DSP+ARM架构来实现发射机单机自动化功

能，比较容易解决自动化播控的大多数功能要求，但由于目

前中波发射机（如ZF-10型）是手动开关机操作模式，所以机

器自动化系统需要解决功能缺失和手动调整两个方面问题，

最主要难点有三个：一是缺失发射机技术指标实时监测功能；

二是发射机输出网络阻抗匹配改手动调整为自动调整； 三是

自动功率调整。下面分别进行探究。

3.1 技术指标在线实时监测
中波台无人机房需要定期打印发射机的技术指标呈报，

或通过网络传送到省级监管平台，所以中波机需具有在线实

时监测功能。实现方法：对输入发射机的音频信号采样，得

到数字化信源基带信号，对发射机输出射频信号进行带宽采

样，获得数字化射频指标数据值，一是经处理得到调幅度指

标和射频包络图，二是经FFT变换得到频谱图。采样信号经

软件无线电解调，获得数字化音频基带信号，信源音频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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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机自动化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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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指标监测功能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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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频在时间上对齐同步，通过傅里叶变换经计算得出发射

机指标数据，同时可获得需要的频谱图和波形图。数据既能

在发射机上显示，又可以通过以太网传送到机房平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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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监控和存储，通过监测指标（信噪比、失真度、频

率响应、调幅度正、负调制非对称度等）来实时掌握发射机

的工作状态和播音质量。只要系统中设计的各个功能模块协

同工作，就能实现发射机性能指标在线监测、测量。功能框

图如图5所示。

中波机静态指标在行业标准GY/T 225-2007 中进行了规

定。发射机在线信噪比定义为计算标准，在线信噪比数据能

够准确反映出当前机器工作的指标状态。中波机在线信噪比

指标定义为：

式中f表示频率。Sf表示信源信号在f分量上的能量，Df为解调

信号在f分量上的能量，Sf–Df可看做是频率f分量的噪声。N表
4500 2

示频率采样的点数，噪声均方差 f 20 f f 表示中波机
N

在可听频率范围内噪声能量有效采样数值。除了噪声能量

外，还包括频响导致的衰减或增益的影响。中波机在播出

时其入机、解调信号中的频率非常复杂，分辨不出不同频

率谐波成分，所以，失真度定义为谐波失真加上噪音失真

（THD+N），计算公式为：
 采样量程  噪声能量有效值  S  D 2

SNR  20log 
噪声能量有效值

 THD + N  100% 
信号能量有效值

i i 10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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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输出网络阻抗实时监测调整框图

式中Si为第i个采样频点入机信号源能量值，Di为第i个采样频

点解调信号能量值，Si–Di表示第i个采样频点噪声能量。从在

线信噪比、失真度公式中可以看出，都是描述有效信号功率

和噪声功率的比值，失真度以百分比表示，信噪比以指数表

示。在GY/T 225-2007 中是以1kHz信号电平为参照值，定义

为0dB，测试频率频响均以1kHz信号电平计算。因在线测量

信号频率非常复杂，不能以纯净的单音测试信号运算，可按

对应频点能量跌落、增益比为标准进行比例运算，运算结果

同样能反映出对应频点能量跌落、增益的程度，即是音频频

率响应参考指标，所以，在线音频频响定义为：

  20log f频点能量跌落比  20log Sf  D f  / Sf

3.2 输出网络阻抗实时监测
对ZF-10型DAM中波广播发射机而言，驻波比系数小于

1.35馈线均能与之匹配，如果驻波比系数超过1.35，发射机将

降低输出功率保护功率放大器，同时驻波比指示灯变红色亮

起，如果驻波比继续增大，发射机将停机保护。只有通过在

线实时监测发射机的输出网络阻抗匹配变化情况，即通过阻

抗圆图监测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变化，如果超过预设门限值进

行及时调整，才能避免网络阻抗变化导致发射机降功率甚至

停机的问题。通过在线监测网络阻抗变化及时比对调整发射

机T网络的串臂电感，其中：L104是调载，对应发射机面板上

负载旋钮，调整的是阻抗实部；L103是调谐，对应发射机面板
上调谐旋钮，调整的是阻抗虚部。及时调整能避免发射机发

f 1kHz频点能量跌落比 S  D / S
1k 1k 1k

式中f表示测试频点，频点有60Hz、100Hz、400Hz、1kHz、
3kHz、4.5kHz；Sf表示输入信号在f频点上的能量；Df为解调

信号在f频点上的能量。于是（Sf–Df）/ Sf表示f频点的能量跌

落或增益的比例，称为“跌落比”。以1KHz的能量跌落比为

标准，其他频率的跌落比与标准进行运算，得到在线音频频

率响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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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功率和停机保护，网络阻抗变化超过预设门限值的数据系

统能自动记录，提供给技术人员参考。实现网络阻抗的自动

调整是实现发射机单机自动化的最大难点，它提高了发射机

自动化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输出网络阻抗实时监测调整框图

如图6所示。

3.3 自动功率调整控制
自动功率调整电路连接方法如图7所示。ZF-10型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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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自动功率控制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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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时预留了模拟监控接口，包括状态量接口、模拟量接

口以及控制量接口。采集器通过采集Ⅱ型（0-5v信号电压）

或Ⅲ型（1-5v信号电压）仪表信号电压，经计算得到发射机

的所需工作参数，通过采集状态量接口数据得到发射机的工

作状态数据。单机系统只需增加采集器控制线，与原机控制

量接口相连接，就能实现自动控制发射机的开/关机，同时实

现自动升功率/降功率，通过对功率值的实时采集和比对，使

开/关机时的步进升降功率（缓升/缓降）得以实现，并能实现

功率的自动调整。

功率升降调整：发射机功率自动调整。发射机自动定时

开机后，缓升功率至设定功率值（一般预设功率为发射机额

定功率，如ZF-10型发射机为10kW）；发射机到定时自动关

机时间，先执行缓降功率到关机设定功率值（一般设定为

0.3kW），然后执行关机。通过开关机对发射机功率的缓升、

缓降控制，及实时监控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变化，变化超过设

定门限值自动调整发射机输出功率，确保发射机工作的安全

和稳定。

由FPGA+DSP+ARM架构组成的单机自动化处理核心，

完全能够满足中波发射机自动化播出所有需求。首先是增加

定时开、关机控制功能，将中波机开关机手动操作模式改造

成自动化模式，并且控制开关机时功率升降及自动调整。其

次是作为下位机的单机自动化系统需要进行数据的采集、比

对、计算等，处理得到的数据对发射机进行监控和调整，能

自动完成故障倒备机播出。三是数据传送到监播管理平台服

务器显示、监控、报警、存储等，监控发射机的实时运行重

要参数和数据，以图形界面的方式显示，供值守人员随时掌

握发射机工作状况，还作为技术日志供技术维护人员比对，

分析、预判发射机的状况。遇到异常情况时监控系统能根据

发射机的故障情况进行处置并报警，通过控制客户端实现机

器播出时间安排、录像回放、短信报警等功能，并可通过网

络实现远程监控。

4 结束语

中波发射台自动化播控采用分散控制、集中管理模式可

靠性高、安全性好，机房控制台主要完成状态监控、播出安

排、数据处理、报表打印、故障报警等监管功能，突出监控

管理功能，不直接参与控制发射机的自动化播出。用

FPGA+DSP+ARM构成系统平台对发射机进行自动化改造，

使单机具备完善的自动化播控功能，并研究用合理方法解决

发射机自动化的几个关键难题。达到关闭机房监管平台不影

响发射机自动化播音，使中波发射台的自动化播控升级改造

更加合理，安全性大大提高，这种自动化播控方式是今后中

波发射台的发展方向，所以，只有将中波发射台的监播控制

系统与发射机的单机自动化系统结合研究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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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射频数字化处理的地下停车场
多频点调频覆盖系统

赵宏杰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 450003)

【摘 要】本文以对河南省首个大型商业地下停车场进行省台所有调频广播信号全覆盖的实践，通过对系统总体建设思路和技

术方案的简要论述，着重分析了相关技术原理和关键技术，以期对调频广播在城市地下设施的信号覆盖提供点滴经验。

【关键词】地下停车场，调频，信号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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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requency FM Coverage System of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Based on RF Digital Processing

Zhao Hongjie
(Henan Radio and TV Station, Henan 45000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all the Henan FM radio coverage in first large-scale commercial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in Henan Province,
through brief discussion of overall construction idea and technical scheme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analyzes relevant technical principles
and key technologies, so as to provide some experiences for signal coverage of FM broadcasting in urban underground facilities.

Keywords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FM, Signal coverage

0 引 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型商业地下停车场逐渐增

多。目前，城市收听调频广播的受众以车载听众为主，如果

车辆正常行驶进入地下停车场就不能接收调频广播信号，许

多车载人群对这种现象不适应，特别是出现恶劣天气、发生

突发状况时，调频广播的应急通讯功能在城市地下设施内将

得不到有效利用。因此对大型地下停车场内的调频广播信号

覆盖越来越受到关注，该区域的信号覆盖将会是城市应急广

播体系在城市建设配套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技术背景及原理

目前，国内对大型商业地下停车场的广播信号覆盖还处

于探索阶段，国内已实施项目很少，河南省内尚无实际案例。

但大型地下停车场日益增长的停车数量和停车频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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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城市调频广播对该区域的覆盖不仅有着自驾车车主的收听

需求，还有着广播在城市应急功能方面的需求。因此开发一

套技术先进、效果良好、成本合理的用于适合大型地下停车

场广播覆盖的技术方案，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系统构成
系统主要由数字处理前端和数字直放站及信号传输设备

组成，由于该地下设施建筑空间构造较为复杂，建筑物原有

电力、通讯、消防、通风等管线布局分布较密集，考虑到不

影响地下设施内原有各系统以及原有设施布局的前提下，我

们通过合理布署系统主要设备，满足了地下停车场内部包括

上下行车道的调频广播信号无缝覆盖的技术要求，整体系统

主要构成如图1所示。

1.数字处理前端

包括：电源、监控单元、低噪声放大器、数字中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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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组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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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数字光模块、带通滤波器、应急广播单元。

2.数字直放站

包括：电源、监控单元、数字中频处理模块、数字光模

块、光旁路器、线性大功率放大模块、低通滤波器。

1.2 工作原理
该系统通过定向天线，接收空中调频节目模拟信号作为

信源，经无源滤波器滤波后送至前置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和

信号均衡，数字中频处理单元将模拟信号直接采样和数字处

理后转换为数字信号，再通过光纤传送到数字直放站，直放

站内的数字中频处理单元将收到的光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并把数字信号转换成与信源一致的模拟射频信号，再送到功

放模块进行放大，最后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到小型发射天线

或泄漏电缆，从而实现了调频广播节目的转发。由于系统是

对模拟射频信号直接采样和数字化处理，空中正常信号与系

统各末端发射的信号同频同源，不存在相干干扰，极大改善

了以往同步广播中存在的同频相干干扰难题。

1.3 组网要求
系统的组网方式多种多样，可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方

案，地下覆盖项目一般采用串形或环形的组网方式，如图2所
示。串形组网适合每个链路上放置少量直放站时采用，占用

光纤资源少；环形组网需要更多的光纤资源，占用更多的数

字处理前端输出端口，一般适用于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当

链路被意外切断时，串形组网的链路在光纤断点后的直放站

将不能工作，而环形组网的链路会自动成为两个串形组网链

路，故障点后续数字直放站，可以通过第二光口连接数字处

理前端正常工作，极大的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图1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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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一台数字处理前端有四个输出光端口，每个端口

串形组网最多可接15台数字直放站，每个数字前端最多可以

串接15×4=60台数字直放站，当采用环形组网方式时单台数

字信号前端的最大链接数为30台。

数字直放站配置了光旁路开关功能，当出现单台直放站

断电时，光开关会自动连接停电直放站光纤输入/输出端口，

将光信号继续传输到下一节点，不会中断后续直放站的运行。

光口符合SFP标准，可通过配置不同的光模块来适应不同的光

纤长度和模式，灵活度高。同一链路的两台数字直放站之间最

大距离为100km，考虑光旁路后工作中的数字直放站最大距离

为50km，所以每台直放站的最大拉远距离应小于50km。

2 系统关键技术

调频信号在地下设施覆盖主要涉及信源采集、信号前端

处理、信号传输、远端直放站、天馈系统、设备监控等环节，

该系统结合现状对各环节逐一优化，利用关键技术给出实际

解决方案。

2.1 多频点全数字调频广播信号处理系统
该系统的核心技术就是空收模拟射频信号，将模拟射频

信号滤波后采用数字处理技术将信号数字化处理，处理后的

数字射频信号送入数字直放站还原成与信源一致的模拟射频

信号，最后经功放模块放大输出后通过分布式发射天线组或

泄漏电缆覆盖指定区域。

2.1.1技术创新点

1. 多频点全数字调频信号处理系统的主要组成包括数字

处理前端和数字直放站。设备采用多种新技术，包括结构

化、模块化设计，射频微带设计，贴片元器件设计等，有着

技术先进、维护简单、快速替换等优点。

2. 功率放大器采用性能卓越的进口大功率高频MOS管，

具有线性度高、互调小和极低的带内杂散发射等特点，输出

信号的信噪比提升明显。

3. 数字直放站可本地/远程方式开关及调整末级功放增

益，采用数字式衰减器，具有调整范围大，调整精度高的

优点。

4. 集成了数字调频处理模块，采用先进的DSP芯片处理

技术，实现射频直接处理，具有集成度高、处理能力强、体

积小、处理信号质量高等优点。

2.1.2组网方式

组网方式多样化，可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2.1.3信道选频和移频

1.数字信号前端最多能处理16个信道的选频，每载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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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带宽为200kHz，选频参数可通过监控软件进行设置。

2. 数字直放站具备16个信道的选频和移频功能，可对前

端转发的信号进行选频和移频，参数可通过监控软件在本地/
远程进行设置，有利于日常维护。

3. 处理的调频信号动态范围较大，节目处理套数极值为

16套，基本满足现阶段各地转发和发射的国家、省、市、县

的主要广播节目，所有转播节目满足射频信号等功率发射。

2.1.4自动均衡AGC功能

数字处理前端可实现对各输入信道独立进行自动均衡

AGC功能，也可单独调整每个通道的增益，实现各输入信道

信号电平经过数字均衡处理后，可以等电平幅度输出。

2.1.5时延调整功能

系统具备时延调整功能，可实现自动/手动调整各个数字

直放站时延，明显消除相邻直放站之间信号重叠区的相干区

干扰，实现无缝覆盖。软件可自动检测实际在线的每台数字

直放站的时延，并统一调整整个组网链路各个数字直放站的

时延，如遇到特殊情况，用户也可进行手动调整。

2.1.6光旁路功能

1. 当组网中某台远端直放站出现停电情况时，光旁路开

关会自动连接光纤输入输出端口，使光链路后级设备可不受

影响并正常工作。

2. 环形组网中如出现某条光缆断裂等情况影响后级设备

工作时，系统可自动调整组网光链路继续正常运行，同时监

控软件会报告定位故障光缆，方便及时维修。

2.1.7应急广播功能

应急信息可通过前端设备内置的调制模块，直接将应急

广播内容发布到数字处理前端所有工作通道中，覆盖区域内

所有频点将统一播放应急广播内容，实现应急信息发布。

2.1.8静噪功能

系统具备静噪功能，静噪门限可设。当信道电平小于静

噪门限时，系统将关闭该信道。

2.1.9抗干扰能力强

地下停车场电磁环境复杂，大型用电设备或者公共通信

设施均有可能造成同频或差频干扰。本系统采用了先进数字

滤波技术，大大提高了信号信噪比。同时设备间采用光纤传

输方式，解决了传输环节的信号干扰问题。

2.1.10大功率低互调功放

系统选用高性能大功率射频器件，将非线性指标控制到

最佳，选用的器件额定耗散功率高达600W，远远大于直放站

的50W额定功率，实现在额定功率下，射频输出信号三阶互

调优于40分贝，避免互调干扰产生，提高了节目信噪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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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地下设施内收听与室外收听效果一致。

2.2 地下设施内部调频信号覆盖场强的研究

2.2.1车辆出入口

调频广播信号在地下停车场出入口通道内传播时具有隧

道效应，无线电波传播是通道墙壁反射与直射叠加后的结果，

直射为主要分量。在地下设施的出入口处会出现外场、内场信

号覆盖的重叠区域，该干扰不可避免，具体实施中我们将出入

口的泄漏电缆位置內移一部分，减少信号叠加区域。同时数字

技术的应用，使得开路信号与覆盖信号同源，进入地下设施的

车辆在实际收听中几乎不受信号叠加的干扰影响。

2.2.2 上下通道及停车场平面空间

对于地下停车场内部的覆盖，通过对地下停车场内部研

究与实际测试，决定利用与通信类似的分布式天线系统将信

号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室内每个角落，满足地下设施内部信

号覆盖需求，同时采用了与停车场上下通道泄漏电缆相接合

的施工工艺，做到了整个停车场信号的无缝覆盖，实际收听

效果良好，具体示意图如图3所示。

2.3 基于VPN技术利用4G网络开发设备远程监控系统
随着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的迅速发展，

实现设备系统远程自动监控已经是大势所趋，本项目结合实

际情况，基于VPN技术利用4G网络开发了设备远程监控系统。

实现了数据监控的实时性、安全性，保证了广电设备安全播

出的高要求，并能很好的兼顾经济性，实现系统远程监

控功能。

2.3.1系统特点

1.安全性

系统平台是基于独立的、安全的VPN网络，VPN技术采

用多种加密手段，实现了从端到端的保密通信。系统设置了

二级用户操作权限，区别值班员和管理员的业务权限，减少

人为因素对软件的影响。在监控中心服务器安装常规杀毒和

防木马软件，采用VPN加密通道技术，来保证安全播出。

2.经济性

系统为维护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功能完善的远程监测平

台，显著减少现场维护的工作量，大大提高维保工作效率，实

现实时故障报警，远程判断故障原因，故障处理时间明显缩

短，对降低维护成本和停播成本有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实用性

系统设备运行状态可实时监控、本地/远程控制、远程系

统参数配置、远程设置报警、报警及动作日志记录等多项功

能。功能分类清晰，软件界面友好，操作方便，数据库平台

可以存储所有设备运行参数、维护记录和报警数据，方便日

后检索和报表输出，实用性强。

4.及时性

系统数据具备实时采集和实时传输功能，监控中心可以

实时监测设备实际运行状态。

5.扩展性

图3 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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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通信接口、设备接口、通信协议的

标准化和开放性，尽量运用成熟的标准接口和协议，确保系

统的可扩展性和兼容性，便于扩展和升级。

2.3.2 系统概述

图4 监控系统架构图

本监控系统基于B/S架构开发而成，用户无需安装专门客

户端，只要接入服务器所在的网络，就可在电脑、手机、平

板电脑等设备上，利用一般的网页浏览器就能实现监控和管

理设备运行，实现了跨平台远程监控。

2.3.3 系统框架

采用Tomcat WEB服务器，可通过浏览器与服务端进行动

态交互。数据库采用MySQL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可将数

据信息保存在不同的表格里，提高数据查询速度和灵活性。

Bootstrap前端框架，符合HTML以及CSS规范标准，采用动态

CSS语言Less编写，可适应多种设备类型、多种监看方式的远

程监控，详见图4。

2.3.4 部分监控软件界面

软件具有地图功能，见图5，可以实现多个广播覆盖系统

的监控整合，各个系统设备可根据经、纬度绘制到地图上，

通过点击地图相关设备点查询设备实时运行数据。

点击站点详情菜单，见图6，可以查询站点内任一单个设

备的运行详细参数，并可远程调整各类设置参数。通过报警

日志，见图7，可以查询到设备故障日志，了解故障发生的具

体情况。

3 结束语

系统通过较长时间的测试和运行，完全满足听众在该大

型地下设施的车载收听需求，随着调频广播在城市覆盖中逐

渐从广域覆盖向精准覆盖的逐步完善，此次对省台所有调频

图5 地图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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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设备监控参数

图7 报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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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节目在该大型地下设施内部完成信号全覆盖的积极探索

与实践，不仅积累了精准广播覆盖工程和应急广播系统建设

的宝贵经验，还有效提高了广播节目的城市覆盖能力，拓展

了广播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赵宏杰，男，1979年生，在职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河南广

播电视台发射覆盖部覆盖科副科长，主要从事广播无线传输

覆盖技术工作。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109



无线覆盖 ︳Wireless Coverage

【本文献信息】肖涛，宋庆欣，王威.利用并联加载与补偿网络技术提高中波天调网络带宽及稳定性的应用探讨[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Vol.48(1).

利用并联加载与补偿网络技术提高中
波天调网络带宽及稳定性的应用探讨

肖涛，宋庆欣，王威
（河南广播电视台无线电台管理中心，河南 450002)

【摘 要】我们在调试新建76m绝缘自立塔的三频共塔网络时，发现在603kHz的频点处的Q值较大，造成整个网络工作稳定性差，

带宽小。经多方论证，我们决定尝试采用并联加载与补偿网络技术方案共同解决。实践中，通过对原有76m绝缘铁塔加装

设备，反复调整相关参数，我们实现提高发射天线输入阻抗，降低特定频点Q值，延展了工作带宽，增强天调网络稳定性。为解决中波

天调网络工作可靠性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中波天调网络，并联加载，Q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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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Loading Technology and Compens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to Improve Bandwidth and Stability of MW Antenna

Tuning Network
Xiao Tao, Song Qingxin, Wang Wei

(He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Radio Station Management Center,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When debugging three-frequency common tower network of 76m insulated self-standing tower, the paper found that Q value at frequency
point of 603KHz is large, which causes overall network poor stability and low bandwidth. After multi-party demonstrations, the paper decided to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using parallel loading and compens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solutions. In practice, by adding equipment to original 76m
insulated tower, and adjusting relevant parameters repeatedly, the paper improves input impedance of transmitting antenna, reduces Q value at a
specific frequency, extends operating bandwidth and enhances stability of antenna network,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solving working reliability
of MW antenna tuning network.

KeywordsMW tuning network, Parallel loading, Q value

0 引 言

2018年，我们在某甲台拆除了一副76米绝缘拉线发射

天线（以下简称“旧发射天线”），并在原址新建了一座

76米中波串馈绝缘自立塔（以下简称“新发射天线”）。

新发射天线工作频率沿袭旧发射天线的603kHz、801kHz、
1008kHz，三频共塔发射。新发射天线安装完毕，开始进行

天调网络设计时，经测量并计算，发现603kHz频点处，新发

射天线特性阻抗实部较小，Q值较大，而另外2个频点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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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这样就造成天调网络很难调整，工作稳定性差，频率

带宽小。通过查阅资料，技术人员决定尝试采用并联加载技

术方案和补偿网络技术方案。通过在发射天线体加装设备，

调整发射天线物理电参数；在天调网络增加补偿措施的方法，

改善天调网络稳定性和工作带宽。经过不断实验摸索， 三频

共塔天调网络工作状态正常，发射系统运转稳定，信号覆盖

范围优于原发射天线覆盖范围，现将相关经验心得与大家分

享探讨，望同仁给与批准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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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波发射天线关键电参数介绍与实际难题

1.1 输入阻抗Z
中波发射天线中，输入阻抗Z是其中的关键物理电参数，

由实部部分R和虚部电抗部分±jx组成，其数学取值主要取决

工作频率（与频率成函数关系）、天线的结构类型、高度。

当然，发射天线近场的土壤情况、电磁感应场及气候温度的

变化，也会使阻抗Z值有所波动。实践中，通常近似认为：当

发射天线安装完成后，该天线在工作频率上的阻抗Z也就基本

固定了。由于天线阻抗与工作频率的函数关系，在天调网络

设计中，我们还应关注工作频率下的边带阻抗与中心载频阻

抗，尽量使二者相差不大。

1.2 Q值
发射天线中，Q值反应天线带宽B的重要指标。Q值与带

宽B成反比。Q值等于1为天线带宽理想值。具体到中波发射

系统中，Jx/R=Q，值高，影响边带与中心载频阻抗，造成发

射机加音频调制后指标变差，驻波比过大，自动降功率。

1.3 实际难题
某甲台的新发射天线建好后，在设计天调网络前，先用

PNA3628DPD电桥测量天线输入阻抗Z，具体测试数据如下：

603kHz：7.6-j130.12
801kHz：20.2-j48.44
1008kHz：48.10+j23.6
通过计算，603kHz的Q值为17.12， 801kHz的Q值为2.39，

1008kHz的Q值为0.49。如何降低603kHz的Q值，增加天调网

络稳定性，保证发射机可靠工作，我们尝试采取以下两种方

案来解决：

箱体密封防护，可以防雨、防尘、防破坏。现场实物图见图2。

2.2 方案实测数据与效果
通过反复调整可调电感的电感量，用PNA3628DPD电桥

测试天线的输入阻抗Z，可得到一组新的Z值：

603kHz：13.1-j98
801kHz：17.2-j40.44
1008kHz：32.10+j13.6
计算可得到新的Q值：603kHz的Q值为7.48；801kHz的Q

2 解决方案

2.1 发射天线并联加载技术方案
方案简单原理：该技术方案主要是先在发射天线上安装

一套并联加载装置，然后人工不断调整，改变发射天线在所

需工作频点下的输入阻抗Z。本文中，我们目的就是降低

603kHz频点是输入阻抗的虚部取值，相应增大Z的实部值，

从而降低Q值，提高天线的带宽。同时，尽量平衡天线高端频

率的Q值，基本保持不变。并联加载技术方案示意图如图1所
示：

经计算，并联加载点以发射天线距地面高度35m为起点，

用6根50×50×6000mm热镀锌方管串接组成并联加载体，在

其底部通过绝缘支座接入1个可调电感。该电感的下端经绝缘

支座支撑后连接铜带接地。可调电感外部用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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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并联加载装置实物图



图3 未加补偿前的天调网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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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008kHz网络带宽图

值为2.35；1008kHz的Q值为0.42。对比未采用并联加载技术

方案时的数据，603kHz的Q值降低了9.64，而801kHz的Q值和

1008kHz基本变换不大。可以认为：并联加载方案可以提高发

射天线低端频率下的工作带宽。

3 补偿网络技术方案

方案简单原理：通过对603kHz和801kHz的天调网络增加

补偿网络，使原天调网络带宽扩展。

3.1 未加补偿前天调网络相关数据
天调网络原理见图3所示。

经用PNA3628DPD电桥进行测量，当三个频率的阻抗都

调到50Ω时，根据测量到的三个频率对应的带宽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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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我们可知，在驻波比为1.5时，603kHz的带宽仅为5kHz，
网络带宽很难保证发射机稳定工作。接着测量天调网络中

60kHz上下边频，得到以下数据：

603kHz频点通路中，经过调试后A点处的阻抗为：50-j1
上边频598kHz A点处的阻抗为：35.8+j22.5
下边频608kHz A点处的阻抗为：38.2-j19.5
由上述上下边带的阻抗值可知，由于上下边带的虚部值

过大，影响天调网络的带宽。

同理，801kHz的带宽仅为5kHz，主要原因和603kHz频点

遇到的问题一样。

由图4可知，在驻波比为1.5时， 1008kHz的带宽为

15kHz，网络带宽能保证发射机稳定工作。

3.2 增加补偿网络实测数据与效果
增加补偿网络后的天调网络原理图详见图5。
按图5设计，重新安装好天调网络后，经用PNA3628DPD

电桥进行调试，当三个频率的阻抗都调到50Ω时，根据测量

到的三个频率对应的带宽曲线（图略）可知：

在驻波比为1.5时，603kHz的带宽为11kHz，801kHz的带

宽为10kHz，天调网络带宽可以保证发射机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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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增加补偿后天调网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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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j0.6，对上边频796kHz，经计算R  R1R2
R1  R2

=+386，

75uH电感感抗374.9，R上总=–11.5；对下边频806kHz，

经计算R 

=+23.25。

R1R2
R1  R2

=+356.37，75uH电感感抗379.6，R下总

将CD段网络串进图3后，上边频796kHzD点处的阻抗Z为
38.6+j4.5，下边频806kHzD点处的阻抗Z为：37.5-j3.75。通过

计算得出驻波比（VSWR=1 p反 / p入
），796k和806kHz

3.3 初步理论分析
以图5的801kHz补偿网络部分的CD段补偿电路为例，与

大家探讨下相关补偿原理，图6细节放大图。

我们知道， 并联谐振选频电路，频率之比大于等于

1.2时，所选频率视在功率较小，该并联谐振电路的频率为

657kHz。 801kHz这一路，经过调试后D点处的阻抗Z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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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反/ p入
的驻波比都在1.5内，同实际测试值基本吻合。可以满足发射

机的要求。

4 发射信号覆盖情况及结论

为验证新发射天线发射效果，我们用天津德力DS1823场
强仪配上DS9001环形天线，对三个共塔发射的信号覆盖情况

逐一进行了收测（收测地点见图7）。

收测效果评价按照GB/T 16463-1996《广播节目声音质

量主观评价方法和技术指标》中要求进行了主观评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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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801kHz补偿网络部分



图7 收测地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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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采用5级评分制，5分（优）：质量极佳，十分满意；4分
（良）：质量好，比较满意；3分：（中）：质量一般，尚可

接受；2分（差）：质量差，勉强能听；1分（劣）：质量低

劣，无法忍受。表1以603kHz收测数据为例，列出了新旧发射

天线场强覆盖对比情况：

通过对比新旧发射天线信号场强覆盖收测数据，我们清

晰看到，同等覆盖距离条件下，新发射天线的信号场强值明

显优于旧发射天线。根据实际的覆盖场强数据，又进一步验

证了并联加载技术与补偿网络技术是可以提高天调匹配网络

工作可靠性与稳定性，有利于增强发射天线信号覆盖范围。

该技术的成功应用，为中波发射台解决相似实际技术难题提

供了新思路。文中不妥之处，还请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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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新旧发射天线场强覆盖收测效果对比表

序

号
地点 方位

距离

（km）

场强（db） 主观评分

新天线 旧天线 新天线 旧天线

1 夏县 北 42.7 72 62 4 3.5

2 平陆 东北 13.1 80 75 4.5 4

3 渑池 东 54.7 67 62 3.5 3.5

4 观音堂 东南 35.9 72 69 4 4

5 洛宁上戈镇 东南 47.1 63 59 3.5 3.5

6 陕县张乡村 东南 15.2 80 78 4.5 4

7 卢氏范里镇 南 72.5 58 55 3 3

8 灵宝县函谷

关镇
西南 29.9 70 65 4 3.5

9 陕县 西南 15 81 77 4.5 4

10 芮城县 西 55.8 63 60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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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的
设计与实现

黄瑶，覃晖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广西 530022)

【摘 要】为了提高广播电视发射台特别是偏远地区发射台的运维效率，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自主研发自适应功率合成地面

数字电视发射机，可通过软件操作自动完成功率合成最优输出自适应配置，操作简捷快速。本文介绍了发射机的总体架构、

关键技术以及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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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daptive Power Synthesis
DTMB Transmitter

Huang Yao, Qin Hui
(Guangxi Radio&TV Broadcast Technology Center,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fficiency of radio and TV transmitting station, especially those in remote areas, Guangxi
Radio&TV Broadcast Technology Center independently develops adaptive power synthesis DTMB transmitter. It can automatically complete adaptive
configuration of power synthesis optimal output by software. The operation is simple and quick. This paper introduces overall framework, key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mitter.

Keywords DTMB, Transmitter, Power synthesis, Adaptive

0 引 言

地面数字电视是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电视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应急广播的重要手段。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

数字化覆盖工程，广西积极推进地面数字电视工程建设，按

照总局要求并结合地区实际特点，自主研发稳定可靠、经济

适用的地面数字电视关键设备。

传统的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的功放模块进行功率合成时，

功率合成电路需由专业射频工程师在出厂前使用专业仪器对

各个模块进行调试，再进行合成联调，耗时数小时，以获得

功率合成最优输出。在实际使用中某个功放模块损坏需更换

时，需由专业射频工程师携带专用仪器到现场重新调试功率

合成参数以达到最优合成效率。由此产生

的问题是，功率合成电路在出厂前进行调试时，只能在某一

工作频点下获得功率合成最优输出，无法满足工作频段内的

所有频点均获得功率合成最优输出。更换功放模块时，需要

现场重新调试功率合成参数，对调试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比

较高，且耗费时间较长。在野外或者偏远地区，交通不便，

当地维护人员技术有限，需要专业射频工程师从外地奔赴现

场，给设备的快速维修造成极大的制约。

针对以上问题，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创新开发自适应

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使得功率合成电路在工作频

段内的任意频点以及电路模块更换时能够通过软件操作自动

调整功率合成参数，大大缩短调试功率合成电路的时间，降

低对调试人员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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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硬件架构

1 总体架构

制软件提供很大的便利。其次，由于需要通过SPI、USART
等接口与功放内各个模块进行通信，因此针对各个模块的接

口，需要编写对应的驱动程序。通过驱动程序与程序框

适应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的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具有多种信源输入接口，信源进入发射机的DTMB主、备调

制器，主备调制器输出DTMB射频信号进入功放及主控单元

放大后输出，最后经天线发射。

DTMB调制器具有1PPS输入（绝对时间参考）和外部

10MHz基准时钟输入接口，内置时间同步模块，不仅支持多

频网（MFN），还支持单频网（SFN）。DTMB调制器的数

字预校正功能，可改善发射机输出信号的频谱特性。

发射机的功放及主控单元内包含一个输入切换及分配模

块、四个100WDTMB功放模块、一个四功率合成模块、一个

主控制模块、一个控制面板及电源、散热风扇。发射机主控

制单元提供RJ45和RS485外部通信接口，通过这两个接口可

以对发射机进行远程监控和操作。

整机输入220V电源，为调制器、300W DTMB功放及主

控单元供电。

发射机整机散热采用水冷加风冷方式进行散热。主用水

冷的散热方式，当水冷无法满足散热要求时，通过散热风扇

进行强制风冷，满足散热需求。

1.2 软件架构
自适应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的软件系统包含了

设备内部控制软件和设备通信软件两部分。

1.2.1设备内部控制软件

在发射机控制软件中，在编写硬件模块驱动之前，首先

需要搭建程序基本框架，MDKMiddleware框架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架构，该架构提供的TCP/IP网络协议栈、文件系统、

WEB服务器、RTX实时操作系统等中间件可为快速搭建控

架内的中间件建立联系，为主控程序提供控制具体硬件的

接口。

本发射机使用Keil的RTX实时操作系统作为设备内部的

控制系统，系统软件架构如图2所示。

1.2.2设备通信软件

发射机内部集成了WEB服务器，可以通过浏览器对发射

机参数进行监控。在WEB控制界面，提供了发射机状态查询、

发射机控制、功率标定参数设定、网络参数设置、激励器设

置等功能。WEB设置界面如图3所示。

2 关键技术

本发射机创新开发自适应功率合成技术，使得功率合成

电路在工作频段内的任意频点以及电路模块更换时能够通过

软件操作自动调整功率合成参数，获得功率合成最优输出，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当输入频率变化、电路模块更换时，功率

合成参数不能自动调整的问题。

2.1 自适应功率合成原理
在对射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时，当单个功放模块无法达

到要求的输出功率时，需要将多个功放模块经功率合成达到

足够大的功率输出。功率合成电路主要包括三部分：功率分

配模块、功放模块、功率合成模块。输入的射频信号经过功

率分配模块，分成多路射频信号，然后经过多个功放模块对

每一路射频信号进行放大，再通过功率合成模块进行矢量叠

加，以获得较大的总功率。功率合成效率对总功率输出影响

至关重要。因此，功率合成电路必须选择合适的功率合成参

数以获得最优合成效率。

图1 发射机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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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射机系统软件架构

图3 发射机WEB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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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四功率合成模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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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射机功率合成使用不等分定向耦合功率合成技术，

合成原理如图4所示。输入的射频信号经过分配模块，分成四

路射频信号，经过四个功率放大器放大，然后通过四功率合

成后输出。理论上，功率分配模块输出的四路射频信号依次

的相位差为90°，分别进入功放模块后输出的相位不变。然后

通过比例耦合式功率合成器直接合成，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

然而，实际上因为电路、元器件、生产工艺的差异以及功放

在不同频率下的工作特性，信号在经过分配模块、功放模块、

功率合成模块后信号的相位都有微小的差异，导致在四路信

号合成时，四路信号依次的相位差不是90°，从而造成整个合

成功率损失以及射频指标的劣化。所以，在功率进行合成时，

需要保证四路信号依次的相位差为90°。

传统的信号合成相位调整方法是使用分配模块、功放模

块、功率合成模块之间的连接线长度去调节。在调试时，对

调试人员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本发射机在输入切换及分配模块内，通过数字相位调整

电路对输出的四路信号相位进行调整。使得信号经过功放进

入四功率合成模块时四路信号依次的相位差为90°。自适应功

率相位合成参数配置算法采用变步长的相位扫描法调整多个

功放模块输出信号相位，联合调整功放增益，实现功率合成

输出最大化自适应配置。

2.2 算法流程
本算法通过检测定向耦合式功率合成器的吸收负载功率，

判断信号相位差是否匹配。如图5所示，功率合成器通过

图4 功率合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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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设备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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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定向耦合器进行四路射频信号的功率合成。在将四个功

放模块输出功率调节一致后，首先输入信号RF1、RF2合成为

RF12，通过调节第一或二路信号的相位同时检测吸收负载一

的功率是否为最小，然后将RF12与RF3合成为RF123，通过

调节第三路信号的相位同时检测吸收负载二的功率是否为最

小，最后将RF123与RF4合成，通过调节第四路信号的相位同

时检测吸收负载三的功率是否为最小。在相位调整时，为了

更准确的找到最合适的合成相位参数，通过变步长的相位扫

描方法，多次执行该算法过程。由于在调整相位时，最造成

功放输出功率的变化，所以在调整相位的同时，需要联合调

整功放的增益，保持四个功放的功率输出一致。

3 应用情况

自适应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已生产2台300W 样

机，设备外观如图6，整机采用标准19寸机箱，深度为65cm，

包含两台DTMB调制器，总高度为6U。在实验室经过

7×24小时不间断老化测试，并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规划院广播电视计量检测中心检测，指标符合预期设计

要求。2017年6月在广西广播电视百色分中心田东发射台投入

使用，至今工作稳定，运行良好，维修维护简便。

4 结束语

自适应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具备自动调整功率

合成参数功能，通过软件设定一键自动完成功率合成最优输

出自适应配置，耗时只需数分钟，调试简便，无需配置专业

仪器，大大降低发射机在组装调试、更换功放模块时对维护

人员的技术要求，节省运维经费，提高地面数字电视安全播

出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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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高并发
设计与实现

张新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北京 100866)

【摘 要】新一代直播卫星系统采用了北斗定位管理机制，由于直播卫星业务的高并发访问特性，如何解决海量地理空间信息实时

计算分析与高并发实时在线业务运营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制约新一代业务开展的技术难题。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地理信

息数据组织、空间索引建立以及计算分析策略等内容进行研究，实现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高并发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运转，

保障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业务稳定开展。

【关键词】北斗定位, 地理信息, 高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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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 on High Concurrency of Satellite TV
Geographic Position Management System

Zhang Xinqiang
(Administrator Center for the DTH Service in China,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Beidou position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adopted in new generation of live satellite system. Due to high concurrent access
characteristics, how to solv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al-tim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ssive geographic space information and high-concurrent
real-time online business has become a technical problem restricting new generation service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rough research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organization, spatial indexing and calculating analysis strategy, this paper realizes new generation of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position management with high concurrency, high reliability and high stability, which ensures stabl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of live
satellite business.
Keywords Beidou, Geographic Information, High Concurrency

0 引言

2009年，我国采用了先进卫星广播系统技术体制建立了

直播卫星系统，主要服务于在农村及边缘地区人民。为实现

对接收终端的位置管理，直播卫星系统采用了基于移动通信

基站的定位方式，接收终端在上传安装开通信息后，直播卫

星系统将上传的基站信息和开户所在地基站库进行信息比对，

比对通过才允许设备正常使用。在近十多年的直播卫星业务

运行期间，很多地区由于运营商网络升级建设，导致基站更

新频繁，一些偏远偏僻地区甚至存在移动基站覆盖不到的情

况，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直播卫星业务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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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新一代直播卫星系统设计时，接收终

端的定位方式从移动基站定位升级到了北斗定位。

基于此，以北斗定位为基础，以地图为支撑的新一代直

播卫星业务运营系统建设越发迫切。2018年，基于地图的新一

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卫星直播管理中

心组织建设实施。与基站位置管理系统相比，新一代直播卫星

位置管理系统主要有两个特点：（1）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

理系统以北斗定位为基础，定位精度更高；（2）新一代直播

卫星位置管理系统以地理空间信息为支撑，以地图为载体，业

务管理将更加精细、高效、科学。根据直播卫星新一代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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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总体结构图

图2空间数据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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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需要和业务需求，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将是面

对全国范围用户、建立在大量地理空间信息计算和分析基础之

上的在线、实时业务管理运营系统，系统具有高并发性、高计

算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要求特点，系统建设的核心瓶颈是

业务管理所要求的高计算性与业务运营所要求的高并发性、高

可靠性以及高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即高计算性条件下的高并发

有效性问题。本文拟通过地理信息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建

立以及计算分析策略等内容研究解决上述问题。

1 技术设计

1.1 新一代系统总体结构
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
如图1所示，新一代北斗卫星定位机顶盒接收来自北斗卫

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以及来自中星9号的节目信号。新一代直

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接收来自机顶盒的业务开通信息（包含位

置信息），经过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检索、计算分析策略

三个主要步骤，基于地图判别方式，确定机顶盒开通位置是否

合规，回传信息决定该机顶盒是否可接收直播卫星节目。

1.2 空间数据组织方法
规范分类位置管理中使用的空间数据，按照业务划分到

空间要素分解的方式，打通数据来源与数据计算通道，为实

现基于地图的高并发、高可靠、高稳定性的位置管理提供完

善的数据基础。空间数据组织方式如图2。
如图2所示，空间数据划分为三类：基础地图数据、服务

区域数据、电子围栏数据。（1）基础地图数据来自国家基础

空间地理信息数据，用于实现基本的地图计算功能，主要包

括省边界、市边界、县边界数据；（2）服务区域数据来自于

直播卫星服务区域划分情况，用于实现精细化的服务划分与

管理，主要包括乡级服务点、村级服务点、服务界限边界数

据；电子围栏数据为地方划片数据，用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

对位置开通结果进行精细化调整，主要包括乡电子围栏、村

电子围栏数据。

1.3 空间索引建立方法
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空间数据结构，空间索引介于空间操

作算法和空间对象之间，其通过筛选作用，排除大量与特定

空间操作无关的空间对象，从而提高空间操作的速度和效率。

空间索引流程如图3。
如图3所示，磁盘存取速率是系统中的瓶颈，为了降低磁

盘对空间大数据运算的影响，系统采用了双层索引结构：数据

索引层，磁盘索引，将空间数据组织分解为点、线、面基本空

间元素，通过R-TREE索引算法分别建立数据索引，并按照数

据业务进行分类；缓存索引层，内存索引，利用GEOHASH编
码实现网格存储，利用LRU更新策略实现缓存数据的更新。

当外部有数据位置判定请求时，将优先查询缓存索引

层，若存在缓存，则直接从内存中取出结果；若无缓存，则

通过数据索引层查询到目标数据，提取数据同时将其发送至

缓存索引层。通过懒加载方式，实现“内存-磁盘”的二级

缓 存结构，大大减轻了磁盘负担，为位置计算分析提供

高效率的数据查询管道。

1.4 计算分析策略方法
在空间数据组织和空间索引基础上，根据业务调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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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空间索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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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实现

和高并发有效性要求，制定了可动态扩展、组合的计算分析

策略方法。计算分析策略结构如图4。
如图4所示，首先将计算分析策略抽象分解为基本的空间

策略，包括判断在某边界中、判断与某点距离、判断与某线

距离、判断在某缓冲区，所有真实使用的定位管理策略即为

基本空间策略的单种或多种、不同判别条件的组合。

而后根据业务要求，利用基本空间策略，组合为符合实

际需求的多种组合策略。组合策略放入组合策略流水线中，

实际位置计算分析时，按策略顺序进行多工序计算，最终得

到符合综合计算分析策略的位置管理结果。

该计算分析策略方法，具备极强的扩展性，且易于配置，

流水线型策略计算则保证了运算可靠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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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所示，新一代系统开发主要包含三大组件：多进程

异步非阻塞位置比对内核、服务策略热更新、开放式接口服

务。

多进程异步非阻塞位置比对内核包含上文阐述的核心技

术，服务策略热更新组件在内部管理者处使用，可动态修改

内核的定位分析策略，对外提供内部RPC接口和外部HTTP标
准接口，三大组件结合构成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

的核心服务。各组件内容如下：

2.1 多进程异步非阻塞位置比对内核
单进程内建立Event Loop事件循环，通过全异步非阻塞

机制，融合空间数据、空间索引、计算分析策略三大核心技

术，研发了位置比对单进程内核模型。建立进程管理池，复

用同一管道，将单进程位置比对内核模型复制为n份（进程数

量可依据部署机器核心和吞吐量动态调整），以最少连接方

式提供进程负载，配备进程守护和错误自启，极大提高了并

发性和容错率。

2.2 服务策略热更新
新一代业务发展快，策略变化较多，服务期策略热更新

组件将各类计算分析策略进行整合，构成分析策略流水线，

多策略串行或并行计算分析，同时可自由进行策略的增删改

查，具有较强扩展性，能不断适应新一代北斗定位机顶盒业

务的开展；建立策略代码热更新机制，管理端统一权限管理，

策略更新毫秒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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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计算分析策略结构



图6 新一代北斗机顶盒业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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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放式接口服务
对内提供RPC调用接口，具备毫秒级低延迟响应能力，

有效支撑海量空间数据实时分析和新一代北斗机顶盒业务开

通；对外提供标准HTTP调用接口，在新一代北斗卫星机顶盒

业务开展时为第三方提供权威位置管理查询服务。

根据组件模型，开发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

系统前端展示效果如图6、图7所示。

如图6所示，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在支撑北斗

图5 新一代位置比对服务系统核心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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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服务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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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顶盒开通的同时，支持相关业务查询功能，并可通过图7
进行服务策略调整，支撑新一代位置管理服务策略在线实时

变更。

3 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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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新一代系统的高并发有效性，模拟多并发、多请

求下的客户端访问，收集服务器响应情况，最终形成可信的

压力测试数据。本次压测的主要测试并发数和请求数如表1。
本次压力测试采用单节点测试，测试环境包含一台数据

服务器和一台应用服务器，其具体配置如表2。
压力测试项主要分为位置比对成功场景下压力测试，以

及位置比对失败场景下压力测试结果。压力测试记录数据项

主要包含并发数、总请求数、异常率、吞吐量/秒。

3.1 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结果
如表3和图8所示，位置比对成功场景下的压力测试，随

着请求数量增长，完成时间基本呈线性增长。

3.2 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结果
如表4和图9所示，位置比对失败场景下的压力测试，随

着请求数量增长，完成时间基本呈线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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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性能压力测试并发数和请求数表

并发 请求

50 50000

100 100000

150 150000

100 200000

表2压力测试机器配置

说明 CPU 内存 操作系统

数据服务器 4核 8G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应用服务器 4核 8G Windows Server 2008 R2



表3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结果表

并发数 总请求 异常率（%） 完成时间（秒） 吞吐量/秒

50 50000 0 86.01410631 581.3

100 50000 0 168.4919966 593.5

150 150000 0 249.9583403 600.1

200 200000 0 337.723742 592.2

平均值 591.775 图9 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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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一代北斗卫星定位机顶盒业务最高峰值，满足现在及未

来的业务运营需求；（3）全部测试在单机测试环境中展开，

实际生产部署时，通过提高服务器性能、横向扩展服务器、

负载均衡等方式，可成倍提升性能。

4 结论

通过对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计算分析策略的综合

研究，基于地图的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实现了位置

管理服务的高并发、高可靠、高稳定性，较好的解决了针对

系统建设所需要解决的海量地理空间信息实时计算分析与高

并发实时在线业务运营之间的矛盾。

综上，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以服务区域管理系

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为第一要务，以直播卫星服务区域管理

需求为基础，以构建服务区域管理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体系为目标，通过对海量地理空间信息实时计算分析的

研究，建设了一个安全、高效、快速、稳定并支持北斗定位

模式的位置管理系统，可与其他系统紧密配合，推动了新一

代直播卫星事业安全、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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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压力测试结论
经过以上测试可知：（1）位置比对压力测试，随着请求

数量增长，完成时间基本呈线性增长，具有较好的时间复杂

度曲线，面对大批量请求时，不会出现因时间复杂度暴增而

单位运算效率降低的问题；（2）单机处理性能成功比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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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折线图

表4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结果表

并发数 总请求 异常率（%） 完成时间（秒） 吞吐量/秒

50 50000 0 86.01410631 2901.1

100 50000 0 168.4919966 2902.6

150 150000 0 249.9583403 2911.8

100 200000 0 337.723742 2895.2

平均值 290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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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9年起，随着5G基站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部署，我国多地出现了C频段（3.7~4.2GHz）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受到

5G信号干扰的现象，如何评估5G干扰并制定适合全国范围的有效防护措施，是广播电视行业面临的新挑战。本文简要介绍了

系统间兼容性评估的主要方法，分析了卫星接收系统受干扰的作用原理，定位了敏感设备，计算了不同地区卫星接收站抗5G 干扰

所需的保护距离，评估了风险等级，最后确定了防护指标及保护措施，为行业采取有效的抗5G干扰防护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可

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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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ility Evaluation and Technical Index Analysis of C-band
Broadcasting Satellite Receiving Stations Against 5G Base Station Interference

Yang Fan, Dai Ming, Liu Feifei, Gao Yang, Gao Yang, Qu Na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Planning, NRTA,Be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Since 2019, with rapid deployment of 5G base stations nationwide, C-band (3.7~4.2GHz) broadcasting satellite receiving stations have
been interfered by 5G signals. How to evaluate 5G interference and formulate a suitable nationwide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are a new challenge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main methods of compatibility assessment between systems, analyzes interference
principle of broadcasting satellite receiving system, locates sensitive equipment, calculates protection distance required by satellite receiving st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to resist 5G interference, evaluates risk level, and finally determines protection indicator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feasible solutions for the industry to take effective anti-5G interference protection measures.

Keywords 5G and C band, Broadcasting satellite receiving station, Inter-system compatibility, C-band Filter

0 引 言

本研究内容是基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3000-
5000MHz频段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与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

（站）干扰协调指南》100m协调距离要求的基础上，对我国

C频段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抗5G基站干扰开展兼容性评估。

鉴于前期国际、国内开展的相关工作主要集中于以卫星LNA/
LNB的保护电平或I/N为保护准则通过计算或仿真方式获得系

统兼容性数据，结论多为最小隔离距离、离轴角等。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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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两系统的约束条件仅为100m保护距离，相对位置、

角度的不确定性对两系统兼容性解决方案提出了更多挑战，

本文研究目标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C频段卫星覆

盖及5G建站特点，重点通过测试手段开展两系统全链路的兼

容性评估，为保护措施及技术指标的制定提供依据。

1 卫星接收系统抗5G信号干扰评估方法概述

在我国，工作在C频段的卫星接收站与5G通信基站属于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期〕



Satellite Transmission︳卫星传输

工作频率相邻的两种不同的通信系统，对于系统间的兼容性

研究，一般分为以下3种常用方法：

1. 确定性分析：确定性分析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干扰共存

分析方法，它无需考虑通信系统分布的随机特性，只需要考

虑系统间干扰共存中最差链路的干扰情况，尤其适合可以确

定相对位置的两点间的干扰状况，通过基于链路预算原则的

确定性分析方法可以给出系统间共存需要的隔离度阈值，即

为可容忍的干扰边界条件。以C频段卫星接收站抗5G基站干

扰为例：确定性分析过程中涉及的重要参数包括：干扰系统

发射功率、保护阈值、最小耦合损耗等指标，确定性分析的

过程是在给定以上指标条件下计算两系统需要的隔离程度，

这个隔离程度由系统间最小距离、最小离轴角、滤波器抑制

度共同决定，当确定了其中的2个参量，可计算得到第三个

参量；

2. 蒙特卡洛仿真：相对于确定性分析适合计算相对位置

确定的系统间干扰，蒙特卡洛仿真更适用于评估对于位置分

布随机、需要考虑概率分布特性的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兼容性

分析，其具体方法是：对于变化的输入参数通常我们将其定

义为一个具有确定分布特性的随机变量，通过对输入参数随

机抽样完成参数的选取，在每一次仿真过程中对每一组输入

参数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输出结果。对应其输入场景，通过

多次仿真获取大量的输出结果并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可以采

用统计抽样的方法获得相应分析结果的变化范围。

3. 经验分析：对于前两种分析方法，计算参数的选择往

往依据的是国际或某一行业领域中的通用技术指标，但可能

存在不同行业之间同一个指标有着不同的数值定义，如：空

间损耗或信道模型。对于兼容性分析计算，技术参数的选择

差异往往是不同行业争论的焦点。为了化解争议，经验分析

通过现场测试，以测试结果为参考依据修正计算中所用的关

键参数或作为评判标准确定关键技术指标。

本文对滤波器关键指标的评估方法建立在如下前提：

依据工信部无【2019】136号文件“干扰协调指南”附件3
规定：对于采取相应措施的卫星接收站（如：采用约45dB
抑制度的C频段滤波器，避开2°卫星天线主瓣），3700～
4200MHz的卫星地球站与3400～3600MHz的5G建站的协调区

半径仅为100m。

鉴于已有规则已经限制了防护协调距离为100m，因此

采用经验分析结合确定性计算的方法更为合适。首先，通过

研究C频段卫星接收系统抗5G基站干扰强度确定被干扰系统

可承受最大干扰功率阈值；其次，进行“干扰回避措施评

估”，根据100m防护协调距离要求，参考北邮联合外场测试

结论得到可以接受的最小离轴角，评估现有滤波器指标是否

可以满足“阈值”要求；另外，由于各地卫星仰角不同，

还需要评估全国不同地区受5G干扰风险；最后，需要综合考

虑滤波器产业能力，技术特性及各项指标对卫星接收系统的

影响，最终给出推荐的滤波器指标建议。

2 干扰作用原理概述及定位分析

如图1所示：5G信号经通信基站天线单元发出，照射到C
频段卫星接收天线并落入LNB（低噪声变频放大器）信号接

收带宽范围内，将对LNB及其后端系统造成干扰，干扰强度

与5G信号的波束方向、发射功率、两者距离、离轴角、C频
段天线增益及其方向性指标有关，以功率密度指标为例，卫

星信号与5G基站信号在地面处的比对如下：

C频段卫星的EIRP值一般约为40dBW/36MHz，可折算为

74.4dBm/100MHz；静止卫星轨道高度约为35786km；经过下

行传输链路损耗，卫星信号衰减约195dB，其到达地面的功

图1 5G信号干扰C频段卫星作用要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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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卫星接收机抗干扰测试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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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密度约为–120.6dBm/100MHz。
一个典型的5G基站的最大发射功率为200W，折合

53dBm/100MHz，其使用的MIMO天线矩阵的最大增益约

25dB，其EIRP理论值可达约78dBm/100MHz。
可见两种不同业务在地面上的信号强度差异巨大，已有

相关兼容性研究表明，如果5G基站与C频段卫星接收站处于

同频工作，两者在几十km内将无法共存，即使处于邻频5G信
号也将对C频段卫星接收系统造成邻频干扰。我国分配的5G
通信频率与C频段卫星下行频率间隔为100MHz带宽，其干扰

类型基本确定为饱和干扰，即：干扰信号落入卫星高频头的

可接收带宽内，且强度超出接收器件的线性工作区，导致器

件无法正常工作或烧毁。

2.1 5G信号干扰LNB[1]

典型的LNB如图2 [1]所示： 其作用是将卫星天线馈源输

入的C频段（通常工作频段为3400～4200MHz）射频信号进

行放大、变频为卫星接收机可以接收的L频段（950～
1750MHz）信号，常用的LNB增益可以达到50～60dB。卫星

接收系统的LNB是否受到干扰，以LNB是否工作在线性区为

判定依据。依据国际电联ITU-R S.2199[2]报告书对卫星地球站

LNA（低噪声放大器）/LNB的要求，以LNA/LNB输出1dB压
缩点回退9dB作为卫星接收系统LNB的线性区限值， 报告中

还指出，为了防止低噪声变频放大器（LNB）产生饱和干扰，

卫星地球站接收到的干扰信号总功率不能超过

–60dBm[2]。

2.2 5G信号干扰卫星接收机
国内外相关文献中，有关移动通信与卫星接收系统兼容

性研究的判定依据主要聚焦在前文提到的干扰信号是否达了

LNB的饱和功率门限，项目组在开展“卫星系统抗5G信号干

扰阈值评估”中发现以主观评价及误码率为判定依据的测试

结果（–69dBm）均无法与LNB出现饱和现象（约–60dBm）

时的功率相吻合，经观察发现：当–60dBm的5G基站信号经过

LNB放大变频后，其输出功率高达+2dBm，频率范围1550～
1750MHz，仍处于卫星接收机TUNER的工作频段，因此推测

是卫星接收机受到了变频之后的5G信号干扰。为此，我们开

展了如下测试并分析了干扰原因。

测试框图如图3[1]所示，搭建L频段卫星接收机抗L频段5G
信号测试系统，使卫星信号源在L频段输出的有用信号功率与

C频段经过LNB后输出至卫星接收机的功率相同，不断增加L
频段5G信号（1550～1750MHz）干扰功率，测量接收机抗干

扰门限，得到与在C频段卫星接收机抗扰门限相同或接近的结

果。后期，通过L频段滤波器的加入，测试到C频段卫星接收

系统抗5G信号干扰门限提高到了＞–60dBm水平， 再次验证

了5G信号对卫星接收机造成干扰的事实。

2.3 测试结论
1. 即使经过滤波后的5G信号也可能经过LNB变频放大之

后对卫星接收机造成干扰，干扰类型属于阻塞干扰；

2. 由于阻塞干扰与卫星接收机在工作带宽内所能承受的

最大输入电平有关，且不同接收机抗阻塞能力也不同，依

图2 LNB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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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播电视行业标准GY/T 148-2000《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技

术要求》中的规定，卫星接收机的输入电平适应范围应在

–65dBm～–30dBm；因此为了有效保障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

的安全播出，应确保经LNB变频放大后的5G信号到达卫星接

收机输入口的功率小于–30dBm。

3 系统兼容性指标测试及防护距离评估

卫星接收站对5G信号抑制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卫星天线相

对于主瓣较低的旁瓣增益（如图5所示）并配合加装C频段滤

图4 卫星接收站与基站夹角（即离轴角）示意图

波器完成，即：在确保距离、离轴角（图4中角B1BA）满足

一定要求的前提下，增加具有一定抑制量的滤波器，使得5G
干扰信号在达到理论最大辐射强度时，卫星系统各环节仍能

够正常工作。在此需要研究以下几方面问题：

1. C频段卫星接收系统抗5G信号的干扰强度阈值是多少？

2. 卫星接收站可以接受的与5G基站天线的最小安全离轴

角是多少？

3. 由于国内各地区天线仰角不同，确定最小安全离轴角

后，不同地区的台站在100m协调距离处是否存在风险？

3.1 5G信号及其空间辐射特性分析
C频段5G基站所发射的5G信号，采用了波束赋形技术，

增益具有方向性，其基础信号为“5GNR同步信道块”

简称 SSB，用于使5G终端发现并搜索到基站信息，也是对

C频段卫星系统造成干扰的主要辐射来源，其工作方式为：

在一定时间周期内，按一定方向、角度以一定波束宽度对周

边360° 范围逐一扫描，如图6所示。

SSB的信号构成如图7所示：频域（横向）为240个子载

波，时域（纵向）为4个OFDM符号，根据其内部加载业务功

能不同又分为PBCH、PSS、SSS几种类型，现网5G信号的子

载波带宽为30kHz，1个OFDM符号持续时间为子载波带宽的

倒数Ts=（1/30000）s=33.3μs，因此一个SSB信号波

图5 3m卫星接收天线增益曲线与理想曲线@3.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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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5G SSB信号构成

束的带宽为240×30kHz=72000Hz=7.2MHz，SSB持续时间：

33.3μs×4≈133.3μs，SSB信号的工作周期如图8所示：每20ms为
一个扫描周期，理论上每次扫描可产生8个波束覆盖8个方向，

经规划院实测分析，现网中配置了7个波束，完成每轮扫描的

时间约为2ms，其信号带宽与持续时间与理论值接近。图9为
抓取的SSB信号波束图，横轴为频域信息，纵轴为时域，每个

彩色的“块”为一个SSB波束，颜色越暖表征其信号强

度越强， 由此可以判断最下方的信号为指向测量点所在方向

的波束。

SSB信号由于工作时间极短，若精确测量其工作时间内

的带内功率，需有严格的时间同步才能实现，实验室通过同

步信号源与频谱仪，分析到不同测量模式下的功率差异如表1
所示。

C频段的5G信号采用TDD（时分双工）模式，上下行资

源分配通过时域分隔，其干扰功率的强弱与基站下行信号所

占用的带宽资源、时间资源及波束指向关系很大，在北邮外

场试验所模拟的最恶劣状态，就是波束指向卫星接收天线的

5G满载下行信号，实测在未开启时域同步的Channel power模
式下，满载信号功率高于SSB信号功率约20～25dB，在开启

时域同步模式下，观察到满载信号功率高于SSB信号功率仅

为3.6～6.2dB。

3.2 卫星系统抗5G信号干扰阈值评估
5G信号对LNB的干扰作用效果可否与ITU-R S.2199中的

–60dBm单频点信号划等号？实验室通过实测，验证了LNB
达到1dB压缩点时干扰信号功率约为–60dBm，但测试1dB
压缩点使用的是时间连续的单频点信号，且仅能证明LNB
出现了非线性特性，并不能直接对应实际末端节目的播出

效果，因此实验室另外选取了2种在外场试验时录制的5G信

图8 5G SSB信号扫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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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捕捉到的5G SSB信号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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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SB信号同步前后测量功率差异比对

SSB
（only）

Channel power
（未同步）

Channel power
（同步后）

功率差值Δ

–26dBm –6dBm 20dB

号——5G满载下行信号及5G SSB信号，通过搭建兼容性测试

系统（图10）观察实际产生干扰时，系统的抗干扰强度门限：

首次测试，发现整个系统无法抵抗达到–60dBm的5G信号

干扰，节目画面会在5G满载信号达到约–69dBm时无法正常播

放，经后期分析及实验验证，发现即使经过滤波器抑制使

LNB处于线性工作范围，被变频到L频段的5G信号，仍可能

造成卫星接收机过载。

后期，通过加入L频段滤波器保证接收机不过载，得到卫

星系统抵抗5G满载下行信号干扰功率约为–56dBm（平均功

率），可以基本保证卫星系统可以抵抗实际强度低于–60dBm
的5G信号干扰。但需要注意的是，抵抗5G SSB信号功率在平

均功率模式下仅为–68dBm，当开启时间同步后测量到的实际

带内功率约为–48dBm。这是由于SSB信号持续时间极短，功

率经过时间平均后，得到的数值较低，这种特性对于不具备

时域同步功能的频谱仪，很难测量到干扰信号的实际功率，

工程上会对各台站在C频段监测5G信号的强度造成困扰。

通过对卫星系统抗5G干扰测试，首次发现了5G信号也会

对卫星接收机造成干扰的事实，校验了测量LNB 1dB压缩点

指标的测试方法及性能指标，并获得了LNB抗5G下行满载及

SSB信号干扰的临界指标。对于保护LNB，5G满载信号功率

应不高于–60dBm，对于保护卫星接收机，依据广播电视行业

标准GY/T 148-2000《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技术要求》[3]中卫

星接收机的输入电平适应范围在–65dBm～–30dBm，应确保

经LNB变频放大后的5G信号小于–30dBm，由于LBN饱和功率

约为–60dbm，增益约为62dB，计算得到需5G干扰信号经C频

段滤波后的功率约小于–92dBm。

3.3 100m协调距离安全性评估
依据工信部无【2019】136号文件“干扰协调指南”附件

3内容：对于采取相应措施的卫星接收站（如：采用约45dB
抑制度的C频段滤波器，避开2°卫星天线主瓣），3700～
4200MHz的卫星地球站与3400～3600MHz的5G建站的协调区

半径仅为100m。

图10卫星系统抗5G信号干扰兼容性测试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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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开启时域门监测到的5G基站满载信号时域分布及带内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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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考多方参与的北邮外场测试结果：在一定的离

轴角度下，并安装45dB抑制度的无源滤波器后，即使5G基站

与卫星接收站的距离＞100，也会对卫星接收造成干扰；当采

用内置电路滤波的滤波器，在3m天线与5G基站天线离轴角

10°左右时，会直接烧毁带内置电路滤波的LNB。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满足“协调指南中”在仅为

100m协调距离上加装45dB抑制度的C频段滤波器，且避开卫

星天线2°主瓣区域，仍存在LNB受到干扰的风险。

在后期协调会上，多方主要争议点集中在100m协调距离

处的离轴角，电信运营商认为参考天线理论增益曲线以及相

关兼容性分析数据，10°左右比较合理，卫星运营商认为由于

天线的不理想性及5G信号峰均比特性造成的不确定性，应增

加到20°以上。

本项目对100m处卫星接收站的安全性评估，考虑到卫

图11外场5G基站满载信号瀑布图（可见SSB信号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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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线角度与增益关系（如图5）、通信行业5G天线最大挂

高、结合实验室所测滤波器达到的抑制度指标现状以及北邮

现场试验测试结果，作出可通过提高抑制度指标到55dB，可

接受的方位夹角缩小至15°，达到与采用45dB抑制度滤波器，

20°以上方位角等同或更佳效果的设想。并联合卫通公司对卫

星天线与5G基站天线最小方位夹角满足15°时需要保持的最

小距离进行了计算，计算条件：参考全国各省不同方向卫星

天线最低仰角数据、卫星空间坐标（中星6A/6B）、5G天线

挂高（取极端挂高50m），并假设距离最近的情况，即5G基
站天线与卫星及卫星天线同在一个垂直面内（如图3中B1BA3

面）、离轴角=15°。比较各地计算距离是否能满足工信部无

136号文件“干扰协调指南”中100m的协调距离。计算共涉

及中星6A/6B两颗卫星及覆盖全国各省及省内多个方向共计

160余个位置，筛查出存在可能超过100m协调距离的省有：

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内蒙、黑龙江、吉林、辽

宁的部分地区。摘录部分地区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见，由于卫星在各地的仰角不同，受5G天
线挂高影响，不同地区满足15°方位夹角所需的保护距离也不

同：在我国超过100m保护距离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及东北

部的部分地区，中部及东南部地区均满足要求，其中新疆全

域均超过100m保护距离，最大需要495m，属于干扰“高风

险”区域；黑龙江北部、甘肃北计算保护距离＞150m，属于

“中风险”地区；其余地区约在120m及以内距离，且多数接

近100m，属“低风险”地区。距离低于100m的安全地区占比

接近80%。

如果5G天线挂高参考“IMT网络和系统与其它无线电业

务/系统的兼容共存分析参数、建模与仿真方法[4]”中典

型高度25m，则仅有新疆部分地区及黑龙江漠河地区为存在

风险

表2全国范围基本兼容性要求的保护距离统计表

地名 经度/° 纬度/° 卫星轨位/° 塔高/m 15°离轴角水平距离/m

北京 116 40 125 50 94.6

辽宁沈阳 123.38 41.8 125 50 99.3

宁夏银川 106.27 38.47 125 50 100.7

青海西宁 101.75 36.57 125 50 102.2

内蒙古呼和浩特 111.7 40.8 125 50 102.8

辽宁北 123.79 43.47 125 50 107.7

西藏拉萨 91 29.6 125 50 109.8

吉林长春 125.35 43.88 125 50 109.9

黑龙江哈尔滨 126.63 45.75 125 50 121.4

甘肃北 97.14 42.76 125 50 151.5

黑龙江漠河 122.37 53.48 125 50 201.6

新疆乌鲁木齐 87.68 43.77 125 50 227.5

新疆喀什 75.98 39.47 125 50 382.6

新疆西 73.53 39.28 125 50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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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C频段滤波器

地区。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风险评估都是基于保护LNB正
常工作的而制定的，对于下一级接收机的保护由于早期该问

题没有被发现，即：55dB抑制度+临界15°方位角时卫星系统

仍有在L频段出现阻塞的风险，因此对于少数接收机抗过载性

能较差的卫星接收站，可能需要额外增加L频段滤波器或通过

继续提高C频段滤波器抑制性能实现。

4 滤波器技术参数研究

依据上一节兼容性评估结论——将滤波器抑制度指标提

高到55dB，可以比较好的满足由100m协调距离、15°离轴角及

“LNB抗5G干扰阈值”共同决定的保护要求，本节

的研究重点将对滤波器各项指标结合对卫星系统的影响、产

业技术成熟度、行业需求等因素，确定最终的滤波器关键技

术参数及“干扰解决措施有效性评估办法”。以下为具体工

作内容。

4.1 C频段滤波器性能指标评估
经前期研究论证及工程实践证实：减轻5G基站对广播电

视卫星接收站的干扰，可靠、便捷且可操作性最强的是为卫

星接收站额外加装滤波器。

C频段滤波器结构如图13所示，其通带频率范围为：

3700MHz～ 4200MHz，阻带频率范围为： 3400MHz～

3600MHz，同时应能承受0dBm以上的输入信号功率。

4.1.1抑制度性能测试

为了了解市场上C频段滤波器的抑制度指标，我们收集了

9款不同型号的C频段滤波器，并对其基本性能开展了实验室

测试，测试结果显示：9款滤波器在通带频率范围3700MHz～
4200MHz的插入损耗值在1dB以内，对5G信号（3.4～3.6GHz）
的抑制能力在45～64dB之间。

4.1.2加入C频段滤波器对系统的影响

C频段滤波器的加入还可能引入对原有接收系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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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于滤波器插入损耗带来的对卫星信号

接收性能指标Eb/N0的影响。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和外场开展

了测试评估，具体数据参见《C频段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抗

5G基站干扰测试及实践》[2]，结果说明如下：

1.实验室测试结果

实验室测试结果表明，在标准信号源模式下，加入滤波

器的插入损耗值与卫星接收系统Eb/N0劣化值基本相当。

2.外场测试结果

在中国卫通北京地球站内使用4.5m的卫星天线接收实际

的卫星信号，评估了加入C频段滤波器（插入损耗分别为0.3、
0.4、0.5、0.7dB）对不同卫星接收机Eb/N0值的影响。结果表

明，加入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在0.5dB以内时，卫星接收系统的

Eb/N0劣化值不超过1dB。

4.1.3结论

测试结果表明，使用C频段滤波器可以有效降低进入LNB
的5G干扰信号45～64dB，其中所测频段范围内最小抑制度高

于55dB的有6款（共9款），可以确保产业具备较优的支持能

力；同时，考虑到滤波器的插入损耗与抑制度存在耦合关系，

更低的插入损耗会降低滤波器提高抑制度指标的空间，并对产

品的生产效率造成较大挑战，而对于卫星接收系统抗5G干扰

而言，更高抑制度的滤波器也可更好的保护多级系统（如L频
段接收机），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在调研了相关接收机厂家及

我行业用户后，认为卫星接收系统的Eb/N0指标劣化值应不超

过1dB，基于开展大量测试验证基础上，得出广播电视卫星接

收站使用的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值不大于0.5dB的建议。

4.2 L频段滤波器保护接收机测试
根据“兼容性指标测试及评估”结论得出：在

100m协调距离处，55dB抑制度的滤波器可以基本满足大部分

地区5G信号以最大功率指向卫星接收天线时，不会造成LNB
饱和， 即5G信号功率在–60dBm以下。因此，在在卫星接收

机前加入一定抑制度的L频段滤波器，以保证经C频段滤波器

抑制后，被LNB在线性范围内变频放大后L频段5G信号（最

大约

+2dBm），不会对接收机造成阻塞干扰。为了验证使用L频段

滤波器的抗干扰效果，我们在实验室开展了相关试验。实验

用L频段滤波器通带频率范围为：950MHz～1450MHz，阻带

频率范围为：1550MHz～17500MHz。

4.2.1测试方法

测试框图如图14[2]所示，将卫星信号源输出DVB-S信号

与5G干扰信号（中心频率设置为3550MHz，100MHz下行满

载的5G信号）进行合路，经C频段滤波器输出至LNB，5G干
扰信号强度约为–60dBm，合路后的信号经过LNB下变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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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款卫星接收机测试结果

接收机

5G信号干扰功率

（系统中无L频段滤波器）
–69dBm –66dBm –72dBm

送入卫星接收机，测试L频段滤波器的加入对接收机解调情况

的影响，接收失败判据采用主观评价（观察1分钟内无可察觉

音视频损伤）。

4.2.2 测试结果

三款卫星接收机的测试结果见表3。

4.2.3 结论

当无L频段滤波器时，LNB达到1dB压缩点回退9dB（等

效功率约–60dBm）时，3款卫星接收机均不能正常工作，需

要降低5G信号输出功率至表3中的数值时，卫星接收机才可

恢复正常。加入L频段滤波器后，不需要回退5G信号功率，

接收机均可以正常工作，且卫星接收机Eb/N0值基本无变化。

5 总结及建议

本研究通过搭建测试平台，开展了卫星系统抗5G信号干

扰分析、系统兼容性评估、抗5G干扰措施等研究工作，排查

出早期评估中被忽视的5G信号干扰卫星接收机问题，并测量

到卫星系统抗5G信号干扰“阈值”。通过总结外场测试经

验，结合实验室测试数据，对由保护距离、方位夹角与抗5G
干扰“阈值”决定的滤波器抑制度关键指标进行了评估。

综合以上各项研究结论，卫星接收站抗5G信号干扰部分

技术措施及C频段滤波器技术指标及防护措施建议如下：

1.提高C频段滤波器抑制度指标至55dB；
2. 建议C频段滤波器插入损耗指标为＜0.5dB，驻波比指

标为＜1.4；
3. 参考表2及3.3节分析，中高风险地区的地球站在加装

滤波器时，如发现周边存在与卫星接收天线方位角较小的5G
基站，建议选择抑制度较高的C频段滤波器并叠加L频段滤

波器使用，或带有5G抑制能力的LNB并叠加C频段滤波器使

用；其他省份及地区，如满足100m防护距离及＞15°方位角条

件，且滤波器抑制度＞65dB，也可不使用L频段滤波器。

4. 也可参考《C频段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与 5G基站干

扰协调实施办法（试行）》[4]中“5G干扰排查及解决流程”，

初步判定引入5G满载干扰信号后，L频段5G信号（1550～
1750MHz）是否小于–30dBm，如满足则可不使用L频段滤

波器。

本文的研究成果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研项目《C频段卫

星接收站与5G基站干扰协调解决方案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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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监控图像智能
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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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监控系统是台站运行的重要辅助工具。为了进一步提高监控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广播信号监控

系统画面的“二次监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的监

控图像智能分析系统。针对现有的广播空中信号监测系统，从值班人员巡查监控系画面的分析判断逻辑出发，引入了人工智能领

域深度学习方法中的CNN，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建立基于CNN的监控图像智能分析模型。该模型能够高效识别监控系统实时

画面，实现对监控画面“二次监控”。有效解决了监控系统自身难以判别的未报警、误报警和静帧死机状态识别，提高监控系统 的可

靠性，进一步提升值班人员的值班效率。

【关键词】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广播信号监控，图像分析，卷积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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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lligent Analysis System of Monitoring Image
Based o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Zheng Kaihui, Huang Peijian
(Ningbo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Center, Zhejiang 315000, China)

Abstract Monitoring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tool for station ope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monitoring system,
the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 of “secondary monitoring” which can monitor screen-images of broadcast signal monitoring system. On this basis, an
intelligent analysis system model of monitoring image based o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CNN) is proposed. Aiming at existing broadcast air
signal monitoring system, and starting from analysis and judgment logic of on-duty personnel's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pictur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CNN, a deep learning method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stablishes a monitoring image intelligent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CNN through machine learning.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real-time screen-images of monitoring system and realize “secondary monitoring”
of monitoring screen. The model can distinguish monitoring system state of No-Alarm, False-Alarm, Still-Frame and so on, which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ymonitoring system itself. Through using themodel, monitoring system reliability and personnel efficiencyon duty ar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 Learning, Broadcast Signal Monitoring, Image Analysis,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0 引 言

监控系统是台站运行的重要辅助工具，在广电传输发射

系统的信源、发射机、电力、环境等领域使用越来越广泛。

目前广电使用的各类监控系统多采用小规模定制化设计建造，

因而监控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存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

误报警、未报警、静帧死机等情况时有发生。值班人员在日

常工作中，需要定时关注监控画面，发现问题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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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因此，值班人员对于监控系统的关注比重越来越大，

其带来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目前，监控系统在广播电视系统中应用广泛，文献[1]介
绍了北方广电智能化运维监控平台的建设过程，并提出了智

能化的概念，但实质是建立了一个故障参数及解决方案的自

添加库，并未使用普遍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方法。为解决广播

电视信号传输过程中信号质量监测方面的难点，文献[2]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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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信号综合监测报警系统，该系统对电视台保障节目传

输质量监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献[3]对基于分布式架构

的平台系统设计及主要功能进行了详细阐述。上述的方法应

用自动化监控系统提高巡查效率节省人力，降低值班人员的

劳动强度，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监控系统本身的未报警、

误报警和系统静帧死机等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智能化的概念

在上述文献中虽有提及，但广电系统的监控中，几乎没有真

正从人工智能出发，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模型解决实

际问题的案例。

本文提出了一种“二次监控”的概念，即从值班员巡查

监控画面时的分析逻辑出发，引入了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

方法中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利用图像分析算法对广播信号

监控系统的画面进行自动分析，使算法实现符合值班人员判

断逻辑的报警输出。首先，根据广播空中信号监测系统图像

的特点，将广播空中信号监测系统的画面分为五类情况。然

后，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训练分类样本，建立卷积神经网

络的监控图像智能分析模型。最后，对建立的模型进行测试

验证，其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达到99.98%。在实际的使用

中，该方法能够有效监测原本需要人工巡查的信源监控系统

报警、误报警和静帧死机等状态。

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监控图像分析模型

卷积神经网络（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是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方法中的一种流行方法，该方法具

有较好的表征学习能力，能够从输入的图像信息中提取高阶

特征[4]，本项目通过引CNN方法模型，建立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的监控图像智能分析系统模型。该系统模型主要功能结构

如图1。
图1中，信源监控画面中每一行为一个频率的信号光柱，

每行有九个光柱，前八个为该行信源系统各节点的音频光柱，

最后一个为空收信号，画面中共有四个频率的监测信号。

系统工作流程：1、以一定的频率，获取当前屏幕截图，

2、对截屏图像做预处理（灰度和下采样处理），以减少数据

量，分割每一行光柱并标记分类，作为一个样本。3、将处理

好的样本传入到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中进行计算分析，得到样

本所属的分类。4、当计算的分类为正常时，不输出报警。5、
当预测的结果为异常时，进行单光柱CNN模型分析，当计算

的分类值为正常时，不输出报警，异常时，输出报警保存记

录。该模型通过双重CNN模型，将图像分类的计算分为两部

分，首先预测单个频率（一行光柱）的情况，正常时， 则不

再进行单光柱的计算，提高效率。当单个频率计算结果为异

常时，则再进行单光柱的模型分析，单光柱的判断模型能够

更准确的判断输出结果是否正常，断提高该模型输出结果的

准确度。在实际应用中，该模型输出的结果增加一定的延时

判定，连续多次判定为同一输出故障时，才出发报警输出，

以提高模型输出准确率。

1.1 数据样本获取及预处理
对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而言，样本的采集和标记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关系到模型训练的最终效果。为了使建立的模

型输出更为符合值班人员的判断逻辑，我们从日常运维工作

的广播空中信号监测系统中获取画面并随机挑选，交由不同

值班人员进行分类判断，建立样本数据库。针对现有的信

源监测系统，从值班人员对监控系统的巡查角度出发，可以

将监控系统的画面分类为正常和不正常，正常即不需要值机

员关注，不正常时，需要值机员查看处理。分析监控画面信

息，色彩信息在画面对于样本分类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因此

我们只保留图像的灰度光柱画面。为了进一步减少样本的数

据量，去除冗余信息，还对图像做了一次下采样。单个频率

的样本分类画面如图2所示。

图2中，将样本图像分为两类，即正常与不正常，图2-a

预
处
理

预
处
理

单个频率样本

单个
频率
CNN
模型
分析

异常

单个
光柱
CNN
模型
分析

正常
死
机
判
断

正 常 不
输
出

死机
报
警

获取

当前
屏幕
画面 截屏画面

转灰度
下采样

单个光柱样本

正常

异常

不输出

输出报警
保存记录

图1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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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单个光柱监测画面分类

3-d画面丢失未告警3-c画面丢失正常告警

3-b画面未丢失告警（误告警）3-a画面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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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图2-b、2-c、2-d中信源丢失、空收信号丢失、误告

警等都属于画面不正常类型。其中还要考虑画面长时间静帧

（软件卡死）的情况，静帧死机情况较为特殊，使用前后帧

差值的方法计算，因此，未在图像分类中。在单个频率测试

样本中，共选取了将近50万张的样本图作为样本库，其中正

常与非正常的比例接近1∶1的关系。

进一步分析监控图像的特点，可以将监控系统单个光柱

画面分为五类情况，如图3所示：1、图3-a画面正常图；2、
图3-b画面未丢失告警（误告警）；3、图3-c画面丢失正常告

警；4、图3-d画面丢失未告警；5画面长时间静帧。该五类画

面中，第1类画面是正常的。而2-5类画面都是需要提醒值机

员关注和处理的，而其中，画面丢失未告警和画面长时间静

帧是原有监控系统无法判别的。对于1-4类的判别采用卷积神

经网络模型完成，对于第5类静止画面采用前后帧差值的大小

来判别。需要注意的是选取的各类样本数量需要保证相对均

衡，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过度采样和采样不足的情况，保证模

型的准确性[5]。

在确定单个光柱的样本分类后，就需要对样本做预处理。

因为每个节点的光柱都是类似的，所以可以将单个频的画面

分割为九路单路的光柱。如图4所示。

图2 广播空中信号监测系统部分光柱画面分类

2-d 画面不正常，误告警

2-c画面不正常，空收信号丢失

2-b画面不正常，信源丢失

2-a画面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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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选取了1类样本16789个，2类样本16200个，3类样本

13594个，4类样本10080个，共56663个。

1.2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监控图像分析模型
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结构主要由卷积层、池化层

等各类层组成，使用样本数据库对该CNN模型进行训练，得

到该模型的各层参数。

模型的结构如图5，选取的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由

卷积层，激活函数层，池化层，Dorpout丢弃层，Flatten层，

全连接层，以及输出层组成。该模型可以将输入的图像经过

各层计算后，输出对应四种类型的概率值，其中，单个频率

CNN模型的输出为两类，分别对应正常与不正常； 单个光柱

CNN模型输出为4类，分别对应图3中的四种分类。最终取计

算结果为概率最大的类作为该样本图像的预测结果。

卷积层：通过特定的各类卷积核与输入做卷积运行，卷

积运算的目的是提取输入的不同特征，低级层只能提取一些

低级的特征如边缘，更多层的网络能从低级特征中迭代提取

更复杂的特征。卷积函数的公式如下：

 f * g n  f  xg n  x


对其中f（x）为输入值，g（n）为卷积核，对两个函数

的乘积进行求和即为求两者的卷积。本模型中第一个卷积层

采用32个5*5的卷积核，第二个采用64个3*3的卷积核。

在实际应用中如下：假设第l层为卷积层，第l+1层为子输

出层，则第l层第j个卷积输出特征图的计算公式如下：

 
j j ij j

 iM j 

这里M表示上一层的输入矩阵，其中X为输入值，K为卷

积核。上面的*号实质是让卷积核K在第l–1层所有关联的特征

图上做卷积运算，然后求和，b为偏置参数。

池化层：池化层也叫下采样层，其具体操作与卷积层的

操作基本相同，但是使用的卷积核只取最大值或平均值，所

以池化层没有权重参数。池化层的能够保证模型的不变性，

这种不变性包括平移不变性，旋转不变性，缩放不变性等。

同时其保留图像主要的特征同时减少参数和计算量，防止过

拟合，提高模型泛化能力。

X l  f  ldown  X l1   bl 
down（.）表示下采样函数，每个输出特征图都对应一个

乘性偏置β和一个加性偏置b。本文池化层中使用最大值卷积

核。

Relu激活函数层：本项目中引入的非线性函数为Relu激
励函数，如下：

Relu=Max(0，x)
Relu激活函数能够快速处理输入值，选取大于0的值作为

输出。该操作能够加速神经网络模型的收敛效果，使深层神

图4 单个频率监测画面预处理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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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激 池
化
层

ReLU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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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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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表达能力更加强大，增加层数后，可以使原有网络逼

近任意函数。

Dorpout丢弃层：在该层中，随机选择一部分该层的输出

作为丢弃元素，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中间特征的数量，从而减

少冗余，即增加每层各个特征之间的正交性，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防止网络的过拟合。

Flatten层：把输入的多维数组转化为一维数组，方便后

续输出。

全连接层：全连接的核心操作就是矩阵向量乘积，本质

就是由一个特征空间线性变换到另一个特征空间，对上层的

输出特征做加权和，减少参数，便于后续分类输出。

假设全连接层的输入为Xl，输出为Xl+1，其公式为：

Xl+1=Wl×Xl+Bl+1
其中，W表示权重，B为偏置。

softmax输出层：又称归一化指数函数，主要作用就是归一

化，能将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的输出结果，归一化0-1之间。

y 
expak  c

k n

ik
expai  c

式表示假设输出层共有n个神经元，计算第k个神经元的

输出yk。softmax函数的分子是输入信号ak的指数函数，分母是

所有输入信号的指数函数之和，c可为任意的常数，了防止计

算溢出，一般会使用输入信号中的最大值。

对于单个频率CNN模型及单个光柱CNN模型均采用上述

是卷积神经网络结构，该表中的值对应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结

构图中的各层参数值数量，其模型参数如表1、表2所示。

2 模型的训练及应用

2.1 模型的训练
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如图6。
为了使CNN模型的输出能拟合训练输入，需要计算反向

传播中的残差与梯度。反向传播以减小误差值为目标，反向

传播误差可以看作是每个神经元的灵敏度。借助链式法则，

计算多层网络复合函数的导数，将输出单元的梯度反向传播

回输入单元，根据计算出的梯度，调整网络的可学习参数，

本文模型目标函数为网络误差平方，采用梯度下降法来计算

目标函数的最小值。下文中给出卷积层和池化层的计算公式，

更为详细的计算及推导可以查看相关文献[6]。

卷积层误差计算：

第l层第j个特征图的残差计算公式如下：

 l   l1  f u l   up  l1 
其中第l层为卷积层，第l+1层为子输出层，子输出层与卷积层

是一一对应的。其中up（x）是扩展操作，将第l+1层的大小扩

卷积神
经网络

随机选取10万 模型

个样本

一个epoch后

各层向 样本真

前传播 实值与
获取输 输出值

出值 之差

代价函
数是否
收敛

收敛到
一定值
输出模

型

反向传播更新各层权重

图6 单个频率CNN模型的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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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单个频率CNN模型各层的卷积层、全连接层权重参数

模型层 参数个数

Conv卷积层 760032

Conv卷积层 18496

Dense全连接层 1901568

Dense全连接层 3075

合计参数： 2，683，171
表2单个光柱CNN模型各层的卷积层、全连接层权重参数

模型层 参数个数

Conv卷积层 80032

Conv卷积层 18496

Dense全连接层 1901568

Dense全连接层 2050

合计参数： 2，0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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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和第l层大小一样。这里的“◦”表示每个对应元

素相乘。池化层误差计算：

比较，得到损失值loss，并计算预测正确率accuracy。根据得

到的损失值loss，通过误差反向传播函数调整神经网络的各层

 l  f ul   conv2 l1，rot180K l1 ， full 权重，使权重向误差减小的方向移动，多次迭代使模型权重

conv2表示卷积运算。rot180为旋转卷积核，让卷积函数

可以实施互相关计算。另外，full表示对卷积边界进行扩展处

理。

卷积层梯度计算：

对于b的梯度，可以求和快速计算得到。

得到优化，该模型共重复运行了30个epoch后，最终得到最优

的CNN模型参数。如图7所示。

对于单个光柱CNN模型而言，在56663中，随机选取64个
样本为一组，记为一个batch_size，所有样本一共包含885个
batch_size。885个batch_size计算完成记为一个epoch，该模型

E


bj
u ,v

l
j u ,v

共重复运行了5各epoch。

2.2 结果应用
卷积核K的梯度计算如下： 单个频率CNN模型结果：
E

  l  Pl1  对于单个频率CNN模型，每个epoch的值与模型的loss和
bj u ,v j u,v j u,v

这里，（P l–1） 是（X l–1）中的在卷积的时候与kl逐元素相 accuracy关系如图8所示。在运行30个epoch后，模型的loss已
j u,v j ij

乘的输出块，输出卷积特征图的（u，v）位置的值是由上一

层的（u，v）位置的输出块与卷积核kl 逐元素相乘的结果

池化层梯度计算：

对β的梯度就可以用以下方式计算：
E

 l  d l 

经达到了0.0016。Accuracy值也达到了0.9997，模型的收敛效

果较好。由于有接近50w的样本，且样本中可能存在各分类

之间较难界定的样本类型，这些样本类型在值班人员的判定

中也存在分歧，所以准确率难以达到100%。

单个光柱CNN模型结果：

 j u ,v
j j u,v

每个epoch的值与模型的loss和accuracy关系如图9所示。

公式中，定义 d l=down（X l–1），down表示下采样函数，

这里的“◦”表示对应每个元素相乘。

对b的梯度计算和上面卷积层的一样，将输入所有元素加

相加：

E  l

由于样本量较为充足，在运行1个epoch后，模型的loss已经很

小。Accuracy值也几乎为1，模型的收敛效果很好。

在录制的广播空中信号监测系统画面测试集中，随机选

择5000张作为测试集样本进行测试。使用训练得到的基于

bj u ,v
j u ,v CNN的监控图像智能分析模型对测试集进行五次随机测试，

对于单个频率的CNN模型而言，在将近50万个样本集中，

随机选取52384个样本作为测试集，从中再随机排列选取32个
样本为一组，记为一个batch_size，共包含1637个batch_ size。
所有的 batch_size运行完一次记为一个 epoch。 将一个

batch_size的样本送入到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中，第一

次的模型参数是随机生成的，按模型结果计算后，会输出计

算结果，记为样本的预测值，将该值与真正的样本输出值做

结果如表3所示，该模型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0.9998以上，未

发生过拟合，且模型效果较好。

将训练得到的模型应用到基于CNN的监控图像智能分析

系统中，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准确实时识别广播信号

检控系统的监控画面，在发生报警时，能够及时提醒值班人

员处理相关故障。该系统能够，补足原有监控系统不能发现

误告警、未告警、静帧死机的缺陷，有效替代

卷积神

经网络

模型

各层向 样本真
前传播 实值与
获取输 输出值
出值 之差

代价函
数是否
收敛

收敛到
一定值
输出模

型

输入样本集

反向传播更新各层权重

图7 单个光柱CNN模型的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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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poch的值与模型的loss和accuracy关系

图9 epoch的值与模型的loss和accuracy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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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真正的“智能化”台站，为台站运维的无人巡机，无人

值守提供可能。

值班人员对监控画面的巡查工作，确保监控24小时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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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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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总局IPTV监管要求和福建IPTV监管实际需求，在简要分析IPTV技术体系架构和传输系统分发流程的基础

上，重点讨论了监管平台建设需要考虑的一些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CPCI架构嵌入式采集监测前端

的、可实现全程全网监管的、较为先进可行的省级IPTV监管平台总体设计方案，并对平台建设进行了实践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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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Province-level IPTV Supervis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Based on Embedded Collection Front End

Yang Ting

(Fuj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Monitoring Center,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IPTV supervision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and actual needs of Fujian IPTV

supervision.And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analysis of IPTV technical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ransmission system distribution process, it focuses on some

major issues and solution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platform, and proposes a advanced and feasible overall design

scheme of province-level IPTV supervision platform, which is based on CPCI architecture embedded acquisition and monitoring front-end, and can

realize whole network supervis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has been practiced and prospected.

Keywords IPTV, Supervision platform, Embedded, System architecture, EPG, Technology docking

0 引言

IPTV是广播电视在新媒体领域的重要延伸，是重要的宣

传思想文化平台和意识形态阵地。根据工信部今年5月份发布

的数据，全国IPTV用户已达3亿户。随着IPTV用户数量、经

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存在的问题、风险和隐患也日益凸显，

有的甚至触及安全的底线。总局于2019年开展了IPTV专项治

理工作，归纳总结了当前阶段全国IPTV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对IPTV的管理建设和规范运营做出了要求，并明确提

出要加快建设完善省级监测监管平台，切实履行监测监管职

责。

1 概述

我省于2015年尝试开展了IPTV监管系统建设，实现了对

省集成播控分平台和福州地区电信IPTV部分节目的监测监管。

面对IPTV监测监管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原有监管系统存在技

术架构相对落后、监管功能不完善、新技术应用不充分、监

管能力和范围有限等不足，亟需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扩容，

以满足总局对IPTV监管的新要求和在《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采用新技术实现智慧监管的需要。

为此，本文结合总局相关要求、其他省份先进经验和新技术

手段运用，通过重新梳理、分析、思考IPTV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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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架构、节目传输分发流程、数据采集前端及存储系统部

署安排、监管平台与各被监管环节技术对接需求、平台主要

监管任务及实现思路等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种基

于CPCI架构嵌入式采集监测前端的、可实现全程全网监管的、

较为先进可行的省级IPTV监管平台总体设计方案，并根据实

际情况分阶段、有主次实施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完善对我

省IPTV节目的监测监管能力。

2 IPTV技术体系架构和CND内容分发网络

2.1 IPTV技术体系架构
总局2019年11月公示的《IPTV技术体系总体要求（报批

稿）》明确了IPTV技术体系架构和各环节规范对接要求，如

图1所示。

IPTV集成播控平台分为总平台和各省分平台，分别负责

对全国和各省IPTV业务进行集成播出控制和管理。其中，

IPTV省集成播控分平台集成来自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和本省

内容服务平台的节目内容，并负责播出控制、EPG管理和服

务、用户及计费管理、版权管理、安全管理、数据管理、节

目监控等。

IPTV省集成播控分平台向下与运营商IPTV业务平台对接

（其中，直播频道以组播方式推流，点播节目以下发工单方

式通知运营商拉流），由运营商IPTV传输系统通过CDN内容

分发网络将节目内容分发至用户终端。

IPTV省级监管平台重点围绕省集成播控分平台（二级）、

传输系统省中心节点（三级）和用户终端（六级）三

个环节开展节目内容监管、传播秩序监管、技术质量监管、

安全播出监管和网络安全监管等。并预留与中央监管平台接

口，便于今后实现中央与省级监管平台的上下联动。

2.2 CDN内容分发网络
以我省某运营商IPTV节目CDN内容分发网络为例，如图

2所示，简述IPTV节目传输分发流程：各运营商各IPTV业务

平台（可能不止一个，如电信华为平台、电信中兴平台） 省

中心节点将来自省集成播控分平台的节目内容，通过自己的

CDN网络分发至各地市边缘节点（一般每地市每个业务平台

1～2个），再分发到用户终端。用户终端通过加入组播或单

播方式收看直播频道，通过点播节目EPG信息获取URL地址

拉流收看点播节目。其中，部分热门点播节目缓存在各地市

边缘节点缓存服务器，便于快速响应用户访问请求，若想收

看的点播节目地市边缘节点无缓存，则逐级至省中心节点拉

流获取。

3 平台建设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3.1 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
根据国务院《三网融合推广方案》和总局关于加强IPTV

监管的相关要求，省级IPTV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

应该在省集成播控分平台、传输分发系统、用户接收等环节

部署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及时监测播出情况，及时发现

和查处违规节目。

3.1.1部署方式

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部署主要有前端分布式部署和省

图1 IPTV技术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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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集中部署两种方式，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设备安装维护

便利性和网络传输带宽需求。其中，前端分布式部署方式网

络传输带宽需求较小但设备安装维护相对不便；省中心集中

部署方式网络传输带宽需求较大但设备安装维护相对便利。

综合考虑各被监测环节特点，可采取以下部署方式：省集成

播控平台（二级）、传输分发系统省中心节点出口（三级）

和省会用户接收环节（六级）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部署于

省中心，通过光纤专线实现信号接入；其他地市用户接收环

节（六级）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同传统监测系统前端设备

部署于各地市广电网络机房，运营商各地市边缘节点通过光

纤专线实现信号接入，监测数据及节目内容经压缩后通过广

电网络专网按需回传省IPTV中心监管平台。

3.1.2采集方式

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主要有嵌入式采集和服务器采集

两种方式，其中嵌入式采集方式具有体积小、密度高、功耗

低、可定制、安装调试和更换维护简便、易于扩展等优点，

在本设计方案中的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采用基于CPCI架构

的嵌入式板卡采集方式。

3.1.3容量配置

我省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传输的IPTV直播节目

分别有112、101、112套，直播频道采用一对一实时监测、点

播节目采用非实时采集监测。为实现对IPTV节目的全面监测，

并考虑未来节目增加监测能力冗余，每套前端数据采集监测

系统监测能力应不少于120路。

1.省集成播控分平台监管前端

出于商务合作原因，省集成播控分平台传送至各运营商

IPTV业务平台的直播频道数量、直播频道信号源、点播节目

数量、点播节目信号源都不完全相同，比如：中央一套可能

来自爱上，也可能来自百事通。因此，对省集成播控分平台

应建立3套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区分运营商）。

2.传输分发系统省中心节点监管前端

我省电信IPTV传输分发系统有中兴、华为两个IPTV业务

管理平台，相对独立，管理不同用户，共用承载网但省中心

节点和地市边缘节点相互独立。因此，对传输分发系统省中

心节点应按业务管理平台部署电信华为、电信中兴、移动、

联通共4套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

3.用户终端监管前端

目前，我省电信华为、电信中兴IPTV业务平台在各地市

各有2个边缘节点，移动、联通IPTV业务平台在各地市都只

有1个边缘节点，因此在各地市应根据各运营商各IPTV业务

图2 CDN内容分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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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边缘节点数量分别部署2套电信华为、2套电信中兴、1套
移动、1套联通用户终端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

3.2 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部署参考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部署，同样主

要有前端分布式部署和省中心集中部署两种方式，二者的主

要区别也同样在于设备安装维护便利性和网络传输带宽需求。

其中，前端分布式部署方式网络传输带宽需求较小但设备安

装维护相对不便；省中心集中部署方式网络传输带宽需求较

大但设备安装维护相对便利。根据前述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

统部署方式，经综合考虑，存储系统采用以下部署方式：在

省中心建设大容量存储系统，满足省中心部分大量数据集中

存储需求；在除福州外其他地市广电网络机房随前端数据采

集监测系统分别搭配小容量存储设备，满足本地化分布式数

据存储需求，以减轻回传省中心网络带宽压力。存储系统容

量要根据监测存储节目套数、编码格式、码率、存储时长要

求等因素计算。

3.3 各主要环节技术对接需求
IPTV监管平台建设涉及与多个被监管环节的技术系统对

接，跨行业、跨部门、跨平台的技术对接与配合调试是项目

实施工作的主要难点。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专网及定向

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6
号）要求：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当为广播电

影电视主管部门设立的节目监控系统提供必要的信号接入条

件。下面简要分析各主要环节技术对接需求。

3.3.1省IPTV中心监管平台与省集成播控分平台技术对接

需求

1.数据采集需求

采集省集成播控分平台下发给运营商（电信、移动、联

通）IPTV业务平台播出的直播节目、点播节目和EPG数据等。

2.光纤链路需求

需要省集成播控分平台机房至省IPTV中心监管平台机房

光纤专线链路，带宽：直播1G、点播1G。

3.数据采集方式

直播节目采集：播控平台核心交换机提供直播节目的组

播流数据，在监管平台端采用嵌入式板卡对组播流进行转码，

封装成更低码率的H.264+AAC格式ts流，供平台进行播放，

按照需求做长期保存，实现直播节目流的采集。

EPG数据采集：实时数据接口采用SOAP协议+XML指令

文档的方式对接，省集成播控分平台在下发工单给运营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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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下发一份相同的工单给监管平台，监管平台收到工单

后解析工单的内容，按照操作类型（新加、更新、删除三种

操作）对工单进行处理，把处理后的结果更新到监管平台数

据库中。在监管平台初始建立过程中，因点播节目EPG初始

数据不全，需先向播控请求初始全量数据包，形成监管平台

所需全量数据库，为监管平台开展二、三、六级EPG比对提

供基础数据保障。

3.3.2 省IPTV中心监管平台与运营商传输系统省中

心节点技术对接需求

1.数据采集需求

需要各运营商传输系统省中心节点提供其各IPTV业务平

台播出的直播、点播节目和相应的EPG等数据，若有多个

IPTV业务平台（如电信华为、电信中兴）需分别提供。

2.光纤链路需求

需要各运营商传输系统省中心节点至省IPTV中心监管平

台机房光纤专线链路，带宽：直播1G、点播1G。
3.数据采集方式

直播节目采集：运营商IPTV业务平台核心交换机提供直

播节目的组播流数据，在监管平台端采用嵌入式板卡对组播

流进行转码，封装成更低码率的H.264+AAC格式ts流， 供平

台进行播放，按照需求做长期保存，实现直播节目流的采集。

EPG数据采集（FTP文件传输方式）：约定统一的FTP服
务器地址，按照约定文件类型和时间完成数据推送或采集。

3.3.3 各地市用户终端（六级）监管前端与各IPTV业

务平台地市边缘节点的技术对接需求

1.数据采集需求

采集IPTV用户终端信号，包括直播、点播、回看和EPG
数据等。

2.光纤链路需求

需要各地市各运营商各IPTV业务平台各边缘节点至对应

地市IPTV用户终端（六级）监管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的光

纤专线链路，若有多个IPTV业务平台（如电信华为、电信中

兴）、地市有多个边缘节点，需分别提供。同一运营商同一

地市同一IPTV业务平台不同边缘节点需经不同的物理链路路

由接入，每条光纤专线链路带宽需求1G。
3. IPTV账号及终端设备需求

按专线链路提供IPTV账号及配套终端各6套，开通所有

节目观看权限并永久授权，并保证内容与推送给普通用户的

一致。如有运营商涉及多个IPTV业务平台、多种品牌机顶盒，

均需分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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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采集方式

直播节目采集：采集前端采用嵌入式板卡对组播流或单

播流进行转码，封装成更低码率的H.264+AAC格式ts流，供

监管平台进行播放，按照需求做长期保存，实现直播节目流

的采集。

EPG数据采集：用嵌入式板卡模拟IPTV机顶盒的操作实

现对直播、点播、回看节目EPG信息全量采集。因点播节目

EPG信息条目较多（一般在20万条上以上，有的运行商超过

40万条），为保证数据采集的及时性与完整性，保证监管平

台可以在监管人员每天上班前完成对采集数据的各种分析、

比对，采集前端可于每天凌晨进行采集，且数据采集速度要

求应达到每秒15条以上。

3.4 主要监管任务及实现思路

3.4.1 EPG比对

根据监管要求，三级、六级IPTV直播、点播和回看节目

均应来自于二级，这是保障全省IPTV节目可管可控、安全播

出的重要前提。对此，可通过各环节节目EPG一致性比对分

析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违规问题，具体思路如下：

监管平台通过监管前端每天自动完成二、三、六级EPG
数据采集后自动进行六级与三级、 六级与二级、以及三级和

二级数据的比对。直播EPG数据量小，应全量比对。点播

EPG数据量较大，监管平台建设初期首次比对应全量比对；

后续比对为避免重复比对、提高比对效率，可采用增量比对：

比较当天和前一天采集的EPG数据获得增量和减少部分，取

六级增量部分与二、三级进行比对、三级增量部分与二级进

行比对，通过比对节目代码，节目名称等信息，及时发现六

级、三级的点播节目是否属于播控下发的，是否属于版权到

期的，是否属于播控已经下线的等各种情况。比对结果自动

处理为疑似运营商私增节目，经审核确认并通过机顶盒取证

后形成报表反馈给播控以及有关单位，进行相关处理。

3.4.2 直播节目监测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开展对直播节目的

安全播出监管是总局明确的IPTV监管主要要求之一。为此，

可参照传统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与指标监测思路，通过各级监

管前端开展对直播频道的安全播出监测、指标监测以及IPTV
隐藏频道扫描。安全播出监测包含了视音频层的监测报警，

包括无音频、彩条、黑场、静帧、以及台标不符等；指标监

测包含响度、色域、网络时延等指标的监测报警；IPTV隐藏

频道扫描会把机顶盒界面中不展现但是又有实际节目的频道

扫描出来，并可进行播放。

3.4.3 电影电视剧许可证监测

IPTV中存在大量的电影、电视剧等点播节目，这些内容

是否取得有关部门的公映播放许可是行业监管的重要工作之

一。对此，可采用图像识别技术智能、及时、高效地发现节

目中是否包含有相应的许可证，具体思路如下：对节目片头

取关键帧判断电影是否存在公映许可证、电视剧是否存在电

视剧许可证，若存在则把许可证号以及对应的图片识别提取

出来并作保存，若无则归为疑似无许可证节目，经用户审核

确认形成报表。在监管平台建设初期，应对六级前端所有电

影和电视剧点播节目进行许可证监测采集，形成初始许可证

数据库，后期每天进行增量节目许可证监测，并补充完善到

许可证数据库中，形成完整的许可证数据库，便于随时调阅

查证。

3.4.4 EPG关键字检索

基于IPTV中存在大量点播节目的特点，对IPTV节目实施

内容和导向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总局明确的主要监管任

务之一，也是当前IPTV监管工作的主要难点。对此，可采用

EPG关键字检索技术及时筛选发现IPTV中可能存在的低俗有

害、淫秽色情、政治有害等类别的节目；可通过图像识别等

人工智能技术查找定位节目中可能存在的违规内容，开展涉

黄涉暴涉恐及政治敏感人物人脸识别监测监管。本次监管平

台建设未开展涉黄涉暴涉恐及政治敏感人物人脸识别监测，

下面简述EPG关键字检索思路：

首先在监管平台设置关键字，例如：低俗有害、淫秽色

情、政治有害等类别关键字库信息；然后设置关键字比对方

式：必须包含、不包含、包含其一等，以达到精准匹配。当

监管平台接收到六级上报直播频道EPG数据后，自动和平台

关键字库进行比对；接收到六级上报点播EPG数据时比较出

新增数据，取新增数据自动和平台关键字库比对（监管平台

建设初期全量比对）。也可采用手动关键字检索方式，实时

添加关键字信息，设置检索匹配选项进行比对。为提升比对

效率，应内置高速搜索引擎快速产生识别结果。如发现关键

字违规则产生报警以便进一步审核。

4 平台总体设计方案

4.1 设计目标
积极采用新技术，坚持“顶层设计、标准支撑、分步实

施、开放接口”的思路，按照“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全天候和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监测监管目标，推进

省级IPTV监管平台建设，实现对全省IPTV节目的智慧化、融

合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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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台架构
如图3所示，省级IPTV监管平台主要完成对二级、三级、

六级IPTV节目的监测监管，在各环节部署监管前端系统进行

数据采集监测，通过监测专网将采集监测数据回传省中心监

管平台，由省中心监管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存储等，

实现对全省IPTV业务的监测监管，促进全省IPTV行业健康、

规范发展。

4.3 平台功能概述

4.3.1省中心监管平台

省中心监管平台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主要由各类服务

器、工作站、存储设备和平台软件组成，连接省集成播控分

平台（二级）监管前端、运营商传输系统省中心节点（三级）

监管前端和各地市用户终端（六级）监管前端数据采集监测

系统，主要完成全景数据展示、节目合法性审核、节目许可

证监测、节目内容监看、节目台标监测、EPG管理和核查、

EPG差异比对、数据综合分析处理、节目内容涉黄涉暴涉及

政治敏感人物监管、违规APP监测、直接链接公网监测、

IPTV与有线数字电视融合比对监测、IPTV运行数据管理、安

全播出监管、技术质量监测、专项任务管理和系统运

图3 福建省IPTV监管平台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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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态监控等功能，并预留与中央监管平台接口。部分比对

监测功能可由省中心监管平台完成，也可下放到各级监管前

端完成。

4.3.2 各级监管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

1.省集成播控分平台（二级）监管前端

省集成播控分平台（二级）监管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

与 IPTV 省中心监管平台对接，主要完成以下任务：EPG信
息采集、直播码流采集、点播节目采集、直播频道监测、点

播节目监管、安全播出监管、技术质量监测、许可证监测、

节目内容涉黄涉暴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监管、节目录制、数据

存储、数据回传、前端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实时抽查监看与

系统配置等。

2.运营商传输系统省中心节点（三级）监管前端

运营商传输系统省中心节点（三级）监管前端数据采集

监测系统与 IPTV省中心监管平台对接，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EPG信息采集、直播码流采集、点播节目采集、直播频道监

测、点播节目监管、安全播出监管、技术质量监测、许可证

监测、节目内容涉黄涉暴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监测、节目录制、

数据存储、数据回传、前端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实时抽查监

看与系统配置等。

3.地市用户终端（六级）监管前端

用户终端（六级）监管前端数据采集监测系统通过专网

与 IPTV 省中心监管平台对接，主要完成以下任务：隐藏频

道扫描、EPG/APP信息采集、EPG比对、直播码流采集、点

播节目采集、直播频道监测、点播节目监管、安全播出监管、

技术质量监测、许可证监测、违规APP监测、直接链接公网监

测、节目内容涉黄涉暴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监管、节目录制、

数据存储、数据回传、机顶盒远程监看、前端设备运行状态

监测、接收远程指令进行实时抽查监看与系统配置等。

监管能力、保障了重点监管任务，可基本实现对全省IPTV节
目的“全程全网”监管。

5.2 新技术应用展望
考虑到建设资金不足和新技术行业应用的成熟度，本次

建设的福建省IPTV监管平台未实现监测监管云平台建设、网

络安全监管和节目内容涉黄涉暴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监管。随

着各种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行业应用实践的逐渐成熟， 在今

后的工作中可积极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加强完善我省IPTV监管平台建设：一是采用云计算云存储技

术，实现对IPTV海量节目的分析计算和分类存储。二是采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海量节目数据和大量监测监管数据

的统计分析、关联分析、趋势分析、融合分析。三是采用人

工智能技术（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字幕识别、视频识别

等），实现对IPTV节目内容的智慧监管，及时发现节目内容

违规现象，如违规广告、版权违规、涉黄涉暴涉及政治敏感

人物违规等。四是采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技术，实现对IPTV
关键环节网络安全的监测监管和态势感知。

6 结束语

随着IPTV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急需

加快推进省级IPTV监管平台建设，实现对IPTV节目的“全网

全过程”智慧监管。本文在深入分析IPTV技术体系架构和

传输系统分发流程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开展省级监管平台

建设需要考虑的几点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方向性的描述了

监管平台总体设计方案，结合平台阶段性实践内容提出了新

技术应用前景。希望本文所阐述的基本内容、思路对策和设

计方案对从事IPTV监管和开展IPTV监管平台建设工作的同行

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5.1 平台实践

5 监管平台实践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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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广播电视领域专业咨询评估经验、参与国内“村村通”工程、“户户通”卫星直播电视服务等相关工作经验， 以

“万村通”项目为例，研究并提出项目竣工验收方案。本文介绍了竣工验收工作的程序、竣工验收方案，总结了竣工验收工作

开展情况，并形成经验建议，为切实提高竣工验收工作质量、有效归纳总结经验成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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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thod of Completion Acceptance of
“Wancuntong” Project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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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and evaluation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the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domestic “Extending Radio and TV Broadcasting Coverage to EveryVillage Project” and “HuhuTV”, taking the “Wancuntong”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and propose a completion acceptance pl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cedures and contents of the completion acceptance,
summari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forms experience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effectivel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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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是施工全过程的最后一道程序，也

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最后一项工作[1]。通过竣工验收，可对工

程建设进行全面总结，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考核和评定[2]，

对促进项目及时交付使用、发挥投资效益、总结建设经验具

有重要作用[1]。

关于广播电视领域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GY/T 5006-
2010《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规程》[3]对

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做了进一步制度化、

规范化。本文在此基础上，基于项目管理、工程咨询体系的

理论基础，结合广播电视领域专业咨询评估经验、参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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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通”工程、“户户通”卫星直播电视服务等工作

经验，以“万村通”项目为例，根据该项目的要求及特点，

研究并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万村通”项目竣工验收方

案， 切实提高竣工验收工作质量。本文介绍了竣工验收工作

的程序、竣工验收方案，总结了竣工验收工作开展情况，并

形成经验建议。

1 项目竣工验收范围及要求

1.1 竣工验收的目标
竣工验收的目标包括：

1. 全面考察工程的施工质量：通过对已竣工工程的检查

和试验，考核实施单位的施工成果是否达到了设计要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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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成生产或使用能力，可以正式转入生产、运行。通过竣工验

收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生产和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保证

工程项目按照设计要求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正常投入运行。

2. 确认项目范围完整：判别实施单位是否按合同约定的

责任范围完成了施工义务的标志，确保全部变更请求、纠正

措施或预防措施都通过了相关程序得到控制和处理[4]。通过

竣工验收后，实施单位即可与业主办理竣工结算手续，将工

程转交给业主使用和照管。

3. 建设项目转入投产使用的必备程序：竣工验收也是国

家全面考核项目建设成果，检验项目决策、设计、施工、制

造和管理水平，以及总结建设项目建设经验的重要环节[5]。

1.2 验收范围控制
本节以“万村通”项目为例，开展项目验收研究。

2015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

近平提出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

未来三年同非方一起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其中人

文合作计划中包括“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施收看卫星电视

项目”（以下简称“万村通”项目）。“万村通”项目在

此背景下提出， 是指我国为非洲二十多个国家的一万个

村落接通卫星电视信号，帮助非洲民众收看卫星电视节目，

并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经项目实施管理机构（即委托方）

委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作为监管方，承担

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第三方监督管理工作。

根据项目要求，“万村通”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任务

涵盖全项目国别竣工验收工作，需派遣验收组赴受援国开展

政府间移交前的竣工验收，涉及项目覆盖的二十多个非洲国

家。

2 竣工验收程序

根据文献[3]，整体竣工验收一般工作程序为[3]：

1. 项目主管部门召开预备会，听取相关验收准备情况汇

报，审核竣工验收资料，审查竣工验收条件，提出验收委员

会名单；

2.验 收

1）宣布竣工验收委员会名单，由主任委员主持验收； 2）
听取工程建设报告；

3）现场检查工程建设与试运行情况，核查工程建设档案

资料；

4）主任委员主持讨论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意见书；

5）意见书通过后，验收委员（组员）签字；

6）宣读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意见书。

由于“万村通”项目涉及二十多个非洲国家、1万多个

村落，根据“万村通”项目相关要求，为确保竣工验收工

作质量，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项目任务和目标，研究制定

了“万村通”项目竣工验收方案，采取“分国别验收+总
体检查”的策略、“行前审查+现场检查”的方式，覆盖

了全项目国别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国别竣工验收程序，并

制定了相应检查内容、设计检查表。

2.1 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
“万村通”项目的全项目国别竣工验收由监管方组织

人员，组成竣工验收组，到受援国实施现场验收。由于赴非

洲各受援国开展竣工验收，考虑到各受援国的现场环境因素，

为提升现场验收检查质量和效率，竣工验收的方式采用“行

前审查+现场检查”。

1. 行前检查：检查全套竣工验收材料，包括运营条件、

配套工作、设备提供、技术服务、项目后续运营、维护和可

持续发展、管理与制度建设、项目内部验收、项目外部验

收、总部检查、其他等检查内容。

2. 现场检查：到非洲受援国组织开展的现场验收活动，

主要包括村落现场检查、文件检查、服务体系检查、备品备

件库检查等检查内容。

2.2 竣工验收程序
竣工验收的检查方式分为现场和非现场检查两种，对具

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受援国首先组织开展非现场的行前审查工

作，在行前审查要素全部符合后，由检查组制定现场检查方

案，最后依程序实施现场验收。

本文基于SIPOC模型（Supplier供应者、 Input输入、

Process流程、Output输出、Client客户）[4]分析方法，识别业

务流程中关键风险点，通过映射SIPOC模型，显示项目验收

活动、决策点、分支、并行路径及整体处理顺序，工作流程

及主要工作内容见图1所示。其中，针对需要赴非洲各受援国

现场开展的检查，还制定了国别竣工现场验收工作程序。

3 竣工验收方案研究制定

根据文献[3]，竣工验收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有关法律、规

章和标准规范，该项目的有关批复文件、批准的工程设计文

件及相应设计变更、修改文件，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施

工图纸和说明，设备技术说明书等[3]。

本文研究了“万村通”项目的立项、审批文件，项目

管理手册等相关资料，针对性地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竣工验收

方案。“万村通”项目竣工验收方案包括行前审查和现场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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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行前检查关键节点清单

序号 关键节点 检查内容

1 运营条件 政府换文、会谈纪要、分包企业、受援国牌照、市场准入、产品认证

2 配套工作 卫星租赁、项目宣传、维护使用指导手册、选村入户调查、用户收视率偏好调查、节目内容管理

3 设备提供 物资供货、货代服务、物资检验、通关验放、离港运输、清关提货、运输及入场签认、设备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4 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方案、人员培训

5 项目后续运营、维

护和可持续发展

营销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呼叫中心/服务热线、营业厅、备品备件库、定期检修保养制度、可持续运营维护计划、可

持续发展经营计划、平行配套资金的融资及实物投入、建设期开发新用户

6 管理与制度建设
人员管理、廉政履约情况、安全生产管理、进度管理、跟踪监管记录、设备管理、施工管理、施工文明、资金管理、援

外标识使用管理、援外人员条件和待遇落实

7 项目内部验收 内部验收报告、内部验收材料

8 项目外部验收 外部验收报告、外部验收材料

9 总部检查 技术系统体系

10 其他 重大问题专题报告、合同变更方案

两部分内容，检查的手段包括问询、观察、文件审核、测量

及主观评价等。

3.1 竣工验收行前审查
通过进行竣工验收行前审查，严把行前检查管，通过审查

的才可进行现场检查，提高现场检查质量。本文利用基本质量

工具（也称7QC工具）中核查表的方法[4]，解决PDCA循环框

架内与质量相关的问题，针对所有行前审查内容设计了竣工验

收行前审查表，对关键节点全覆盖检查，检查内容见表1。
竣工验收行前审查表规范了检查类别、检查内容、佐证

材料、检查方式。由于项目不仅覆盖二十多个受援国，还包

括总体技术支撑体系，因此总结梳理了项目总体技术方案，

针对项目总体技术体系是否符合立项文件，设计了总部检查

环节。

3.2 竣工验收现场检查
竣工验收现场检查包括村落检查类、文件检查类、服务

体系检查类、备品备件库检查类。现场检查村落检查含广播

电视专业检查，主要为图像声音主观评价，信号强度和信号

质量客观检查。

3.2.1村落检查类

按照项目要求，村落现场检查覆盖所有受援国，根据受

援国实施村落数按比例进行抽查。村落现场检查中，查看公

共场所的太阳能投影电视系统、公共场所的数字电视一体机

终端系统、家庭用户的直播卫星终端系统等设备的施工、信

号质量，以及村落宣传情况等。其中，主要检查项目包括：

1.安装质量

检查被测系统的线缆接头是否稳固可靠，需要固定的安

装部件是否牢固，室内室外线缆布线是否横平竖直、简洁美

观、无线缆悬空。

2.信号质量

检查被测系统的信号强度和质量是否能够支持正常收

视，画面和伴音是否清晰、无卡顿。

3.节目主观质量评价

抽取必须传输的节目，由检查员对图像和声音质量等进

行主观评价，涉及评价图像清晰、图像无马赛克/卡顿、声音

质量、图像伴音同步情况、图像字幕可辨识情况等方面。最

后对所有检查员的节目主观质量评价结果计算平均分。

4.节目内容落地情况现场检查

检查并记录节目频道对应的品类、频道名、频道ID、节

目来源、是否能正常收看。

5.村落宣传现场检查

村落宣传现场检查包括项目推广墙（刷墙）、捐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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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牌）、援外标识使用等。包括测量刷墙面积、铭牌安装

是否牢固，项目援助设备、项目推广墙、捐赠牌等使用援外

标识是否符合要求。

3.2.2文件检查类

文件现场检查主要查看运营条件、配套工作、设备提供、

技术服务、项目后续运营/维护和可持续发展、管理与制度建

设、项目内部验收、项目外部验收等情况，侧重点为查验原

件、检查项目制度文件的落实情况。

3.2.3服务体系检查类

服务体系检查主要现场查看呼叫中心、服务热线、营业

厅等情况，包括回访用户情况等。

3.2.4备品备件库检查类

备品备件库检查主要现场查看备品备件存放等情况，检

查内容主要为抽查主要备品备件的单据和实物，现场清点备

品备件是否与文件检查结果一致。随机开箱检查，验证设备

条形码与外包装是否一致、是否印有援外标识。

4 竣工验收情况及经验总结

根据本文提出的竣工验收方案，已完成“万村通”项

目近二十个受援国的竣工验收。根据“万村通”项目竣工

验收情况，并结合广播电视行业“村村通”工程、“户户

通”卫 星直播电视服务等工作经验、国内其他行业重大

工程项目验收经验[5-8]，本文形成了如下经验总结：

1. 研究制定科学规范的验收标准。针对项目特点，研究

编制具有针对性的竣工验收方案，明确竣工验收的条件、要

求、工作程序，确定抽查比例、抽查内容、检查方法、验收

标准、验收人员及分工、佐证材料等，使竣工验收各项工作

具体化、量化、标准化，既保证验收程序的规范，又增加各

项验收工作的可操作性，提高验收效率，为竣工验收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2. 组建专业技能强、职业素养高的专家团队。竣工验收

是政策性、技术性、业务性较强的工作任务，更是重要的责

任。为确保竣工验收保质保量完成，建议组建专业技能强、

职业素养高、责任心强的专家团队。验收组在验收前召开行

前会议，对组员进行分工；验收人员提前熟悉验收工作的

程序、内容、技术标准等要求，并认真核查验收材料。最后

汇总各项检查情况，召开总结会，肯定好的经验和成功的做

法，指明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建议。

3. 超前计划，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工程建设项目一般

具有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使用时间长等

特点。超前计划、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可以及时发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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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避免竣工验收时出现难以整改或

无法解决的问题。

4. 竣工验收现场检查前做充分准备。竣工验收的大量工

作在现场完成，验收组逐一对检查内容进行核对，包括质

量、工程量检查。建议验收组加强对现场工程质量的过程控

制，建议提前做好项目培训、明确分工，现场检查中精确计

量、做好详细记录。之后综合讨论、研判，与实施单位做好

充分沟通，最终确认、签署验收意见。

5. 重视资料留存。竣工验收资料留存时建议考虑验收追

溯性，即证明验收符合项目相关规定，并保存签到表、验收

检查结果记录、验收意见等，同时对竣工验收过程的重要环

节进行拍照，协助证明验收的过程、结果符合规定。

5 结束语

竣工验收是全面检验工程建设项目是否符合设计规范要

求的重要程序，也是投入使用前的重要环节。随着“万村通”

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继续开展，未来将继续认真做好策划工

作，精心组织，并不断完善竣工验收工作，促进竣工验收工

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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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好发挥应急广播服务基层群众的效应，本文在对应急广播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应急广播信息传播效果

的多种因素，比如优先级的影响、广播信息的覆盖效益、播发时间长短以及群众对信息播发次数的信任度等。通过对影响

因素的分析，建立了优先级处理原则模型、应急广播网络覆盖效益最大化模型及3σ模型，并分别进行了研究。最后研究结果表明，

应急信息的传播只有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应急广播，优先级，传播效果，3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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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relation Model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Wang Xiang1, Mou Yanan2

(Sichuan Radio and TelevisionMonitoring Center, Sichuan 610011, China)1

(Sichua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Center, Sichuan 610011, China)2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in serving grassroots people, based on actual investig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uch as priority
influence, coverage benefit of broadcast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 duration and people’s trust in the number of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 et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paper establishes priority processing principle mode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network coverage benefit
maximization model and 3σ model, and studied respectively. Finally, results show that emergenc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only if it meets correspondingcondition.
Keywords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riority, Dissemination effect, 3σ model

0 引 言

自国家应急广播体系被纳入“十二五”规划[1]建设以

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响应规划的号召，本着“随时随

地、服务大众”的理念，积极推进在四川、广东、浙江、江

西、新疆等省、自治区内应急广播体系的建设。应急广播作

为服务基层、应急信息发布的重要手段，以政府服务和大众

受益为支点，不仅能够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采集、指挥

决策、调度发布能力，达到应急信息快速准确、安全可靠的

传输，还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将应急信息传送到灾

民身边，起到防灾控灾的作用。但是，应急广播在我国还是

新生事物，建设与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这就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协同跟进应急广播研究、体系标准与规范的制定

等，目的在于如何更好的建设应急广播体系，从而更专注的

服务于人民群众。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应急广播的一些模

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提高应急广播播发效率的相关

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应急广播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

1 应急广播调研

纵观国内外，广播电视一直视为最普及、最便捷、最直

接的大众传媒工具，不仅具有覆盖广泛、影响力大、可管可

控的特征，还具有较强的抗灾能力。应急广播顾名思义是在

应急突发（意外）事件中以广播的方式传播应急信息、发布

预警消息，在第一时间快速准确的发布应急事件，从而使生

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例如，在突发（意外）事件发生之际，

通讯设备、道路交通遭受破坏，灾情无法上传下达，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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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覆盖要求，控制指定区域、区域组合或者单个终端的

开关机，实现分区域控制播出。但是，其广播覆盖的效益如

何体现，怎样保证应急广播播出的音频预警信息覆盖的范围

更广范，保证最大化的覆盖效益是一关键问题。

1.3 播发次数
当灾害事故发生之际，群众对事物的认知是有限、浅显

且短暂的，如何在受灾群众的心理防线未放弃之前及时了解事

故的起因并给出应对措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就需

要依托必要的信任机制使群众相信某事故的发生。然而，应急

广播作为实时发布预警信息、指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的重要手

段，一是要求在一定广播覆盖范围内，以最短的时间将预警消

息传递到受灾群众身边，二是让受灾群众相信传递信息的真实

性。从应急广播应用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出，预警信息播发时间

的长短和播发次数的界定决定了群众对预警信息的认可度。

使救灾行动难上加难，而应急广播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

无线广播在灾区的响应成为了抢险救援的重要保证。但是，

在紧急时刻如何最大的发挥应急广播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

步对其深入研究。

人们基于思考的原则是因果关系，表现为对确定性的顺

应，而突发（意外）事件是一种不确性问题，并不服从习惯

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对突发（意外）事件及要求构造特定

的预案，而预案的制定往往离不开对模型的研究。以应急广

播为例，哪些因素影响着对特定预案的制定？我们从日常对

应急广播的应用中可以得出，优先级响应、信息的覆盖效率、

传播效果、播发次数等因素在应急广播预案过程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图1给出了这几个因素的制约关系。

1.1 优先级响应
应急广播优先级的控制机制主要体现在乡、村级前端设

备对预警信息与日常节目播出的切换。应急广播体系规定应急

广播预警信息的播发级别高于日常节目广播，在多级播控系统

同时播出时，综合考虑行政层级、突发事件类型等级、重要性

与紧急程度等因素，按照合理的播发排序策略及优先级配置要

2 相关模型研究

针对以上影响应急广播预案的调研，根据不同的影响因

子建立相应的模型进行分析与研究，进而提高应急广播的整

体效益。

2.1 优先级处理原则模型
艾森豪威尔矩阵给出了对事件紧急性、重要性决策处理

基础参考模型，指出事件级别的优先顺序按紧急、重要、次

要、警告，正常依次递减，图2给出了事件等级的参考模型。

若同一时间段内不止一个突发事件，设定αi为紧急性系

数，βi为重要性系数。因此，事件的优先级ρ可表述为：

ρ=αi×βi
当事件的紧急性与重要性的量化等级取0.1时，相关性系

数αi，βi取值见表1。
从表1中得出，当ρ≥0.2时界定事件为一般严重事件，此

时就需要启动应急广播，当ρ≤0.2时仅作为工作人员提示，

不作为信息的公众发布。

2.2 应急广播网络覆盖效益最大化模型
由注水定理[2]可得出，应急广播网络效益最大化的优化

问题可描述为
求实现预警信息和日常节目的有序播发。即当广播村村响前 max C   G( f )

端设备接入本地音源播发日常宣传节目时，若当地发生突发事

件，根据优先级设置原则本地插播应急广播预警信息并播发，

G ( f )

Subject

0 log 1 N ( f ) df ①

to:0 G( f )df≤S ②

待预警信息播发完毕自动切换到本地正常播出的节目中。

1.2 覆盖效益
应急广播分级分区域的播发预警信息，按照统一的编码

规范为接收终端配置地址码，能够按照日常广播和应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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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为网络最大响应容量，G(f)为随机事件能量谱，N(f)
为预案响应处理能量谱，f为网络基础设施，S为预案响应所

能处理的最大程度，F为网络限制条件。整个应急广播网络的

覆盖效益等效于一个容器能承受最多取决容器的大小和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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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影响应急广播四个因素的相互关系

图2事件等级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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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其中，σ2为随机事件危害程度，且N ( f )  G( f )  1


以上分析说明，只有当应急广播设置的预案响应与随机

事件发生相匹配时（两者之和为常数λ），应急广播覆盖网络

效益发挥至最大；若两者之和非常数λ，网络效益递减。

2.3 3σ模型
依据心理学实验，人的大脑皮质对外界的刺激响应分成

浅度、中度、深度印象。由此可以联想到群众接收应急信息

时的心理状态，若同一信息传播次数分别为一次、二次、三

次，对应的心理暗示分别为疑惑、半信半疑、相信。这种反

复刺激而造成的心理效果，称为心理学3σ模型。对非习惯性

思维的应急信息，其信任程度为：

=A  (x)
其中，A为传播次数因子，A=0.5（传播一次），A=0.7（传播

二次），A=0.9（传播三次），(x)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x) 
1


x  t2

e 2 2dt x≥0


图4给出了信息传播次数正态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x=σ时，(x) =0.682；x=2σ时，(x) =0.954；x=3σ时，(x)

=0.996。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传播一次时，μ=0.5×0.682=34.1%；

传播二次时， μ=0.7×0.954=66.8%；传播三次时， μ=0.9×
0.996=89.6%。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一信息广播

次数为3时，公众接受信任度最高约为90%。

3 小 结

的凹凸，如图3所示。

下面对①式，按拉格朗日乘数法得出：
1

本文通过对应急广播预警信息的播发情况进行分析与调

研，重点分析了影响预警信息传播的诸多因素，从而进一步

根据这些因素的特性进行模型的建立并研究，分析出应急广

播预案的相关理论结论。至于如何践行应急广播影响因子在

实际中的应用，发挥更大的作用服务基层、服务民众，还需

进一步的深入谈论与研究。

参考文献：

F (x)  N ( f)    0 [1] 高南军. 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与思考[J]. 现代电视技术, 2016(2):
G( f ) 1  G( f )

N ( f)

G( f ) 
1
 N ( f )


③式代入②式，得出④式：

24-28.

[2] 田宝玉,杨洁等.信息论基础[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第一作者简介:
王祥（1980-），男，四川广播电视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硕

F  1 
0 


N ( f )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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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主要从事应急广播、地面数字电视方面的研究，组织全

 
 2  S ④

省应急广播总体规划和技术方案的建设管理，曾参与过全国

应急广播技术规范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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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网络覆盖效益最大化模型

图4信息传播次数正态分布图

③

表1 事件等级划分表

序号 事件等级 紧急性αi 重要性βi 优先级ρ

1 相当严重 1.0 0.9 0.90

2 严重 0.9 0.8 0.72

3 比较严重 0.8 0.7 0.56

4 相对次要严重 0.7 0.6 0.42

5 次要严重 0.6 0.5 0.30

6 一般严重 0.5 0.4 0.20

7 正常 0.4 0.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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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班《三十而骊》幕后 |

EOS C300 Mark III助你乘风破浪

前段时间大热的一档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又一个年龄 30+女性的魅力，在她们身上，年龄不是绊脚石，

反而因为年龄，她们气质优雅，潇洒自信！姐姐们的魅力让

观众更加确定，活的漂亮与年龄无关。在观众忙着看姐姐们

散发魅力时，由岭南文化传媒（广东）有限公司 和五零（广州）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三十而骊》应运而生。

《三十而骊》讲述了一个出身航海世家的女性，在三十岁

的年华里，兼顾事业和家庭。三十岁这个年龄所带给她的多重

身份并没有压垮她，人生的多样角色反而让她变得更有魅力。

影片从筹备到开拍耗时一个月，使用佳能 EOS C300 Mark III

拍摄并配备佳能 EOS R5作为辅机使用。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三十而骊》是在海上高温环境下连续

拍摄的，机器在海面拍摄时为了防止海水冲溅还严实的裹着防

水布，但是，即便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EOS C300Mark III依

然保持正常的拍摄，丝毫未受到任何影响。下面让我们走进

《三十而骊》幕后，看看 EOS C300 Mark III 是如何助力 “帆

船姐姐 ”乘风破浪的吧！

无畏亮暗差，细节全靠它

《三十而骊》的拍摄场地大多在海面上，所以海面亮

部和暗部巨大的光线反差对机器的动态范围要求很高，

EOS C300Mark III搭载了 Canon Log 2和 Canon Log 3，Canon

Log 2可以在保持灰阶的同时对曝光进行编辑，在改变亮度时，

色彩的变化很少，Canon Log 3可以通过压缩暗部区域在确保动

态范围的同时，减少暗部噪点。同时，EOSC300Mark III搭载

了新 4K Super 35mm双增益成像（DGO）影像传感器技术，

该技术可以生成低噪点的高动态范围影像。DGO技术结合了

两种增益，对明亮区域采用饱和度优先增益方式，对较暗区

域采用降噪优先方式。

导演告诉我们 ：“ 这款机器在低亮度的区域呈现出了让

我们非常满意的细节，高亮度的区域也有很好的饱和度，所

以当素材在后期导入达芬奇调色时，高光和暗部调节平衡后

的画面层次丰富。”

摄影老师回忆道 ：“在拍摄海上的一组背光镜头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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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上的亮度反差对于画

面是十分不友好的，所以

我们就在后期处理中将天

空的高光降低一档，这样

一来，云层和天空就十分

分明了。我们又将暗部提

升一档，这样帆船和演员身上的细节就会很细腻。”

肤色还原，出色带感

在傍晚拍摄海滩的场景时，为了让画面更丰富，现场增

加了一些微弱的灯光，在这样的环境下，EOS C300 Mark III

将人物肤色还原的十分出 色。摄影老师向我们介绍 ：

“EOS C300Mark III之所以能将人物肤色还原的十分到位是因

为它的层次感非常好，EOSC300Mark III最高支持 ISO 102400

的超高感光度，能在黑暗环境下使用高感光度拍摄时降低画面

的噪点，提升画面的质量。所以即使在背景很暗的情况下，后

期也会有较大的调整空间。伴随着傍晚的日落，即便没有很多

灯光，近处的海浪和远处的山脉也拍的格外清晰。”

达到你心中的理想对焦

除了新开发的 Super 35mm双增益成像（DGO）影像传

感器，EOS C300 Mark III还采用了广受好评的全像素双核

自动对焦技术，配备全像素双核对焦向导可以有效利用全像

素双核自动对焦的信息，在画面上显示对焦辅助信息，并加入

了预置向导显示功能，可快速移动对焦向导到预先设置的位置。

摄影老师谈及 EOS C300 Mark III的这项功能时说 ：“EOS

C300 Mark III采用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技术，我们利用这一

点，在手持拍摄海滩上小孩子的手部和脚部时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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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次拍摄期间海上

风平浪静，但影片需要呈现

出乘风破浪的感觉，所以摄

影老师只能采用围着演员旋

Industry Focus︳行业聚焦

该功能。EOS C300 Mark III的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技术还可

以自动模拟专业摄像师的对焦操作，参照专业摄像师的对焦操

作，模拟出更自然而平滑的对焦驱动，在自动对焦的同时以专

业对焦形式拍摄，这样就可以选择调整对焦响应速度， 从而

达到更好的画面效果，同时在升格拍摄时配合使用佳能RC-

V100遥控器来控制焦点的位置，让对焦更准确。”

入耳入眼，随心而动

关于声音收录方面，

EOS C300 Mark III支持从

本机的 INPUT端口（2通

道），MIC端口（1通道）

和单声道麦克风（1通道）

进行音频输入。可在每个输入频道中选择，可以使用摄影机

记录充满现场感的音频。由于在海上拍摄的演员需要做大幅度

的动作且船上的空间相对狭小，所以使用一拖二的无线麦克风

来收录演员的声音。录音师在机器上安装指向性麦克风， 使

用手持麦克风进行收音工作，以此收录同期声。

EOS C300 Mark III内置结构简单耐用的电动式 ND单元，

通常情况下可使用 0/2/4/6档，还可以使用密度更高的 8/10档

扩展模式。即使是在白天，也可获得景深更浅的虚化效果。

关于这一点，摄影老师说 ：

“内置电动 ND大大节约了

时间成本，而且在阳光很

足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

调节快门和 ISO 就可以获

得相当不错的景深。”

一路“稳”进，

扬帆起航

海上拍摄与陆地拍摄最大的区别就是需要克服颠簸这一问

题。此环境对画面最大的要求就是 “稳 ”。为解决颠簸问题，

摄影团队在船上装置了稳定器和减震臂， 加上EOS C300

Mark III的升格高帧率的自动对焦功能就会呈现出更稳定的画

面效果。

《三十而骊》这则形象短片需要体现出人与海浪搏斗的氛

围，用升格能更好的体现人物起帆、拉帆动作的力量感，后

期加上变速特效后，就会渲染出更好的效果。

除了拍摄海面以外，还有一些拍摄爬山的场景对于机器

的稳定性都有很高要求，EOS C300 Mark III 配备电子影像稳

定器功能，在安装不支持防抖动（IS）的镜头时，也可通过

机内的 5轴稳定器进行补偿校正。此功能为海上的拍摄带来

很大帮助，因为船上很颠簸，电子影像稳定器也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画面的抖动。

轻巧便携，捕捉精彩

佳能通过种类丰富的 EF镜头群，为团队带来多彩的影像

体验。EF系列深受专业摄影师信赖，在拍摄《三十而骊》的

过程中，导演选择了 EF定焦镜头和 CN7x17 KAS S/E1伺服

变焦镜头，EF定焦镜头拍摄在陆地和爬山的镜头，CN7x17

KAS S/E1伺服变焦镜头拍摄在海上的镜头，此搭配获得了

更好的对焦效果，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拍摄时的负重，具有更

好的便捷性。由于此次拍摄时间紧任务重，摄影师根据自

己平时的操作习惯来自定义拍摄快捷键是十分节约时间的，

EOS C300 Mark III的自定义预设让摄影师根据自己的拍摄习

惯来设置菜单，大大提高了拍摄速度。

转的方式来营造海面波涛汹

涌的感觉，在这种条件下，摄影机的轻巧便携是十分重要的。

相对于 EOS C300 Mark II，EOS C300 Mark III的尺寸有了大

幅缩减，实现了小型、轻量、紧凑型设计。

EOS C300 Mark III，助力乘风破浪

岁月的积淀带来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底气，如果说历练是岁

月的馈赠，那么这就是你在人生中乘风破浪的痕迹，以及自身

的美好。EOS C300 Mark III会记录你的美好，记录你的精彩，

记录你的云淡风轻，记录你不急不躁走的每一步，记录你乘风

破浪的魄力与勇敢。时光流逝，留在心里的是专属于你的独特

魅力，是大风大浪后的云淡风轻。让 EOS C300 Mark III 走进

你的生活，记录每一个乘风破浪的精彩吧！

（关注 【影像佳园】 公众号了解佳能产品及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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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 510066)1
	0 引 言
	1 4K现场制作信号传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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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钟鸣，马军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0008)
	0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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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补偿网络技术方案
	3.1 未加补偿前天调网络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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