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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于国家、市、县三级平台联网联动联播的全域应急广播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根据国家应急广播体系规划与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宁波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开展了国家应急广播预

警信息发布试验项目，以验证“国家应急广播预警信息自动适配播发系统”与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宁波市

下属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市级中波发射台、广播频率、楼宇广播等多模式播发能力，旨在建立中央、市、县

三级联网联动联播工作机制，提高应急信息传递时效性，扩大应急广播覆盖范围。本文介绍了系统的建设及

应用情况，值得业界同行借鉴。

〔37〕   广播融媒体直播系统建设

伴随着媒体融合纵深推进，广播领域的融媒体建设需求也变得非常迫切。无锡基于广播全频率直播室建

设了融媒体直播平台，实现了“多信源采集、多媒体融合、多平台播出”三大功能，为无锡广播的融媒体变

革提供了技术支撑，本文所述的广播融媒体直播系统建设实践及创新，可咨参考。

〔56〕   基于DOCSIS网络的全IP化演进的探讨与实践

随着DOCSIS标准的不断迭代，其设备数据带宽大幅提升，结合IP组播技术，已具备数字电视业务的承载

能力，可实现广电网络的全IP化。本文认为基于DOCSIS网络的全IP化演进可最大程度发挥同轴电缆的潜力，

既符合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趋势，又能解决有线网络施工改造过程中光纤难以入户的困境，有助于广电网络

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参与宽带网络市场的竞争。

〔82〕   论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的主要技术要求

2020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将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调整用于移动通信系统，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

站的频率迁移工作迫在眉睫。本文提出了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应具备的几方面技术要求，对提升地面

数字电视单频网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07〕   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省级推进方案设计与实施

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是由广电总局牵头组织实施的“政治工程”“民生工程”“扶贫工

程”，被多地政府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工程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各省的有效推进。本文通过对安徽省的工程实

践的全面回顾，论述了省级广电机构推进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措施和经验，值得业内同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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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Glob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Mode with Networking, Linkage and 
Simulcast Based on National, City, and County Three-level Platform

According to plan and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China National Radio and Ningbo Radio and 
TV Group jointly launched nation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test project to verify multi-mode 
broadcasting capabilities of “Nation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Automatic Broadcasting System”, 
Ningbo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county-leve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in Ningbo, municipal-level medium 
wave transmitter, broadcasting frequency, building broadcasting and so on, which aims to establish a working mechanism with 
networking, linkage and simulcast at national, city, and county three-level,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xpand the coverage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by peers.

〔37〕  Construction of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of Converged Media for Radio
With in-depth advance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media convergence construction in radio field has also become very 
urgent. Wuxi has built a live broadcasting platform based on all-frequency live broadcasting room, which has realized three 
major functions of “multi-source collection, multimedia convergence, and multi-platform broadcasting” and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nverged media reform of Wuxi radio.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converged media live broadcast 
system can be referred to.

〔56〕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f All-IP Evolution Based on DOCSIS Network
With continuous iteration of DOCSIS standard, its device data bandwidth has been greatly increased. Combined with IP 
multicast technology, it has carrying capacity of digital TV service, and can realize all-IP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l-IP evolution based on DOCSIS network can maximize the potential of coaxial cable, which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but also can solve tthe difficulty of fiber access in process 
of cabl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help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to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re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of broadband network market.

〔82〕  Mai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DTMB Transmitter in Frequency Migration
In April 2020,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justed frequency usage plan of 700MHz band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frequency migr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wireless transmitting stations is immin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DTMB transmitter in frequency migration,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tability of DTMB SFN.

〔107〕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ial-level Promotion Plan of DTH "Hu Hu Tong" Project
“Hu Hu Tong” project of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is a “political project”,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y NRTA, and has been included in livelihood project by many local governments.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is inseparable from effective advancement of these province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measures and experience of provincial-leve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Hu Hu Tong" project,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by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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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2期〕10

热点  论点 应急广播 ︳  Emergency Broadcasting 

基于国家、市、县三级平台联网联动联播
的全域应急广播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 为深入推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宁波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开展了国家应急广播预警信息发

布试验项目。项目在已建成的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基础上，探索建立中央、市、县三级联网联动联播工作机制。系统通过覆盖

全市的应急广播网络，验证三级应急广播系统联网联动的多模式联播能力。本文详细介绍了项目的建设思路、系统架构、播

发策略及试验应用情况，并对做好全域应急广播工作提出建议。

【关键词】 全域应急广播，联网联动联播，多模式播发

【中图分类号】 TN93/94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10002001

【本文献信息】庄奇斌，陈起来.基于国家、市、县三级平台联网联动联播的全域应急广播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Vol.48(2).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Glob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Mode with 
Networking, Linkage and Simulcast Based on National, City, and County 

Three-level Platform
Zhuang Qibin, Chen Qilai

(Ningbo Radio and TV Group, Zhejiang 315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China National Radio and Ningbo Radio and 

TV Group jointly launched nation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test project. Based on built Ningbo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the project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ree-level networking linkage simulcast working mechanism of national, city and 

county levels. Through emergency broadcasting network covering the whole city, three-level networking linkage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showed multi-mode simulcast abil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struction ideas, system architecture, broadcasting strategy and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 

of the project in detail. And suggestions about Glob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are also given in this paper.

Keywords  Glob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Networking linkage simulcast, Multimode broadcasting

庄奇斌，陈起来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5000)

0  引言

应急广播是指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

安全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突发事件发生时，

政府部门利用广播电视系统向公众发布应急信息的方式[1]。

影响宁波的主要自然灾害为台风、强降雨等气象类灾害，并

易引发道路塌方、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给全宁波

大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影响。2016年宁波广播电

视集团建成集应急信息采制、播发、调度、控制于一体的宁

波市应急广播平台[2]，并与12个县级平台、2万余个村村响终

端音柱、3个市级中波发射台进行高效联动，实现全市农村应

急广播集中管控和调度指挥，但对城市楼宇、车站等人口密

集区域仍存在覆盖盲区，与常见的调频广播也未成功对接。

如何在已建成的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基础上，增加应急信息

播发模式，建立全域应急广播系统，进一步配合政府部门做

好防灾减灾工作，已成为宁波广电集团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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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应急广播技术系统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组成[1]。

2019年6月，为推动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根据国家应急广

播体系规划与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联合开展了国家应急广播预警信息发布试验项目，验证“国

家应急广播预警信息自动适配播发系统”与宁波市应急广播

平台、宁波市下属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市级中波发射台、广

播频率、楼宇广播等多模式播发能力，建立中央、市、县三

级联网联动联播工作机制，提高应急信息传递时效性，扩大

应急广播覆盖范围。

1  建设思路及目标

本试验项目中，纵向需完成国家、市、县三级平台联网

联动，实现应急信息层层传递；横向需探索多种模式联播能

力，建立全域应急广播试验系统。因此，在已建成的宁波市应

急广播平台基础上，增加广播频率和楼宇广播作为应急信息的

播发渠道，丰富播发手段，实现对不同区域人群的精准推送。

项目选择宁波市应急广播（宁波交通广播FM93.9）作为应急

信息在广播频率播发的试点单位，利用其全天24小时开播的特

性和宁波地区领先的收听率、影响力，扩大预警信息播发的时

效性和影响范围；选用宁波电台楼宇原有的消防广播系统作为

楼宇广播试验对接目标，探索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对建筑楼宇

内人员的应急信息播发能力。具体建设目标如下：

1. 通过异构平台接口对接，实现市级平台与国家平台联

网联动。市平台接收来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信息自动适配发

布系统下发的本市地域性应急信息，并根据预警范围、事件

级别自动匹配下发区域和播发音量；

2. 利用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综合调控能力，实现应急信

息在村村响广播、中波发射台、广播频率、楼宇广播多种模式

的分级分类分渠道精准联播，建立全域应急广播试验系统；

3.建立标准化的异构平台对接、播发模式和网络架构，

使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与各平台的对接具有统一架构模式和

较高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

4. 评估各模式播发效果，探索科学合理的信息多级联播

工作机制和策略；

2  系统架构及功能

试验项目架构图如图1所示，由已建成的宁波市应急广播

平台、县级村村响应急广播平台、中波发射台和新搭建的预

警信息接入子平台、楼宇广播管控子平台、广播频率管控子

平台组成。多级平台高效互联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立的关

键，项目利用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原有的多级异构平台联动

优势，通过多种播发模式，实现应急信息全市域覆盖。

本次试验中，应急信息从国家应急广播预警信息自动适

配播发系统以TAR文件封装包格式下发到宁波市应急广播预

警信息接入子平台。预警信息接入子平台将TAR包中的XML

文件流转到宁波市应急广播制播平台，由制播平台将应急信

息转码成音频文件和文本信息并存储，利用WebServer技术使

预警应急信息聚合页面同步到宁波市应急广播调控平台，通

过调度控制平台的全局控制指令，将应急信息下发至县级应

急广播平台、中波发射台、楼宇广播管控子平台和广播频率

管控子平台。

2.1 预警信息接入子平台

预警信息接入平台是三级联网联动系统的核心模块，由

图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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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消息审核、平台管理组成，具备消息审核监听、区域自

动适配、聚合显示等功能，负责接收国家应急广播平台下发

的各类预警信息，并通过异构平台的接口互联，将信息按宁

波市应急广播私有协议流转至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平台根

据预警影响范围自动匹配下发区域，实现市级平台与国家平

台的高效互联。

平台通过Web页面聚合展示预警信息，新信息到达时，

利用声音和弹窗报警提醒工作人员查看审核信息，并立即下

发，平台操作界面如图2所示。

2.2 楼宇广播管控子平台

楼宇广播管控子平台由内容采集、播发控制、监管监

测和平台管理模块组成，实现对文字、音视频文件、实时

喊话文件的采集审核，并对播发内容进行监听监管。其中播

发控制模块可根据信息影响范围，选择单点建筑或多点建筑

下发，具备播单编排功能，实现内容定时定点自动播放。平

台通过有线网络控制智能应急广播适配器，利用其RDS、线

路、平衡接头等多类型输出接口与楼宇广播系统相连，具有

自动唤醒功能，实现市应急广播平台与楼宇广播的实时对

接，解决应急信息对城市建筑楼宇覆盖问题。平台管理模块

可以对适配器进行分区域管理控制，实现分区域多点建筑广

播的统一播控。本试验项目中，智能应急广播适配器利用线

路输出与楼宇消防广播接入设备的RCA接口相连，控制电台

楼宇112个终端喇叭。

2.3 广播频率管控子平台

项目组与国家应急广播中心、宁波交通广播频率人员交

流商议后，根据《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GD/J079-

2018）中相关要求，决定以主持人口播形式播出广播频率管

控子平台中接收到的预警信息。

广播频率管控子平台接收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XML

文件格式预警信息，通过有线专网在FM93.9直播室部署一台前

置机，利用Web页面推送新到达的预警信息，并进行声音和弹

窗报警，提醒主持人及时播出预警信息，最后通过无线调频

覆盖全宁波大市。广播频率预警信息播发实景如图3所示。 

2.4 网络组网

应急广播体系的网络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目前宁波

市平台由两台主备交换机（双活），和下面的12个县连接。

并且利用防火墙技术，解决跨区域性病毒传播，例如A县中

毒了，病毒不会扩散到B县，更不会扩散到市级平台。

图2 预警信息接入子平台操作界面

图3 广播频率预警信息播发实景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2期〕 13

热点  论点Emergency Broadcasting   ︳ 应急广播

试验项目与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高度融合，采用标准化

的异构平台网络对接架构，将新增的楼宇广播管控平台、广

播频率管控平台在网络架构上与县级平台同级，在接入交换

机上划立独立VLAN和网段，使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与各平

台的对接具有统一的架构模式和较高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

可快速将楼宇喇叭管控子平台与机场、车站、广场等城市建

筑内广播系统对接，利用防火墙与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隔

离，达到过滤病毒的目的。网络拓扑图如图4所示。

3  应急信息播发策略

应急信息的多模式播发，关键是根据应急事件影响范围

选择有效的播发模式和播发次数，建立科学合理的联播工作机

制，以期达到良好的信息播发效果。针对试验项目的四种播发

模式，通过多次实际发布和总结评估，梳理了如下发布策略。

图4 网络拓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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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式选择

3.1.1 中波发射

与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互联的3个市级中波台分别位于江

北区、宁海县、象山县。因此，当红、橙色预警影响区域为

宁波市区（江北、海曙、鄞州）或宁波全市时，通过江北中

波发射台发布预警信息；影响区域为宁海县或宁波全市时，

通过宁海中波发射台发布预警信息；影响区域为象山县或宁

波全市时，通过象山中波发射台发布预警信息。黄色与蓝色

预警信息不发布。

3.1.2 县级村村响广播

红、橙色预警影响区域为宁波全市或其下属某一区县

时，通过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向该区县应急广播系统和应急

广播终端发布预警预警信息。

3.1.3 楼宇广播

与试验项目对接的宁波电台楼宇位于海曙区，根据楼内

人员高频次的活动范围，当红、橙色预警影响区域为宁波市

区（江北、海曙、鄞州）或宁波全市时，通过楼宇广播发布

预警信息。

3.1.4 广播频率

红、橙色预警影响区域字段为宁波全市或其下属某一区

县时，由主持人在广播节目中口播预警信息。

3.2 播发次数

通过多次实践发现，大部分预警信息文件时长为30秒左

右，时间较短，若只播发一遍，市民可能无法第一时间掌握

预警内容。因此，当利用中波发射台、村村响广播、楼宇广

播播发应急信息时，橙色预警信息播发1次，单次播放两遍；

红色预警信息每小时发布1次，预警解除后停止，预警未解除

时最长持续发布不超过3小时。当利用广播频率播发应急信息

时，红色、橙色预警信息发布至少1次，黄色和蓝色预警由主

持人根据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发布。

4  应用情况及建议

通过一年的开发建设和功能优化，目前系统运行稳定，

性能可靠。截至2020年8月26日，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从国家

平台共接收到本市域各类预警信息661条，其中红色21条，

橙色86条。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积极

宣传防疫知识，发布权威信息，引导和教育群众自我防控，

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支撑。在抗击台风“黑格比”期

间，各级平台积极联动，多次利用广播频率、村村响广播、

楼宇广播等模式发布各类预警信息和防台指南，及时传递台

风最新消息，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宁波交通广播将台风、

暴雨等应急信息与路况堵点相结合，对可能引发的桥洞积水

和路面坍塌做出预警，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

前，预警信息的播报已成为宁波交通广播常态化工作，提高

了市级电台本地化服务能力。

虽然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已完成对楼宇广播和广播频率

的接入试验，实现应急信息在村村响广播、中波广播、楼宇

广播、广播频率多种模式下联合传播，但仍存在覆盖盲点，

如城市社区和融媒传播。以社区为边界的网格化管理对抗击

新冠疫情起到了重要的分割隔离作用，但为了达到疫情防控

效果，防疫宣传工作需要大量人工参与，存在众多重复性工

作。因此，建议应急广播系统要积极接入城市社区，通过科

技手段对接社区广播、宣传大屏、智慧管家等宣传窗口，赋

能智慧社区建设。针对融媒终端，要利用宁波广电媒体融合

优势，打通应急广播系统与融媒体系统，构建融媒应急信息

的采编、制播工作机制，实现应急内容多样性传播。

5  结束语

通过本次试验项目，宁波市应急广播平台与国家应急广

播预警信息自动适配播发系统探索了高效的异构平台联网联

动联播工作机制，建立了全域应急广播播发模式，达到了预

期目标。首次实现副省级城市应急广播平台与国家应急广播

平台的对接，将宁波市应急广播体系由市、县两级平台发展

为国家、市、县三级平台联网联动联播，为进一步推动国家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在国内首次实现国

家应急广播平台与地市级中波发射台对接，可将国家应急广

播信息通过中波无线的方式分区域发布，扩大了应急信息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国内首次实现国家应急广播平台与建筑

楼宇内原有的广播系统对接，提升了对建筑楼宇内人员预警

信息播报能力，将“宁波市应急广播”从狭义的农村喇叭扩

展为覆盖全市域的综合播发渠道，填补了应急信息从国家应

急广播到城市楼宇广播播发的空白，为推动城市楼宇应急广

播建设互联提供了样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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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预

警项目是提升防灾减灾基础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增强防震减

灾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

工程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对中国这样一个地震活动

频繁、灾害严重的国家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秒级地震预

警、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灾害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非常必要，意义重大。应急广播

作为预警信息的一种发布手段，应当紧跟国家战略发展需

求，结合国家和预警部门的有关要求，建立应急广播快速响

应服务机制。

目前我国应急广播体系架构和技术要求已基本确定，

但由于前期设计和建设时，“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

程项目”和相关工程并未全面启动，所以需要进一步明确

国家地震速报以及其他预警速报系统的需求，并在现有应

急广播管理体制、播发预案、技术体系、终端处理等环节

针对重大应急速报需求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形成应急广播

速报体系，实现重大应急情况下，应急预警信息的快速 

发布。

1   应急广播系统与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对接

1.1 应急广播系统现状

全国应急广播技术系统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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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系统包括应急广播平台、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

传输覆盖网、接收终端和效果监测评估系统五部分内容。总

体架构如图1所示。

1.1.1 应急广播平台消息处理机制

应急广播平台的应急广播消息处理主要包括制作播发和

调度控制两个部分。制作播发主要包括信息接入、信息处

理、信息制作和审核播发等功能；调度控制包括资源管理、

资源调度、生成播发和效果评估等功能。

应急广播平台负责根据应急信息制作应急广播消息，应

急广播消息所有文件以TAR文件方式进行打包封装，每一个

应急广播消息由唯一的应急广播消息指令文件中的应急广播

消息ID进行区分。制作好的消息需要进行自动或者人工审核

才能送到调度控制平台，根据资源情况和调度预案，进行资

源调度，完成应急广播平台消息的播发。

1.1.2 应急广播传输覆盖系统消息处理机制

应急广播平台可采用光缆、卫星和微波等方式将应急

广播消息发送至本级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本辖区

传输覆盖网和上下级应急广播平台，之后通过广播电视台或

是传输覆盖网进行播发。传输覆盖系统机房/前端部署应急

广播适配器，接收本级应急广播平台发送的应急广播消息，

根据要求自动控制相应播出设备播出应急广播音视频节目，

同时在对应的传输通道中插入传输覆盖指令，通知终端接

收应急广播节目，并将应急广播消息处理结果反馈至应急 

广播平台。

1.1.3 应急广播终端消息处理机制

应急广播系统覆盖的接收终端包括：收音机、机顶盒、

电视机，以及大喇叭、室外大屏、新媒体终端和公共广播对

接终端等。终端采用如下方式响应应急广播传输覆盖指令和

展现应急广播内容：

1. 现有收音机、机顶盒、电视机等终端。正在收听收看

应急广播播出频率频道的收音机、机顶盒、电视机，可及时

收听收看到应急广播音视频节目。

2. 具备应急广播唤醒功能的终端。根据不同通道的传输

覆盖指令传输机制，锁定频点/地址并接收该频点/地址指令，

跳转到相应的频点/地址获取音视频节目，进行开机响应。

3. 新媒体终端。包括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穿

戴设备等，接收新媒体平台推送的应急广播消息，通过消息

提示、声音等方式及时提示用户收听收看。

1.2 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现状

地震预警系统将建设国家、省、市三级（未完全建

成），其中市级、国家级转发省级的地震预警/速报信息。

地震预警信息更优先从省级平台产出，地震烈度速报更倾向

于从国家级平台产出。而我国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在纵向上分

为国家、省、市、县四个层级，因此在于地震预警系统对接

图1 应急广播系统体系架构[1]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2期〕 17

热点  论点Emergency Broadcasting   ︳ 应急广播

时，存在地震预警系统与国家应急广播系统无法直接按级别

依次对接的问题，因此需要提出两个系统的级别对接和处

理方案。由于地震预警系统大多不具备县级平台，最下层

只能由应急广播市级平台与地震预警系统市级平台对接，

若要播发影响范围在县级以下的预警/速报信息需要从市级

向下传输到县级，甚至到乡级，因此需要明确平台间的对接 

方式。

1.3 对接机制

1.3.1 应急广播系统与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的对接原则

应急广播系统与地震预警系统对接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 保证接收到预警信息的合法性、完整性、有效性；

2. 地震预警/速报信息应当符合地震预警系统针对应急广

播系统的发布条件；

3. 保证信息快速准确的接收、解析和播发；

4. 保证地震预警系统传给应急广播系统的地震预警/速报

信息的唯一性可判断。

1.3.2 应急广播系统与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的对接内容

要完成与国家地震烈度速报预警系统的对接，需要完成

两个步骤：首先建立安全认证关系，其次实现预警/速报报文

的通信，应急广播接收端要实现以下几部分内容：

1. 预警/速报信息的安全性校验，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不

可抵赖性和不可篡改性；

2. 可进行预警/速报信息的播发，包括5种类型：普通预

警消息、预警事件取消消息、普通预警演练消息、普通预警

测试消息、速报信息；

3. 可实现当前/多个预警/速报信息的播发状态的反馈；

4. 可实现当前/多个预警/速报信息的播发效果的反馈；

5. 可实现对接平台信息的交互；

6. 可实现对接平台状态的交互。

1.3.3 应急广播系统与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的对接原则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与应急广播平台对接方式

如图2所示。

当预警/速报消息为国家级地震预警平台产生时，国家

级应急广播平台直接与国家级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对接，

并利用国家级传输覆盖系统完成预警/速报消息的第一时间 

播发；

当预警/速报消息为省级地震预警平台产生时，省级应

急广播平台直接与省级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对接，并利用

省级传输覆盖系统完成预警/速报消息的第一时间播发；同

时省级地震预警平台将向实际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发布该 

消息。

当预警/速报消息为市级地震预警平台发布时，市级应急

广播平台直接与市级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对接，并利用市

级传输覆盖系统完成预警/速报消息的第一时间播发；同时将

图2 地震预警发布平台与应急广播平台对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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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急广播消息交由县级级应急广播平台（如果县级地震预

警平台不存在）。

当发布的预警/速报消息为县级消息时，由市级应急广播

平台与市级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对接，在市县间建立预警/

速报消息快速传输通道，利用县级传输覆盖系统和县级大喇

叭系统完成预警/速报消息的播发。

2  应急广播快速发布机制

2.1 应急广播平台快速处理机制

为实现地震预警/速报应急广播消息的快速发布，需要在

应急广播平台的信息制作、信息审核、资源调度、生成播发

等环节进行改进，具体如图3所示，图中虚框的部分表示在进

行预警/速报消息传输时不经过、不处理该流程。

2.1.1 信息制作

根据地震预警/速报播发的时效需求，不在应急广播平

台进行节目制作，音效、语音、图片、文字等内容主要通

过在终端预置的方法实现。根据实际情况，预警 /速报信

息的发布方式主要采用音效、语音、图片、文字的方式，

由于现场视频无法及时获取，且不具备预警的意义，所以

不考虑采用视频的方式进行发布。其中音效和图片可以提

前在终端中进行预置提升发布时效，对于已部署终端无法

预置音效和图片，则播发由平台制作的音效、语音或图片 

信息。

2.1.2 资源调度

应急预警/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在播发时，为提高应急预 

警/速报应急广播消息的传播效率，可以不再采用复杂的资源

调度算法，而是直接明确资源调度原则并采用所有可用的应

急广播网络覆盖资源，例如：

针对中波、调频等广播类型的网络资源，应急预警/速应

急广播报消息以纯音效/语音形式发布；针对有线/地面数字电

视、CMMB等可展示图像的网络资源，应急预警/速报应急广

播消息以图片以及图片+音效/语音形式发布。

原有调度原则是根据节目的形态来调用不同的资源，而

在进行预警/速报应急广播消息播发时，应当是根据不同的网

络发布不同形式的消息，因为全部网络都要完成该预警/速报

应急广播消息的传输覆盖任务。

2.1.3 生成播发

在应急广播平台，预警/速报应急广播消息的封装是根据

平台接口协议完成的，为提高工作效率，应自动判断信息来

源、自动生成时间，可以提前预置相关信息，包括：应急广

播消息ID、传输覆盖资源等内容。

2.2 应急广播传输覆盖网络快速覆盖机制

为了提高应急预警/速报信息的发布时效，主要考虑在

消息封装、签名验签和传输环节等环节减少耗时，如图4 

所示。

1. 信息接收、验证、解析环节：需要按照平台接口协议

完成，为保证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需要进行安全验

证。每个流程环节必不可少，可通过提升软硬件性能提高接

收处理效率。

2. 根据地震预警信息/速报信息的播发需求，精简各个通

道的应急广播传输封装协议。

3. 消息封装：根据该台站具备的传输方式，采用地震预

图3 应急广播平台预警/速报消息制播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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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应急广播台站预警/速报消息传输机制示意

图5 应急广播台站预警/速报消息传输示意

警应急广播传输覆盖封装协议，根据相应的应急广播协议进

行封装，为提高处理效率，可以提前预置消息封装信息，一

旦有预警/速报信息便激活自动协议封装指令，只添加新的预

警/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内容即可。

2.3 应急广播终端快速响应机制

应急广播终端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部署完成

的应急广播终端，该类终端可以通过升级软硬件来提高响

应速率；另一种根据预警/速报需求，预置响应音效和图片

等展示内容。下面对第二种改进的终端进行说明，如图5 

所示。

改进的应急广播终端，需要预置预警音效或预警图片。

应急广播终端在接收处理应急广播消息后，首先要判断本终

端是否属于应急广播消息的覆盖范围，如果本终端在覆盖范

围内，进入下一部；判断接收到的应急广播消息是否是预警/

速报信息，如果是根据预警/速报信息的类型、级别选择不同

的预警音效和预警图片。

这样可以减少整个流程中信息制作以及终端频点/节目切

换或处理所造成的的延迟。

3  应急广播快速发布机制试验分析

图6为应急广播快速发布实验室系统链接测试图，包含了

从应急信息源—应急广播平台—传输覆盖系统—应急广播终

端全流程的模拟环境。

根据章1和章2的分析，测试时主要对原有应急广播系统

做了以下改进：

采用高性能的签名验签模块：效率由10次 /S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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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ms） T1+T2+T3（ms） T4（ms） T5+T6（ms） 总耗时（ms）

IP 116.31 678.07 47.02 373.11 1214.51

TS+多模终端 116.31 678.07 158.5 775.2 1728.08

TS+机顶盒 116.31 678.07 158.5 524.1 1476.98

中波 116.31 678.07 216 1092 2102.38

表1 地震预警/速报应急广播时效测试情况

图6 应急广播实验室时效测试链接

80次/S；

针对地震预警/速报信息，对IP、终端、TS等各类传输覆

盖网的协议做了优化和改进；

省略了应急广播平台节目制作、审核、调度等环节。

得到的理想情况下的地震预警/速报应急广播播发时效

如表1所示（由于实验室环境搭建和设备运行等因素，存在 

偏差）：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与应急广

播系统对接的需求，研究应急广播系统针对地震预警/速报信

息发布的改造思路，在实验室进行了阶段性测试，一下步将

进一步完善改进，并展开实地验证。

本论文受广科院2020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名称：应急

广播速报解决方案研究；课题编号：JBKY20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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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电网络的应急广播运维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

【摘  要】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斗中，无锡市应急广播系统全面启动，发出防控最强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宣传作用。同时，应急广播全覆盖工程已启动，建设的同时，日常运维必须同步进行，为保障运维高效、可靠，广电网络

对智能化运维系统进行了创新设计，用技术来支撑运维，本文就此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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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Based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Li Zhixuan, Ma rui

(WUXI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Ltd., Jiangsu 214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ttle against new coronavirus,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in Wuxi is launched to send out the strongest voic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ublicity and pre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full coverage project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has been started. 

Dail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ust b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ensure high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we have carried out innovative design on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using technology to suppo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it in detail.

Keywords  Emergency broadcasting, Radio and TV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李稚萱，马蕤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江苏  214072)

0  引言

由江苏有线无锡分公司承建的无锡市应急广播平台建于

2018年，是江苏省内首个通过专家验收的市平台。在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斗中，无锡市应急广播系统全面启动，

第一时间传递中央和省、市重要指示精神和防控举措、发布

疫情权威信息、传播疫情防控科普知识及服务信息，成为疫

情防控中的“声”力军，发出防控强音。

广电应急广播覆盖全市47个镇、600个村，2020年终端全

面上线后，每个点位的运行维护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广电

网络展开了应急广播智能化运维系统的研究，本文就此进行

阐述。

1  系统组成

应急广播智能化运维系统以手持终端为主要载体，通过

与广播终端、平台的数据接口交互，实现无接触、实时、实

地开展应急广播的日常运维，系统运行流程见图1。

2  系统功能

2.1 终端配置

移动端通过扫描 终端条形码或二维码获取终端PHY码，

并通过该唯一识别码进行数据匹配，可及时提供该终端的配

置信息，并可无接触修改终端数据，在点位信息更新、故障

终端更换后，快速完成配置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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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快速定位

终端安装时，实时通过移动客户端定位当前位置，自动

匹配所属区域上级区域码，按系统已有点位数据，生成当前

终端区域码，代替手动分配，避免区域码错误导致的播发问

题，操作界面见图2。

2.3 终端监控

系统实时获取终端点位状态数据，离线点位自动告警，

图1 应急广播智能化运维系统

图2 快速定位 图3 终端监控

为避免误报、重复报，告警机制可手动配置，对于修路等特

殊情况离线的点位，可手动关闭其离线告警，恢复后可手动

开启告警，保证只推送有效告警，终端监控界面见图3。

2.4 巡检打卡

以巡检人员当前定位的坐标为中心，查看周围一定范围

内的音柱，通过移动客户端，如果终端在巡检范围且有分配

巡检权限则可以巡检打卡，其界面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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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巡检记录

图4 巡检打卡

打卡时，需完成系统规范操作，如播放预设测试音频

（该音频由管理员设置，巡检员不可更改），记录巡检情

况，巡检记录会自动上传至平台。

此外，巡检机制可设置，根据巡检范围、人员情况进行

巡检周期设置，超期未完成打卡任务，未按要求上报点位状

态，系统将发送告警到本人及管理人员。

2.5 巡检台账

每次巡检，巡检员需要根据测试结果填写巡检信息，正

常或者有故障。有故障时，需要填写问题描述、原因及解决

方式及修复结果等。巡检结果提交至后台形成巡检台账。后

台支持巡检台账的导出。

巡检结果表包括但不限于：巡检日期、巡检人员、巡检

点位、PHY码、检测项、检测结果，巡检日志见图5。

对于故障填写的故障处理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终端名

称、终端类型、终端PHY码、故障发生时间、问题描述、问

题原因、处理方法、处理结果。

2.6 权限设置

由于应急广播终端的特殊性，需要严格控制使用移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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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的维护人员的操作权限，具体要求如下：

账号分配，由平台管理员在应急广播管理平台上进行分

配，需创建维护人员账号，并在创建账号时，为该账号指定

所辖区域的终端，并分配只读或者修改权限。客户端端账号

无管理权限。

终端根据区域码的层级关系进行管理，分配权限时根据

区域码选择，例如选择某村级区域码，则该村所有终端都属

于所选范围。

巡检测试广播内容只有管理员通过后台才可以进行更

换，巡检人员通过客户端无权修改。

3  技术关键点及创新点

3.1 自动化闭环数据处理机制

在应急广播建设过程中存在终端实际安装点位与规划点

位不相符的情况，建设完成后，数据上报平台不及时，手动

规划的区域码与实际不符等问题，通过本系统的应用，将终

端出厂配置、现场参数变更、实地验证、点位位置上报平台

等一系列流程形成闭环，使点位建设完成，即可在平台获取

其准确信息及分布情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点位的筛选和搜

索等，进一步结合大数据技术形成终端信息分区域的统计分

析等。

3.2 无接触式终端信息配置及采集

通过扫描终端设备的条形码或者二维码获取PHY码作为

唯一标识，实现无接触式采集终端信息，并通过移动端与应

急广播平台交互进行参数配置，有效避免了上杆子进行终端

配置，节省人力成本，提高部署运维效率。

3.3 移动端运维巡检监督

利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及点位上报的位置信息，支持巡检

人员到点打卡；对故障描述可以进行拍照补充，结合严格的

权限设置，巡检人员只可以对有权限的终端测试，测试内容

也不可以随意更改，对巡检人员的操作进行记录并上传至后

台，生成运维台账。

4  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4.1 巡检测试广播的内容权限管理

应急广播作为党和政府发布应急消息的媒介，其内容安

全尤为重要，因此在利用移动客户端进行巡检测试时，如何

保证测试内容的安全，测试范围的可控，成为系统开发需重

点考虑的问题，为此，系统将巡检测试的权限进行了严格的

控制，锁定巡检播放内容，根据区域划分巡检播发权限，并

获取巡检人员当前定位数据，限制其可播发设备的范围，确

保播发安全、可控。

4.2 单向点位的无接触配置

应急广播终端建设中，为保障全市广覆盖，不在任何

村、镇地区留空白，根据当地实际条件，无可避免地会建设

部分单向点位。对于此类点位的配置，传统上采用直连设备

进行，但由于安装位置较高，操作极不方便。在本系统中，

我们为每个设备建立身份档案，制作获取身份信息的二维

码，方便移动端无接触获取设备信息，并通过远程下发更新

指令，完成无接触配置，很好地解决了上杆配置的问题。

5  结束语

广电网络对于应急广播系统的运维具备先天的优势，属

地化管理、专网专用、全天候值班人员等都是广电网络长期

实行的运维制度，智能化运维系统的出现，有效地提高了运

维效率，降低了运维难度，保证了运维质量，在应急广播系

统稳定运行提供了极大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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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超高清转播车通话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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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系统间的级联进行了详细阐述，还介绍了系统在手机客户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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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4K转播车于2019年9月建成并于10月

份投入使用，整个4K转播车通话布局区域有6个；包括了音

频区、导演区、副导区、调像区、技术区、活动区；每个制

作区都配备了相应的通话面板，相对于传统的2线、4线通

话，4K转播车的通话系统实现了网络IP化。4K转播车的通话

系统目前是IP+4线通话模式，以网络交换机与通话矩阵为核

心的IP化架构更能高效的适配4K时代的高数据、高带宽的传

输、制作特点。接下来我们将对整个转播车的通话系统进行

介绍。

1  了解AES67协议

如今将通话系统的设备IP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将音频

信号用IP加载到以太网对于现在的通话来讲有着无以伦比的

优势；首先，在对信号的配置与管理方面具有比较大的灵活

性，相对于传统的多线安装，模块化通话网络可更加方便的

配置信号、修改、升级。其次，在对信号的可拓展性也是比

较强，可以级联多项设备，对于各个系统以及各个演播室间

的互通有着非常高效的效率。在信号的传输方面也是大大方

便，只需要使用网线或者光纤进行信号的传输，可支持一对

多的信号链接。多种信号、多格式可以共享在同一个网络环

境。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4K转播车通话系统是以数字音频

信号为基础用AES 67协议实现的IP化。

AES协议于2013年9月11日正式发布标准，随着音频网

络应用标准的不断更新，AES 67标准应运而生，它的出现

代表了一种网络音频协议互通操作的全新标准。比如以往各

个系统之间的DANTE协议、RAVENNA协议、LIVEWIRE协

议；各个音频协议设备之间是不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

YAMAHA的系统用的是DANTE网络，而LANWO的系统用

的是RAVENNA网络，如果根据工作需求，我们需要将这两

个系统IP互联，按照默认的设定来看这两个协议是互不相容

的，而AES 67标准的出现恰恰就拟补了这个短板，将两个

互不相容的两个系统可以互相连通。AES标准制定了公共时

钟系统的机制，制定了媒体时钟以及如何与公共媒体时钟联

系，制定了媒体数据如何通过网络进行传输。

比如4K转播车的音频系统就是用的RAVENNA协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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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RAVENNA与其他协议都切换到AES67标准那么就可以通过

AES67标准与RAVENNA设备进行相连。即可将音频系统与通

话系统相连。

同样的，RAVENNA和AES67标准之间有着较为完善的互

通性，在AES标准上，RAVENNA协议具备同样的功能而且能

够提供更多优化的选项。RAVENNA码流里可以额外增加通道

64个（105Mb/s码流）或者128个（179Mb/s码流）通道。

2  通话系统的构架与规模

整个4K车的通话系统由Clearcome通话矩阵 ECLIPSE-

HX-DELTA、（型号）交换机、12路V24PDX4Y+110/340

通话面板、对讲基站以及通话系统周边附件组成（如LQ、

MDIF1002分配器等），如表1所示。

其中Clearcome通话矩阵 ECLIPSE-HX-DELTA是整个

通话系统的核心，它配备了3个IMF接口卡槽、4 个用户接

口卡槽、两个外部PSU 1 & 2；配备多通道数字音频接口

卡，通过同轴电缆或兼容设备之间一对光纤提供64个双工

AES3数字音频通道，可连接IP 面板 ，Concert面板，平板

电脑 / 智能手机IP面板，IP 级联 & IP 冗余，功能强大。其

中摩托罗拉对讲主站已经连入矩阵，可以实现导播跟各个

对讲基站进行通话，通话系统整个架构的实物连接图如图1 

所示。

名称 数量 型号 备注

Clearcome 1 ECLIPSE-HX-DELTA 整个通话系统的核心

交换机 1 Catalyst 2960-x 实现通话系统的IP化

通话面板 12 V24PDX4Y+110/340 各个工种间的通话工具

对讲基站 1 Motorola 可连接6个对讲机

LQ 1 LQ-R4W8 实现CCU基带转IP

MDIF 1 MDIF1002 一分12分配器

MS704 
通话面板

1 MS704 CCU备份通话

表1 通话系统主要设备配置表

3  通话系统的输入与输出

3.1 通话系统的输入

通话系统的输入分别由CCU、各个通话面板、一分12路分

配器通过连接通话矩阵与交换机组成，接下来分别介绍。

4K转播车的通话面板V24PDX4Y+110/340是通过网络信

号直接连入交换机，其中各个面板标配了本地DSP音频混音

器，DSP混音器允许控制面板内所有输入/输出音频信号。 这

图1 通话系统架构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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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前面板连接器（MIC和耳机），矩阵通话和辅助SubD25

音频连接器。每个面板都配备了适当长度的鹅颈话筒，以尽

可能更好的提供更好的拾音效果。

另外综合考虑目前节目的制作和赛事转播的需求，转播

车内和制作现场使用的通话面板我们已经配置好了各个工种

的名称以及数量，如表2所示。

相比于通话面板的IP直接连接，CCU的通话连接则有些

不同。因为CCU没有网络接口，所以CCU不能直接跟交换机

直接连接，而是通过一个LQ网络拓展器连到交换机实现IP

化。 即：CCU先跟LQ用4线音频信号连接，4线信号经过LQ 

转换成网络信号之后在接入到交换机处。有一点需要特别说

明就是LQ网络拓展器只有八路信号接入，因此只有前八路

CCU信号接入到LQ-R4W8，剩下的后4路CCU直接以4线音频

信号接入到Clearcome通话矩阵当中去。

3.2 通话系统的输出

通话矩阵的输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Clearcome矩阵

的4线音频信号输出，另外一部分是交换机的IP信号输出。通

话矩阵的通话输出分别给了对讲基站、车尾板接口、以及电

话接口，而交换机的输出分别给了车尾板接口、导演区通话

面板、二导区通话面板、音频区通话面板的机接口；通话系

统的输入输出连接框图如图2所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通话系统输入输出框图中CCU通过

摄像机的PROD口接入到LQ中去，而同时CCU也接了备份通

话方式，也就是将MS704通话基站通过MDIF1002 一分十二

分配器接入到CCU的ENG通话接口，这样当LQ或者PROD 接

口不通时，可以通过MS704通话面板与摄像沟通。这恰恰是

独立于IP之外；正是因为有了MS704二线通话的接入让的4K

转播车的通话系统除了IP之外又多了另外的备份，这对于节

目的转播与制作就有了双重的保障。

4  通话的级联与拓展链接

我们在构建通话系统时，通常都会设想如何才能更好的

将各个演播室之间互相通话，或者将各个演播室与转播车之

间的通话构建，让各个系统之间可以更方便的进行通话；比

表2 通话系统工位设备配置表

通话区域 数量 面板型号 备注  

导演区 1 V24PDX4Y+110/340 头戴耳麦、主机

副导演区 1 V24PDX4Y+110/340 30cm鹅颈、助理

调像区 1 V24PDX4Y+110/340 视频调像

音频区 1 V24PDX4Y+110/340 听导播指令

EVS区 1 V24PDX4Y+110/340 慢动作操作

车尾板区 1 V24PDX4Y+110/340 外部信号交换

技术区 1 V24PDX4Y+110/340 VTR放像

图2 通话系统的输入输出连接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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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沙演播室跟4K车通话，集群演播室跟4K车通话，三沙

演播室跟集群演播室还有4K转播车互相通话等等。这样通话

相比于电话耦合器连线，手机微信沟通会变得更加方便与快

捷。不用再仅限于电话与电话之间的沟通，只需要一个设备

之间的按键就可以构建系统之间的通话桥梁。而在此次4K转

播车通话系统的设计中就将这个通话很好的与各个系统间互

相级联起来；而这个级联是通过一个LQ设备做中间纽带将几

个系统之间互联起来。相比于传统的多矩阵级联，多线路布

局，LQ只需要一个主站的IP地址共享就可以实现这项功能。

操作更加简捷，功能更加多样，效率更加高效。接下来我们

就来介绍4K转播车的LQ级联。

4.1 了解LQ

4K转播车的通话级联需要用到LQ网络拓展设备，现在我

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LQ。

LQ是允许我们通过IP网络扩展通话系统的一种设备。

其低带宽占用，可以通过局域网、广域网或互联网使用，可

以连接到Clear-Com的任何通话系统，为HelixNet系统提供额

外的I/O端口，可以将多达6个任何型号的LQ设备可以级联在

一起；可通过同一个CCM浏览器界面配置LQ、HelixNet、

Agent-IC和SIP / VoIP，其网络控制功能可将GPI从同通道中

的一个或多个终端传送到任何终端。4K转播车用到的是LQ-

R4W8型号的设备，它可以满足8路4线的IP 接口，etherCON 

插座、输入/输出增益调节可在 +/-12dB之间，可以传送call信

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LQ的主从配置设置好了之后，各个

分部LQ设备即可通过主IP地址访问主LQ，即将各个LQ共享

与同一IP网段达到将各个系统之间互联的目的。

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LQ级联为例：通过LQ将三沙演

播室、集群演播室与4K转播车的通话系统远程连接到某一IP

网段，将集群演播室的LQ设置为主设备，三沙演播室与4K车

设置为从设备，那么三沙演播室与4K车的LQ将访问到集群

的主IP地址，这样这三个系统的通话就联通了，可以互相通

话。各系统通话级联如图3所示。

4.2  LQ的手机客户端

在LQ的级联中还有一项功能可以让做节目过程中让栏

目的沟通变得更加的简捷与方便，那就是通话系统的手机

客户端。比如主持人与记者的连线，在做节目中我们常常会

遇到这种情况：节目的效果需要主持人与多路出境记者同时

连线，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准备多个电话耦合

器，然后将调音台信号接入电话耦合器，再将电话信号接入

每一路电话耦合器，繁杂的线路布局以及复杂的信号配置让

的主持人与多路记者的连线耗时费力，而且冗余的设备需要

占用更多的设备空间。而LQ的手机客户端只需要记者的手机

安装一个LQ的APP软件就可以实现与主持人连线的功能，不

再需要电话耦合器的搭建与连接。也可以让工作人员在工作

过程中对接信号更加简捷。

LQ手机客户端以及矩阵IP板卡IVC32的连接都需要在LQ

图3 各系统通话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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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登陆账号，在建立手机登陆账号前需要先建立多个

roles（角色）。

    roles可以认为是存在服务器上的一个配置，一般有多少个

手机客户端就建立多少个roles，或者只建1个（多个手机共用

1个），或者建立很多个（选择着使用）每个roles可以设置手

机界面有多少个通道，手机客户端通道设置如图4所示。

登录帐号设置好了之后，还需要对手机进行一些APP软

件的设置，以及一些参数的修改就可使用，手机客户端信号

设置如图5所示。

5  通话系统的设计亮点与分析

回顾此次的4K转播车通话系统设计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

亮点，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相比于传统接口的一对一物理布线，4K转播车的

通话系统架构实现了IP化，IP化之后的通话系统不管是信号

的配置、或者信号的传输都被大大的简化、方便。应该说IP

是广电领域具有推进作用的一个助力器，与传统的技术相比

较，IP化能够让得制播系统非常轻松的去繁为简。

图4 手机客户端通道设置

图5 手机客户端信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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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LQ设备的加入使得各个演播室与转播车之间的通

话级联变得更加简捷与方便，各个系统间的通话变得更加

通畅。一个设备、一个按键就可以将各个系统的通话级联起

来。相比于传统的多矩阵、多线路合成的系统级联，LQ的

运用让得级联通话的结构变得更加的简单，既节省了设备数

量，又减少了运营成本。

三是相比于传统的多线路耦合器连线，LQ设备手机客户

端的应用使得节目中的直播与制作变得更加的灵活与简便，

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变得更加灵活，让得主持人与与多路记者

的连线实现起来更加简捷，当然，电话耦合器同样可以配合

手机客户端的使用，这从另一方面上来讲同样是一个直播中

的备份，在安全保障方面大大加强。

这三个设计的亮点无论从IP架构或者全新的设备使用、

操作上来讲都非常迎合当前IP化的4K时代，更能高效适配4K

时代的高数据量、高带宽、高码流的传输特点，模块化的IP

通话网络可以更容易的配置信号、维护、升级；并且在一个

多层次的拓扑结构里IP化的系统可伸缩性非常大的，可拓展

行也非常强大。以LQ为特色的级联管理与手机客户端的使用

所带来的全新工作方式的改变在使用与应用上变得更加的灵

活与简便，多样性的工作模式与一对多的性能特点都非常适

用于当今节目的制作，让得节目的制作形式变得更加的多样

与多彩。

6  对通话系统的思考

通话系统从一开始的单工有线一对一连线模拟通信，

到全双工无线数字通信，再到如今的IP化网络全覆盖远程通

信，我们需要适应的是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技术的不断学习，

但是不管如何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使得节目在制作过程更加

的新颖、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受众；而且更加的安全。而就

我看来节目直播的安全应该排在首位。就此次4K转播车的通

话系统来讲还有些许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从以下几个

方面探讨：

首先，IP化之后的通话系统优势非常的明显，技术人员

对于系统的操作相比以往更加的简捷了，在处理繁杂，多层

的路由设置时也更加的得心应手；但是同时的，在优势带来

的同时缺陷也是随着而来，那就是网络的稳定性。试想想：

如果在通话过程中网络瘫痪了呢？或者网络断开了呢？因此

我们在准备了网络的备份之外还需要一份简易的物理通话系

统做备份；比如：两线对讲系统等，虽然结构简易，通道过

少，但胜在可以应急。

    其次，对于通话系统的保障性与多样性而言，我们不能仅

仅只是局限于转播车上的通话系统，比如我们可以跟转播车

外接一个通话系统，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即可单独使用，也

可接入转播车的通话矩阵中一起配合使用，即保证了节目沟

通的多样性，也保证了节目播出的安全性。以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4K转播车为例：我们就给4K转播车配备了Cleacome  

FreeSpeak  II 无线腰包通话系统，FreeSpeak II无线腰包通话

是一款高性能无线解决方案，在1.9和2.4 GHz频段运行，专为

大规模操作中的广泛通信而设计。并且在海南国际电影节与

各大重要赛事中取得不俗的表现，为转播车安全通话提供了

重要保障。

最后，对于安全制播来讲，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应对通话

系统做一个应急预案，将每一次重大节目/晚会的通话做一份

除了IP之外的另外备份，就比如：手机客户端的灵活应用，

虽然手机客户端使用起来灵活多变，简捷便利，但是为了安

全制播考虑，也可布置一个电话耦合器备份。

7  结束语

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信号的传输与配置已经进入到

4K+IP的时代，从传统的模拟线缆物理连接，再到如今借助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数字传输，信号传输的演变可真是日新月

异，这当中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为了适

应当今IE技术的发展需要无论视频、音频都在将信息技术内

容共享，不断的提升设备使用的灵活性与简捷性，这个一直

是技术内容不断更新的指标。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以内，HD+4K设备和信号必将共存、

共用。当然，全4K也是必然的趋势。在如今的4K时代，IP网

络的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新的系统配置以及全新的

工作模式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而在全新环境下我

们又该如何满足节目制作的需求以及保障节目的安全播出这

又是我们一直以来不断探索与完善的深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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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场地联合直播传输方案设计与实施

【摘  要】 本文通过详细介绍湖南卫视《青春万岁》五四接力大直播的传输方案，展望在未来的户外节目制作中，分散设置的节

目场地通过远程互动信号传输达到远程制作的优势与前景。此次节目也是湖南卫视继《歌手•当打之年》总决赛之后，再次尝

试远程制作将网络推流作用于直播节目的传输，值得业界同仁参考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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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ransmission scheme of Hunan Satellite TV's “Long Live Youth” May 4th relay live broadcasting, and 

looks forward to advantages and prospects of remote production through remote interactive signal transmission of of scattered program sites in future 

outdoor program production. This program is also another attempt by Hunan Satellite TV after the finals of “The Year of the Singer” to apply network 

push stream to live programs transmission by remote produ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by colleague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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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传统节目录制和直播方式面临巨大

的挑战，为减免不必要的接触，电视综艺节目开始逐渐倾向

于使用现场无观众、多地远程录制或直播的方式。挑战即是

机遇，湖南广电敢想敢做，推动“云综艺”“云录制”模式

不断迭代升级，《我家那闺女》、《歌手•当打之年》的“云

+SRT”安全传输方案反馈优秀。在今年歌王之战的跨多地

远程制作“云直播”圆满结束后，又马不停蹄的迎来了《青

春万岁》五四接力大直播。直播场地设立在北京、上海、深

圳、长沙四个城市的楼顶天台，直播舞台将以城市夜空为背

景，突破以往封闭式场馆的局限，用唱演的方式将青春能量

从城市高点传向远方。四地画面同步，互动顺畅，完美的完

成这场接力直播，正是依赖信号传输调度方案，下面就从技

术角度介绍远程制作的魅力。

1  节目信号传输框架设计

直播的过程中，针对像这样多会场的互动直播形式，信

号传输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能力、主备防护等措施都

要达到安全播出的高级别要求。长沙的主会场信号传输框架

设计上，主要由卫星、网络、微波、光纤以及Riedel等多种传

输路由构成。图1为主会场信号传输路由汇总图，以下针对主

会场的传输系统进行介绍。

1. 主会场播出PGM信号传输：卫星C+微波光纤+KU。

2. 四大会场互动信号传输系统：SRT网络+卫星。主会场

主路互动信号运用支持SRT协议的编码器对PGM信号进行处

理，并通过专用网络传输到各地分会场进行解码接收。各地

分会场的PGM信号亦通过相同模式返送给主会场。主会场备

路互动信号使用品牌A卫星便携站接收3个分会场PGM信号，

同时主会场使用品牌B卫星便携站发射播出PGM信号到3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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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互动监看；在卫星传输路由收发协同作用下，主会场信

号与3个分会场信号形成双向互联，便于导演组和主持人把控

节目。

3. 主会场节目现场与制作中心的信号交互：Riedel光纤

环。制作中心与楼顶节目现场信号交互使用3台Riedel形成光

纤环链路传输。

2  传输关键技术分析

2.1 网络传输

由于天气风力环境多方面原因，且通过本次现场网络传

输测试验证及结合前期《我是歌手•当打之年》总决赛直播经

验，最终决定采用将网络传输作为主会场与分会场之间的主

传输链路，卫星传输做备传输链路的方案。整场直播中网络

传输的分会场信号传输稳定，会场间互动流畅。下面对网络

互动传输方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1.1 选择SRT协议传输信号原因

直播中网络传输包含长沙主会场和北京、上海、深圳三

个分会场，四地间PGM信号传送和节目互动，要综合考虑传

输时延、成本、稳定性和安全问题。传统的电视直播以卫星传

输链路实现远程传输信号，卫星传输链路质量稳定安全、延时

可靠，但这次直播外在因素大，最终决定使用其做备用互动信

号。租用专纤保证低延时，但费用高。综合考虑基于公共互

联网的安全可靠传输（SRT，Secure Reliable Transport）协议能

控制成本，同时具有以下几大技术特点可以保障传输的低延

时、可靠和稳定。

1. 可靠性：适应于任何网络环境（局域网、专线网、公

共互联网、4G/5G网），高效处理网络丢包、抖动和带宽波

动能力强。

2. 高质量：由于SRT的抗网络干扰能力强，因而能够保

障带宽的最大化利用，进而为传输高质量的演播级视频流提

图1 信号传输路由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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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靠的依托和广泛的网络适应性，这是诸多其他基于公

网环境传输协议无法企及的。

3. 延迟低：由于采用了UDP传输方式，并使用ARQ的丢

包恢复机制，延迟级别是在一秒以内。而其他采用FEC前向

纠错算法的传输协议例如Quic、Zixi等不仅固定消耗额外带

宽，而且仅能处理有限的丢包状况，不具有ARQ提供的强大

的纠错弹性。而FEC的纠错算法也带了额外的延时。

4. 带宽利用率高：不同于ABR的多码率自适应分发技

术需要为冗余码率占用额外的带宽，SRT实时监测网络链路

状态，并可以进行实时的码率调整（NAE，网络自适应编

码）。此外，ARQ的丢包恢复机制相比TCP的丢包恢复机制

也大大节省带宽，减少网络拥塞。

5. 安全性：SRT采用AES-128或256加密保护传输内容安

全。基于SRT的上述特点和优势，本场直播采用基于SRT协议

的公共互联网传输作为会场互动的主路信号源。

2.1.2 基于SRT公网传输的网络保障

SRT基于公共互联网传输互动直播流，保障网络的安

全、稳定至关重要。每个会场至少要具备两条互联网链路，

互为主备保障安全。主会场租用了两个不同运营商的网络，

在北京、上海、深圳会场租用运营商的网络和利用分会场现

场覆盖的5G信号，在每个会场均能保证两条互联网链路。其

次要保证接入网络带宽稳定（上下行带宽稳定），四个会场

是租用的运营商互联网固定带宽的专线，主会场采用上下行

300M带宽，各分会场上下行100M带宽，SRT协议建立连接

需要至少一端配置固定公网IP地址，要求专线必须提供固定

公网IP。在分会场将5G网络做为备用传输链路，5G网络高带

宽、低延时的特征能保障带宽的要求。作为可承载视音频、

数据等多种综合应用网络，可实现源到目的IP点对点编解码

组播形式进行multicast[1]。

搭建起一个以长沙主会场为中心节点，基于SRT协议传

输的逻辑星型拓扑网络。中心节点长沙主会场和北京、上

海、深圳各分会场分节点都具备能保证带宽的主备两条互联

网接入链路，有效保障安全。

2.1.3 设备部署、调试参数

使用支持SRT协议的编码器、解码器设备，在SRT协议

通讯层面编码器和解码器一端设置Caller模式，另一端设置

Listener。Caller向Listener设备发送建立连接请求，当Listener

接收到连接请求后会给Caller回应消息，双方后握手成功，

建立SRT连接，建立连接后双方即可发送和接收数据。在信

号传输层面编码器用于将本会场的PGM信号编码后，输出TS 

OVER SRT的IP流推送到公共互联网络上传输。解码器接收对

端会场的TS OVER SRT的IP流进行解码，解码输出SDI信号接

入本会场转播设备。

本场直播中使用了两种品牌的支持SRT协议的编码器、

解码器，计划不同品牌分别接入公共互联网主备链路。两

个厂家编解码器统一设置视频编码格式：H.264，视频码率

15Mbps，分辨率1920×1080，帧率50i；音频格式：MPEG 

Layer2，码率：384kbps。

品牌1编解码器接入公共互联网主用链路，品牌2的编解

码器接入公共互联网备用链路。在节目排练中，对两组设备

进行推流测试，SRT传输网络RTT值波动小，解码Buffer值稳

定，画面质量优。两组设备都能满足传输所需视频的条件。

延时测试方案为长沙主会场发送一个带时钟的彩条信号

至分会场，分会场再返送回主会场。画面时码比较，网络推

流双向延时小于1S，见图3。为了更好的保障直播信号安全稳

定，直播设定延时在700～800ms，既满足互动连线无缝切换

的要求，也与卫星延时18帧（1秒=24帧）保持一致。

2.2 卫星传输

主路播出PGM回传在C波段。由于转播车给出的PGM信

号音频为主会场左右立体声道和三地PGM单声道，经过C卫

星车编码器处理，转变为双声道输出至收录机房再直接进行

播出。C卫星采用80W功率发射，收录机房使用6米卫星锅接

收，接收余量：8.3dB；载噪比：16.2dB；误码率：1.0E–8；

电平：–30dB。

同时音频五声道传输的方式也便于四大会场间的互动交

流。主会场长沙Ku发射卫星便携站的音频配置就使用五声

图2 四地互动画面

图3 网络传输延时测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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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卫星使用基本参数及四地Ku发射卫星便携站基本参数

表2 主会场Ku卫星便携站接收分会场测试和直播参数对比

C卫星使用基本参数

波段 信道带宽 转发器及通道 调制方式 符号率 纠错

C 12M C05A DVB-S2/8PSK 9.3Msym/s 3/4

滚降系数 视频编码格式 音频嵌入配置 信号格式 输入信号 编码总码率

20% MPEG4/H.264 4∶2∶0 CH1立体声/384Kbps HD 1080i 50Hz 16∶9 HD-SDI嵌入音频 20.25Mbps

四地Ku发射卫星便携站基本参数

波段 信道带宽 转发器及通道 调制方式 符号率 纠错

Ku 9M K2A DVB-S2/QPSK 7.2Msym/s 3/4

滚降系数 视频编码格式 音频嵌入配置 信号格式 输入信号 编码总码率

20% MPEG4/H.264 4∶2∶0 CH1立体声/256Kbps HD 1080i 50Hz 16∶9 HD-SDI嵌入音频 10.45Mbps

主会场Ku卫星便携站接收分会场测试和直播参数对比

1.5米continental 长沙接收 C/N 余量 纠错率 电平值

测试信号参数（编码总码率15.6Mbps调制方式：DVB-S2/8PSK）

北京分会场 2.5dB 11.6dB 4.9dB 1.0E–8 –30dB

上海分会场 3.8dB 12.5dB 4.8dB 1.0E–8 –30dB

深圳分会场 6.7dB 13.5dB 7.7dB 1.0E–8 –39dB

直播信号参数（编码总码率10.45Mbps调制方式：DVB-S2/QPSK）

北京分会场 5.4dB 11.1dB 6.9dB 1.0E–8 –30dB

上海分会场 6.9dB 13.3dB 8.7dB 1.0E–8 –30dB

深圳分会场 8.7dB 12.4dB 9.2dB 1.0E–8 –37dB

道，而分会场则使用单声道配置，参数见表1。

由于各地的天气恶劣，风雨大，尤其是北京和深圳的舞

台都处于200多米的高楼天台，常规风力比地面高出几级，测

试期间的信号并不理想。在多重防风加固措施的保护下，便

携站满功率40W发射，且通过将调制方式DVB-S2/8PSK调整

为DVB-S2/QPSK，以保障直播传输效果，表2、图4为两者接

收对比参数，接收到的信号各指标正常且有冗余。

2.3 微波传输

由于主会场舞台设立在交警大楼天台，位置高，常规风

力大，且各工种人员聚集，除了部分固定的摄像机位外，考

虑到斯坦尼康和电兔子机位需要大范围移动、还要进行近景

特写拍摄，如果使用视频线传输，不利于移动拍摄，而且现

场人数多，极有可能会踩踏到视频线，导致信号中断，综合

考虑将其定为无线微波机位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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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台处放置了一台综合光传输系统，其余的两台分别放置

在卫星车和转播车上，这三台综合光传输系统之间通过野战

光缆互联，形成环形链路，使三台综合光传输系统之间的所

有信号可以互联互通，如图5所示。

综合光传输系统将节目现场的斯坦尼康信号、电兔子信

号、无人机信号传输到转播车；将卫星车的分会场PGM信号

传输到转播车和节目现场监看；转播车的音频信号传输给节

目现场；以及节目现场和转播车之间的对讲信号。综合光传

输系统环形链路的优势：

1. 综合光传输系统使用交流和直流双电源保护，可靠 

性高。

2. 在任何一处的综合光传输系统可接入网线连接进行系

统查看和调度，包括各部件的告警状况、光链路带宽的使用

情况、系统内信号调度的具体细节、可查看各路光分复用的

使用波长、使用率、TX值及RX的正常范围值等。

图4 四地Ku卫星接收频谱测试与直播对比图

本次直播使用两台频率范围1.4GHz-1.7GHz的某品牌摄像

机微波，配备4dBm全向发射天线。可根据表3中码率与调制

方式、前向纠错（FEC）、保护间隔之间的关系计算本次直

播移动微波采用参数为：调制方式：DVB-T 16QAM；FEC：

3/4；信道带宽：8MHz；保护间隔：1/16；视频编码方式：

H.264；发射功率：100mW；视频码率：18Mbps。移动微波

使用一根13dBm全向接收天线加一根18dBm定向接收天线双

重保障，大大增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接收信号能轻松辐

射整个舞台。

2.4 综合光传输

综合光传输系统是各种节目信号的分配、处理、传输的

综合平台。它是一个以光纤为基础的传输设备，最大使用带

宽是50Gbps，用于双向传输HD-SDI、IP数据流、模拟与数字

音频、模拟通话信号、IP控制信号和同步信号等。这次五四

晚会大直播中，总共使用了三台综合光传输系统，在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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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光传输系统环形链路可对输出信号进行安全优先

级保护，如天台和卫星车输出的长沙主会场PGM信号是播出

级信号，给予3级保护；转播车输出的斯坦尼康等机位信号和

分会场PGM信号是节目信号，给予2级保护；天台输出的分

会场PGM信号是监看信号，可酌情考虑。

综合光传输系统主要分三大块：光纤主备环路保护传

输、多信号转换处理、各类综合信号的光复用传输。在传输

场景中，我们可搭建如图5所示的环路，测量各光纤的接收强

度，计算环路上设备每个方向传输信号的码率，从而搭配合

适的光口模块，确保信号从环路上传输通畅且有冗余。也可

以通过外接模块拓展对应输出信号的物理外接口，从而扩展

更多的传输通道。

3  总结

湖南卫视《青春万岁》五四接力大直播圆满落下帷幕，

信号传输调度运行正常，得到节目组的一致认可。本文通过

介绍该传输调度方案，进一步实践分析多地互动直播、远程

制作的可行性与前瞻性。在未来直播节目制作中，节目场地

分散互动会成为常态，信号远程传输是以后节目远程制作的

技术重点，深入研究公共互联网、无线微波、光纤网以及卫

星传输的各自特点，做到合理搭配保障节目制作信号的传输

安全稳定是我们媒体传输人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上文提的一

些远程制作信号传输经验望能给同行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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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融媒体直播系统建设

【摘  要】 无锡广播在广播融媒体的改革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本文详细介绍了无锡打造的广播融媒体直播系统，阐述了该

系统的技术架构、平台功能等方面的创新点，其中融媒体播出专属云整合了传统广播和网络媒体的优势，打造了一个真正的

“多”媒体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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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of Converged Media for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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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xi radio continues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in the reform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verged media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built by Wuxi in detail, and expounds innovations in the system's technical architecture, platform functions, etc. Specialized cloud of converged 

media broadcasting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and network media, and creates a real “multi” media live broadcasting 

platform.

Keywords  Converged media broadcasting system, Converged media broadcasting specialized cloud, Multiple-source acquisition, Mult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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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科，刘维，栾寅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广播中心技术运行部，江苏  214063)

0  引言

这几年来，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应用极为迅速，新

兴媒体对传统广播的冲击越发明显，广播在各个方面求新、

求变，以应对巨大的行业变革。生产方式上，需要更多运用

网络手段来采、编、播、存、用；传播方式上，移动终端已

经成为广播听众的重要手段，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更吸引受

众；节目内容上，传统单向的广播已经无法满足移动互联网

多样化、个性化、交互化的需求。有鉴于此，我们在无锡广

播全频率直播室建设了融媒体直播平台，实现了“多信源采

集、多媒体融合、多平台播出”三大功能，为无锡广播的融

媒体变革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1  系统特点和创新

本系统基于传统广播直播播出系统，建立了基于融媒体

专属云的无锡广播所有频率融媒体直播平台，实现调频广播

节目和网络视频直播、手机视频直播同步播出。

1. 集成私有云和公有云的功能，搭建广播融媒体播出专

属云。通过专用网闸和防火墙等安全隔离设备，在保证安全

可靠的基础上，将广播中心的核心音频编播网、广电集团内

部的媒资系统（私有云）、部署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资源（公

有云）进行融合，组成了现在的无锡广播融合播出专属云，

让无锡广播在安全使用广电集团私有云数据的同时，也能获

得公有云的资源。同时，将播出的融媒体节目内容通过部署

在公有云上的发布平台进行多渠道分发，减少系统压力。

2. 融媒体直播平台具备多路外场手机、无人机、摄像

机、多路USB摄像头、外部SDI/HDMI视频信号、本地图片

视频素材和专属云上图片、音视频及网络电视等多达11种以

上的信源，并且实现实时采集切换。直播室内架设有高清摄

像头、专业摄像机，还可通过HDMI、SDI视频输入接口卡接

入有线电视信号、笔记本分屏输出画面，另有专属云上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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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音频、小视频、网络电视、网络直播等画面可供切换。

外场信号更是丰富，手机直播、无人机直播、外场切换台输

出信号等，都可通过网络接入视频直播平台。在融媒视频直

播时段，所有信源都能实时采集切换，极大地丰富了互动融

媒直播的内容，使广播实现跨时段、跨区域多点大型直播成

为可能。  

2  总体架构

新的无锡广播融媒体直播平台可分为三大部分，传统广

播播出系统、融媒体播出平台、融合播出专属云。传统广播

播出系统是核心部分，保障广播安全播出也是广电首要的政

治任务；融媒体播出平台是改革主要阵地，应对网络新兴媒

体对传统广播的冲击，使广播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融

合播出专属云是手段创新，立足传统新闻采编，利用多媒体

手段丰富节目播出资源池。新的无锡广播融媒体直播室带来

的是变化和活力，助力无锡广播转型，走向新的辉煌。

2.1 传统广播播出系统

广播电台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广播节目的正常播出。无锡

广播播出系统经过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建立了播出系统的

存储资源、安全资源的资源池，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播出水

平，提高了播出系统技术环节的安全性和资源利用效率。立

足于广播电视的媒资系统，整合广播和电视的音视频资源，

并合理配置播出系统，实现广播节目视频化、播出网络化、

手段多样化。

传统的广播直播播出系统，用于播出各频率的直播节

目，基于各频率建立私有播出云，采取冗余备份和数据库高

可用，保证系统安全运行，再整合频率资源池并做统一管理

分配，实现公共资源的共享，提高播出效率。

2.2 直播室融媒体播出系统

直播室融媒体播出系统承担了融媒节目生产和播出的任

务，在日常广播节目之外实现视频直播日常化。融媒体播出

系统围绕着一台视频播出主机建立视频播出系统，内部包含

有SDI/HDMI多通道视频采集卡、音频多通道采集卡，同时接

受分布在直播室各处的USB摄像头信号和数字调音台送来的

主输出数字AES音频信号及AUX信号等。直播室中，针对主

持人、嘉宾、主持人对播、直播室全景及局部画面布置有5台

USB高清摄像头，并搭配2套专业LED面光灯，直播室布局如

图1所示。

融媒直播系统采用拇指直播秀（LiveShow）软件，该软

件将切换台、字幕机、特技、摄像控制等多种功能集成于一

体，能完成直播室内多个摄像画面、图片视频素材的切换及

播放，各个摄像画面的美颜功能、字幕添加、画中画等特技

的实现，更能够结合调音台及摄像头音频进行音源选择，完

成可视化视频直播。

安装有LiveShow软件的视频主机装在直播室内。我们通

过KVM布置了两套显示器和鼠标键盘，一套位于直播室内，

另外一套位于导播间，主持人和导播都可以切换操作软件。

大型视频直播时可以由导播在导播室控制切换，而小型视频

直播时可以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切换，或者直接使用智能音控

切换，操作方式非常灵活，设备接线如图2所示。

2.3 融合播出专属云

无锡广播搭建了广播融媒体播出专属云，集成了私有

云和公有云的功能。在无锡电台融媒体播出平台中，采用

了云技术，通过PaaS层和IaaS层服务提升播出平台的功能和

效率。无锡广电媒资系统为专属云提供了丰富的节目素材，

包括图片、视频、文字、语音等，以私有云的形式进行部

署，保障安全性高、私密性强的需求；英夫美迪公司提供的

广播公有云，集合了来自互联网、新华社、微博、微信、地

方广播电台等平台提供的内容输出和信息服务。私有云+公

有云的混合模式组成了现在的无锡广播融合播出专属云，让

无锡广播在安全使用私有云数据的同时，也能获得公有云的 

资源。

无锡广播建立的融合播出专属云拥有自己的技术优势，

充分利用了高清摄像头、专业的剪辑软件以及拥有丰富经验

的调音师和切换导播等资源。在内容上，给无锡电台网红主

播们提供助力；在渠道上，Liveshow直播软件结合了硬件优

势，利用专业的摄像机、调音台，播出高清的网络直播节

图1 直播室设备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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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平台上，兼容性高，扩展性强，以“耍直播”视频播

出平台为原点，做到多平台同步直播；在经营上，可为广告

客户提供专属服务，制作个性化特色直播节目；在管理上，

广播电台专属云既可细分为各个频率专属云，又针对整个广

播电台融合云做了资源池共享。融合播出专属云架构如图3 

所示。

3  平台功能

融媒体播出平台功能特点体现在一个字上，就是“多”，

它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多源采集、多媒发布、多元互动。

3.1 多源采集

融媒体直播平台可接入多种信源，这是广播的优势。直

播室内架设有高清摄像头、专业摄像机，还可接入有线电视

信号、笔记本分屏输出画面，另有网络电视、网络直播等画

面可供切换。外场信号更是丰富，手机直播、无人机直播、

外场切换台输出信号等，都可通过网络接入liveshow主机。

直播室内节目制作以固定摄像头、摄像机信号为主。单

人直播时可单镜头，配合电脑本地视频播放，电视信号等；

多人直播时，可自由切换。

外场直播时，手机、无人机的视频信号既可以直接输送

到直播平台上单画面直播，也能通过直播室内直播软件进行

切换直播，操作简单便捷。软件预设四路外场视频信号输入

通道，在不同外场的记者可以轻松地将自己手机或者无人机

视频直播信号接入融媒体视频直播系统，丰富视频直播的场

景画面，为广播实现多点多角度大型视频直播提供了技术支

持和保障。当有外场大型活动，需要多镜头多画面时，可现

场搭设摄像头和便携直播切换台，将信号送回直播室，由直

播室进行切换。

3.2 多媒发布

融媒体直播平台通过融合播出专属云实现多种网络流媒

体的直播推送，包括“智慧无锡”APP，无锡广播微信公号

直播、“快手”、“抖音”等手机直播平台及网站网络直

播。主流的视频直播网站都可以使用Liveshow软件提供的推

流地址进行直播，实现一套节目多平台播出。

图2 直播室设备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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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节目内容的不同，推送方式也可以随之改变。广

播节目融媒体直播时可以同时推送多个官媒和多个个人直

播间，观众由单一的频率受众，变成多频率传播、多平台

传播，打造不受空间、时间限制的个性化传播方式，助力

无锡广播网红主播与受众的交流互动多样化。广播电台摆

脱了传播渠道和内容的限制，广播受众则实现了由传统

广播到融媒体平台的迁移，广播成为连接移动互联网的 

门户。

直播带货和广告推送时，还可以定时定点推送给广告商

的目标客户群，例如商场大屏、运动场大屏，水幕投影等，

实现广告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真正实现广播听众由单一的线

上听广播，转变成线上线下互动模式。

3.3 多元互动

可视化直播互动是一种增强主持人与受众黏性的重要途

径，传统广播直播中的新闻灌输也变成了现在的平等共享，

提供双向互动方式。无锡广播融媒体直播平台，通过与微博

微信互联，与其他直播平台的共享，扩大受众的来源。直播

经济最直接和吸引人的特点就是各种形式的互动，随之而来

的广告、直播购物、网上商城，为无锡电台的经营赋能。当

线上的互动延伸到线下，当声音的交流变为面对面的互动，

无锡电台的受众将能更深切的感受到主持人的情绪，实现与

主持人的共鸣，在互动中达到节目效果和营销目标。

广播节目以往的互动方式只有语音，通过融媒体直播平

台，主持人与听众形成了可听、可看、可交互、可交易的互

动场面。传统广播培养出的主持人都是拥有强大的直播能力

的网红，在融媒体直播平台的助力之下，广播与受众的关系

更亲密，广播与客户的关系更紧密。从传统广播到融媒体，

从广播单一渠道转变为现在的全网络各平台同步直播，从单

向粗暴式投放广告进化为现在的互动式广告，广播正在利用

自身的优势，通过技术手段借鉴并融合这些特性，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

4  平台播出创新案例

无锡广播融媒体播出平台上线以来，无锡广播网红主播

们利用直播平台完成了多次直播节目。在无锡广电的直播带

货PK大赛中，本系统通过丰富的画面和高清的画质助力无锡

广播的网红主播们，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直播。融媒体平台

还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应用。

4.1 案例一： 抗疫直播

通过三种类型，在抗疫的特殊时期充分展现融媒体直播

图3 专属云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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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播带来的魅力。类型1为现场直击。疫情期间，为了减少

人员接触，利用手机外场直播，主持人独自一人即可完成直

播任务。在全民居家隔离期间，记者深入机场、车站、疾控

中心，为无锡市民带来最新的疫情发展状况。类型2为一线访

谈。为了打消无锡市民对新冠的恐惧，对一线医生进行手机

连线采访，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无锡市民答疑解惑。类

型3为抗疫大型活动直播。在支援武汉医疗队光荣归来时，通

过音视频直播，近距离的接触那些可敬可佩的医务工作者，

向他们带去无锡人民的钦佩之意。 

4.2 案例二： 体育赛事直播

在体育赛事转播中充分发挥融媒体平台的轻便性、移动

性优势。无锡太湖国际马拉松赛事三月份举办，此时春暖花

开，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均会来到无锡参加比赛。在对

运动赛事进行直播时，融媒体直播平台拥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手机直播搭配无人机直播，还可以搭乘游艇在其中一段

沿湖道路上和运动员一起前进，多位主持人无缝衔接做赛事

现场播报。在直播的同时还可以加入红包、抽奖、互动，即

使宅在家中，也能和主持人一起奔跑在路上，徜徉在花海。

高大上的视频直播手段，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带给观众

海陆空无死角的视觉享受。

4.3 案列三：服务广播展会活动

把展会的互动由现场带到了空中，全面增加了广播广告

客户的黏度。无锡广播主办的展会次数多，规模大，特别是

每年一度的无锡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期间无锡广播不仅利

用传统广播节目对展会进行推广，而且利用广播融媒体直播

平台的独特优势，实现了视频化的展会呈现和精彩的空中互

动，极好地配合了车展的许多线下活动。

5  结束语

无锡广播融媒体直播平台的建设是无锡广播在融媒体改

革中的一次重要技术革新，对于新技术，新手段，新资源，

无锡广播从来不吝于改革与应用，一直走在全国市级广播的

前列。融媒体直播平台的建设，强化了传统广播的安全性，

整合了无锡广播电视的资源优势，提高了广播节目的可听可

看性，拓展了广播受众的发展渠道。未来的媒体竞争是音视

频全方位的竞争，无锡广播融媒体直播平台助力无锡广播腾

飞，打造无锡广播网红群体，树立无锡媒体标杆，成为无锡

广播融媒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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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和应用系统互联互通。本文研究可为解决集团应用系统“信息孤岛”问题，推进集约化、智能化、规范化的绿色机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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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重庆广电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应用系统规模逐渐扩

大，出现“信息孤岛”现象[1, 2]，影响系统间数据的实时性、

准确性和一致性。一套系统一个用户名密码的体系，不利于

用户体验和决策支持，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应用协同

等问题日益凸显[3-5]。

1  信息孤岛对策和技术

1.1 信息孤岛解决对策

“信息孤岛”的解决策略包括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在

工程应用中主要采用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其主

要步骤包括：

1. 理顺业务数据流，统一业务流程，形成跨部门流程

体系。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是保障信息系

统业务处理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因此，理顺业

务数据流，明确业务逻辑、数据交互和共享范围，统一业务

流程，并形成跨部门流程体系是成功解决信息孤岛问题的 

基础。

2. 统一数据标准，建立数据中心，统筹规划和管理信息

资源。 通过设立统筹协调机构对业务逻辑和数据共享进行整

体规划和统一部署，实现部门之间的业务交互和数据共享，

改变各部门自行其是现象，统一数据标准，建立数据中心，

实现数据深度融合，为管理决策和全局把控提供数据支持。

3. 建立有效的应用系统集成平台，实现系统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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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共享。 企业应用集成是通过建立集成平台在数据层，

利用中间件技术，实现系统之间的服务调用、业务互通和数

据共享。

4. 界面重组，统一门户，实现单点登录和统一身份认

证。界面重组是将应用系统依赖于服务的部分抽取出来，进

行界面重组，通过统一门户平台实现用户的统一身份认证和

单点登录，使各应用系统在操作层面统一，用户只需登录门

户系统，就可进入其他应用系统，提升用户体验，避免各系

统独立建立用户及业务的基础数据。

1.2 信息孤岛解决技术

当前解决应用系统信息孤岛技术主要包括独立数据库和

企业应用集成技术两种。

1.2.1 独立数据库技术

从关系数据库角度分析，信息孤岛产生原因包含两个，

一是各应用系统中数据结构的多样化和非标准化，二是各应

用系统中数据标准和规范不统一，造成应用系统之间数据不

能相互识别和共享。独立数据库通过理顺业务数据关系，抽

取关联程度高的数据，采用统一标准、规范和固定数据结

构，单独建立通用表，实现通用基本信息规范化、统一化和

数据共享。要求各应用系统的数据库设计人员只能使用相关

数据，没有权限定义独立数据库各表数据结构。独立数据库

可以根据需求采用关系数据库或非关系数据库实现，适用于

在系统建设前期有明确的定位和规划，能够理顺业务流程和

数据流的企业，而对于解决已经形成信息孤岛的企业只有重

构各应用系统的数据层才能共享独立库中的数据，代价大，

难度大，推广难。

1.2.2 企业应用集成技术

系统数据的异构和非标准化产生信息孤岛，企业应用集

成技术EAI就是通过建立底层结构，实现应用系统和数据源

之间的互联互通，完成系统间数据交换和无缝共享，以提供

全局决策支持。常用的企业应用集成技术主要包括基于转换

数据结构的应用集成技术、远程过程调用技术、分布式对

象技术、面向消息的中间件技术和Web Service技术。基于

转换数据结构的应用集成技术有实现代价大、不易集成、平

台相关和防火墙等缺陷。远程过程调用技术RPC由于采用同

步通信机制，适合小型简单应用，不适合需要支持多种通信

模式的场景。分布式对象技术可解决分布式系统通信和集成

问题，但在跨平台的伸缩性和异构系统的耦合性存在缺陷。

面向消息的中间件技术以松散耦合的灵活方式为客户端和服

务器之间提供同步和异步连接，通过对消息进行传送和存

储转发实现系统集成，缺陷是制定通信协议比较复杂。Web 

Service技术具有跨平台、松耦合、简单、高度可集成和开放

标准等特征，为语言无关的网络环境下的资源共享和集成提

供解决方案，是分布式对象技术的重要补充。

2   基于LDAP和WCF的广电应用系统集成方案

2.1 集成目标

应用系统的集成主要包括原有旧系统的改造和新应用系

统的建设和开发，新应用系统的开发包括第三方开发和自主

研发两类。

通过对重庆广电应用系统现状和具体需求的调研，本文

提出如下应用系统集成目标：（1）建立公共信息数据中心，

实现对集团组织架构和员工信息等公共基础数据统一管理；

（2）建立公共信息对接开放平台，实现数据调用权限管理、

应用系统对接和互联互通；（3）建立一个集团应用系统集成

平台，将集团中重要的、需要在各部门或机构之间进行信息

交互共享和对外发布的数据及应用系统进行有效集成，实现

单点登录和统一身份认证，为数据、服务和应用提供统一的

访问入口。

2.2 总体架构

基于上述目标，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3+N+1的平台架构解

决方案，其中，“3”包括公共信息对接平台、应用支撑平台

图1 广电信息孤岛解决方案平台架构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2期〕44

内容制播  ︳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平台；“N”指广电应用系统；“1”指

应用系统集成平台；构建公共信息数据中心、公共信息对接

开放平台，建设集团应用系统集成平台，实现具备用户单点

登录和统一身份认证功能的基于LDAP和WCF的广电应用系

统集成门户，其网络拓扑如图2所示。

公共信息数据中心由代理服务器、人力资源数据库和公

共信息数据库组成，存储集团组织架构、员工信息和集团其

他业务信息数据。代理服务器是一种事务处理服务器，实现

LDAP服务器的集团组织架构、员工基本信息与人力系统数据

库中相关信息的一致性，为新的应用系统接入提供数据基础

和技术支撑。

公共信息对接开放平台由LDAP服务器、LDAP订阅服务

器和WCF通讯服务器组成，提供LDAP域和WCF远程访问接

口，其中WCF服务具备接口调用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功能，

为分布式应用系统和企业应用系统EAI集成门户的对接提供

远程调用接口。

应用系统集成平台由企业应用系统集成门户、Nginx负载

均衡服务器、CAS身份认证服务器和主备模式的Redis缓存服

务器构成。集成平台通过远程调用WCF通讯服务器的开发接

口实现用户登录、公共基本信息查询、API接口权限管理等功

能，Nginx负载均衡服务器为身份认证服务器集群提供负载均

衡服务。CAS身份认证服务器由两个节点的CAS身份认证服

务器构成集群，提供统一身份认证服务，使用户无需登录各

个应用系统进行切换操作，以提升用户体验效果。Redis缓存

服务器采用主备设计模式部署，提供可靠的身份认证提供票

据缓存和Session共享服务。

2.3 实施方法

根据上述设计方案并结合集团信息化建设现状，以建

设新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为契机和驱动，采用被动策

略，分三个阶段具体实施进行。第一阶段建立公共信息数据

中心，为所有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数据和公共信息，实现对集

团员工、组织架构等基本信息的统一管理；第二阶段完成公

共信息对接平台的建立，采用企业应用集成技术实现平台对

接、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第三阶段建立集团应用系

统集成平台，采用单点登录和统一身份认证技术统一集团门

户，实现所有系统一套账号密码登录，实现界面重组，业务

互联互通和数据深度融合，为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3  集成平台的实现

3.1 数据中心实现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中心由公共信息数据库和日志数据组

成。因为关系型数据库中SQL Server的稳定性、可伸缩性较

高，在事务处理、性价比、成本和操作性等方面具明显优

势，所以选择SQL Server 2012作为公共信数据库服务器，并

采用主-备模式存储管理公共信息。由于日志数据信息量大，

图2 基于LDAP和WCF的广电应用系统集成平台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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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库的查询效率和水平扩展性要求较高，而非关系型数

据库MongoDB由于采用Bson的文件存储格式，使得遍历查询

速度快，具有性能高、CPU占用小、较好的水平扩展性，且

支持丰富的查询表达式和主动处理碎片，能够满足系统中海

量日志数据的实时插入、更新和查询等性能要求，因此日志

数据采用MongoDB存储管理，方案如表1所示。

3.2 公共信息对接开放平台实现

公共信息对接平台由LDAP服务器、LDAP订阅服务器和

WCF通讯服务器组成，提供LDAP域和WCF远程调用API接

口，为系统接入提供域验证和接口服务。如表2所示，由于

LDAP技术采用树形结构存储数据，查询效率高，适合存储大

量更新频率低的数据使用场景，且能提供域验证服务，所以

LDAP服务器采用LDAP技术存储集团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基本

信息，通过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的代理服务器确保LDAP数据和

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相关数据的一致性，实现提供LDAP域服

务，简化集团未来新建立应用系统的部署流程。同时，为确

保数据中心组织架构和人员基本信息同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相

关数据的一致性，采用.NET开发Windows服务作为LDAP订阅

服务器，并使用轮询LDAP服务器的机制实现该功能。为实现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的访问权限认证和应用集成的统一管理，

WCF通讯服务器采用WCF技术开发数据通信远程调用接口、

双工通信和消息队列服务，并以Windows服务作为宿主进行

发布，避免以IIS服务器为宿主时由于资源回收造成消息服务

的异常中断，并使用ADO.NET Entity Framework技术实现应

用程序和公共信息数据库（SQL Server 2012）的交互；如图3

所示，由于ZeroMQ在同等条件下的消息收发性能表现优异，

且有丰富的消息通信模型、稳定性强和高效的异常处理机制

等优势，所以采用ZeroMQ技术为应用系统互联互通提供消息

队列服务。

3.3 应用系统集成平台实现

应用系统集成平台由应用系统集成门户、Nginx负载均

衡服务器、CAS身份认证服务器和Redis缓存服务器（主备

模式）构成，实现统一身份认证、用户访问应用系统的权限

管理和应用导航、个性化信息服务等功能，技术及功能简介

如表3所示。CAS身份认证服务器集群包含两个节点，采用

Nginx作为前置机实现负载均衡和容错，分别采用Webflow和

Redis技术确保CAS登录退出是否失效等流程和CAS Ticket存

储这两个状态点的一致性。将CAS登录、注销和是否失效等

流程状态采用Webflow技术存储在Session中，将Session状态

存入Redis并建立会话失效机制，实现Session共享。同时，将

CAS Ticket存储在Redis中，实现多个实例共享该存储，避免

应用系统访问不同节点请求时票据状态的不一致。图4为用户

登录系统A时的单点登录时序图。

4  结束语

当前，根据上述方案，笔者自主开发建立了重庆广电公

名称 数据库技术方案 功能

公共信息数据库 SQL Server 2012（主-备）
主要存储集团架构和人员基本信息、公共业务数据等结构化数据， 

为公共信息对接平台提供数据服务

日志数据库 MongoDB
主要存储接口调用、重要业务流程存证、用户行为等日志数据， 

为行为分析和系统运维提供数据服务

表1 数据中心构成和技术方案

表2 公共信息对接开放平台构成和技术方案

名称 技术方案 功能

LDAP服务器 OpenLDAP
采用LDAP轻量目录访问协议提供组织架构和人员基本信息， 

为系统的接入提供LDAP域验证的技术支持

LDAP订阅服务器 ADO.NET/ Windows Service
采用Windows服务开发技术使用轮询机制维持LDAP域和 

公共信息数据库相关数据的一致性

WCF通讯服务器 ADO.NET/WCF/ZeroMQ
为应用系统的接入和数据访问提供接口服务，

包括消息队列、双工通信、接口权限管理和消息队列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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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息数据中心，实现如图2所示的

公共信息开放平台的所有功能，并

完成与自主开发设计的集团员工教

育培训管理系统的数据对接，验证

了方案的可行性。下一步将开展与

集团OA系统、智能楼宇管理系统等

应用的对接，自主开发实现应用系

统集成平台功能，逐步解决信息孤

岛问题。本文所述方案的平台架构

具有高可靠、高性能和松散耦合的

特征，支持异构分布式平台，能够

为解决应用系统“信息孤岛”问题

提供技术参考。

参考文献：

[1] 徐世友. 面向服务的企业应用集成研

究与实现[D].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2] 姜炳旭. 面向中小企业应用集成的数

据转换系统研究与实现[D]. 沈阳师范大

学, 2011.

[3] 夏耀稳, 吕赛鸫, 李志平. 基于中间件

和Web Services的企业应用集成方法应用

研究[J]. 计算机与数字工程(10): 99-101, 

106.

[4] 何良泉. 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如何打

破“信息孤岛”现象——以广西财经学

院为例[J].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 65-

68.

[5] 李国勇, 陈蜀宇, 高峥. Web服务中的跨

应用单点登录[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2): 72-77, 94.

[6] 叶军, 陈志辉. 智能化执法办案中心

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探析 [J ] .  警察技术 , 

2019(4): 66-73.

作者简介：

石伟（1989-），男，重庆广播电

视集团（总台）信息技术中心工程

师，硕士，中级职称。主要从事网

络管理、系统运维、网络安全建设

等研究和应用，曾参与“集团资金

平台项目进入银企互联”、“重庆

广电新广告管理系统”、“重庆电

视台音乐数据库系统升级改造”、

“L DA P域服务器和A P I接口开

发”、集团私有云建设、移动应用

开发等重大项目。

名称 技术方案 功能

应用系统集成门户 .NET/MVC/JQuery 基于VS2012采用.NET MVC模式，实现统一认证登录

Nginx负载均衡服务器 Nginx反向代理  基于Nginx反向代理，为CAS集群提供负载均衡

CAS身份认证服务器  CAS/Tomcat  基于两个节点搭建CAS Server集群提供统一身份认证

Redis缓存服务器 Redis 采用主备模式的Redis实现票据缓存和Sesson共享

表3 应用系统集成平台构成和技术方案

图4 单点登录时序图

图3 消息队列技术收发消息的性能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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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互动类节目外场直播连线技术
多方案对比研究

【摘  要】 综艺互动类电视节目对实时交互有着强烈的需求，重视与线下观众或嘉宾的直播连线互动。本文以浙江电视台民生

休闲频道《我是大赢家》的外场连线方式的发展更迭为例，详尽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场外直播连线方式的系统构成，包括卫星车

连线，运用视频通信软件连线和4G背包连线。通过对比剖析这三者的优缺点，挖掘了各个直播连线方式的不同适用场景和运

用能力。

【关键词】 场外直播连线， 4G连线， 卫星车， 多方案

【中图分类号】 TN948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10002008

【本文献信息】葛婷婷.综艺互动类节目外场直播连线技术多方案对比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2).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Solutions for Outfield Live Broadcast 
Connection Technology for Interactive Variety Shows

Ge Tingting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5,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ve variety TV programs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real-time interaction, so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live broadcast connection 
with outfield audiences and guests. Tak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outfield connection mode in the program “I’M THE WINNER” of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s leisure channe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system structure of outfield live broadcast 
connection in detail, in consist of SNG connection, video communication software connection and 4G backpack connection. By comparatively 
analyz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means, we explore different applicable scenarios and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of each live connection 
method.

Keywords  Outfield live broadcast connection, 4G connection, SNG, Multi-scheme 

葛婷婷

（浙江广电集团，浙江  310005)

0  引言

电视直播连线作为一种常见的电视播出形式，在近十多

年的实践探索中，发展出多样化的传输方式，包括光缆线

路、卫星、微波、3G/4G等。然而，如何做出更高质量，更

为快速，也更具安全性的技术方案，仍然是当下技术工作人

员需要探讨的主题。

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的《我是大赢家》是一档周播

的综艺类直播节目。随着这档节目开播四年来对演播厅与场

外活动的互动需求日益升级，场外直播连线的技术方案也朝

着更为便捷，时延更低，质量更高的方向不断整合和完善。

本文以该节目作为切入点，对于传统的卫星车连线、QQ通

讯软件连线和TVU背包连线这三种直播连线方式给出了详

细的视音频传输系统图，深入地剖析了各个技术手段的优缺

点，对其针对不同场景需求的适用性进行了总结探讨。例如

成本较高的卫星车连线更适用于大型户外活动的互动节目，

TVU的便携性更适合应用于单个摄像出动的小型采访，而

运用视频通讯软件进行连线互动，则在成本控制上占尽了优

势。直播连线是一个双向通信的过程，一是外场的声音信号

需要送给内场主持人，二是内场的节目声音需传送至外场连

线人员的耳机中，依此完成交互沟通[1]。因此，本文针对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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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连线的通话需求，还提供了电话耦合器实现方案和Vlink

远程通话实现方案，并对这两个方案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对比 

探讨。

1  直播连线技术方案系统实现

1.1 卫星车直播连线

卫星车传输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直播连线方案，在《我是

大赢家》演播厅与外场线下活动直播连线时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其实现系统图如图1所示。采集端为外出摄像机组，通

过卫星车发射到同步通信卫星，实时传送视音频数据。播控

中心接收卫星车送回的信号，通过光纤传送到制作中心的演

播室现场。演播室内的光收板卡将光信号转换成SDI(Serial 

Digital Interface)基带信号，再经过交叉变化设备Evertz 

HD2012进行帧同步和解嵌。最终，卫星车视频信号送至切换

台，音频信号送至数字调音台。

1.2 运用QQ平台视频直播连线

通过QQ平台视频直播连线，一直以来应用于热心观众场

外连线抽奖的环节中。该技术方案的好处是无需工作人员外

出或远程指导，只需连线观众通过常用的视频聊天软件与演

播室实现直播互动即可。连线观众在外场使用智能手机或电

脑，打开QQ软件与演播厅内主持人进行视音频聊天，其传输

系统具体如图2所示。

图1 卫星车信号送演播室系统图

图2 运用QQ平台直播连线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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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还可实时监控传输情况来调节码率和延时。时延和码

率分别影响着直播传输的连续性和画面图像的质量。时延的

设置必须要兼顾直播的安全性和连线的交互及时性，在外场

连线开始前结合当前网络环境进行开机调试，使接收机有适

宜的时间应对带宽骤降。该节目一般设置时延是0.8秒，在调

试过程中再根据外场4G环境以0.2秒为单位进行递增。在设定

好时延的基础上，根据节目画质需求调节最大码率。网络环

境较差时，可适当降低最大码率，因为抖动范围区间的缩小

可降低信道环境复杂多变时导致的画质差异；网络环境优异

时，可增加最大码率，使接收机输出高质量的视频图像。为

保障直播安全，节目过程中会配备一个技术人员通过接收机

的管理平台，监测线路质量和误码率信息，查看所有通信链

路的网络连接状态，并根据画面质量判断是否需要调节码率

延时参数。图5所示为TVU直播连线画面。

图3 场外观众直播连线画面

图4 TVU信号送演播室系统图

该方案的视音频双向传输基于公用网络进行。外场观众

的画面与声音通过演播室的电脑分开输出：VGA端口输出视

频信号，再经ImagePRO-HD格式转换器进行帧同步并转成

SDI基带信号，最后送至切换台；电脑的输出音源通过3.5mm

口收声，再经过DI盒(Direct Box)转换和降噪，最后送至调

音台。而外场观众所看到的演播室画面，由矩阵调度出一

路带声音的PGM信号，送至Blackmagic转换盒。Blackmagic 

Web　Presenter能将SDI视音频信号转换成USB网络摄像头信

号，只要在QQ视频聊天的设置中将摄像头和麦克风选择为

“Blackmagic　Web　Presenter”，即可将演播室的主持人画

面信号送至外场观众，连线画面如图3所示。

1.3 4G背包直播连线

1.3.1 TVU信号送演播室系统实现

4G传输的系统由背包发射机、传输网络、接收管理机

三部分组成。TVU直播连线前端，只需要摄像师携带拍摄

设备，连接上背包里的TVU发射机即可实现。通过

H.265编码标准将有效的视音频信号进行编码后，

通过多路独立的4G链路进行传输。传输路径依靠4G

公用网络传输系统，支持三大运营商的4G制式，

包括TD-LTE(Time Division-Long Term Evolution)和

FDD-LTE(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Long Term 

Evolution)。一般TVU背包内置六张SIM卡(三大运营

商的卡各两张)，利用多家运营商的信道来弥补相互

之间覆盖不足的缺陷。TVU接收机是发送设备的对

应解码器，在演播室内接收视音频信号输出。经过

HD2012帧同步并解嵌后的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分

别送往切换台和调音台，如图4所示。

1.3.2 码率与时延设置

TVU不仅拥有着智能动态编码系统，其接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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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播室对外通话技术方案

2.1 通过电话耦合器传送演播室声音

直播连线中，演播室的主持人与场外主持人实现双向

通话，是场外与演播厅实现互动的必需条件。外场主持人

的声音通过节目传输通道传送回来，数字调音台将其送演

播厅内场扩声即可。而内场主持人的声音信号，可通过

调音台送至电话耦合器，再通过电话线路传送至外场，

如图6所示。电话耦合器在远距离无线通信系统中，是一

种低成本且便捷的通信方式。它与节目传输信道一起组

成了双工通信链路，完成了外场与内场直播连线的互动 

需求。

2.2 通过Vlink传送演播室声音

Vlink是一款可安装在手机端的互联网应用软件，支持

远程用户通过3G/4G的方式使用RTS内部通话系统矩阵接

口，依托VoIP功能与演播室的其他工位实现交互通话 [2]。 

调音台将内场主持人声音送入通话矩阵，通话矩阵与

Vlink之间通过声卡传递语音信息，而MTM-2000则在通

话矩阵与Vlink之间完成矩阵控制信息的传输，如图7所

示。外场主持人只需登录手机端的V l i n k，即可听到演

播室内场主持人的声音，而外场主持人的声音，可与直

播连线画面一起，经由直播信号传输信道传送到内场演 

播室。

2.3 两种技术方案对比

这两种外场通话技术方案，可根据节目的需求和成

本，与不同的直播连线方式进行自由组合。从通话质量上

图6 通过电话耦合器传送演播室声音

图7 通过Vlink传送演播室声音

图5 演播室与TVU外场直播连线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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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使用Vlink进行远程通话，声音质量更高，时延更

低。从成本上比较，电话耦合器成本明显低于Vlink，技

术实现也更简单一些。从灵活度上比较，Vlink与内部通话

矩阵相连，可实现任一甚至多路通话矩阵端口对外场的交

流。而一个电话耦合器传送一路声音信号，实现多路则需

增加电话耦合器数量。因此，400演播厅对外场通话，以

Vlink技术方案为主，而电话耦合器可作为安全直播的备份 

手段。

3  不同连线方式对比分析

卫星车直播连线能满足广播级的视频画质需求，设备和

人员配备充裕，在大型户外节目的直播中仍具有不可撼动的

地位。但作为一种点对点的连线实现方式来说，若应对的是

机位需求较少的小型户外活动或采访类节目，造价过于昂

贵，且传输信号易受天气因素影响，尤其是暴雨的雨衰影响

会限制卫星的Ku频段传输[3]。

4G背包依托于图像压缩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高速发

展，成为电视节目现场报导可选的一种有效直播方式。它相

对于卫星车而言，具有便携，低成本，低人员配置的优点，

极大地解放了电视台的生产力，提高了直播的时效性和互动

性。相较于卫星车，4G背包打破了专网专用的传输模式，但

它不适用于运营商基站分布较少的山区海边，或是人群过于

密集的环境，因此取代不了卫星车作为长时间广播级传输方

式的地位。

QQ等通讯平台的使用的广泛性，使得利用手机或电脑画

面进入系统进行直播连线具有较低的门槛。QQ通讯软件视

频聊天的过程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向通信链路，只需利用一些

演播室内的信号转换设备接入系统即可实现连线，具有构建

成本低、人员耗费少的优点。但其传输画质及延时受限于软

件本身，外场的拍摄参数与声音质量也取决于手机的硬件条

件。因此，这种直播连线方式仅适用于一人或少数几人的场

表1 不同直播连线方式优缺点总结和适用场景分析

直播连线方式 优点 缺点 传输线路 适用场景

卫星车 高画质、多机位 造价昂贵、天气影响 卫星 大型户外活动

QQ视频 低成本、操作简单 画质一般、场景局限大 3G/4G或WiFi 观众连线

TVU背包 高画质、便携、次秒级延时
不适用于基站分布少、 
传输资源抢占恶劣的情况

3G/4G或WiFi
小型户外活动、嘉宾采访、 

突发应急情况

外互动，甚至不需节目工作人员出外场，最为典型的应用就

是场外观众连线抽奖。

这三种不同连线方式的主要优缺点总结和适用场景如表1

所示。

4  结束语  

这三种直播连线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是大赢家》节

目的创造活力和互动能力，可在一场节目直播中同时进行观

众连线抽奖、主持人送惊喜到家、线下活动连线互动等环

节。不仅如此，这三种直播连线方式对于其他综艺互动类电

视节目也有普遍适用性。针对不同的成本控制与需求规划，

可匹配选择最适合当场节目的一种外场直播连线方式。在多

地连线互动需求驱使的大型节目前，采用卫星车传输和4G背

包传输等多种外场直播连线方式结合的方案，不仅能优势互

补，还能达到相互备份的作用。随着传输方式趋于多样化，

多屏互动直播连线的未来可期，朝着时效性和交互性更强的

全媒体时代发展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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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的地市级电视台全台文件化
送播的探索与应用

【摘  要】 本文以天水广播电视台新址搬迁电视播出系统技术方案设计与实施为例，阐述了地市级电视台通过搭建云计算平

台实现制播网内全程文件化送播，提高工作效率，为下一步实现全台网内全程文件化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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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ocumentation-based Transmission and 
Broadcasting in Municipal TV Station Based on Cloud Platform

Zhang Tianliang

(TianS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GanSu 741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chnical scheme of broadcasting system for relocation of Tians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municipal television station can realize whole process file-based transmission within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network by building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so as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next step to realize whole process file-

based transmission in whole station network.

Keywords  Municipal TV statio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ystem,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File transfer

张天亮

（天水广播电视台，甘肃  741000)

0  引言

随着技术科技的发展以及现有技术的实践应用，广电行

业已进入全台网深化阶段，通过资源整合、生产方式转型、

业务流程再造等，使台内各功能网络协同运行、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推动新闻、制作、数字内容管理、播出、收录等

单个业务板块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全台全程文件化是今后电视全台网的发展目标。随着云

计算的成功应用，IT 设备逐渐在广电领域深入使用，建设广

电私有云已成为当前广播电视发展的必要手段，面向全媒体

播出的云转码媒体文件整备系统因此应运而生。

对于播控中心来说，需要建立一个共享数据中心，可以

直接读取来自各个制作网、媒资网的非编素材；采用云计算

平台实现云转码的系统正是针对这个应用需求，通过接口集

群接受非编迁移指令，调度系统把媒体文件分片交付云计算

中心，然后通过聚合服务器形成指定播控文件格式，通过交

互平台推送给相应播控平台。

1  搭建云计算平台

天水广播电视台此次新址搬迁中，为实现全台各数据网

络深度融合，避免出现数字孤岛，在电视播出系统进行技术

方案设计之初就考虑到采用搭建一套以云计算服务器为基础

的高效的转码、技审、响度处理、迁移、传输系统，以集群

方式进行工作，采用任务分割与聚合技术实现台内文件素材

在各个子系统之间高效流转的文件化送播系统。

天水广播电视台新址电视播出系统设计为两个频道高标

清同播，制作网、演播室、演播厅实现全高清制作播出。标

清PGM信号由高清PGM信号采用挤压方式下变换播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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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作到播出全部为高清素材，如果还是以原来标清方式，

硬盘播出的节目素材使用SDI 1∶1采集，或者非编网打包生

成——转码服务器——迁移服务器——播出服务器的模式，很

多时间将会浪费在节目素材的上载和导入上，在紧急情况下有

可能使得待播节目未能及时上载出现漏播而造成播出事故。

构建高速的网络结构及高带宽存储，提供全台网充足的

计算能力，使各功能网络能够便利的接入全台网，便于全台

快速扩容和按需调拨是搭建云转码的基础平台。为解决高清

节目素材从制作到播出能够短时间、高效率完成文件化送

播，我们在电视播出系统设计时采用了搭建云计算平台，将

之前需要各专门服务器完成的工作交由云计算平台去完成。

同时，云计算平台需要增加计算能力时，只需增加运算单

元，部署相应应用模块就能实现功能扩展。

根据台内高清节目文件转码效率的需求，云计算平台由

硬件系统、应用、系统接口、系统监管等几部分组成。云计

算平台硬件部分以8台刀片服务器为主要计算资源，部署相

应的数据库、迁移、导入、文件化送播应用集群、监管服务

等应用。通过万兆光纤交换机分别与非编网、上载平台、审

看/导入、播出网等各网络连通，其中，由于非编网中部署

有融媒体核心并通过防火墙和堡垒机与外网连通，所以部署

了万兆硬件防火墙与非编网进行连接，确保整个网络运行安

全。系统拓扑图如图1所示：

2  文件化送播系统

2.1 云转码的实现过程

文件化送播平台的核心技术在于分片式转码。通过把文

件按照 GOP 整数倍分片，把分片后的片段分布到计算服务器

集群做转码运算，转码后片段存储在聚合服务器缓存，通过

片段识别技术把转码后的数据片段聚合成媒体文件。根据转

码任务来灵活部署（LaaS服务模式）计算服务器数量，从而

可以均衡转码任务，提高转码效率，满足集团化转码需求。

2.2 文件化送播平台构成

文件化送播平台包含了云技审、云调度、云计算、云聚

合、云迁移等几个业务模块。整体架构由以 PaaS（平台即服

务），SaaS（软件即服务），L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三大

服务模式为基础，支撑非编制作网络与播出节目平台网络素

图1 系统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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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交互的技审、迁移、转码，数据管理、流程监管等。文件

化送播平台构成如图2所示。

2.2.1 媒体调度云

完成非编成品素材的分段切片，并完成媒体的分发调度

工作，将切片后的素材传递往媒体计算云。媒体调度云整体

切片及分发通过 SaaS  发布往监管系

统进行状态监管。

2.2.2 媒体计算云

媒体计算云进行切片素材的转码

处理，利用 LaaS  平台的处理性能，

分担处理素材的转码工作，将素材传

递往媒体聚合云。媒体计算云处理进

度实时反馈给媒体调度云，云内部自

动完成任务均衡及故障接替。同时将

云计算进度发布往监管系统进行状态

监管。

2.2.3 媒体聚合云

媒体聚合云将经过计算云处理过

的素材切片进行聚合，形成最终完整

文件，再通过传输平台将素材迁移到

节目播出网络。聚合过程中将故障片

段信息实时反馈到媒体计算云，进行

素材的再申请。同时将云聚合进度发

布往监管系统。

2.3 文件化送播系统工作流程

各制作网非编素材经过节目交互

平台路由把媒体文件迁移到文件化送

播平台存储系统；首先经过云技审，

通过技审的素材由转码调度系统建立

转码任务分布到各个云转码计算中

心，再通过云转码计算的分片、转码

及审核后，聚合服务器把各个片段文

件合成目标文件，最后根据转码任务

目标安排自动启动迁移线程路由，将

完成云转码的节目素材文件迁移到播

出网络目标磁盘阵列。文件化送播系

统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各软件功能

模块如图4所示。

3  文件化送播系统的应用

文件化送播系统以总编室串联单

图2 文件化送播平台构成示意图

图3 文件化送播系统工作流程图

图4 各软件功能模块

为核心，将制播流程网络化，形成从制作网到播出网的自动

文件化送播流程，通过播出节目单，将整理好的节目自动上

传到播出网络。节目集中送播具备安全控制设备，并有严格

的转储、推送和时间控制机制，确保播出系统的高安全性。

文件化送播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将完成文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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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码、技审、响度处理、迁移、传输等模块任务，实现对

文件化素材的技术审查、响度控制、转码调度、迁移传输、

MD5校验等一系列的文件化送播流程。

制作系统完成的成片节目进行集中送播的存放和管理，

使用基于WEB方式或云转码方式的送播流程。制作网将台

内自制节目、外购电视剧等文件素材提交送播申请，文件

化送播系统根据接口信息及节目单信息将素材抓取到文件化

送播系统存储。文件化送播系统有完善的节目审核机制，

在特定节点配置自动技审和人工复审环节，支持节目后台

自动技审分析。可以制定不同的策略，比如头尾一分钟快

审、自动技审的指标和阀值设定，以及播前审看的策略定

制；文件化送播系统对送往播出网的节目素材具有自动响

度控制环节进行统一响度控制，通过审核后才能入库进行 

送播操作。

技审功能负责对所有待播节目进行技术审核，确保节目

的技术质量。技术审查的内容有：检查节目素材的格式是否

正确，节目代码是否正确，素材长度是否正确，自动判别视

频信号素材中是否有黑场、彩条、静帧、彩场、色彩丢失、

单色等故障，自动判别音频信号丢失和音量过大等，素材是

否能够完整的播放等项目，技审信息可实时查看。生成自动

技审报告，详细、准确记录故障时间、故障类型，故障门限

值可由用户自行设定，发现故障后能及时提交故障报告。节

目通过技审审看后可以根据手动送播命令或自动送播策略完

成节目送播。

文件化送播系统提供素材的一致性检查：建立素材完

整性、一致性检测机制，能手动对库中所有素材进行一致

性检查工作。支持检查节目代码是否正确，检查节目素材

的元数据信息是否正确，可获取格式、比特率、量化、帧

频、GOP、宽高比、彩色格式、VBV缓存、文件大小等元

数据信息。系统支持MXFOP1a标准、MPEG2格式文件，并

对文件格式进行检查，保证文件格式符合播出服务器要求

格式。对于不同的内容类型和节目源可设置不同的模板和 

类别。

系统提供文件送播全程的状态监控，具备完善的监控报

警体系，在不同节点，对不同的错误进行分级别的报警，并

且快速定位故障点。对节目制播有严格的流程监控和关门时

间设置。与现有播出系统的工作流程实现无缝的融合，无需

对台内人员岗位配置做调整或增加。集群系统内部协同工

作、互为备份，可以自动完成任务均衡及故障接替。同时将

计算进度发布往监管系统进行状态监管。

当文件化送播过程出现错误，包括：技审未通过、MD5

校验未通过等，或者频道具有权限的人员主动撤销送播时，

均需启动送播变更对文件送播进行撤销，通过监控系统进行

送播变更预警。系统提供有完备的日志查询功能、统计、报

表功能，便于事后监管。

文件化送播系统通过搭建的云计算服务器来实现制作网

和播出系统之间素材的交互和送播，完成不同格式之间的互

相转换、文件共享等任务。做到了将台内高标清播出系统与

各制作网互联，实现台内待播节目的文件化、网络化、无带

化传输。

4  结束语

天水广播电视台电视播出系统云计算平台搭建完成后，

由于运用了云技术，采用基于云平台的技审、迁移、转码系

统架构，突破了台内节目素材交互一体化流程中的瓶颈，实

现了节目向制播一体，全程文件化流程的发展。同时，云计

算平台提供了web访问的业务通道，通过web页面完成节目素

材导入及文件化送播全程监控，形成全台网接口传输方式的

备份，实现了与全台网及非编制作系统的高效、安全的互联

互通，满足未来台内的业务发展需求。

在系统试运行阶段测试，高清素材的转码效率达到了10

倍速，非编网提交15分钟的节目素材2—3分钟即可在播出端

检索到。解决了过去节目素材只能1∶1上载，非编网与播出

网不能互联互通的问题，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在云计算

平台应用中我们也发现，一定要做好虚拟计算单元的维护工

作，要有备件以便刀片服务器故障时及时更换。由于文件化

送播改变了传统电视台节目素材送播流程，要求相关工作人

员要严格按照操作要求规范操作，认真审核节目素材。对于

西部地区地市级电视台，我们是按照实现功能要求搭建云计

算平台，但预留了扩展空间。今后只需要增加计算单元，部

署相应应用就可实现新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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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OCSIS网络的全IP化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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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广东广电网络的网络数据与运营数据为基础进行建模，参照当前主流DOCSIS设备的能力，对基于DOCSIS

网络实现业务的全IP化进行了探讨与实践，提出了适用于广电网络技术演进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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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network data and operating data of Guangdong Cable Network Limited, and referred to the capability of current mainstream 

DOCSIS equi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practices all-IP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s based on DOCSIS network, and proposes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broadcast networ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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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510623)

0  引言

广电网络的技术体系始于同轴，发展于同轴，可以说同

轴网是广电网络的标志性符号。DVB标准虽已推出多年，但

由于其在有线广播电视上应用具有传输效率高、传输质量优

异的特点，仍为国内使用最广泛的数字电视传输技术，伴随

着国内广电网络经历了数字电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直至

今天仍被广泛使用。随着4K超高清视频、超高速宽带的快

速普及，DVB标准因其产业化程度下降、业务调度灵活性不

高、频率资源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凸显，成为广电网络实现

全面转型的桎梏之一。反观曾被诟病在视频传输服务质量管

理上不如DVB的IP体系，由于互联网的极大发展，其技术生

态、产业生态与DVB的差距已不是一个量级，IP设备的快速

迭代亦解决了传输带宽的问题。要实现“广电+互联网”，全

IP化也许是无可避免的。

DOCSIS标准是目前国内广电网络中应用比例最高的双

向接入网技术，有着明确的演进路径。随着与电信运营商的

竞争趋于同质化与白热化，广电网络是否仍继续坚守DVB标

准的争论不绝于耳。一方面，近年来DVB标准的产业化程度

出现了明显下滑，而且由于标准的迭代过慢，在面临8K、

AR/VR等新业务形态时，愈发显得束手无策。另一方面，随

着DOCSIS标准的不断迭代（见表1），其设备数据带宽大幅

提升，结合IP组播技术，已完全具备数字电视业务的承载能

力，从而实现广电网络的全IP化。

广电网络全IP架构分为平台、网络、终端三大部分，其

中平台可借鉴成熟的IPTV与OTT TV架构，终端根据业务定位

可分为CableModem+IP机顶盒、IP网关（内置CableModem）

+IP机顶盒两种。本文重点探讨网络，特别是接入网部分。

1  流量测算模型

“一刀切”的过渡方式投资巨大且工程实施难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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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流量测算模型将考虑DVB用户与全IP用户长期并存的局

面。因此，过渡期内频点资源的调整与重新分配是需要面临

的首要问题。结合广东广电网络DOCSIS设备与双向光节点

覆盖用户数的情况，业务从DVB向全IP过渡的流量测算模型 

如下：

1.1 测算模型

根据广东广电网络的运营数据得出测算模型参数，见 

表2。

DOCSIS 1.0 DOCSIS 1.1 DOCSIS 2.0 DOCSIS 3.0 DOCSIS 3.1
FULL DUPLEX 

DOCSIS 3.1

Highlights
Lnitial cable 

broadband technology
Added voice 

over IP service
Higher 

upstream speed
Greatly enhances 

capacity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progression
Symmetrical streaming and 

increased upload speeds

Downstream 
Capacity

40 Mbps 40 Mbps 40 Mbps 1 Gbps 1 Gbps 10 Gbps

Upstream 
Capacity

10 Mbps 10 Mbps 30 Mbps 100 Gbps 1-2 Gbps 10 Gbps

Production 
Date

1997 2001 2002 2006 2013 2017

表1 DOCSIS发展路线

表2 测算模型参数

测算模型项 参数值 备注

光节点覆盖用户 100或200 按覆盖规模

用户开通率 80% 有效用户数/覆盖用户数

宽带业务渗透率 80% 宽带业务用户数/有效用户数

直播业务渗透率 100% 直播业务用户数/有效用户数　

点播业务渗透率 80% 点播业务用户数/有效用户数

宽带并发率 2% 宽带用户同时使用的概率

点播并发率 5% 点播用户同时使用的概率

业务保障带宽 200 1、用于直播、点播、宽带的机动扩容；2、用于高峰期宽带测速

直播节目码流（含4K） 14.4 按用户收视行为测算，测算方法为5×20%＋8×55%＋36×25%

点播节目码流（含4K） 25 按4K点播码流计算，IP点播取25M，IPQAM取1个QAM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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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流覆盖模型测算

1.2.1 每光节点覆盖100户模型

当光节点覆盖100户时，按照全IP用户的不同占比预留IP

组播专业频点，当光节点下全IP用户占20%（16户）时，预

留4个组播专用频点（可传输13套节目）；当光节点下全IP用

户占60%（48户）时，预留6个组播专用频点（可传输20套节

目）；当光节点下全IP用户占100%（80户）时，预留8个组

播专用频点（可传输27套节目）。同时考虑宽带业务、IP点

播、IPQAM点播及业务保障预留，则全IP用户不同比例下需

要分配的下行频点测算，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测算结果，该模型下近期（全IP业务占20%）

需要17个频点（其中DOCSIS需要14个频点），中期（全IP

业务占60%）需要19个频点（其中DOCSIS需要17个频点），

远期（全IP业务占100%）需要20个频点（其中DOCSIS需要

20个频点）。针对该覆盖场景，由于IPQAM设备已部署，

可继续使用原IPQAM设备服务DVB用户，C-CMTS上不设置

EQAM频点用于DVB点播。

支持16频点的DOCSIS设备，同一MAC域下光节点覆盖

的用户总数在100户时，能满足近期（全IP业务占20%）的

全IP业务开展需求，随着全IP用户数量的增加，组播专用频

点和IP点播频点需要逐步增加，会出现频点不足的情况，

需根据业务的发展情况逐步替换为支持32频点的DOCSIS 

设备。

1.2.2 每光节点覆盖200户模型

当光节点覆盖200户时，按照全IP用户的不同占比预留IP

组播专业频点，当光节点下全IP用户占20%（32户）时，预

留6个组播专用频点（可传输20套节目）；当光节点下全IP用

户占60%（96户）时，预留8个组播专用频点（可传输27套节

目）；当光节点下全IP用户占100%（160户）时，预留10个

组播专用频点（可传输34套节目）。同时考虑宽带业务、IP

点播、IPQAM及测速预留带宽，则全IP用户不同比例下需要

分配的下行频点测算，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测算结果，该模型下近期（全IP业务占20%）

需要28个频点（其中DOCSIS需要22个频点），中期（全IP业

务占60%）需要28个频点（其中DOCSIS需要25个频点），远

期（全IP业务占100%）需要28个频点（其中DOCSIS需要28

个频点）。

支持32频点的DOCSIS设备，同一MAC域下光节点覆盖

的用户总数在200户时，能满足全IP业务的开展，频点资源充

足，未来仍具有宽带提速的空间。

2  设备带宽能力分析

2.1 传统CMTS设备

传统CMTS设备下行最多支持16个频点，按256QAM调

试方式计算，最大可提供约800Mbps的下行速率，上行通常

配置1～2个频点，按16QAM调制方式计算，能提供约20～

40Mbps的上行速率。

现网CMTS设备一个MAC域通常下联2～4个光节点，共

覆盖500户左右，要开展全IP业务存在很大的带宽瓶颈，不建

议在传统CMTS区域开展全IP业务。

表3 下行频点测算（100户模型）

类型
带宽需求 

（近期：20%全IP用户）
频点需求

带宽需求 
（中期：60%全IP用户）

频点需求
带宽需求 

（远期：100%全IP用户）
频点需求

IP组播 预留4个直播专用频点 4 预留6个直播专用频点 6 预留8个直播专用频点 8

宽带业务 256

6

256

7

256

8

IP点播 25 50 100

IPQAM点播 150 3 100 2 0 0

业务保障预留 200 4 200 4 200 4

合计 　 17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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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CAP设备

CCAP设备和传统的CMTS设备相比，提升了频点支持的

数量及IPQAM功能，DOCSIS3.0下行最多支持48个频点（当

前使用16或32频点居多），按256QAM调试方式计算，最大

可提供约2400Mbps的下行速率，上行通常配置2个频点，按

16QAM调制方式计算，能提供约40Mbps的上行速率。

现网CCAP设备一个MAC域通常下联3个光节点，共覆盖

500户左右，CCAP覆盖地区要开展全IP业务，除了需要把每

个物理端口支持的频点数升级为32个以上外，还需要把每个

CCAP MAC域下光节点拆分至200户，工程改造成本较大。

2.3 C-CMTS设备

C-CMTS属于分布式CMTS设备，下行支持16频点、

32频点及DOCSIS3.1，下行能提供800Mbps、1600Mbps和

1700Mbps（1个OFDM）。

C-CMTS设备有16频点、32频点和DOCSIS3.1三种形态。

16频点的C-CMTS设备在覆盖100户的模型下在带宽能力近期

能支持开展全IP业务，但在中远期存在频点不足的问题。32

频点及DOCSIS3.1的C-CMTS设备能支持全IP业务的开展。

3  实施方案

3.1 网络改造成本

3.1.1 主要成本组成

1. 设备部署成本

1）参照国内C-CMTS的平均价格，16频点的设备（含

OLT PON口成本）约为1万/台；32频点的设备（含OLT PON

口成本）约为1.3万/台。

2）CCAP频点扩容License费用约0.1万/频点。

2. 网络改造成本

现网光节点基本只有2芯光纤资源，光节点拆分时需要从

机房端开始进行纤芯扩容，按每光节点扩容2公里2芯光纤计

算，成本约2700元，每光节点箱材、电缆改造、人工成本约

3300元，则每光节点改造成本约为0.6万/光节点。

3.1.2 户均成本测算

在实际部署中，网络改造是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投入

的。下面对几个主要场景下DOCSIS网络开展全IP业务改造的

户均成本进行测算：

1. 场景一：已部署CMTS，每光节点覆盖200户左右，采

用32频点C-CMTS替换光节点的方式扩容。

该改造方案下，用32频点C-CMTS设备替换原CMTS光

节点。需要投入的费用为1台32频点C-CMTS的费用，则户

均成本为：32频点C-CMTS设备费用÷（光节点覆盖户数

×0.8），即：13000÷（200×0.8）=81.25元。

2.场景二：已部署CMTS，每光节点覆盖400户左右，采

用32频点C-CMTS替换光节点的方式扩容。

该改造方案下，将该光节点对半拆分，用2台32频点

C-CMTS设备替换原CMTS光节点。需要投入费用为1个光

节点的线路改造费用及2台32频点C-CMTS的费用，则户均

成本为：（2台32频点C-CMTS设备费用+1个光节点拆分费

用）÷（光节点覆盖户数×0.8），即：(13000×2+6000)÷

（400×0.8）=100元。

表4 下行频点测算（200户模型）

类型
带宽需求

（近期：20%全IP用户）
频点需求

带宽需求

（中期：60%全IP用户）
频点需求

带宽需求

（远期：100%全IP用户）
频点需求

IP组播 预留6个直播专用频点 6 预留8个直播专用频点 8 预留10个直播专用频点 10

宽带业务 512

12

512

13

512

14

IP点播 50 100 175

IPQAM点播 300 6 150 3 0 0

业务保障预留 200 4 200 4 200 4

合计 　 28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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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景三：已部署16频点C-CMTS，覆盖100户左右，采

用32频点C-CMTS替换16频点C-CMTS的方式扩容。

该改造方案下，用32频点C-CMTS设备替换原16频点

C-CMTS。需要投入的费用为1台32频点C-CMTS的费用，则

户均成本为：32频点C-CMTS设备费用÷（光节点覆盖户数

×0.8），即：13000÷（100×0.8）=162.5元。

4. 场景四：已部署16频点C-CMTS，覆盖200户左右，采

用32频点C-CMTS替换16频点C-CMTS的方式扩容。

该改造方案下，用32频点C-CMTS设备替换原16频点

C-CMTS。需要投入的费用为1台32频点C-CMTS的费用，则

户均成本为：32频点C-CMTS设备费用÷（光节点覆盖户数

×0.8），即：13000÷（200×0.8）=81.25元。

综上所述，无论是CMTS覆盖还是16频点C-CMTS覆盖的

地区，做带宽扩容时最经济的方案是使用32频点的设备覆盖

200户的模型，应把该模型作为主要的扩容方式。

16频点C-CMTS设备对全IP业务支持度不佳，且涉及巨大

的改造工程量，利旧的成本并不经济，优先考虑设备到达使

用年限自然淘汰的方式替换至32频点C-CMTS。

3.2 网络改造策略

广东广电网络根据成本测算、业务承载策略及现网光节

点的覆盖情况，在DOCSIS地区试点开展全IP业务，网络改造

策略如下：

1. 传统CMTS在DVB+IP业务场景下已经出现带宽不足，

无法满足全面开展大带宽融合业务的需求，建议作为高优

先级场景进行带宽升级。操作上可将原光节点改造成覆盖

200户左右规模，逐步替换为32频点C-CMTS或DOCSIS3.1

设备（由于目前DOCSIS3.1设备成本太高，优先选择32频点

C-CMTS），并在改造后的网络环境下发展全IP业务。

2. 16频点C-CMTS覆盖区域的情况和CCAP类似，设备在

2015年开始陆续入网，带宽能力在DVB+IP下能满足较长一段

时间的需求，同时，使用BCM3218芯片的C-CMTS设备对组

播支持能力不理想，为避免反复整改投资和影响用户体验，

建议已部署16频点C-CMTS的区域暂时维持DVB+IP业务现

状，待设备自然淘汰更换为支持更大带宽的设备后再开展全

IP业务。

3. CCAP设备可通过频点License扩容升级为32频点，并

进行相应的光节点拆分，每个MAC域覆盖用户数改造为200

户以内。由于CCAP带宽能力在DVB+IP下能满足较长一段时

间的需求，且拆分光节点涉及较大工程整改，户均设备成本

增大，建议作为低优先级改造场景，充分利用已有投资继续

产生效益。

4  难点

1. 根据流量测算模型，在DOCSIS网络下实现全IP化需要

腾出至少28个DOCSIS频点。在数字广播电视节目动辄超过

150套的区域，随着4K频道不断增多，频率资源调整的工作

量较大。

2. 早期部署的DOCSIS设备对IP组播的支持度较差，可能

会涉及部分设备的替换升级，增加网络IP化改造成本。

3. 全IP虽能带来终端成本的降低，但相应的网络改造需

先行投入，能否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全IP业务的开展

进度,假如全IP业务渗透率低，网络改造的沉没成本将会变得

巨大。

5  结束语

作为广电网络的立身之本，同轴网络承载着最主要的用

户群体。基于DOCSIS网络的全IP应用可最大程度发挥同轴电

缆的潜力，既符合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趋势，又能解决光纤

难以入户的困境，可助力广电网络在三网融合中充分利用已

有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成功实现向新数字家庭服务提供商的

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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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网络虚拟化云平台的方案 
设计与实现

【摘  要】 江苏有线虚拟化云平台采用虚拟化技术作为平台建设基础，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进行集中式资源池

化管理，从业务层面及管理层面为企业内部提供私有云服务。

【关键词】 江苏有线， 虚拟化， 私有云， 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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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Virtualization Cloud Platfor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Xiong Lei, Liu Jianxing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Limited,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s used as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of JSCN virtualization cloud platform. Computing, storage and network 
resources are centrally managed as resource pool. And it provides private cloud services for the enterprise from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levels.

Keywords  JSCN, Virtualization, Private cloud, Cloud platform

熊磊，刘建兴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210001)

0  引言

传统IT基础架构中，受机房空间及电力、通风等基础设

施的制约，当业务迅速发展、应用所需服务器资源需求倍增

时，硬件资源不能快速到位、部署周期越来越长，这些问题

不但使得运维人员疲于查找老问题和部署新系统，还导致新

应用不能及时上线，最终影响业务发展。这种情况下，私有

云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私有云解决方案的提出及落地，使按需使用、快速部

署、节省成本等需求成为可能。私有云可以实现应用和硬件

服务器隔离；通过虚拟化技术实现了快速部署；通过自服务

门户使客户可以使用多个资源池的资源，而不用关心底层的

复杂技术；通过隔离技术，把多用户的需求进行隔离部署，

确保安全；通过生命周期管理，实现资源自动释放及重复利

用；为客户提供直观的使用记录和运行状况分析。这些技术

特点使得私有云技术方案被广泛接受。

江苏有线作为国内领先的广电运营商，信息化建设一直

走在行业前列，目前信息化建设覆盖计费运营、经营分析等

多套业务系统，服务器资源庞大，实施云平台建设对企业有

利且必要。

1  技术实施方案

江苏有线采用虚拟化技术作为整体方案的基础，将计

算、存储、网络资源进行池化操作。江苏有线虚拟化云平台

的整体部署架构如图1所示。云平台搭建过程中，计算虚拟化

（vsphere）、存储虚拟化（VSAN）、网络虚拟化（NSX）

通过统一的云管平台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运维。

1.1 计算虚拟化技术

通过部署计算虚拟化技术(vSphere)构建服务器计算虚拟

化资源池，将新购的物理服务器实现虚拟化（也可将原有服

务器纳入），提高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vSphere软件本身

所需磁盘空间小、通用性强（可适配不同主机），具备高级

内存存储管理功能，I/O可扩展性好。较物理机而言，v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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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很多高级特性，如vMotion、vSphere DRS、vSphere  

HA等。

1.1.1 vMotion

vSphere的vMotion能将正在运行的虚拟机从一台物理机

器实时地迁移到另一台物理机器上，保证零停机、服务连续

可用、事务完整。工作机制如图2所示。

vMotion执行过程中，运行中的进程一直保持运行状态，

虚拟机被迁移到新的主机，数据存储仍位于原来的物理存 

储上。

1.1.2 vSphere DRS

vSphere DRS 可以以单个计算资源的方式对物理主机的

群集进行管理。DRS知道虚拟机所在的逻辑群集，也知道其

运行的物理主机。DRS按照负载均衡的策略对虚拟机进行群

集分配，并按照预留、优先级和限制等资源分配策略进行群

集资源分配。

1.1.3 vSphere HA

当物理服务器出现故障时，VMware HA在其他可用机器

中自动重启受影响的相关虚拟机，保证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

的易用性和高可用性。

1.2 存储虚拟化技术

采用存储虚拟化技术（VSAN）完成江苏有线虚拟化云

平台中的存储层池化部署，采用SSD+机械硬盘的混合存储体

系架构，其中SSD作为缓存存储池，主要负责平衡内存与磁

盘间的数据I/O性能，机械硬盘作为数据存储池，主要用来存

储业务数据，SSD+机械硬盘的解决方案可以保证系统整体性

图1 江苏有线虚拟化云平台整体部署架构图

图2 vSphere vMotion工作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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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前提下进一步节省公司项目投入成本。江苏有线存储虚

拟化方案的架构如图3所示。

1.3 网络虚拟化技术

为了支撑云计算平台，数据中心网络拓扑要具备安全、

可靠、可扩展等特性，而网络虚拟化技术（NSX）不依赖于

硬件品牌，通用性强，可以在不变动原有网络架构的基础

上，实现云计算环境下网络资源的优化，满足云计算发展的

需求。NSX具体包括数据转发平面、控制平面、管理平面和

应用平面。

1.3.1 数据转发平面

NSX数据转发平面由NSX vSwitch组成，可提供丰富的服

务，包括在虚拟化管理程序内核中运行的用于提供分布式路

由、分布式防火墙等服务并实现VXLAN桥接功能的内核模块 

(VIB)。

1.3.2 控制平面

NSX控制器集群提供一个物理上分布，逻辑上集中的控

制层。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互为备份，节点丢失时，由其他节

点提供等量服务，不会影响转发平面的数据转发，可按需进

行集群扩容。

1.3.3 NSX管理平面

NSX管理器通过WEB方式提供GUI管理仪表板，便于系

统安装、管理和排错，为系统管理员查看所有NSX组件和虚

拟网络元素的日志以及状态提供方便。

1.3.4 应用平面

虚拟网络以软件容器的方式，为连接的工作负载提供逻

辑网络组件。通过NSX网络虚拟化，数据中心操作人员可将

物理网络看成透明容量池，按需使用。NSX的逻辑架构如图4

所示。

1.4 云计算管理平台技术

通过云管平台的自助门户和目录，客户可以对预定义基

础架构和桌面服务进行自动化的快速调配，能将应用上云过

程简化和自动化。这些功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敏

捷性、降低IT成本、缩短应用的上线时间。

云管平台本身不提供计算能力，它对虚拟化平台产生的

计算、存储、网络资源提供调配和管理，如图5所示。

云管平台由两大模块组成：虚拟机资源管理器（VRM）、

外部云管理器（ECM）。这些模块共同为企业提供广泛的管

理和调配虚拟资源、云资源和物理资源的能力，同时全面管

理机器的生命周期，从用户请求和管理员审批到期满退役和

资源回收，客观地提高了资源成本控制和管理。

云平台通过用户自助服务入口，交付给客户适合用户的

IT服务类目和管理功能，在不失IT监管和控制的情况下，为

最终用户提供云资源服务。云平台提供一个统一的服务类目

界面和定制化IT服务。云使用者根据图形化界面的步骤选择

服务类目，具体如图6所示。

云平台中具备应用蓝本功能，可提供“一次设计，随地

部署”能力。它将应用部署模型与底层基础架构隔离开，这

样可以跨云多次部署同一模型。在蓝本中使用黑名单服务强

制执行IT服务标准和法规政策，并监督合规情况。

创建设计蓝图可以提供一个标准化的逻辑应用部署拓扑

结构，并为应用架构师提供简单而直观的拖拽用户接口，具

有标准化应用架构、灵活可重复部署、可跨云部署、部署方

式丰富、故障自动修复、应用发布自动化等优点。

图3 VSAN SSD+机械硬盘架构

图4 NSX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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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云管理平台服务目录展现

图5 云计算管理平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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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创新点

江苏有线企业云平台的建设采用了包含计算、存储及网

络三大基础架构为基础的资源池化平台，通过自动化的云计

算平台实现基础架构资源IaaS资源、应用资源（中间件/数据

库等）的快速交付，满足业务快速上线的需求。其技术创新

点如下：

1. 采用业界领先的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实现计算资源池

化，为私有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2. 采用分布式存储架构，实现存储资源的弹性扩展，满

足云环境对于资源快速增加的需求，同时分布式存储提供的

存储策略能够更好的匹配云计算环境下各个业务对于资源需

求的精细化控制需求；

3. 采用软件定义网络SDN技术，实现通过云平台快速交

付网络资源的能力，包括按需提供多租户网络隔离，快速交

付交换、路由、负载均衡、防火墙、VPN等网络资源，打通

传统私有云方案在网络自动化方面的缺失，真正实现资源的

快速灵活交付；

4. 基于多种可选的蓝图的拖拽技术，可以快速便捷的完

成云商店中服务内容的创建；

5. 云平台在实现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之外，还实现了

PaaS服务能力，可以按需交付完整的三层应用架构（包括三

层架构的所有虚拟机资源、网络资源以及数据库、中间件等

资源），甚至包含了Oracle RAC等复杂的数据库部署方案；

6. 云平台本身具备优秀的可扩展性和与第三方系统/平台

的集成能力，可以实现与现有ITSM、CMDB等业务系统的集

成，打通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

3  应用情况

为全面增强客户服务质量、运营管理水平、IT支撑能力以

及网络服务能力，江苏有线建立业务云平台，全面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该资源目前已向全省开放。主要应用情况如下：

1. 虚拟化资源池搭建：包括主机、存储以及网络资源的

虚拟化，降低物理资源不同层次之间的耦合程度，使系统所

需资源不受物理资源的限制，保证系统资源的可扩展性与高

可用性。

2. 完成统一的业务云管理平台建设：完善IT资源管理流

程，在构建计算资源池承载用户应用系统的同时，实现资源

的统一申请、分配和管理，保证用户在计算需求的高峰时刻

有足够的资源和简便的部署方式来迅速满足前端需求。目前

已实现的主要功能如下：

1）生命周期及流程管理：实现对资源的开通、更新、回

收的生命周期管理，并结合可自定义流程审批引擎，实现交

付一致性与管理自动化；

2）即开即用的应用管理：为全省用户提供即开即用资源

服务（如计算、存储、网络和应用软件）；

3）多虚拟化平台支持：平台支持主流虚拟化产品（如

Vmware、Hyper-V、Xen等）的架构和技术特性，能够实现

无差异化的集中管理；

4）多角度用户管理：通过定义不同角度用户权限（如应

用集成商管理员、数据中心管理员、项目管理员、运维管理

员等）实现精细化的用户管理。

3. 网站群建设

1）网站群（私有云）建设：根据省公安厅《通知》的要

求，利用私有云技术搭建公司网站群，收编了13个地市的自

建门户网站，统一管理、统一防护、统一监测；

2）防病毒前置机1台：网站群管理中，对13地市上载的

内容需要先经过一个前置机杀毒，防止上载内容感染威胁网

站安全。

4.  提供私有云服务：目前已利用该私有云平台，为

ERP、运维工单、呼叫中心、网站群等提供服务。

4   结束语

江苏有线虚拟化云平台建设是一个起步，后续公司云平

台的应用范围可以扩大到公司内部所有的系统，通过该平台

建设可以快速、安全、高效地提供各项软硬件支撑服务，推

动公司三网融合业务发展，后续公司云平台建设积累到一定

程度，可以开展面向社会的公有云服务，为客户提供各项性

价比高的软硬件平台，节约社会资源，降低IT接入的门槛，

促进IT相关线上服务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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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行为大数据的广电 
宽带网络调优

【摘  要】 当前广电行业在互联网资源建设方面虽已初具规模，但相较于传统运营商而言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充分

结合广电自身宽带网络资源特点，依据网内互联网宽带用户的大数据行为分析，综合支撑引导网络出口及内网资源系统建

设，以此来提升内网流量服务占比，有效降低出口系统及运维成本，同时也间接提升了用户体验。结合流量资源精细化分

析，也为网络精准运营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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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10002012

【本文献信息】袁钊，孙玉闯.基于用户行为大数据的广电宽带网络调优[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2).

Radio and TV Broadband Networks Optimization  
Based on Big Data of User Behavior

Yuan Zhao, Sun Yuchuang

(JiShi Media Co., LTD. JiLin 13002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n terms of Internet resource construction, it still has a certain gap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perat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fully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s own broadband network 
resources,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of Internet broadband users in network behavior, and comprehensively support and guide network export and 
internal network resource system construc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intranet traffic services, effectively reduce export system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and indirectly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refined analysis of traffic resources, it also provides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accurate network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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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130021)

0  引言

伴随着广电互联网宽带业务的快速发展及用户规模的不

断增长，用户对网络资源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鉴于广电宽

带网络内网资源建设的局限性，导致了网间结算成本过大，

同时，自身网络内容资源的不足也导致用户上网体验不佳，

进而成为严重制约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广电宽带网络

流量精细化运营对降低出口成本、提升用户体验具有非常重

要的指导意义。

为更好的完成内容资源引入，降低网间成本，保障宽带

用户业务端到端质量等工作，需要建设完善的互联网智能流

控系统，组建全量互联网数据的分析能力，通过海量数据的

高效挖掘及定制化应用，为互联网流量控制、资源引入、网

络资源质量分析，互联网管理运维等工作提供有效的手段，

达到降低网间结算成本，提高用户体验的目的，全面实现互

联网流量精细化运营。

1  流量可视化的意义

传统基于负载均衡技术的网络出口资源调度系统，主要

依据用户访问目标运营商网络归属区分用户流量，无法做到

基于流量特点的精细化调度。流量分析是网络性能分析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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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网络规划设计的基础，精确的流量分析对设计高性能网络

协议、高效网络拓扑结构、业务量预测与网络规划、高性能

价格比的网络设备与服务器、精确的网络性能分析与预测、

拥塞与流量均衡都有重要意义[1]。

2  综合设计及系统建设

大数据可视化精准分析系统部署需遵循网络流量发展的

业务需求，本文针对多条百Gbps级链路带宽规模进行综合分

析，并提供互联网流量控制，实现网络流量可视化、互联网

资源综合分析、网络质量分析等功能，以满足广电互联网业

务的综合发展需求。

为充分保障互联网宽带业务的稳定性，省网出口采用上

行路由器成口子型方式部署，省网核心至省网骨干单侧均采

用多条百Gbps级链路带宽，采用双侧负载均衡配置省网出

口，上联两个方向分别为通过三方路由交换至三大运营商及

BGP路由连至ISP机房。为体现降本增效的工作方针，本网

中建设方案是通过出口交换机进行数据流量的汇聚，然后采

用串接的方式对链路进行监控。同时为保障现有网络拓扑安

全的前台下，对串接于网络中的可视化分析系统采用Bypass

分光的模式将链路原始流量进行分光给DPI主设备（如图1

所示），主设备对流量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将其他系统

需要的同源同宿后报文通过物理端口以哈希算法分发给不同

的业务系统，封堵服务器接到报文会按照黑白名单进行流量

封堵处理，XDR合成服务器收到报文会生产标准用户XDR

数据日志，然后将日志通过接口传输给流量可视化分析系统

及其他第三方系统，流量可视化分析系统通过大数据技术分

析收到的日志形成统计结果通过B/S架构界面输出给系统管 

理员。

3  系统主要功能

流量可视化即通过图像显示方法，直观、清晰地对通信

图1 设备部署位置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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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量改变状态进行显示，以掌握通信网络运行情况[2]。

因此，本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功能：

3.1 综合业务识别能力

可对通用特征库的特征格式进行精准识别。为应对网

络应用的快速增长，设备支撑特征库的系统配置，且能够

接受通用特征库的下发，并自动加载和替换设备原有特征库

的对应业务特征。同时对通用特征库的加载动作进行日志记

录，包括加载版本、时间、加载状态（成功或失败）等信

息，且加载日志可以下载输出。通用特征库未包含的业务，

可使用设备的自有特征库补充识别，且保持两个特征库同时 

生效。

系统能够基于源IP地址、目的IP地址、源端口、目的端

口、协议号五元素及其组合对流量进行识别，且能够自动

识别、还原网络中的隧道协议（VLAN、PPPoE、MPLS、

GRE）内封装的正常流量。

3.2 原始报文镜像复用功能

为保障流量识别后的复用（如对接缓存系统等），系统

能够对已识别的流量进行过滤并镜像，可按照按协议、业务

类型、特征字段等条件过滤或组合维度过滤流量并镜像。也

可按照流量内容进行镜像，内容包括文本、图片、视频等，

内容类型通过文件后缀确定。

3.3 非对称流量归并

设备可实现将同一个会话分布在不同链路上的非对称流

量进行正确的识别、统计、控制、还原等功能，并生成该会

话完整的XDR接收系统采集的XDR会话信息，按照XDR文件

要求进行格式处理后，对接会话数据接口，完成XDR文件传

输到分析统计系统中。

3.4 特殊流量封堵功能

1. 按IP对异常流量的封堵、解封功能

设备支持对特定IP地址的封堵，包括IPv4和IPv6，支持

对TCP和UDP协议的封堵和解封。支持按单独IP地址和IP地址

段的配置方式进行封堵和解封。

2. 按HOST对异常流量的封堵、解封功能

支持对域名的封堵、解封功能，包括IPv4和IPv6域名，

包含通配符*的前向模糊匹配模式。域名可以为IP地址，即IP

作为域名使用。域名最大长度为2048，超过此长度的，进行

截短操作，对执行截短操作的域名进行标记。

支持对域名/IP的完全匹配封堵、解封，如a.com；支持

对带端口的域名封堵、解封，如a.com:8080； 支持对域的前

向模糊匹配封堵、解封：如 *.abc.def.com 的模糊匹配封堵、

解封，*号为0-n字节的通配符。通配符在单独的一个点分区

域中，形如 *.abc.def.com；如果提交的黑名单为*.a.com，

那么就自动封堵该域名下的所有级别的子域名，即所有满足

*.a.com形式的域名，如含www.a.com、m1.a.com, n2.m1.a.com

等，但不含a.com.cn，a.com.jp等可与a.com.*进行模糊匹配的

域名。

3. 按URL对异常流量的封堵、解封功能

支持对URL链接的封堵、解封功能，包含通配符*的后向

模糊匹配封堵。URL最大长度为2048，超过此长度的，进行

截短操作，对执行截短操作的URL进行标记。

具备精确封堵、解封具体URL链接的功能；支持对URL

的后向模糊匹配封堵、解封：支持形如 a.com/b/* 的模糊匹配

封堵、解封，*号为0-n字节的通配符；如果提交的黑名单为

a.com/b/*，那么就自动封堵该目录下的所有资源；对访问的

全部黑名单URL链接均能成功封堵，支持HTTP协议报文头中

的真实访问目的域名/URL的识别和封堵。包括x-online代理模

式，例如x-online-host。

3.5 基础流量控制功能

具备精细化的业务识别能力（例如Web、Email、P2P、

VoIP、IPTV、病毒和攻击等，如图2所示），同时也可下

钻到具体细分业务（例如以P2P大类业务为例，小类业务包

括BitTorrent、eMule/eDonkey、Poco、Gnutella、Thunder、

Kugoo、SYS-Flood等）。

1. 结合流向IP资源进行流控，降低网络业务出网流量，

图2 智能业务流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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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结算压力。可基于运营商流向进行流控, 包括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国际运营商等汇聚流向。

2. 定义不同等级用户，分别制定和实施不同的业务管控

策略。参照客户类型、隶属区域等定义方式，将用户设备所

处的地区进行分类。

3. 提供特定时间的管控策略。提供多种时间调度类型，

如长期有效、一次有效、每天有效、每周有效等策略动态管

控。并对下发的策略生成日志，以便查看监管策略效果。

3.6 网络流量可视化功能

针对省网出口提供全面的流量分析功能。从用户群、流

向、业务等维度提供基于XDR的全面分析分析，帮助用户

清楚分析流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途径哪里，做了什么等

问题。利用排名、趋势等分析手段和曲线图、饼图、柱图等

图表呈现手段，帮助用户直观、准确、快速的获取全网流量

视图。按照用户群、流向、业务三个维度深入的细化分析，

提供流量、速率、占比等多种方式的排名，并生成各类日、

周、月报表。

3.7 互联网资源分析功能

1. 按照流量、访问量，对top网内及网外热点域名进行分析

包括出口域名分析（从省网出口分析top网内及网外域名

流量、访问量，及流向分布）；用户域名分析(从不同用户类

别，分析top网内及网外域名流量、访问量，及流向分布)；流

向域名分析(支持从不同流向类别，分析top网内及网外域名流

量、访问量，及流向分布)；基于域名关键字，分析top网内及

网外域名流量、访问量，及流向分布。同时具备资源定位能

力，可从域名下钻服务器IP。

2. ICP资源分析能力

热点ICP流量分析：系统依托于完善的网络特征和域名资

源库，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ICP的维度组织流量，结合

从应用角度的分类，提供对热点ICP的流量、访问量的精细分

析，并配合图形、表格等呈现形式，和用户群、流向等查询

维度，帮助用户直观、快速的了解ICP资源在网络中的分布、

使用情况。

热点ICP产品流量分析： 热点ICP产品分析聚焦于微信、

淘宝、百度地图等典型的互联网应用，并与ICP资源结合，从

最终用户实际使用产品的角度，了解网络资源的分布、使用

情况。

热点ICP域名资源分析：结合域名资源库，提供针对网站

类互联网资源的话单级域名分析，按网站类型分类、分级进

行多维聚合分析，定位网站资源内容分布与IP地址归属等，

为运营商资源内容管控能力提升助力。

ICP资源定位：具备针对某类热点ICP从类型分析→ICP

分析→ICP产品分析→域名（IP）分析，逐层细化的逻辑分析

功能，对热点ICP进行全面深入解析。

3.8 大文件资源分析能力

大文件分析功能依托于大数据平台的高速分布式计算能

力，针对通过HTTP协议携带并超过一定的大小阀值的文件进

行分析过滤，进行深度的规律分析总结呈现大文件资源的分

布和使用频率等信息。充分挖掘热点互联网资源，关注资源

变化趋势，为缓存引入提出参考依据。

可分析的数据包括：文件名称、文件类型、Host、IP、

ICP名称、流向、流量、速率和文件大小等。快速确认热点网

络文件资源，并定位资源归属的ICP、运营商、位置，支撑缓

存服务。并可利用排名、趋势等分析手段和曲线图、饼图、

柱图等图表呈现手段。

3.9 ICP资源分析能力

1. 热点ICP分析

系统支持对热点ICP的流量、质量、点击量的分析（如图3

所示），热点资源包括本省TOP100网站、TOP20视频。

2. ICP产品质量分析

系统支持对ICP产品进行全量URL资源分析能力，具备对

资源质差占比、分布的展示功能。比如腾讯ICP，需要分析腾

讯业务都包含哪些具体小类业务，每个小类业务中资源对应

的流量流向、质差比例及分布情况，可下钻至对应的域名及

IP。

能够统计ICP及下面小类业务及频道被访问的总流量、网

内流量、出网流量、流量占比、流量本网率、上行流量、下

行流量、流量流向（联通、电信、其他）、请求次数、等流

量指标数据。

能够统计ICP及下面小类业务及频道的总流量、平均流

速、TCP建链平均时延、TCP连接重试次数、TCP连接数、

TCP报文重传率、平均首字节时延、页面打开时延、综合质

量得分（包括不限于）等质量指标数据。

能够匹配省内DNS系统提供CNAME资源表，分析资源是

由那个三方CDN获取。资源表的内容是源URL地址, IP地址，

CNAME地址的对应关系。

3. ICP域名质量分析

要求系统具备从网络层面和应用层面分析域名服务质

量，并根据评分标准计算质量得分。展示每个域名的归属网

站、归属公司、端口号、总流量、平均流速、TCP建链平均

时延、TCP连接重试次数、TCP连接数、TCP报文重传率、平

均首字节时延、页面打开时延、综合质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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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按照日期、归属公司、应用类型、域名、TOPN等查

询条件，系统提供精确和模糊查询，并能重置查询条件；

查询结果应在3S内完成数据展示；

要求支持排序功能，支持每个数据字段的排序，默认按

照时间升序排序；

要求支持导出，可以导出查询结果或全部导出，

TOP10000导出时间小于2s；

只针对10KB以上的数据报文进行分析。

4. ICP IP质量分析

系统支持从源站服务IP的维度分析质量，统计每个服务

IP归属网站、归属ICP、端口号、总流量、平均流速、TCP建

链平均时延、TCP连接重试次数、TCP连接数、TCP报文重传

率、综合质量得分等质量指标。

支持按照日期、归属公司、应用类型、域名、TOPN等查

询条件，系统提供精确和模糊查询，并能重置查询条件；

能够匹配省内DNS系统提供CNAME资源表，分析资源是

由那个三方CDN获取。资源表的内容是源URL地址, IP地址，

CNAME地址的对应关系。

4  业务转化

互联网流量可视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指导业务的精准

运营，将各种业务流量趋势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流量分析建

模并预测，并将流量走势和预测结果以图像方式呈现，便于

直观发现网络流量的异常，提前做好网络优化[3]。

基于用户行为的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可进一步提升广

电互联网宽带业务的综合服务能力，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4.1 流量流向综合保障

可对本网出网流量流向的运营商分布情况进行综合监控。

1. 在实施出口采购时，可参照出口流量流向情况的比例

关系进行综合对比采购，从而在严格控制成本及提升用户访

问质量的前提下，防止出口拥塞和跨运营商访问情况。

2. 在日常互联网宽带运维保障过程中，可针对出口运营

商的流量情况，制定相应的出口优化策略，和里优化调配资

源，降低出口成本。

4.2 用户群的分析及管理

统计全网每日出网流量，计算内网用户总使用量的占比

情况。评估各分子公司地区流量使用情况并不均衡原因。

1. 互联网可视化精准分析系统可按照各分子公司维度加

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可结合用户数，可精细化核定各分子公

司宽带出口运营成本，在进一步细化数据后，可推送给各分

子公司，以支撑其市场运营情况。

2. 在精细化区分各分子公司的用户流量情况后，可按照

本网整体用户数据模型，间接分析出各分子公司的异常接入

情况（例如以商业目的私接宽带情况），减少公司资产流

失、规范市场做好数据保障支撑。

4.3 出口流量精细化调度

随着广电互联网宽带用户规模的迅速增长，网间出口流

量必然存在一定的综合压力，在用户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下，

图3 ICP资源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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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大数据的视角对用户出网流量精细化调度与管理（如图4

所示）。

1. 大数据可视化精准分析系统可将出网流量按照访问域

名、访问资源排行等方式精准筛选，可指导本网IDC资源进

一步引入建设，从而把用户访问的互联网内容资源牵引到内

网、降低出口使用成本并提升访问质量。

2. 系统可解析出已经引入CDN合作的公司内容仍在网外

的资源，可联合互联网公司技术人员共同调整策略、把此部

分内容资源牵引至网内。

3. 互联网内容资源的更新迭代时十分迅速的，互联网可

视化精准分析系统可分析数据，快速发现迭代出的新生互联

网公司和内容，从而指导公司在还联网宽带业务上的调整和

转型。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广电互联网宽带业务下的用户网络访问行为

进行综合系统化分析，在大数据的技术加持下，使得流量

访问情况有迹可循，从而能够对网络部署、流量牵引、出口

控制、内网建设、业务拓展等从技术到市场方面进行有力支

图4 核心网出网域名访问排行

持。本文基于用户行为大数据对广电网络调优的解决方案从

硬件拓扑到软件部署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优势主要在于能

够针对广电网络特点、充分利用调度系统固有资源进行合理

化配置，可视化的系统级管理对整体网络链路及业务进行综

合监管，从而有效控制了广电互联网宽带业务系统成本并有

效提升用户综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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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丢包对SDI信号IP化传输链路 
影响评价研究与实现

【摘  要】 本文搭建了SDI信号IP化传输模拟仿真链路，通过输入不同的高清测试图像序列，基于固定概率丢包和周期固定

丢包两种典型的丢包模型，利用图像质量评价的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对不同丢包概率下的SDI输出序列进行分析比对，研

究了网络丢包对SDI信号IP化传输链路特性的影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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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Impact Evaluation of Network Packet Loss 
on IP-based Transmission Link for SDI Signal

Wang Hongsheng, She Fangyi, Xu Chao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Science,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simulation link of IP-based transmission for SDI signal. By inputting different HD test image sequences, and based on 
two typical packet loss models of fixed probability packet loss and periodic fixed packet los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SDI output sequences 
under different packet loss probabilities by us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acket loss on characteristics of SDI signal which is transmitted by IP link.

Keywords  Network packet loss, Serial Digital Interface signal, IP-Based

王红胜，佘方毅，徐超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66)

0  引言

伴随着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SDI信号IP化链路传输已经

在部分电视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即在广播电视制作端可以

利用IP技术将SDI的基带信号转化为IP数据包进行传输。虽然

ST 2110和ST 2022系列标准已经把音视频数据的IP化作了相

关定义，但是对于IP网络状况对SDI信号的传输影响等相关内

容并未做出说明。本文基于两种最常见的网络丢包模型，研

究了在不同的丢包概率下的SDI信号IP化传输链路特性的影响

评价。

1  基本概念

1.1 SDI信号和IP化

SDI英文全称是Serial Digital Interface，即我们通常所说

的串行数字接口，是把数据字的各个比特以及相应的数据通

过单一通道顺序传送。通常分为三种格式，分别是SD-SDI、

HD-SDI和3G-SDI，传输速率分别是270Mb/s、1.485Gb/s以

及2.97Gb/s，由于传输的是未压缩的视音频信号，所以在节

目制作前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SDI传输不像网络协议

那样使用握手协议，故而此类传输不会因路径不同而出现 

延时。

IP英文全称是Internet Protocol，是TCP/IP协议体系中的网

络层协议。IP网络的出现颠覆了人类的生活，由于其提供的

是一种无连接、不可靠的和尽力而为的数据包传输服务，因

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随着IP技术的不断进步、带宽的

不断增长和成本的不断降低，如何利用IP网络传输高质量的

视音频信号也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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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MPTE系列标准

SMPTE（The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全称是电影和电视工程师协会，其一系列标准在影

音工业中被广泛应用。目前被广泛应用的分别是SMPTE2022

和SMPTE 2110系列标准。具体如下：

SMPTE 2022标准的前4部主要MPEG TS流的IP化传输定

义，分别涉及网络实时视频/音频前向纠错、IP网络恒定和可

变码率下的TS流单向传输，后3部主要针对SDI基带视频信号

IP封装格式和传输方式进行了定义，分别涉及IP网络高码率

媒体信号传输前向纠错和传输、IP数据报信号无缝路由切换

保护；SMPTE 2022标准是一套规范现场制作流程中不同IP

实体流的承载、同步和描述的标准，主要内容涉及定时和定

义、不压缩的有效视频和PCM音频、流量整形和传输定时。

2个系列标准关注的都是如何实现SDI信号的IP化封装，并未

对其传输变换评价做出定义。

1.3 网络丢包

信息在网络上传输是个不保证服务质量（QoS）的过

程，所以就有可能会发生有些信息包被丢弃，所谓丢包率就

是发送方发出但没有到达接收方的帧的数目。一般表示为帧

丢失率。即相对于总发送帧数目的一个百分比。

计算公式：丢包率=接收方没有收到的包的个数/发包方

的发包总数×100%。

2   研究内容

2.1 研究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广播电视节目传输基础架构IP化的实现

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广播电视中心从节目制作播出到节目

传输中的以SDI基带视频接口和专用SDI数字视频矩阵为基

础的技术架构[1]，但是由于目前IP技术不能像SDI技术那样

保证稳定的传输质量，故而还无法实现全流程无压缩视音频

的IP化，这样就使得IP与SDI技术架构相互融合并存。在前

端制作采集和传输的时候使用IP，后端的播出、存储可能还

是使用SDI技术，这样研究SDI信号IP化传输就显得非常有 

意义了。

2.2 平台仿真

系统链路传输图如图1所示，SDI测试信号通过信号发生

器和SDI over IP转换设备进入网络损伤模拟设备，然后将加

入不同损伤模型的IP输出信号通过IP over SDI转换设备输出

SDI信号，然后对输出的SDI信号进行图像质量分析，通过主

观或者客观评价方式进行图像的质量评价。

根据上述要求，我们通过设备选型，搭建了SDI信号IP

化传输系统仿真链路，如图2所示。该链路使用BlackMagic 

SDI信号源发送1080i 50无压缩动态视频流，通过SDI/IP网关

转换为符合IP 2022-6或2110标准的IP流，利用IP网络仿真仪

（10GE）实现3G SDI over IP系统IP链路参数仿真；通过IP/

SDI网关将仿真后的IP流转换为SDI流；利用图像质量分析系

统PQA600进行图像逐帧比对分析。

首先对无丢包信号进行录制，作为参考图像和被测图

像。然后采用不同的丢包模型，分别是固定概率丢包模型

和周期固定丢包模型。所谓固定概率丢包模型，即设定丢包

概率后，每个报文被丢弃的概率即为所设概率。如：丢包概

率为0.5%，那么每个报文都有0.5%的概率被丢弃。所谓周

期固定丢包模型，即周期性丢包，如：周期为1000个RTP报

文，丢弃10个。则每990个RTP报文后面的10个RTP报文将被 

丢弃。

图1 系统链路传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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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试验中，对于固定概率丢包模型，丢包概率分

别设定为0.0001%、0.001%、0.01%和0.05%～1%（步进为

0.05%），每种丢包率测试三组数据，取平均值，每次测试

100帧画面；对于周期固定丢包模型，设定10000个RTP报文

为周期，丢包数量按步进5个RTP报文分别设置为1～100个，

故丢包率为0.01%～1%，每种丢包率测试三组数据，取平均

值，每次测试100帧画面。

2.3 测试序列和比对方案

1. 测试序列

本次测试序列选择了典型的6个高清测试图像序列，该图

像序列作为标准序列在各级电视台中的制播网络系统、媒资

系统、播出系统和高清非编设备等多类场景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图像序列格式为1920×1080/50/I，具体图像序列描述

如表1所示。

序号 测试序列名称 截图 序列描述

1 Crowrun（奔跑）

序列中是大量奔跑者的远景镜头，背景是矗立的大树和脚下的绿草，选手身着颜色

鲜艳的衣服和丰富的面部表情。主要考察系统对同一背景下不同的清晰度和亮度细

节处理能力，还有就是对肤色的还原能力

2 Circle（转盘）
该序列为一个单调的转盘，上面有不同的图片，画面中展现了细节丰富、亮度层次

丰富的猫咪、天坛等情景。主要考察系统的清晰度、高饱和色彩还原的处理能力

3 Duckstakeoff（鸭子）
序列内容为水面上的鸭子，大面积的水波纹和亮度细节丰富的鸭子羽毛颜色和肢体

动作。主要考察编码系统对低亮度下水波的随机运动和清晰度的处理能力

4 Flower（鲜花）
序列中的大部分内容为密集的鲜花、绿叶和部分行人的无规则运动。主要考察系统

的清晰度、细节及随机运动的处理能力

5 Opera（京剧）

序列内容为典型的京剧节目场景，演员们身着鲜艳的京剧服饰，在舞台上作出唱念

做打等各类动作。主要考察系统的清晰度、高饱和和色彩还原的准确性和运动预测

补偿性能

6 Parkjoy（园趣）
序列内容为在公园追逐打闹的年轻男女，有丰富的衣着颜色和大段的黑色背景，主

要考察系统的色彩还原及细节处理能力

表1 高清测试图像序列

图2 系统链路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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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比对方案

SDI既是一种接口，也是一个传输协议，最终要呈现给终

端用户的是一个图像，图像的评价最终都要跟人眼的主观或

者客观评价有关。由于主观评价需要大量的专业和非专业人

员，对测试环境和测试要求比较严格，测试效率低而且成本

很大，故而本次测试比对不采用主观评测，但是选择了国际

上通过仿真人眼的视觉特点而定义的几种视觉数学模型，分

别是PQR和DMOS，两种视觉数学模型和人眼主观评分近似

度都在92%以上。同时本文亦采用了PSNR（峰值信噪比）这

一视频质量测试的常规算法。

3  结果比对分析

3.1 两种丢包模型对PQR影响测试结果

图3包含了6种不同的图像序列分别通过上述的仿真模拟

平台进行输出，和未加任何丢包模型的原始序列进行比对，

得出的不同的丢包率和丢包模型下的图像质量PQR比对曲线

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1. IP网络丢包在0%～1%范围内，PQR和丢包率正相关，

两种丢包模型下，PQR会随着丢包率的增加而增加；

2. 如果图像进行逐帧比对的话，会发现随着丢包率的增

大，每一帧画面出现像素点丢失越多，图像质量损伤越明显；

3. 相比周期固定丢包模式，相同丢包率情况下，固定概

率丢包PQR数值比周期固定丢包PQR数值小，并且随着丢包

率增加而增加的增量比较小，即随着丢包率的增加对图像质

量影响恶化速度相对较慢。

3.2 两种丢包模型对PSNR影响测试结果

图4包含了6种不同的图像序列分别通过上述的仿真模拟

平台进行输出，和未加任何丢包模型的原始序列进行比对，

得出的不同的丢包率和丢包模型下的图像质量PSNR比对曲线

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1. IP网络丢包率在0%～1%范围内，PSNR和丢包率负相

关，两种丢包模型下，PSNR会随着丢包率的增加而减小；

2. 如果图像进行逐帧比对的话，会发现随着丢包率的增

大，每一帧画面出现像素点丢失越多，图像质量损伤越明显；

3. 相比周期固定丢包模式，相同丢包率情况下，固定概

率丢包PSNR数值基本都比周期固定丢包PSNR数值小，但是

随丢包率增加而减少的变化量基本相同。

3.3 两种丢包模型对DMOS影响测试结果

图5包含了6种不同的图像序列分别通过上述的仿真模拟

平台进行输出，和未加任何丢包模型的原始序列进行比对，

图3 两种丢包模型对PQR影响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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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两种丢包模型对PSNR影响趋势图

图5 两种丢包模型对DMOS影响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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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不同的丢包率和丢包模型下的图像质量DMOS比对曲

线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1. IP网络丢包率在0%～1%范围内，DMOS和丢包率正相

关，两种丢包模型下，DMOS会随着丢包率的增加而增加；

2. 如果图像进行逐帧比对的话，会发现随着丢包率的增

大，每一帧画面出现像素点丢失越多，图像质量损伤越明显；

3. 相比周期固定丢包模式，相同丢包率情况下，固定概

率丢包DMOS数值比周期固定丢包DMOS数值小，并且随着

丢包率增加而增加的增量比较小，即随着丢包率的增加对图

像质量影响恶化速度相对较慢。

3.4 结果分析

我们知道，PQR和DMOS评价指标都和人眼测试模型有

很大的相关性，所以两中评价指标在不同的丢包模型下的变

化曲线趋于一致；PSNR评价指标和人眼测试模型关系不大，

主要是客观指标评价，所以两种丢包模型的变化趋势一致。

（1）在丢包模型比较中，PSNR值的变化趋势和丢包模

型没有太大的关系，两种模型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固定概率丢包模型下的值要好于周期固定丢包模型下的

值，PSNR指标可用于对两种丢包模型下的图像质量评价。

（2）在丢包模型比较中，PQR和DMOS值的变化趋势比

较一致，而且随着丢包率的增加，固定概率丢包模型下的值

要远好于周期固定丢包模型下的值，这说明采用人眼数学模

型的评价指标对周期固定丢包模型更加敏感，PQR和DMOS

不适合用作固定概率丢包模型下的图像质量评价。

（3）在PQR和DMOS的变化曲线中，当丢包概率到0.1%

的时候周期固定丢包模型中的数值开始变的比较差，这说明

SDI信号对IP丢包的容忍度比较低；当丢包大于0.25%的时

候，可能在图像终端就会觉察出比较明显的图像损伤了；通

过在图像监视端观察输出的图像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4  结论

本文通过搭建的SDI信号IP化传输模拟仿真链路，进行了

2种网络丢包模型下的图像序列传输和质量评价工作。根据

上述结果比对，我们可以看出可以利用PQR和DMOS进行周

期固定丢包模型的图像质量评价，同时丢包概率的临界值在

0.25%～0.35%之间。

下一步工作，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测试图像序列，定义

一个相对客观的值作为周期固定丢包模型评价的临界值；同

时选择4k分辨率信号以及抖动等其他的网络参考模型下的 

变化。

本文受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2020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项目编号：JBKY202002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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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市县波分网广播通道的设计和应用

【摘  要】 本文以苏州市县波分网为背景，首先介绍了苏州本地广播信源处理方法，然后提出了市县广播通道的设计方案，

该方案包含广播通道的组网模型、信号流、保护方式、组网配置等四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广播通道的实现原理和方法，

该广播通道是市县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市县广播通道， 交叉， 子波长子网连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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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Broadcasting Channel in Cable Wave Division 
Network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Jiang Chao

(Suzhou Branch, Jiangsu Province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wave division network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in Suzhou,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local broadcasting source processing 
method in Suzhou, and then proposes a design scheme for broadcasting channel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The scheme includes four aspects, which 
are networking model, signal flow, protection mode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 of broadcasting channel. And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broadcasting channel,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nsmission network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ignal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Keywords  Broadcasting channel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Cross,Sub-wavelength and subnetwork connection protection

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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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的市场和技术发展要求,江苏有线正在

全力打造全业务播控总平台，按照省、市、县三级安全播出

管理规定要求，总平台将省、市、县三级播控平台系统进行

全网融合，并实现三级传输网络的统一部署和管理，承载广

播电视信号的传输SDH网将逐步过渡到传输波分网。

为了满足省公司三级播控的建设要求，苏州分公司结合

市县域传输网的实际情况，积极规划部署市县波分网广播传

输通道，全面支撑广播电视业务的市县覆盖，确保本地广播

电视的安全播出和优质传输。

1  市县波分网

苏州市县波分网是由OSN6800设备组成的环状结构网

络，全网覆盖苏州下属五县市站点，分南北2个环网，苏州传

输中心、太仓、张家港、常熟站点组成北环波分网络，苏州

传输中心、昆山、吴江站点组成南环波分网络。

苏州市县波分网采用密集波分复用技术，是一套典型的

单波速率10Gbit/s波分传输系统，该网络设计总容量为80波，

优先使用偶数40波，现网北环使用30个波道，南环使用22个

波道，南北环网波道相互独立。

苏州市县波分网采用固定光分插复用设备并提供了丰富

的网络级保护，其中子波长子网连接保护(SW-SNCP)是广播

业务的保护方式。

2  广播信源 

苏州市县波分网是省市县三级波分网的最后一级，苏州

站也是省中心到五县市广播电视的中继站，肩负着下属五县

市200多套数字电视和广播业务的传输任务，由于广播电视业

务有较高的保障等级和要求，为了保证信号的安全传输，苏

州传输中心优先保障省干广播信源可靠接收，经光平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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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完全独立的主、备信号接入市县波分网。 

3  广播通道的设计

3.1 广播通道的组网模型

市县广播通道的组网模型：苏州传输中心接收省干和本

地广播信源后，接入市县波分网苏州站点，同时，苏州站点

建立往市县波分南、北环网站点的单向双发通道，实现广播

业务的发送；市县站点建立环网不同方向的选收保护通道，

实现广播业务的接收。广播通道的组网模型如图1所示。

3.2 广播通道的信号流

市县广播通道的信号流模型：苏州站作为广播信源接入

站点，通过不同方向支路板接收主备广播信号后，在支路板

内完成光电转换，业务交叉、封装映射和成帧等处理，输出

ODU电信号送至背板；背板交叉调度至不同方向的主备线路

板，线路板内完成成帧和 FEC编码等处理，输出OTU信号送

至波分侧光模块进行电光转换，发送标准波长的光信号。光

信号复用合波、功率放大处理后经线路侧传送至市县站点。

市县站点经过信号功率放大、光信号解复用分波处理后至相

应线路板，线路板波分侧光模块接收标准波长OTU光信号，

完成光电转换、定帧和FEC解码等处理，输出ODU电信号送

至背板交叉调度。一方面ODU电信号经背板交叉调度至一个

方向的支路板，支路板完成定帧、解映射和解封装等处理，

经客户侧光模块将信号发送至市县站点电视前端设备；一方

面需转发的ODU信号通过板间交叉至另一方向的线路板将信

号转发至下游站点，同时，另一方向的线路板也接收下游站

点的业务信号，经背板交叉调度至另一方向的支路板。每个

市县站点的两块支路板配置两个SNCP选收保护组，实现不同

方向信号的单向选收。 

3.3 广播信号的保护方式

市县广播通道组网涉及支路板(TOM)、线路板(ND2)、

光放大板(OAU、OBU)、分合波单元(M40V、D40、FIU)等器

件，其中支路板用于信号接入，线路板用于信号处理和转发，

分合波单元用于光信号复用和解复用，光放大板用于光信号放

大处理，组网结构考虑主备两路广播信号的传输要求。

市县广播通道均为GE级别，采用子波长子网连接保护

(SW-SNCP)方式，该保护运用TOM单板的板间交叉来实现业

务的选收，实现对光传送通道的保护。

SW-SNCP保护示意如图2所示，蓝色代表工作通道，黑

色代表保护通道，工作通道信号东向发送、西向接收，保护

通道信号西向发送、东向接收。在业务发送方向，主备广播

信号接入两块TOM板客户侧端口，TOM板内部交叉至逻辑端

口，处理后经背板调度至主备ND2单板，ND2单板将OTU2信

号经线路侧通过合波板、光放大板和FIU线路板传送出去，

主备广播信号分别在工作和保护通道内传输；业务接收方向

的信号流和发送方向相反，工作通道和保护通道对应的交

叉连接全部生效，工作和保护通道ND2单板从线路接收信号

后交叉至TOM板内部逻辑端口，每块TOM板物理端口都建

立和主备TOM板逻辑端口的交叉，并通过该交叉选收广播 

信号。

工作通道和保护通道正常工作时，主备TOM板卡接收工

作通道和保护通道的广播信号，但当工作通道发生故障时，

网管将在50ms内进行切换操作，对端的主TOM板卡通过保护

通道的保护交叉接收广播信号，备TOM板卡仍通过保护通道

的工作交叉接收广播信号。

3.4 广播通道的组网配置

市县广播通道组网分苏州站和市县站点两部分，苏州站

是市县广播业务的地市信源站，其往下属五县市有4个方向，

分别对应市县北环太仓和常熟站点、市县南环昆山和吴江站

点，苏州站负责将5路主备GE信号广播分发到市县南北环，

苏州站配置如图3所示。

苏州站广播主用信号发往北环太仓站点，3槽位TOM单

板其内部逻辑端口ClientLP3的1号光通道通过背板交叉调度至

1槽位的ND2单板，在ND2单板的内部交叉模块完成到逻辑端

口ODU1LP1的3号光通道的交叉，然后完成ODU2业务处理，

并将OTU2信号通过波分侧端口传送去太仓站点，广播备用信

图1 广播通道的组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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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播通道SW-SNCP保护示意

图3 苏州站配置

号发往北环常熟站点，信号流和主用类似。 

苏州站广播主用信号发往南环昆山站点、备用信号发往

吴江站点，信号流和上述苏州站发往太仓和常熟方向类似，

故不再赘述。

市县站点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信号处理，一方面完成本

地广播信号的接收，另一方面将上游站点发送的广播信号向

下游站点传递。其中常熟、太仓、吴江、昆山4个站点只往

一个方向的下游站点传送信号，张

家港站点作为北环枢纽站点分别往

两个方向传送广播信号，市县站点

均配置主备支路TOM板卡和ND2

板卡，其中2块TOM单板组成1+1

硬件保护完成广播信号落地，2块

ND2单板从线路侧接收两个方向传

送的广播信号、转发穿通信号，同

时在TOM单板配置2对单向SNCP业

务保护组，完成广播信号两个方向

的选收。除张家港站点2块ND2单

板完成广播信号的双向穿通以外，

其他站点均使用1块ND2单板完成

广播信号由一个方向向另外一个方

向传送，即信号从上游站转发至下

游站。张家港站配置如图4所示，

下文介绍张家港站点和吴江站点广

播通道的交叉配置。

张家港站点从太仓和常熟两

个方向接收广播电视信号，其中

太仓为主信号方向，通过2槽位

ND2单板波分侧下波，ND2内部

完成光电转换、定帧和FEC解码处

理后，输出至逻辑端口ODU1LP1

的3号光通道的ODU1电信号送至

背板进行交叉调度，通过和4槽

位TOM单板板间交叉，将信号传

送至其内部逻辑端口ClientLP3的

1号光通道；常熟方向为备信号

方向，信号流和主用类似。上述

过程完成了两个方向线路侧信号

的接收。再建立在3、4槽位TOM

单板逻辑端口ClientLP3的1号光

通道分别和3、4槽位TOM单板物理端口两两单向交叉，

即S N C P选收保护组，将两个方向线路板过来的信号分

别在主备TOM单板进行选收操作，实现了信号在本站落

地。此外，为了将常熟和太仓站另一方向接收信号，由张

家港站做中继，建立1、2槽位ND2单板内部ODU信号的

双向穿通交叉发送至下游方向，张家港站交叉配置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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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播通道的应用

江苏有线苏州市县波分网广播通道，完善了市县区域的

互联互通传输干线网，承担了广播电视信号下传五县市的重

要任务，为广播电视覆盖、数字电视频道传送和节目交换提

供了网络承载服务。广播通道还应用于数字电视业务的市场

拓展、三级播控信源的应急演练、灾备中心信道备份传送等

方面，是适合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的专属波分网络通道。

5  结束语

江苏有线苏州市县波分网广播通道的建成标志着公司广

播电视信号传输方式的重大改变，广播通道具有安全性好、

稳定性强、维护方便等诸多优点，自上线运行以来，已为下

属五县市超过六十万以上用户提供了不间断的广播电视节

目，丰富了本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公司广播电视业

务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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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张家港站配置

网元 级别 源端 宿端 备注

张家港 
(北环)

Client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4-TOM-ClientLP3-1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4-TOM-7
东向SNCP保护组

Client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3-TOM-ClientLP3-1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4-TOM-7

Client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4-TOM-ClientLP3-1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3-TOM-7
西向SNCP保护组

Client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3-TOM-ClientLP3-1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3-TOM-7

ODU1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2-ND2-ODU1LP1-3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4-T0M-ClientLP3-1 东向板间交叉

ODU1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1-ND2-ODU1LP1-3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3-T0M-ClientLP3-1 西向板间交叉

ODU1 张家港(往太仓方向)-2-ND2-ODU1LP1-3 张家港(往常熟方向)-1-ND2-ODU1LP1-3 双向穿通交叉

表1 张家港站交叉配置

吴江站点，从苏州和昆山两个方向接收广播

电视信号，吴江和昆山站点是广播通道顺、逆时

针信号流向的末端节点，只需建立往一个方向上

的单向穿通即可将信号转发至下游站点，其他市

县站点交叉配置和吴江站点类似。

市县广播通道以市县波分网南北环架构为基

础，环网间通道相互独立，且使用SNCP保护方

式，可以保证当各环网内出现一段光缆故障时，

不会影响其他环网，其他市县站点主、备信号的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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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的
主要技术要求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全国地面数字电视频率规划情况及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的主要技术特点，分析了地面数字电视

发射系统的主要设备，对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提出支持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单频网组网稳定性、电磁兼容

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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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DTMB Transmitter in Frequency Migration
Chen Xuemei

(Liaoning Provincial Radio, TV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Audio-visual Program Monitoring Station, Liaoni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national DTMB frequency planning and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TMB transmitter in frequency migration, 

analyzes main equipment of DTMB transmitting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DTMB transmitter to support DTMB SFN based 

on satellite transmission, SFN networking stability,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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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梅

（辽宁省广播电视及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测台，辽宁  110000)

0  引言

2020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调整700MHz频段频

率使用规划的通知》对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作出调整，

将702MHz～798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调整用于移动通信系

统，并将703MHz～743MHz/758MHz～798MHz频段规划用于

频分双工（FDD）工作方式的移动通信系统。工信部向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频率使用许可证，许可其使用

703MHz～733MHz/758MHz～788MHz频段分批、分步在全国

范围内部署5G网络。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部署5G网

络，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全国各地广播电视无线发射

台站正在使用的700MHz频段频率顺利迁移到700MHz以下的 

频段中。

1  全国地面数字电视频率规划情况

为了提高无线广播电视频谱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广电总局制定印发了《全

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频率规划》（以下简称“频率规划方

案”）。频率规划方案是开展地面数字电视频率迁移的依据，

是702MHz～798MHz频段频率用于移动通信系统的基础。

1.1 频率规划原则

1. 规划性质为分配规划，即分配给某一行政区域内可使

用的频率及最大功率等级，未指定频率的具体使用地点及其

他技术参数。

2. 规划频段包括VHF频段：DS-1～DS-12（不含DS-

5）；UHF频段：DS-13～DS-36；共35个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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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层级方面，北京、天津、上海等3个直辖市仅规划

全国、省、县域3级覆盖网络，重庆辖区较多，规划4级覆盖

网络，4个直辖市分配的频率资源总体对等；其他地区规划全

国、省、地市、县域4级覆盖网络；覆盖网络兼顾高清电视、

标清电视和移动电视。在特殊地区（4个直辖市及9个少数民

族地区）适当增加了频率资源。

4. 规划功率方面，全国、省、地市域主要为1千瓦（直辖

市及省会城市的主发射台功率上限为3千瓦），县域主要为

0.3千瓦。

5. 组网方式方面，全国、省、地市域覆盖网均采用单频

网组网，全国、地市域使用UHF（分米波）频段，省域覆盖

网络使用1个VHF（米波）频段频道搭配2个UHF频段连续频

道，全国覆盖网络可统一使用DS-34；县域覆盖网络采用VHF

或UHF频段的单频网（DS-6～DS-16），县区密集的可采用

跨县单频网；兼顾固定接收和移动接收。

6. 规划限制方面，频率规划方案要遵守中俄、粤港等边

境/边界协调结果；尽可能的考虑已批准使用的地面数字电视

频道；DS-25频道在北京密云县不老屯镇、新疆乌鲁木齐南山

地区、贵州省黔南州、内蒙古正镶白旗等地射电天文同为主

要业务，属于使用受限频道。

1.2 频率规划方法

频率规划方案按照区域进行分组，采用4色规划法将省域

单位分为8组，每4个为1组，每组使用相同的频率；地市域单

位分为5组，县域单位分为11组，每组使用相同的频率；频

段分组总共7组：DS-1～DS-4，DS-6～DS-16，DS-17～DS-

24，DS-25，DS-26～DS-33，DS-34，DS-35～DS-36。省域

频率规划分组示意如图1所示。

主要应用类型及具体频段分配见表1。

1.3 频率规划结果

频率规划方案为每个无线发射台站分配了5至9个频道规

划；每个行政区各分配1个全国单频网频道（DS-34），每个

县各分配1个县域多频网频道；特殊地区省域及地市域单频网

分配资源比其他地区多；新疆兵团本级节目相对较少，因此

分配频道资源最少。具体规划结果（每个台站可使用的频道

数量）见表2。

2  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的主要技术要求

为了有效节约频率资源，频率规划方案主要采用了单频

网的组网方式，分为全国、省、地市及县域/跨县单频网不同

的网络层级。随着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调整的实施，全

国各地的无线发射台站大都面临着如何将频率顺利过渡到新

的频率指配方案中去的难题。

当前，无线发射台站通常将多个不同频道的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发射机发射的射频信号合成一路输出，并通过一个宽图1 省域频率规划分组

主要应用类型 频道 频道数量 分组方式 适用节目

全国单频网 DS-34 1 不分组 用于中央节目播出

省域单频网

DS-1～DS-4 4 1个频道/省

用于中央、省级节目播出

DS-17～DS-24 8 2个连续频道/省

地市域单频网

DS-25 1 灵活指配

用于中央、省级、地市级节目播出

DS-26～DS-33、DS-35～DS-36 10 2个连续频道/地市

县域单频网 DS-6～DS-16 11 1个频道/县 用于中央、省级、地市级、县级节目播出

表1 主要应用类型及具体频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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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天馈系统发射。这种方式减少了多副天线在广播电视塔的

占用空间，降低了发射系统建设费用。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

射设备主要包括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数字电视多工器

以及宽带天馈系统。典型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框图

见图2。

2015年的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中，全

国6000多个无线发射台站相关发射设备大都进行了更新改

造。若发射台站原有天馈线系统带宽为 UHF 全频带，功率容

量有冗余，可以满足频率迁移后使用，进行测试和必要的调

整后，宽带天馈系统可以利旧。数字电视多工器虽具备调整

频道的可能性，但调整费用（含技术人员差旅及测试仪器）

与更新费用相差无几，且调整周期长于更新周期，因此，频

率迁移时数字电视多工器考虑全部更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发射机是整个发射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对于频率迁移过程中

涉及频道调整的数字电视发射机，考虑到需要更有效组建地

面数字电视SFN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数字

电视发射机提出技术要求。

2.1 支持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

频网

应配备符合GD/J 067—2015要求的地面

数字电视单频网激励器。

通过前期对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组网效

果的大量测试发现，使用中央广播电视节目

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基于卫星传输链路组建

的单频网组网效果正常，而使用本地其他传

输链路的单频网组网不稳定。其中，最主要

的区别是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工程使用了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

频网适配器和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

单频网激励器。

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适

配器与GB/T 28436-2012《地面数字电视单

频网适配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中所规定

的技术要求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1. 增加了基于卫星传输分发链路组建的

单频网模式下激励器对输入数据的处理要求

2. 增加了功能要求：两路码流互为备

份，手动或自动切换时可实现无缝切换

3. 增加了激励器内外参考源切换要求

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激

励器与GB/T 28434-2012《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激励器技术要

求和测量方法》中所规定的技术要求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1. 定义单频网适配数据包

2. 为SIP包增加CRC校验

3. 设计码流输出保持功能提高了性能要求中的指标门限

其中，在卫星传输链路中定义单频网适配数据包是保障

整个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组网成功的最主要

特点，通过定义此单频网适配数据包，才能使地面数字电视

传输链路与卫星传输链路的空包不混淆。

频率迁移后，各台站会涉及多种节传链路的单频网组网，

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适配器和激励器同样适用

于微波、光纤等传输链路；通常在码流的传输过程中，都会在

码率适配的过程中插入空包，为了保证单频网适配码流的稳定

性及单频网组网效果，本次频率迁移过程中，也应使用符合

GD/J066-2015标准的单频网适配器，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应配

备符合GD/J 067—2015要求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激励器。

2.2 TS流监测输出接口

多种节传链路的单频网组网涉及到的设备众多，例如，

地点 合计 全国 省域 地市域 县域

北京、天津、上海 9 1 7 0 1

重庆 9 1 4 3 1

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甘

孜州和阿坝州、云南迪庆州、甘肃甘

南州、吉林延边州等9个少数民族地区

8 1 3 3 1

新疆兵团 5 1 3 1 0

其他地区 7 1 3 2 1

表2 频率规划结果

图2 典型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2期〕 85

Wireless Coverage  ︳  无线覆盖

在单频网的节目传输链路中加入码流切换器、码流监测设备

时，要特别注意新加入设备是否满足“透明传输”的要求，

避免单频网组网失败。

除了需要透明传输外，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能够成

功组建，对传输链路的要求如下：

1. 传输链路时延加上所有传输设备的处理时延要小于1s。

2. 最终输出给数字电视发射机的TS流SIP抖动值小于

500μs（经验值）。

为了方便分析传输链路最终输出给发射机的码流是否支

持单频网组网，数字电视发射机应具备TS流监测输出接口，

采用BNC接头，阴型，输出阻抗为75Ω；该接口应支持透明

传输，TS流监测输出接口输出的数据流内容、时序与进入激

励器进行调制的数据流内容、时序应完全一致，时延应小于

等于200μs。

2.3 IP码流输入接口

随着IP技术的发展，在节目传输链路中直接使用支持IP

码流的设备已经逐渐普及，因此本次频率迁移中所用的数

字电视发射机建议具备IP码流输入接口，接口类型RJ45，支

持100/1000MHz速率自适应，支持TCP、UDP协议，支持单

播、组播，特别是在IP码流输入时，应能保证与TS码流输入

的数字电视发射机成功组建单频网。

2.4 单频网组网稳定性

为了确保任意一家的数字电视发射机都能够稳定组建单

频网，应对不同厂家配备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激励器开展

组网稳定性提出要求，即任一厂家的激励器与标准激励器都

可以正常组建单频网，且射频信号的时延差在±1μs之内；组

网效果在7×24h内应无变化。

单频网组网稳定性测试框图见图3，测试方法如下：

1. 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适配器设置为工作在基于卫星传

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模式，标准激励器与被测地面数字

电视单频网激励器设置为SFN模式，输出频率相同，输出功

率均为0dBm；

2. 使用传输码流分析仪比对测试接收机输出的TS流与传

输码流分析仪发出的TS流在7×24h内无误码；

3. 使用时延分析仪分析标准激励器与被测地面数字电视

单频网激励器的射频信号的时延差在±1μs之内，且7×24h内

无变化。

2.5 发射机宽带化

数字电视发射机的技术发展趋势一是追求更高的效

率，另一个方向是追求宽带化；发射机的宽带化具有很多 

优点：

1. 便于发射机生产厂家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进

而降低生产成本。

2. 便于生产厂家安装调试和发射台站技术人员维护设

备，模块化的设备相对更容易安装维护。

3. 为今后可能的频率调整节约资源。

现有的技术还无法实现一部发射机支持DS-1～DS-36

所有频道，可以将发射机划分为DS-1～DS-4、DS-6～DS-

12、DS-13～DS-36三个波段，其中使用量最大的分米波频道

DS-13～DS-36，宽带化已经具备技术基础；以NXPBLF989E

系列功放管为例，其支持单管输出180W的平均功率，可以在

470MHz～700MHz全频段高效输出。

因此，频率迁移中的UHF频段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

应支持470MHz～702MHz全频段工作；即只需更改激励器的

工作频率和更换外置滤波器就可实现UHF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发射机在DS-13至DS-36范围内的任一频道正常工作，且发射

图3 单频网组网稳定性测试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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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实际输出功率应不低于标称输出功率。

2.6 DS-36带外频谱特性

DS-36频道的工作频率范围是694MHz～702MHz，这与中

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使用的5G终端上行频段703MHz～

733MHz仅有1MHz的保护间隔。国家标准GB20600—2006

《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中

规定，当数字电视信号的相邻频道用于其他服务时，地面数

字电视发射机可以使用严格条件下的频谱模板，如图4所示。

为了尽量避免地面数字电视公共服务于5G移动通信系统

之间产生干扰，频率迁移中的DS-36频道发射机应符合上述严

格情况下的频谱模板要求，因此发射机可能需要配备更大尺

寸的滤波器才能保证满足上述要求。

2.7 网管

当前，不同发射机厂家使用不同的网管协议，对于自台

监测及安播保障系统，需要分别与每一个发射机厂家分别

进行对接，这对软件开发及系统架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019年，国家标准GB/T37345—2019《地面数字电视发射设

备网管技术规范》已经发布，这为不同发射机厂家统一网管

协议提供了依据。因此建议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应

符合GB/T 37345—2019规定的要求。

2.8 电磁兼容

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作为大功率发射设备，在正常运行

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与

此同时，发射机通常运行在有多部机器的机房里，对其所在

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还需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抗能力。在国

家标准GB/T 28435—2012《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技术要

求和测量方法》中，已经对机壳端口辐射骚扰、交流电源端

口传导骚扰、电磁照射提出了技术要求，当前，尚未有国内

的数字电视发射机厂家能够生产满足上述全部电磁兼容要求

的设备。电磁兼容要求数字电视发射机在设计阶段，就要考

虑到整机的电磁兼容特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发射机所用的电源要满足相应的电磁兼容要求；

2. 由于GB/T 28435—2012标准中未对发射机的谐波提出

要求，可以使用低通滤波器对发射机的二次、三次谐波进行

抑制；

3. 注意机壳的导电连续性，如当机箱有喷涂时，机箱各

连接部应不进行喷涂；使用导电泡棉或EMC弹片，减少缝隙

上的不接触点。

电磁兼容的要求，对整个发射机的设计、制造工艺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促进了行业技术发

展，因此建议频率迁移中的发射机要满足GB/T 28435—2012

中的电磁兼容要求。

3  结束语

频率迁移方案实施后，全国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主要采

用单频网的组网方式，涉及全国、省、地市及县域/跨县单频

网不同的网络层级、多种多样的单频网节目传输链路。笔者认

为，在频率迁移过程中，对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提出支持

基于卫星传输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单频网组网稳定性、电

磁兼容等技术要求，对于单频网组网稳定性是一种可靠保障，

同时对于有效保障安全播出，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促

进无线广播电视事业向高质量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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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无线数字化覆盖备用信号源微波 
传输方案与建设

【摘  要】 结合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需要,山西广播电视无线管理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利用省内微波干线电

路通道，完成对全省28个微波站点中央无线数字信号备用信号源覆盖任务。本文对该项目的传输方案、建设过程、技术关键配

置等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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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wave Transmission Scheme and Construction of Standby Signal Source 
for Provincial-level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Project

Gong Yanwei

(Shanxi Administrator Center of Radio and TV, Shanxi 03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eds of Central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Project, and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Shanxi Administrator Center of Radio and TV uses microwave trunk circuit channel to complete coverage task of standby signal source of central 
wireless digital signal for 28 microwave stations in the provi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ransmission schem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key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of the project.

Keywords  Central wireless coverage, Microwave trunk, Standby signal source

弓彦伟

（山西广播电视无线管理中心，山西  030001)

0  引言

广播电视无线覆盖是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最基本的手

段之一。我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

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作的通知》，实现由模拟信号覆盖向数

字化清晰接收升级，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

提升广播电视服务供给和服务能力，逐步完成了中央广播电

视的无线数字化覆盖任务。省内各高山台站以接收中星6A或

者中星6B上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TS1、TS2两路共12套数字码

流作为主用信号。为保障传输和节目覆盖服务质量，利用我

省现有的微波干线传输电路，从山西广电信息网络公司前端

机房(以下简称网络公司前端机房)国干网提取信号，通过微

波传输至各高山台站作为备用信号源。

1  信号源传输方案架构

山西省内微波干线网是覆盖全省11个地市的全室内SDH

微波传输网络系统，采用机架式微波1+1波道配置，155Mbit/

s同步传输模块，并通过使用分插复用设备C-Node/V-Node可

拓展E1、E3、FE、GE、STM-1等丰富的业务接口，满足和支

持所需协议和功能。同时，利用设备所具有的ATPC、XPIC

功能以及空间分集等技术，可有效提高广播电视信号在传输

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抗衰落能力。通过现有的省内微波干线网

将中央广播电视无线数字备用信号进行传输，是一种安全可

靠且经济有效的传输方式。

备用信号源传输拓扑如图1所示，国干网信号所传输的

中央地面数字电视12套电视节目（AVS+编码）被封装成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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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码流传输通道下传至网络公司前端机房，一个码流为8套

节目（CCTV-1，2，4，10，12，13，14，15），一个码流为

4套节目（CCTV-7，9，11，New），分别连接1台E3转ASI适

配器，输出2个ASI接口的TS流。信号源的2个TS流经ASI转IP

复用器复用成12套节目组播码流，通过百兆IP电口转千兆IP

光口输出至OTN光接口板，上联至网络公司OTN传输至省广

播电视局二层OTN机房，使用1个千兆专线进行传输。省局二

层OTN机房至十二层太原微波站机房传输部分由原直通的12

芯光缆使用备纤实现信号专网传输，再由光交换机完成千兆

光口和百兆IP电口交换。百兆IP电口信号通过太原微波站复

用器分别将4套节目和8套节目进行组播配置，经分插复用设

备C-Node/V-Node复用成SDH微波信号，通过省内微波干线网

络传输至各地市。

ASI转IP复用器配置双机主备，8套和4套中央节目分别输

入至ASI转IP复用器，复用成两路12套节目组播码流，组播地

址分别为225.0.0.2和225.0.0.3，以此在复用设备内进行组播级

备份，确保信号源稳定可靠。同时，复用设备网管信息与广

播电视信号一并通过百兆IP电口转千兆光口交换机传输至太

原微波站机房，实现设备网络化远程管理。

2  微波传输前端

本文微波传输前端设置在省局十二楼太原微波站机房，

信号通过微波传输至太原庙前山微波站后，经东线、南线、

北线三个方向覆盖至全省各站。

太原微波站传输前段如图2所示：信号由ODF光纤配线

架连接至光交换机，对广播电视信号与ASI转IP复用器网管

信号进行分离。在网络公司前端机房，光交换机采用的配置

为将24口交换机IP端口分为两组，1-12端口为广播电视信号

码流传输端口，13-24端口为复用器网管信号端口，依据端

口功能划分不同的VLAN。在太原站微波机房光交换机采用

相同配置，依据VLAN提取对应信号。网管信号上联网管交

换机与原省内网管信号实统一管理。两路12套广播电视信

号（组播地址为225.0.0.2和225.0.0.3）以主备形式同时输入

至数据交换机，与省内原四套电视节目复用后进行传输。

此处，因台站发射机接口、解码器配置等因素，将数据交换

机内的电视节目复用为3个组播流。原省内4套电视节目（山

西卫视、黄河频道、中一、中七）形成组播地址为225.0.0.1

的组播流，使用原MEPG-2解码器进行解码。中央12套地

面数字覆盖信号复用成组播地址为225.0.0.4的8套和组播地

址为225.0.0.5的4套电视节目信号，满足各高山台站发射机

接口配置需求，使用AVS+解码器对地面数字覆盖信号进行 

解码。

为了能够保障中央12套地面数字覆盖信号安全传输，对

图1 备用信号源传输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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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链路节点信号实时监测，太原微波站选取了两个监测节

点。其一为光交换机输出信号，监测网络机房前段信号；其

二为数据交换机和复用器之后信号，确保输出信号稳定。监

测手段采用具有AVS+解码功能的解码器和VLC软件，对码流

解码监测。

3  传输关键配置

1. 节目输出带宽配置

国干网接入的两个E3码流包均为45Mbit/s,如果直接将其

接入微波分差复用设备，不但造成了SDH数字微波传输通道

带宽的浪费，而且可能会因为接入带宽过高，在传输通道内

形成网络风暴，与原来的省内广播电视信号产生干扰，危及

安全传输。为了实现既经济又安全的播出方式，在太原微波

站将组播为225.0.0.4和225.0.0.5的两个码流在广播电视节目

复用器中进行压缩，减少节目中空包的传送。经试验，可

有效减少节目占用带宽，并且不会对电视节目质量产生影

响。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组播为225.0.0.4的8套节目码流为

20.00Mbps，组播为225.0.0.5的4套节目码流为17.00Mbps，原

省内4套电视节目码流为12.00Mbps。

2. IP over SDH配置

基于广播电视微波数字发展特点，采用IP over SDH技术

时，利用SDH微波传输系统中分插复用设备C-Node/V-Node完

图2 太原站微波传输前段拓扑图

成有机融合，通过通信设置及网元时隙配置，实现业务综合

接入与传输任务，本文采用太原微波站V-Node加装的FE接口

板实现IP信号接入。IP码流信号按LAPS或GFP协议，WAN口

和LAN口与VC虚容器的捆绑，经虚级连映射到VC12、VC3

或VC4内，在STM-1信号之间实现交叉互联，满足广播电视

业务固定或者可变带宽的传输需求。

太原微波站将STM-1的155.520Mbit/s传输通道划分为63

个VC12颗粒，通过VC捆绑设定42个颗粒传输电视节目，剩

余21个颗粒用于向高山传输办公用网、语音电话、监测信号

等综合业务[2]，实现高带宽利用和链路冗余。由此，将通过

复用器之后的8套中央、4套中央及原省内组播广播电视信号

在V-Node分插复用设备中，划分VLAN标记将广播电视信号

与其他信号数据隔离，利用其以太网业务透传功能，直接进

行协议封装和适配映射到SDH网络，通过微波节点进行点对

点传输，保障数据传送的安全性。

4  自台监控与集中监测管理 

高山台站自台监控是以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方式对保

障台站广播电视安全节目覆盖效果、提高管理效率和能力

的重要手段，而集中监测管理更是对这种手段的拓展和

延伸。集中监测管理利用省内微波干线反向通道，将各

高山台站自台监控系统采集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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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作状态、动力监测以及烟感、浸水、温湿度等环境

状况 [3]监测回传至太原微波站，对回传数据进行存储和分

析，以告警指示、图形显示和运维报表等形式提供给安全

播出管理人员判断决策，实现远程指挥调度、资源统筹配

置。对推进健全广播电视“建管用”长效机制起到积极作

用，为无线地面数字信号发送和覆盖的管理调度提供有

效依据，为微波备用信号源高质量传输提供可靠的技术 

支撑。

5  结束语

省内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微波备份信号源建设完成以

来，多次在省内各微波站进行测试，节目信号稳定、画面

清晰，实现了信号的备份需求。同时，此次项目工程也是对

省内干线微波电路传输内容提质增效的一次尝试。日后，

我省将持续利用微波干线电路保障广播电视节目高质量传

输，推动省内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满足广播电视节目传输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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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传输码流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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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频段模数同播系统在北斗地基 
增强系统中的应用实践

【摘  要】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开展利用调频频段模数同播系统播发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的应用实践，数字信号和

调频广播信号在同一频点上带内同播，共用一副天线发射。本文介绍了技术方案、实施步骤、播出指标及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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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FM Analog-digital Simulcast System in Beidou 
Ground-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

Bi Tao, Huang Yao

(Guangxi Radio&TV Broadcast Technology Center,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Guangxi Radio&TV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Center carried out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using analog-digital multicast system in FM 
frequency band to broadcast Beidou ground-based enhanced difference correction data. Digital signal and FM radio signal are transmitted by the same 
frequency and the same anten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echnological schemes, implementation steps, broadcasting indicators and application effect.

Keywords  FM, Analog-digital multicast, Beidou, Ground-based augmentation

闭涛，黄瑶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广西  530022)

0  引言

随着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发展，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

通信授时、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

础设施，通过地面基准站网的辅助，通过差分技术，利用

包括地面移动通信、数字广播以及卫星转发等各种通信手

段，实现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精度和完好性性能的 

增强。

利用数字广播播发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相比较

于移动通信传输方式，具有用户容量大、覆盖范围广、建设

成本低等优点。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开展实验，利用数字

广播播发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用户可以通过移动、

便携接收终端接收和计算数据，从而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空间信号精度。数字广播的播发采用调频频段模数同播技

术，不需要申请新的频谱资源，在原有模拟调频（FM）广播

的频点上，利用频道之间的频谱间隔缝隙叠加数字信号，实

现模拟和数字带内同播。

1  技术方案

调频频段模数同播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包括：模拟广

播模块、数字广播模块、模数合成模块、控制模块。其中模

拟广播模块发射原有FM广播；数字广播模块采用中国数字音

频广播(CDRadio)技术,发射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模

数合成模块采用高性能桥式合成器，使FM广播信号和数字广

播信号在该FM广播频带内共用一副天线互不干扰地同时发

送出去；控制模块自动恒定FM广播信号与数字广播信号功 

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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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拟广播模块

选择原有模拟广播某频率作为模数同播频率，模拟广播

模块包含原有FM广播发射机主机、备机和同轴开关，并增加

通过式数字功率计，用于检测FM广播信号功率。

1.2 数字广播模块

数字广播模块包含CDRadio发射机主机、备机、同轴开

关、CDRadio滤波器和通过式数字功率计。CDRadio发射机

在调频广播300kHz频带内发射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

CDRadio滤波器用于滤除带外干扰信号。通过式数字功率计

用于检测数字广播信号功率。

1.3 模数合成模块

FM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合成方式是模数同播的关键技术

之一，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低电平合成方式或者空中合成方

式。低电平合成方式常用小信号定向耦合方法，FM信号和数

字信号共用同一个功放单元，存在发射系统工作效率不高或

者模拟、数字产生带内干扰等问题。空中合成方式采用FM信

号和数字信号由不同的天线发射，理论上要求天线场型图完

全一致，否则会造成模拟和数字相互干扰，而实际使用中往

往不同天线的覆盖场型图不能够完全重叠，会在某些区域出

现模数比变化，对接收产生干扰。

本方案模数合成模块采用桥式合成器使小频率间隔、大

功率容量的信号共用一副天线互不干扰地同时发送出去。模

数合成原理如图2所示，FM信号中心频率为f0，FM信号与北

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频率间隔在50kHz以内。由于频率图1 模数同播系统架构

图2 模数合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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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小，因此要求桥式合成器采用特殊加工材料以及加工工

艺提高滤波器的Q值，使得滤波器插损小、带外抑制陡峭，

以实现FM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的高隔离度。

为了提高带外抑制，增加带外衰减的陡度，桥式合成器

采用腔体滤波器结构，并增加级联和交叉耦合点。而随着级

联和交叉耦合点的增加，插入损耗也跟着增大，要减少插入

损耗就要提高滤波器的效能，也就是滤波器效能的参数——

变换器损耗LA。综合考虑滤波性能与LA，经设计与试验，

桥式合成器采用4个腔体滤波器，并且腔体滤波器增加2个交

叉耦合零点。腔体主体和盖板采用铝合金材料进行加工，谐

振杆用铜材料，加工完成后全部选择镀银，由于趋肤效应，

壁间电流只传导于金属表面，因为银的导电性能更加良好，

使得滤波器具有更高的Q值和较小的插入损耗。桥式合成器

的插损要求为，在FM信号中心频率f0处插损不大于0.45dB，

f0±80kHz处插损不大于0.9dB，f0±118kHz处插损不大于

2.0dB。

1.4 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包含监控交换机和控制器。通过控制器读取模

拟广播信号、数字广播信号以及吸收负载功率值，向FM发射

机、数字广播发射机发布控制指令，自动恒定模拟广播信号

与数字广播信号功率比，从而提高发射系统工作效率，同时

减小模拟和数字信号之间的干扰。

2   安装实施方案及步骤

2.1 设备接入方案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某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为例，

原有调频发射系统为4套调频广播通过4组桥式单元合成后上

天线。模数同播实施方案如图3所示，新增高性能桥式合成

单元替代原有105.5MHz桥式单元，新增CDRadio数字发射

机与105.5MHz调频发射机接入同一桥式合成单元，其中，

105.5MHz调频发射机的输出接入桥式合成单元窄带口，

CDRadio数字发射机输出接入桥式合成单元宽带口。

由于CDRadio数字信号的接收门限在-115dBm以上，因此

选择模数发射功率比为100∶1能够保证接收得到调频信号的

地方都可以接收到数字信号。即105.5MHz模数发射功率比设

计为3kW∶30W。由于CDRadio数字发射机经过滤波器和多

工器后的损耗约1.5dB，在此选用100W的发射机留有些许功

率冗余。

图3 设备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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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急预案

接入新增模数同播设备后，如系统出现故障，立即将

105.5MHz发射机输出口接回89.1MHz桥式单元的宽带口，甩

开新增的桥式合成单元，用于应急播出，确保广播节目安全

播出。

2.3 实施步骤

1. 申请停机时间并获批准。

2. 各技术人员提前两天到达发射台，把需要安装的设备

按照事先规划的位置搬运摆放好，将新增设备连接调试好

后，接假负载进行测试，调试好CDRadio发射机调制模式和

发射功率等参数，同时，测量及准备好各种连接件，准备好

应急连接馈管等零部件。

3. 测试并记录原有调频播出系统各项播出指标。

4. 停机后先移除原有调频105.5MHz 桥式单元，先按照应

急预案连接好多工器及各个设备，并进行调试测试好，确保

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5. 接入新增设备并安装调试完毕，进行试播。

6. 试播时间6小时，设备可以达到热平衡稳定期，在这期

间测试并记录各项工作指标是否正常，能否达到安全播出要

求，如果达到要求，实验设备接入安装调试完成，按实验方

案继续播出。

7. 试播期间如果新接入设备有影响安播的任何问题，无

法解决的，应立即按照应急预案进行播出，从实验方案到恢

复应急播出方案整个过程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

3  播出指标测试

对播出指标进行安装前后对比测试，以观察本系统对播

出指标的影响。

1. 高性能桥式合成单元指标

经测试，新增高性能桥式合成单元在调频信号中心频

率f0处插损不大于0.35dB，f0±80kHz处插损不大于0.7dB，

f0±118kHz处插损不大于1.3dB。

2. 调频系统指标

功率：4套调频节目发射机额定运行时的入射功率、反射

功率，安装前后浮动范围在±1%之内。

失真：测量4套调频广播失真，100%调制下，安装前后

总失真均小于0.1%。

频率响应：测量4套调频广播频率响应，安装前后均在

±0.1%之内。

信噪比：测量4套调频广播信噪比，100%调制时，安装

前后均大于60dB。

3. 覆盖场强

在发射台周边选取3个固定地点，测试4套调频节目覆盖

场强，安装前后差别不大，浮动范围为±0.2dB。

安装模数同播系统后，经测试，调频发射机各项指标符

合满足《GY/T 169-2001米波调频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

方法》要求。

4  应用效果

本系统已在南宁市、崇左市、梧州市的4个广播电视无线

发射台安装并投入使用近一年时间，系统运行正常。模数同

播系统充分利用原有模拟FM广播频率资源与基础设施，数字

广播与FM广播在同一频点上带内同播，共用一副天线发射，

不影响FM广播的安全播出，数字广播与FM广播具有相同的

覆盖范围。在梧州市还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实验，通过广

播电视发射台发射的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据，为梧州市

自然资源局提供高精度位置数据，对地面形变开展毫米级监

测。系统建设成本低，并可节省大量后续通信费用以及运维

费用。

5  结语

通过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发射北斗地基增强差分修正数

据，是调频频段模数同播系统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中的创新

应用。本系统在调频广播300kHz频带内实现了数字、模拟信

号在同一频点上带内同播，不影响原有调频广播节目的安全

播出，具有覆盖范围广、信号稳定不堵塞、建设成本低、通

信成本低等优点，为促进北斗精准导航定位的大众化应用提

供了新思路，后续将进一步在更为广泛的广播电视无线发射

台中推广应用，为精细农业、测绘、地质形变、精密导航、

地籍管理等领域提供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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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调频发射机远程快速启动系统 
设计与实现

【摘  要】 通过搭建一套远程控制系统来启动调频发射机备机，使值班员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能在数秒内实现修改激励器频

率、上机信号及发射机加电开机操作，快速完成备播操作。程序使用结果显示：大大缩短了值班人员在使用备机维持播出时所

需要消耗的操作时间，为挽回播出事故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系统为维持安全播出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并高效的思路，提高了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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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mote Quick Start System for  
Standby FM Transmitter

Ji Hui, Zhang Yong

(He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307 Broadcast Transmitting Station,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By setting up a remote control system to start stand-by FM transmitter, operator on duty can modify exciter frequency and operate signal 

and power on transmitter within a few seconds by clicking a button, and quickly maintain broadca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operation time consumed 

by operator on duty when using standby machine to maintain broadcasting is greatly shortened, which makes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very of 

broadcasting accident. This system provides a low-cost and high-efficiency way for maintaining safe broadcasting, and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Keywords  FM transmitter, Remote control, Maintain broadcasting by one button

纪辉，张勇

（河北省广播电视三〇七发射台，河北  050000)

0  引言

三〇七发射台调频机房目前有一部手动控制的公共备用

发射机，未接入自动倒备系统中。这部公共备机用于机房在

日常维护、紧急备播等状况下维持播出。此发射机标称功率

为5千瓦，天线为调频广播全频段天线。此公共备机采用手动

修改激励器频率+手动对接上机信号+手动整机加电的方式来

进行备播。使用此公共备机时需要操作人员离开控制室到机

房内发射机前面进行操作。此过程耗时较长，即使熟练的操

作人员也需要至少一分钟之久，并且存在误操作的可能性。

在紧急情况下，难以有效的保障不间断播出。因此，对此5千

瓦公共备机备播方式进行改造，搭建了一套远程控制系统来

控制此发射机进行备播。通过遥控激励器修改频率，遥控解

码器修改上机信号，遥控一个中间继电器带动一个380V的交

流接触器来进行加电开机的方式实现快速备播的功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维持播出[1]。

1  项目概述

此项目需要通过使用服务器和激励器、解码器、可遥控

中间继电器的232串口来进行上下位机之间的数据通讯。使用

串口线连接服务器的232串口和上述设备的232串口。由技术

人员自行开发程序，通过向各个串口发送相应的命令来达到

控制上述三个设备的目的。

在项目设计上，采用以人为本、面向值班人员的设计理

念，以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简单易操作且结果直观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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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将向各个设备发送各种命令转变为点击一个按钮即可

完成遥控操作的方式，大大简化操作，提高易用性和安全

性。在实现方式上，采用B/S结构（Browser/Server，浏览器

/服务器模式），将系统功能实现的核心部分集中到服务器

上，值班人员通过使用另一台终端访问此服务器的方式来进

行控制操作[2]。由于232串口协议通讯距离的局限性（小于

15米），同时为了保护服务器设备及数据的安全，服务器布

置在播出机房内的机柜中，用于访问系统的终端位于控制室

内，通过局域网来打开服务器上的网站，从而达到控制发射

机的目的。

整套远程控制系统需要将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结合起来，

共同完成既定目标。因此将使用到的硬件和计算机软件分别

进行描述。

2  硬件设备

2.1 激励器

5千瓦公共备机发射机使用sielco激励器。使用串口线连

接服务器和激励器的232遥控端口。通过此激励器通讯协议

可实现频率修改、功率修改、查询状态等功能。此处使用频

率修改及查询、功率修改及查询功能。激励器的通讯协议为

字符串，直接发送对应的命令即可做出相应的操作。如发送

“s fr 95.6\n\r”为修改激励器频率为95.6MHz，发送“s power 

1.0w\n\r”为修改激励器功率为1.0W等。

2.2 解码器

使用串口线连接服务器和解码器的232端口。此处使用修

改解码器pid的功能。通过遥控修改解码器的pid码，实现切

换上机节目信号的目的。此解码器的通讯协议为16进制，如

发送“7D 01 01 02 00 68 54 F4”为将解码器节目二pid修改为

0068（新闻），其中“7D”为帧头，第一个“01”为地址，

下一个“01”为控制字，“02”为数据长度，“00 68”为数

据，“54 F4”为CRC16校验，使用校验工具算出。

2.3 可遥控中间继电器

使用一个可遥控中间继电器带动一个380V交流接触器来

实现给机器加/断电的方式来进行开关机操作。直接使用公对

母直通串口线连接服务器和中间继电器的232端口。中间继

电器的通讯协议同样为十六进制，命令帧同解码器命令帧类

似，如发送“01 05 00 00 FF 00 8C 3A”为中间继电器第一路

吸合。

2.4 硬件连接示意图

硬件连接方面，终端和服务器通过网线连接。服务器和

发射机上的激励器、解码器和用于控制开关机的中间继电器

通过232串口线连接。为了防止此远程快速启动系统失效，保

图1 硬件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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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发射机的原手动加电开关。将380V交流接触器和原手动

加电开关并联在一起，这样快速启动系统和手动加电开关均

可以控制发射机的开关机。

3  软件设计

在软件设计上，考虑到将来向远程值守的方向发展，采

用了B/S结构来实现整套系统。用于和各个设备通讯的服务器

位于机房内并运行网站服务，其他终端通过局域网或广域网

访问此网站来达到远程控制设备的效果。网站分为前端和后

端两部分，后端程序用于和硬件设备通讯，前端程序用于向

用户展示页面来进行操作。

3.1 后端程序

后端程序用于和各个设备进行通讯，使用python开发，

接收到前端页面发送过来的请求后，将相应的请求发送给

各个串口，并将接收到的串口数据传回给前端页面。采用

python开发是因为python有封装好的用于串口通讯的pyserial

模块，在开发程序时直接调用此模块即可，开发人员只需编

写对应的业务逻辑而不需要编写通讯模块，降低了开发难度

和周期。以激励器为例：

import serial

ser1 = serial.Serial('com1', 9600, timeout=1)

后端程序主要有四类函数：

第一类串口发送函数用于向三个串口发送数据；

# 定义发送数据的函数，a为激励器，b为解码器，c为中

间继电器

def senddata(a, b, c):

# 向串口1发送a

ser1.write(a.encode("GBK"))

# 向串口2发送b，十六进制

b = b.strip()

send_list = []

while b != '':

try:

num = int(b[0:2], 16)

except ValueError:

return None

b = b[2:].strip()

send_list.append(num)

b = bytes(send_list)

ser2.write(b)

# 向串口3发送c，十六进制

c = c.strip()

send_list = []

while c != '':

try:

num = int(c[0:2], 16)

except ValueError:

return None

c = c[2:].strip()

send_list.append(num)

c = bytes(send_list)

ser3.write(c)

第二类用于接收前台页面发送的的修改激励器频率或功

率、修改解码器Pid、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的请求，并把相应的

数据发送给串口发送函数。以音乐台为例:

# 定义音乐台函数

def yinyue(request):

# 向串口发送a，b，c

a = "s fr 102,4\n"

b = "7D 01 01 02 00 63 E5 9F "

c =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

senddata(a, b, c)

第三类用于接收前台页面发送的查询当前激励器频率或

功率、当前解码器Pid、当前继电器状态的请求，并把相应的

数据发送给串口发送函数。

# 定义查询函数

def chaxun(request):

# a为读取激励器频率,b为读取解码器pid，c为读取继电

器状态

a = "get frequency\n\r"

b = "D7 01 01 C3 14 "

c =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

senddeta(a, b, c)

第四类用于监视各个串口传回的数据，并把此数据以

json的格式传给前台页面。以激励器为例：

# 定义用于显示到文本框的函数

def gettext(request):

r e t u r n 1  =  d a t e t i m e . d a t e t i m e . n o w ( ) .

strftime('%H:%M:%S') + '  当前激励器频率为：'

# 读取串口1的数据

if ser1.in_waiting:

str1 = ser1.read(ser1.in_waiting).d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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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102.40MHz' in str1:

r e t u r n 1  =  d a t e t i m e . d a t e t i m e . n ow ( ) . s t r f t i m e 

('%H:%M:%S') + '  当前激励器频率为：音乐'

result = {"return1": return1, "return2": return2, 

"return3": return3, }

return HttpResponse(json.dumps(result, ensure_

ascii=False), content_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3.2 前端程序

前端程序使用django+js+html开发，网站使用wsgi+apache

发布。Django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web 应用框架，由python 

写成。Django用于将前端页面的请求转化为后端程序的响

应，从而完成前后端程序之间的通讯。Apache是一款web

服务器软件，将python解释器编译到服务器中并启动网站 

服务。

通过点击按钮的方式向后端程序发送修改激励器频率、

修改解码器pid、修改继电器状态的命令。使用jquery库中的

ajax方法，自动向后端程序发送查询激励器、解码器、继电

器当前状态的命令。后端程序接收到命令，作出相应动作

后，使用json格式将数据传回网页前端。网页前端程序再将

此数据展示在页面上。演示效果如图2所示。

控制区前十个按钮用于向后端程序发送将激励器和解码

器修改为对应节目以及继电器吸合的请求。关机按钮用于向

后端程序发送将激励器和解码器修改为初始状态以及继电器

断开的请求。并且前十个按钮能够根据返回的值，将对应节

目的按钮颜色变为绿色，更明显地表示出当前此备机正在播

出的节目。以音乐台为例：

在django的url分发器urls.py中指定函数和路径的对应关

系，将链接“/yinyue/”指向yinyue（）函数：

url(r'^yinyue/', yinyue),  # 在url中凡是以yinyue开头的访问

都使用yinyue函数来处理该请求。

在index.html中编写音乐按钮：

<button type="submit" class="btn btn-primary btn-lg" 

style="width:9%;height:60px" formmethod="get" formaction="/

yinyue/"> 音乐</button>

点击音乐台按钮后系统会根据urls.py中指定的值去访问

yinyue函数，从而完成向各个串口发送对应命令，完成激励

器修改频率、解码器修改pid和继电器吸合的操作。

状态指示区用于修改激励器功率、显示激励器及解码器

修改结果，显示当前解码器对应节目，显示当前激励器频

率、功率，显示当前继电器状态等。以激励器为例：

图2 远程控制系统页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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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dex.html中建立一个文本框：

<textarea id="test1" style="width:48%; height: 30px;border: 

1px #ccc solid; resize:none;position:relative; top:-5px;"></

textarea>

使用ajax方法每5秒钟访问一次chaxun（）函数，同样每

5秒钟访问一次gettext（）函数，用于读取从各个设备的返回

值，并将读取到的返回值发送到对应的文本框中，用于显示

各个设备当前的状态：

<script>

setInterval(function () {

$.ajax({

type: "get", //提交方式

url: "/chaxun",//路径

success: function (result) {//返回数据根据结

果进行相应的处理}

});

}, 5000);

setInterval(function () {

$.ajax({

type: "get", //提交方式

url: "/gettext",//路径

success: function (result) {//返回数据根据结

果进行相应的处理

if (result.return1 != '') {

$("#test1").html(result.return1);//返回值

显示在test1文本框}

});

}, 5000);

</script>

状态指示区的四个彩色圆点用于表示当前解码器、激励

器、继电器状态，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为了更直观的展示

出各个设备当前的状态。每一个点根据前面文本框的值进行

颜色的变化。红色表示连接失败，蓝色表示位于初始状态，

绿色表示当前处于播出状态。

改变圆点颜色和按钮颜色和读取设备状态的方法及代码

类似。

下面以音乐台为例，展示系统运行效果。点击音乐台按

钮后将弹出确认框，防止误操作。效果如图3所示。

点击确定后网页向后端程序发送命令，后端程序向串口

发送命令，完成备播操作。点击取消则无动作。等待全部数

图3 点击音乐按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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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读取成功后的页面如图4所示。

修改激励器功率的方法与修改激励器频率的方法类似，

只是发送的命令不同，修改激励器功率需要点击下拉条后选

择需要修改的功率。

4  实现效果分析

将整套远程控制系统编写并部署完成后，进行了测试。

将所有节目按钮进行测试，发射机均能正确的修改为按钮对

应的频率、信号以及完成加电开机工作。页面上也能正确的

显示当前的解码器pid、激励器频率、激励器功率和中间继电

器状态。从点击按钮到发射机正常播出仅需要10秒钟左右，

大幅缩短备机开启时间，大幅降低开启备机的人工介入水

平。关机按钮也能正确的将激励器、解码器及中间继电器恢

复为初始状态，关闭发射机。修改激励器功率的功能也能正

常使用。

5  总结

通过此远程控制系统，实现了研达5KW公共备机一键快

速备播。完成了从本地人工低效操作方式到遥控高效操作方

式的转变工作。软硬件系统之间相互协调，有机衔接，整体

运行稳定。

在值班人员实际使用此远程控制系统过程中，通过点击

对应节目按钮进行一键备播，点击关机按钮恢复激励器和解

码器的初始状态并关机。通过观察解码器、激励器及继电器

状态文本及后面的圆点的颜色来判断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大

幅缩减了开启备机所需要的时间并提高了准确性，实际使用

效果良好。

此程序为维持安全播出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并高效的思

路。需要进行实时监控及操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需求来编写相应的定制程序来简化操作，从而大大缩

短应急响应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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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oRa通信的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温度监测系统设计

【摘  要】 本文为在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实现硬馈等温度监测，开发了一种基于Linux嵌入式的物联网测温系统。温度监测系统

分为测温服务器、测温网关、测温节点三部分。低功耗的测温节点采用电池供电，测温网关采用POE供电，经实地测试运行表

明该系统满足设计要求，实现了一种远距离，广覆盖的广电物联网应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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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for Radio and TV Transmitting 
Station Based on Lora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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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of Internet of Things based on Linux embedded to realize temperature monitoring 
such as hard feed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which ar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erve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gateway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node. Low-powe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node is powered 
by battery, and gateway is powered by POE. Test shows that the system meets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realizes a long-distance, wide-coverage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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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昊，陆海源，赵小寒，宋经雄，唐丽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广西  530022)

0  引言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提供了新的

思路。为了进一步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必须深入研究影

响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不稳定因素。台站工作中发现，在硬

馈重要节点处的温度进行实时监控，对天馈系统的运维能起

到关键作用。目前硬馈处采集数据遇到取电难，布线难等实

际问题，为解决传统广播电视硬馈等温度监测方式中存在的

弊端，考虑实际温度采集中可传输数据较少，传输速率低等

特点，结合参考文献[2]给出的LoRa，Wifi，Zigbee关键特性

对比，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LoRa通信的温度监测方案。通过

自主研发物联网网关和信号接收板卡，实现数据的本地化访

问。采用LoRa协议实现传感器节点与LoRaWAN网关之间的

数据传输及命令控制，通过网关将数据发送给数据服务器，

台站监测客户端从服务器调取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在硬馈等需要监测的地方安置LoRa终端节点，台站值班

人员无需到达现场，只需通过值班室客户端的数据分析及报

警提醒等即可了解节点温度情况。系统自主研发并在发射台

站实际环境中测试运行。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实现了传输

距离远、覆盖范围广、功耗低以及能够实时获取监测数据的

设计目标。

本文将从基于嵌入式系统的物联网网关底板设计、基于

SX1301的接收网关板卡设计、基于LoRa的测温终端设计和服

务端程序开发等几部分来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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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关硬件设计

网关是节点与 IP 网络之间的桥梁（通过 2G/3G/4G 或者 

Ethernet）[3]。本设计是基于SX1301基带芯片LoRa网关，它是

将LoRa无线网络和Internet连接起来。

1.1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物联网网关底板设计

物联网网关底板是基于C o x t e x - A 7核心板的W T-

EDKSOM6ULX开放平台开发，采用开放的嵌入式Linux开发

平台，可以应用于各种工业物联网网关及工控设备。网关底

板构成框图见图1。

网关底板主要由POE供电模块，LAN8720A网络通信模

块，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一些状态指示灯和调试串口、

TF存储卡等模块构成。

1.1.1 POE供电模块

POE供电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

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传输数据信号

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供电的技术，基于通信系统中

POE供电可以简化供电系统设计，有效降低成本，可以高效

的对受电设备进行管理，但是供电距离通常比较近。

图2为POE设计原理图，数据和来自交换机端的供电信号

进入RJ45端，数据经过两组线进行传输，同时电源从网络变

压器的中心抽头处被取出来，电源的正极和电源地连接到控

制器进行控制，整流桥用来做极性保护，瞬间电压抑制器做

过电压保护，当电压高于57 V时，保护后级电路，电流通过

控制器后经过EMI滤波器可以降低电磁干扰信号，再经过DC/

DC变换到后级电路正常工作需要的电压[4]。

1.1.2 GPS/北斗双模定位模块

图3是本项目中采用的UM220-III是针对监控应用推出的

北斗/GPS 双模定位模块。采用和芯星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低功耗芯片，是目前市场上尺寸最小的完全国产化的北斗/

GPS 模块，集成度高，易于应用，非常适合小尺寸要求的北

斗模块。模块输出端口TTL电平，可供3.3V单片机直连。

1.1.3 LAN8720A网络设计

LAN8720A是高性能10/100Mbp以太网收发器（PHY），

图1 网关底板框图

图2 POE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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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R M I I接口，大大减少了M C U的控制管脚。图4为

LAN8720A外围设计图。

1.2 基于SX1301的接收板卡设计

SX1301接收板卡与WT-EDKSOM6ULX底板通过miniPCI

接口连接。WT-EDKSOM6ULX底板上的主控芯片通过SPI总

线发送配置程序给SX1301，semtech提供该芯片的配置文件，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裁剪。

本设计采用的收/发频率为477MHz，所以选择SX1301外

接2片SX1255。SX1255是射频前端芯片，设计用于在全球范

围内运行400MHz～510MHz的许可和无许可频段，它负责将

同相正交数字信号转换成无线电模拟信号。SX1255主要负责

实时自动增益控制、射频校准和收发切换。原理框图见图5所

示，包括基带芯片SX1301、射频前端芯片SX1255、匹配网

络、放大器（自动增益控制（AGC）和功率放大器）、射频

图4 LAN8720A外围电路

图3 UM220-III北斗/GPS 双模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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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RFSW1012及天线。

本设计中的发射自动增益控制采用的是RFPA0133，该IC

可以在380MHz～960MHz的频率范围内提供大于60%的饱和

效率。芯片外围原理图见图6。主控芯片可以通过控制该芯片

12 和13引脚进行增益控制。

2  基于LoRa的测温终端节点设计

本设计采用IRT6110作为通信和控制芯片，连接8个温度

传感器DS18B20。IRT6110是锐捷公司基于LoRa广域物联网

通讯的高性能终端通讯模组；该产品支持标准的LoRaWAN协

议，可支持在470MHz～510MHz频段内工作，具有低功耗、

高性能、低成本的优势。

本设计可以采用电池3.3V或者5V供电。IRT6110模组

图5 SX1301板卡原理框图

内部集成STM32L072CBT和无线模块SX1276，SX1276与

STM32L072CBT采用SPI连接，平时STM32L072CBT进入

STOP模式，当STM32L072CBT被定时器或者外部串口唤醒

时，它根据设定时间间隔，依次读取外部温度传感器数据，

当有温度超过阈值时，SX1276发射信号给网关，网关转发给

服务器，实现数据的通信。测温终端节点电路原理图见图7。

3  测温节点低功耗程序设计

图8是测温节点程序流程图，程序设计采用的是KEIL软

件。系统经过时钟初始化、RTC和定时器初始化后进入主循

环，如果没有到达温度采样时间间隔，就进入低功耗模式，

低功耗模式设置为RTC和串口2种唤醒模式，RTC唤醒时间间

隔为25秒，系统唤醒后重新进行时钟设置，喂狗，防止程序

因为看门狗（IWDG）长时间没喂而复位，如果满足采样定

时间隔条件，就对各温度点进行采样，DS18B20的开发和程

序设计参考论文[5]。本设计设置的采样周期是10分钟。下面

是介绍低功耗的程序流程。

1. 在进入STOP模式前对外设进行设置，未用GPIO要设

置成模拟输入状态，但是用于中断唤醒的GPIO不能设置为模

拟输入状态，串口输入引脚需要设置为输入状态，并且开启

对应的IO中断，否则中断失效。在CPU休眠时，如果某IO引

图6 RFPA0133及外围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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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测温节点模块

图8 主控程序流程图

脚电平状态也要保持不变的，则此IO不能做其他设置。

2. 设置RTC的唤醒时间间隔和开启RTC唤醒系统功能，

芯片手册提供的看门狗复位的最大间隔是32.768秒，本系统

设置RTC唤醒时长为25秒。

3. 调用库函数进入STOP模式。

4. 退出STOP模式后要恢复时钟。恢复各外设状态，如

GPIO、串口、SPI等初始化。

以上4个步骤设计的CPU的低功耗只是一部份，外围电路

设计上也要综合考虑。

4  基于LINUX的网关设计

4.1 基于LINUX的网关体系结构

网关程序设计流程图见图9，本设计采用嵌入式Linux技

术，开发基于LoRaWan协议转发和网关与服务器之间的数据

交换程序。网关负责接收节点发送的数据，数据通过网线或

者4G等方式以UDP、MQTT的通信方式发给服务器。网络配

置模块负责初始化LAN8720A网路芯片，通过网络连接网关

和服务器进行传输。GWM 配置模块负责SX1301和SX1255的

初始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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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Linux网关程序设计流程图 图10 温度显示界面

在系统工作的主程序中，CPU不断的监测来自节点和服

务器的连接请求，当任一端收到请求命令时，服务程序被激

活并创建一个子程序与发送请求端通信，直到服务结束才结

束该进程。

4.2 SX1301驱动开发

Semtech提供了开源的SX1301驱动代码，并将其存储在

( https://github.com/ )上，github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

Lora-net )，此处存放所有官方提供的LoRaWan相关的代码资

源，本文所有用到的驱动代码为：https://github.com/Lora-net/

lora_gateway。通过更改相应的配置文件，对SPI进行配置即

可使用。

5 服务器端程序和值班室监控界面开发

5.1 服务器端开发

开发使用php，其中数据库存储使用mysql，通信方式使

用的是socket。数据库管理使用的phpmyadmin，服务端开发

框架使用的是thinkphp。

下面是数据库相关表及字段的描述：

设备电压表：记录节点设备电池电压值和低压阈值报警

电压。

设备数据表：记录设备id，位置，电压，温度，时间，

设备名称以及对应关系。

设备表：记录设备名称，时间，修改的设备名称。

位置表：记录设备多个位置之间的关系。

5.2 值班室监控界面开发

值班室监控界面开发使用是C#，开发工具使用的Visio 

studio2018，通信协议为http。界面如图10，在界面上可以

选择设备；选择查询时间段；更改设备名称、地点、电压阈

值、温度阈值；可设置端口号及对应的IP地址进行警报。

显示区折线图中会显示当前选择的设备以及位置名称

（如果修改过名称则显示修改后的名称）。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LoRa的发射台站温度监测系统，利用

LoRa技术实现了温度采集节点和监控平台之间数据的传输。

项目历时1年开发完成测试，测温节点采用电池供电，待机电

流8uA。系统在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钦州分中心那雾岭发

射台实际调试，测试和运行。

测试半年，所有节点电池供电正常，软硬件系统都运行

良好，本项目在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复杂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

作，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自台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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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省级 
推进方案设计与实施

【摘  要】 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达到良好的实施效果，各省的具体推动尤其重要。本文通

过对安徽省的工程实践的全面回顾，论述了直播卫星“户户通”的技术方案，介绍了安徽省工程推进的措施和实施的亮点，旨

在与广电同行分享广播电视专项工程的建设经验。

【关键词】 直播卫星， 户户通， 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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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ial-level Promotion Plan of DTH  
“Hu Hu To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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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Anhui 230022, China)1

(An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hui 230071, China)2

Abstract  DTH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To achieve good implementation effect, specific promotion of each provi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Anhui Provi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echnical schemes of DTH project “Hu 
Hu Tong”, and introduces measures and highlight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iming to shar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pecial projects with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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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冬1，王麟2，杜虎2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安徽  230022)1

（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  230071)2

0  引言

2008年6月 “中星9 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成功发射，

定点于东经92.2度，设计寿命15年，开启了我国广播电视卫

星直播的新纪元。2011年4月“中星9 号”确定了公共服务体

系定位，成为直播星“户户通”实施的先决条件。直播卫星

广播电视从开始发展至今，经历了从最初的清流节目村村通

（第一代）、CA 加密村村通（第二代）到手机基站定位户

户通（第三代）的发展历程。由于第三代户户通增加了右旋

圆极化参数，接收效果更好，同时新增加了中3、中5、中6、

中8 等优质节目，受到了广大农村观众的喜爱，也为它的迅

速普及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1   项目实施背景

广播电视直播星“户户通”工程是由广电总局负责、分

省组织实施的重点国家民生工程，可通过直播卫星传递信

号，让更多的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到电视信号。直播卫星

户户通工程，主要目的是为解决广大有线电视未通达地区群

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难题，是统筹有线、无线、卫星协同

发展重要举措。

2013年，安徽省政府与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财政部

签订了“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93.2万户的目标责任

书”，并于年底给任务县（区）分配下达了中央财政专项资

金9320万元（每户100元）。2014年4月，省广电局会同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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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群众自愿”的原则制定了

工程实施方案，给相关市县下达了建设任务，并要求各市县

按每户100元的标准落实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的资金由用户自

愿承担。但是由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来相对落后，一

些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解决配套资金困难。而有线市场又处

于蓬勃发展期，因利益问题各方面抵制的声音也比较多，导

致各任务市县未能全面启动建设（仅有任务量相对较小的少

部分县区实施了自主招标）。为解决用户需求和推进困难的

矛盾，2016年底，省局积极响应总局有关通知要求，全面推

动这一惠民工程在我省的实施。

2  技术方案综述

2.1 系统原理图

卫星地面站集成央视、省卫视节目上传至赤道上空35800

公里的卫星，卫星把信号用天线向整个中国地区发射，等于

是高空天线。地面通过抛物面天线把微弱的信号聚焦到高频

头、高频头把信号变换成850M～2150M的卫星中频，再通过

馈线传给卫星电视接收机，解调还原ABS压缩前的图像声音

（图1）。

上星节目信源视音频编码分别采用AVS和DRA标准，卫

星信道编码方式采用了效率更高、拥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ABS-S标准。卫星工作于KU波段，用于

第三代直播星“户户通”节目传输的五组转发器均为右旋圆

极化方式，下行频率分别为12020、12060、11920、11960、

11980MHz，符号率均为28.8Msps，采用NDS-CA开放式端到

端加密方式传输。

直播星“户户通”可给接收地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广播

电视节目，根据最新统计，直播星“户户通”工程转播的全

国通用电视节目就有62套（不含广播）。

2.2 “户户通”系统的管控技术

为确保接收设施的可控可管，该系统在技术和管理上采

取了以下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确保安全播出、安全传输和安

全接收。（1）传输安全：“户户通”系统采用了专用的技术

标准，直播星中星9号是一个信号净化的绿色卫星，这种机顶

盒只能接收我国的卫星直播信号，接收不到其他卫星信号。

（2）可控可管：通过智能卡授权，可以精确管理每一个用户

的每一台机顶盒。（3）实现位置锁定：利用GPRS 移动基站

进行定位，机顶盒只能在特定的区域正常使用。（4）实时干

预系统，对于非服务区用户安装行为实行实时干预，不予开

通，有效防止“户户通”设备流入城区冲击有线电视。为了

确保只有被授权的地区用户能收看节目，系统有着一套完备

的位置锁定机制，如图2所示。

1. 直播卫星用户管理中心端

签名校验服务器用来校验综合接收解码器上传的位置锁

定信息的签名有效性，并将校验结果返回给位置锁定服务

器。安装信息采集仪可采集综合接收解码器在指定安装地点

的位置锁定信息及用户信息，同时存储“直播卫星指定服务

区”的边界位置信息。安徽省在工程中采用CJYHT-1型“宏

天”基站信息采集仪能同时采集移动和联通GSM信号和GPS

信息，通过“基站信息采集仪软件”将采集的数据上传卫星

管理中心，从而确保我各地定位基站数据与卫星后台数据同

步，提高了开户安装的成功率。位置锁定服务器接收安装信

图1 直播星“户户通”系统原理图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2期〕 109

Satellite Transmission  ︳  卫星传输

息采集仪和综合接收解码器上传的数据，形成服务区基站数

据库，以此判定综合接收解码器上传的基站信息是否有效，

向EMMG和SMS数据输出。

2. 综合接收解码器

综合接收解码器具有位置锁定模块和位置锁定应用软件

模块，支持锁定和解锁两种工作模式。可采集周边可获取的

所有基站信息（LAC+CI），将基站信息与综合接收解码器

加密序列号、智能卡序列号、IMEI号一并通过无线通信网络

传输至直播卫星用户管理中心。每次开机时实时获取新的位

置锁定信息并与存储在本机智能卡中的位置锁定信息进行比

对，根据比对结果实现位置锁定功能。通过该机制可以实现

安装过程与正常收看的定位操作[1]。

2.3 “户户通”用户接收装置

直播卫星“户户通”用户接收设施是用于接收直播卫星

公共服务信号的设备，具体包括机顶盒（本次实施统一采购

为单模机顶盒，建议有条件地区更换为双模，可同时接收地

面数字电视节目）、天线、高频头、加密卡、馈线电缆和常

规安装辅材等，系统连接如图3所示。接收设施及其安装服

图2 位置锁定系统框图

图3 直播卫星“户户通”用户接收系统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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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由最终用户自行购买。安装时要注意正确的安装步

骤，符合安装规范。

3  工程的组织和实施

3.1 集中统一招标

“户户通”设备有着统一的技术要求，采取全省统一招

标既可以保证用较少的资金招到最好的设备，又确保了全省

工程技术架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也利于后期设立统一管理

专业服务机构。通过全省集中招标改变了地方独立分散实施

的不可控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工程的进展。安徽省招标工作

2016年底启动，仅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统一招标、总（分）合

同签订等系列工作。全省任务分成三个区域，目标任务共计

844727套户户通设备。

3.2 将工程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将直播星“户户通”工程纳入16个

市和2个省直管县的绩效考核范围。采取百分制分别计分，主

要指标含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程验收情况、合同付款情况

和全面工作落实情况四块，每块设若干考核指标，各考核单

位折算指标最终得分按0.1%计算。通过将“户户通”工程与

政府工作绩效挂钩，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工程推动的积极性，

也有利于各级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各类信息的收集、整

理、通报，对工程建设质量、服务质量和安全生产进行有效

监管。

3.3 加强组织管理 狠抓工程落实

在省级层面，加强对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和检查通报，

注重上下联动从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整体合力。工程正式启动

后，省局领导全员参与、分片包干建设任务，与各市领导现

场协同办公，落实相关工作，解决了实际问题。在市级层

面，15个任务市均成立了以市分管领导为组长的“户户通”

工程领导小组，多措并举狠抓配套资金、用户群体、安装力

量等具体工作落实，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工程的进度。

在工作机制上，省局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完成直播卫

星户户通整省推进任务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直播

卫星户户通工程的通知》《安徽省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验收实

施方案》等一批指导性文件，对工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

用；在推进方式上，省局有效利用督查、约谈和通报等措施，

对市级的检查督导实现全覆盖，先后深入20多个县（区）现场

办公解决建设难点问题。坚持每月通报工程进度并抄送市、县

政府，10多次约谈进度落后地区建设单位负责同志和中标厂家

负责人，确保了工程有序推进。总之，各市、县能按照省局统

一部署，摸排用户需求、签订安装合同、推进工程施工、落实

付款验收，建立各级政府主导下的市县主管部门-乡镇文化站-

中标厂家之间协调通畅的工作机制。 

3.4 创新工作方法 谋划长效运营

在推进过程中，我省首次采用了DTH户户通手机服务端

进行安装开户，较以往借助卫星管理中心PC端平台管理系统

大大便捷了安装方式，加快了工程进度。在政府主管部门把

关许可的前提下允许厂家自由发展用户（零售模式），即行

政部门开展好必要的惠民宣传，规定好允许安装的区域，约

定好安装服务的协议，再由厂家自主推广用户，以最大限度

的拓展用户需求数量。采用边安装边验收边付款的方式，解

决中标厂家资金压力的问题，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建立各种

QQ群、微信工作群，加强与中标公司、服务商的沟通协调，

交流具体信息并及时解决相关问题，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售后服务方面，我省建立了县级服务中心网络，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在合同要求的基础上探索乡镇网点服务，结合政

府购买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服务谋划长效运营，为下一

步售后运维服务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确保户户通工程

长期通、优质通。此外，积极依托“微信客服平台重发授权

功能”优化运维服务方式，鼓励用户掌握基本操作方法，缓

解运维人员工作量。

3.5 直播星“户户通”工程推进成果

安徽省“户户通”工程招标工作于2016年底启动，2017年

上半年完成招标和合同签订工作，随即我省开始全面实施直

播卫星户户通设备安装。2018 年初，总局和安徽省人民政府

将我省直播卫星户户通整省推进工程目标任务数由93.2万户

调整为75.31 万户。至2018年底任务结束，工程共投入中央

配套建设资金9320多万元，全省配套建设资金8600多万元，

为15个市69个县区的81.32万户农村群众安装了户户通设备，

超过任务目标6万余户。在有线和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基

础上，我省广播和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9.84%和

99.83%，实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

建设和“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主要发展目

标。至2020年上半年，我省“户户通”用户在面对各种新媒体

的冲击下，老用户基本没有流失，新用户数量也有少量增长。

4  工程的进一步目标

4.1 开展建后维护工作

在督促中标企业开展售后服务的基础上，结合政府购买

服务扎实有效地做好运维工作，建立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运

维考评机制，确保做到有建设、有运维、有监管，全力保障

广大群众收听收看广播影视的公共文化服务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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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省级监测平台

在优化各地服务网络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全省直播星节

目监控平台，实现对中星9号直播卫星村村通、户户通前三代

所含的广播电视节目的监测， 对电视信号实现录像存储及多

画面监测， 对广播信号实现录音存储及音频动态柱图展示和

监听，为安徽省广电局准确分析研究直播卫星广播电视信号

质量和覆盖效果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也为基层广电部门提供

技术支持和服务。规划的平台技术架构如图4所示，采用工程

定制的卫星解码器，通过码流分析单元及多画面监测系统实

现基于码流和视、音频指标的监测[2]。

4.3 推进直播星标、高清同播，部署“户户通”向第四代转型

针对大屏幕电视机收看直播卫星电视节目清晰度不够，

效果不佳的现状，播出高清节目无疑是满足农村地区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要、有效解决广播电视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城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有效措施。我省从2020年开始，以高清节目和增值服务为业

务支撑，启动高清节目市场推广工作，通过直播卫星服务的

提质升级带动全省用户数量的进一步增长。直播星总局前端

播出平台已新建三套DCAS系统，前端用户管理平台新建北

斗位置管理系统，并完成对用户管理系统和服务区域管理系

统的升级。前端平台的投入使用，可以推动直播卫星向多层

次多业态服务升级，实现直播卫星服务提质升级的目标。

基于高清的第四代接收终端采用了TVOS2.0操作系统和

基于北斗定位的防破解技术，将从根本上保障可管可控的问

题，使目前“户户通”市场的免定位机乱象也有望得以根

治，彻底解决不正当竞争对合法市场的冲击[3]。基于以上原

因，我省将在十四五期间大力推广直播星“户户通”第四代

用户终端，逐步取代第三代终端，实现户户通公共服务的升

级转型。

5  总结

安徽省直播星“户户通”工程通过严密组织、科学调

度和规范实施，确保了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相对于类

似省情的其他省份，更早更优的完成了建设任务，受到多方

好评，成为全国“户户通”专项工程建设的模板。在此基础

上，安徽省将进一步确保全省系统的稳定运行, 不断的进行改

进与创新, 进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徽农村市场，真正地实现户

户通、户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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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地球站标清上行系统技术迭代 
的设计思路

【摘  要】 全面启动广播电视卫星传输向新一代更高效的技术标准升级，进一步提高其节目品质，基本实现卫星传输电视节目

全高清化，对于已实现高清节目和标清节目同时播出的电视频道，逐步关闭其标清节目的播出。这是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

电视卫星应用总体规划（2018-2022年）的目标。本文对我站在播的卫视标清技术系统整体高清化改造的设计思路进行了梳

理，阐明了新一代卫星传输标准的选择，及基于新标准下实现系统改造的技术方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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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oncept on Technical Iteration of SD Uplink System for  
Satellite Earth Station

YU Lixin

(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atellite Earth Station,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Fully start the upgrad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atellite transmission to a new generation of more efficient technical standards, further 
improve its program quality, and basically realize full HD of satellite TV programs. For TV channels that have achieved simulcast of HD and SD 
programs, their SD programs will be gradually closed down. All the above are the goals of NRTA on overall plan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atellite 
applications (2018-2022). This paper sorts out design concept of overall HD transformation of satellite TV SD technology system broadcast by 
our station, and clarifies the choice of new generation of satellite transmission standards, and also outline technical solution framework for system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new standards.

Keywords  Satellite transmission, Iteration, HD, DVB-S, DVB-S2 

余立新

（广东省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广东  510000)

0  引言

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广播电

视发展新的需求；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使广播电视

技术向智能、高效、高清化发展变得可能和迫切。卫星广播

电视是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是现代传播体

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舆论宣传

阵地。为进一步加强我国广播电视卫星应用和发展，2019年

5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了《广播电视卫星应用总体规划

（2018-2022年）》，旨在规范我国卫星广播电视健康发展，

优化卫星广播电视系统资源布局，进一步提升卫星广播电

视的综合技术水平、业务承载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从而推

动卫星广播电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实现卫星广播电视高

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品质卫星视听服务的新 

需要。

《广播电视卫星应用总体规划（2018-2022年）》涵盖了

卫星资源规划、卫星频率规划和地面系统规划。总体规划的

目标中指出，具体到2022年，在技术方面，全面启动广播电

视卫星传输向新一代更高效的技术标准升级；在业务方面，

进一步提高其节目品质，基本实现卫星传输电视节目全高清

化，对于已实现高清节目和标清节目同时播出的电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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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关闭其标清节目的播出。

2020年7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了《广播电视技术迭

代实施方案（2020－2022）（征求意见稿）》，其中与卫星

广播电视相关的实施方案是：（1）推动卫星节传系统升级，

推动卫星节传系统信道编码和调制技术升级，以进一步提高

业务承载能力，电视节目基本实现高清化，4K超高清达到20

套传输能力，8K超高清传输试验得到开展。（2）全面启动广

播电视卫星传输向新一代更高效的技术标准升级。（3）基本

实现卫星传输电视节目全高清化，对于已实现高清节目和标

清节目同时播出的电视频道，逐步关闭其标清节目的播出。

（4）实施卫星地球站高清超高清传输能力建设，升级卫星节

目集成加密平台和卫星传输上行系统，满足高清、超高清以

及Ka频段卫星传输技术试验等业务上星需要。（5）2020年

主要任务：完成卫星传输系统升级总体实施方案制定。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短时期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目的非

常明确，就是要大力推动卫星广播电视节目和传输系统的产

业升级，实现卫星传输电视节目基本全高清化，卫星传输向

新一代更高效的技术标准升级。

为此，广东卫星地球站结合本站目前的技术系统情况，

对技术系统的迭代方案进行了设计。

1  背景情况

广东卫星地球站标清上行系统目前执行的是DVB-S标

准，信源采用MPEG-2编码，信道采用QPSK调制，每天24

小时不间断地通过中星6A，以多路单载波(MCPC：Multiple 

Channel Per Carrier)方式，传输播出广东卫视等四套卫视标

清节目和12套广播节目，相关参数如下：Viterbi前向纠错编

码FEC＝3/4，QPSK调制的升余弦滚降系数0.35，符号率Rs

＝17.778Msps，码流速率Rb＝17.778*（3/4）*（188/204）

*log2(4)=24.575Mbps，占用转发器频率带宽Bw＝17.778*

（1+0.35）=24.0MHz。

如果四套卫视都实现高清化，根据《广播电视先进视频

编解码(AVS+)技术应用实施指南》，对于已上星的高清电视

节目，信源应采用AVS+标准中广播类的压缩编码方式，视音

频总码率应不低于12Mbps，音频压缩码率应不低于384Kbps。

AVS+视频编码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编码效率更

高，与国际标准的H.264等编码效率相当，采用AVS+标准，

可大大提高广播电视信源的编码效率，缓解频率资源紧张的

问题。

按高清编码的要求，四套卫视和12套广播的编码码率最

低为Rb＝12*4+0.384*12＝52.61Mbps，如果仍然采用DVB-S标

准的QPSK调制，前向纠错FEC＝3/4，升余弦滚降系数0.35，

则符号率Rs＝52.61*（4/3）*（204/188）/log2(4)=38.06Msps，

占用转发器频率带宽Bw＝38.06*（1+0.35）=51.38MHz，这是

在没有计算编码开销和频率间隔保护等的最小数值，已经远

远超过常用卫星转发器的36MHz带宽，从经济上和卫星资源

的利用上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采用更高效的技术系统是

必然的选择。

2  卫星传输标准                               

2.1 DVB-S标准

从1993年起，欧洲数字电视广播集团制定了一系列数字

电视标准，其中包括适用于卫星传输的DVB-S标准。DVB-S

标准作为卫星传输的数字电视系统规范之一，统一了信源编

码方式，使用MPEG-2进行编码打包和复用；并且规定了信道

编码和数字调制方式。DVB-S标准在全球数字卫星广播系统

中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在1996年决定采用符合DVB-S标准的

卫星传输技术系统，国家标准GB/T 17700-1999《卫星数字电

视广播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采纳了DVB-S标准。

随着业务的发展，DVB-S系统由于信道编码、调制技术

的限制，已经逐渐不能适应传输业务发展的需要。一方面，

当前我国数字电视正在向高清化、超高清化、多维化等方向

发展，所产生的数据量也不断增大，需要更高的传输效率来

支撑;另一方面，随着信号处理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纠错编码

技术的突破，使得新的数字卫星传输系统具备了更高的传输

效率和更优的抗噪声性能。因此，新的技术系统和标准就应

运而生，DVB-S2与ABS-S的新技术系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2 DVB-S2标准

DVB-S2是DVB-S的升级版本。国际DVB组织从2002年

初启动DVB-S的升级工作，最后以休斯网络系统公司基于

LDPC+BCH的方案胜出。2005年颁布了新一代卫星数字广

播标准DVB-S2，DVB-S2 标准定义了卫星电视的第二代调

制和信道编码系统，是一项非常灵活的标准，涵盖多种卫星 

应用。

与DVB-S相比，DVB-S2具有如下技术特点：

1. DVB-S2具有性能更强的前向纠错系统，其信道编

码采用BCH+LDPC级联的新方式，BCH码代替原来的Reed 

Solomon外码，LDPC代替原来的Viterbi内码，构成了更好的

传输方案，大大降低系统解调门限，与理论上的香农极限的

距离仅有0.7～1dB。

2. 高效的高阶调制技术，DVB-S2可提供具有更高频带

利用率的多种调制方式，例如8PSK、16APSK和32APS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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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APSK调制技术，更能适应具有非线性特性的卫星传输 

信道。

3. DVB-S2系统频谱中有三种升余弦滚降系数a，根据不

同的业务使用需求，a可选0.2、0.25或0.35，a越小，频谱波

形下降越陡峭，可获得越高的频谱利用率。

4. DVB-S2支持11种内码码型，包括1/4、1/3、2/5、1/2、

3/5、2/3、3/4、4/5、5/6、8/9、9/10等，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5. 相比DVB-S对信源的格式的严格规定，DVB-S2则灵活

得多，扩展性更强。DVB-S2可接收多种信源編码格式的输

入流，如：MPEG-2、MPEG-4、AVS+、WM9及IP、ATM等 

格式。

6. 在交互式应用中，当DVB-S2系统的可变编码和调制功

能与回传信道结合在一起使用时，就构成自适应的编码和调

制体系，可根据信道状况对不同的用户进行信道编码和调制

参数的优化，使系统传输性能更加稳定。

可以看出，DVB-S2在编码方式、频带利用率及系统性能

上更加优秀。在相同的传输条件下，DVB-S2可以选择更高阶

的调制方式，及更小冗余度的前向纠错方式，传输性能至少

比DVB-S提高30%，显著提高卫星资源利用率。

2.3 ABS-S标准

ABS-S标准是我国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

信号传输标准，从系统技术性能角度来看，ABS-S与代表卫

星通信领域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DVB-S2性能相当，两者都可

以作为广播电视卫星的新一代传输标准的候选。

2.4 新标准下的参数计算

如果采用基于ABS-S标准的卫星信号传输系统，唯一的

优势是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但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产业

发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加以完善；而采用

DVB-S2系统替代现行的DVB-S体系，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产

业成熟度更高、技术风险更小，国内外市场均有成熟可靠的

上行系统设备和接收设备，可以快速完成使用DVB-S2 代替

DVB-S系统升级，节约升级成本。故此，我们认为在该次技

术迭代中，选择DVB-S2标准更合适。

采用DVB-S2标准，按高清编码标准，四套卫视和12套

广播的编码码率最低为Rb＝12*4+0.384*12＝52.61Mbps，

加上必要的编码开销、加密信息和预留带宽等，R b取

56Mbps应该足够了，采用8PSK调制方式，选择升余弦滚降

系数0.2，前向纠错FEC 3/4，那么符号率Rs＝56*（4/3）/

log2(8)=24.89Msps，占用转发器带宽Bw＝24.89*（1+0.2）＝

29.87 MHz，相比之前计算的51.38MHz，大大节省了卫星转

发器带宽，大大提高了传输效率。

3  系统技术迭代的关键

广东卫星地球站现在的播出系统是经过国家广电总局验

收合格的，符合建设规范。这次系统技术迭代，就是要把目

前的标清上行系统整体改造成高清上行系统，信源采用AVS+

编码，上行系统采用新的卫星传输标准DVB-S2，调制采用

8PSK。

要达成迭代升级，需要对原技术系统进行改造，其中的关

键部分包括：信号源传输系统、信号加扰系统、调制器、高功

放自动功率增益控制系统、信号监测报警系统和网管系统。其

他的电源供配电、变频、高功放、天馈系统等保持不变。

3.1 信号源传输系统

信号源传输系统用于将广东电视台的3套卫视、广东电台

9套广播和深圳卫视及广播等三个码流的上星节目，通过四个

路由传输到地球站番禺机房，在地球站完成信号复用、信号

源主备切换、台标应急垫播、信号格式转换和中频调制等信

号处理，系统输出70MHz调制中频信号至变频器，供上行系

统变频、放大到上星播出。信号源传输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系统利用成熟的新技术、新设备，优化设备配置，在保

证信号传输安全的前提下，减少设备数量和信号格式种类，

统一传输ASI和IP格式信号。

系统使用4台功能强大的复用器代替原系统的30台设备，

实现节目复用、节目级备份切换、端口备份切换、台标信号

垫播、接口转换等功能，自动完成信号源的主备切换和应急

台标垫播等操作。

新的调制器必须支持DVB-S2，采用8PSK调制，其输入

接口在原有两个ASI接口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IP接口，实现多

路输入信号的自动切换，进一步提高信号传输的可靠性。

系统配置的复用器和调制器可实时监测TS码流的错误信

息，监测到的码流错误信息将作为信号自动切换和应急垫播

的重要依据。方案中所有的信号源和垫播信号都接入复用器

中，复用器将根据信号传输情况自动完成备份切换和台标垫

播等操作，实现信号源自动切换功能。

系统内所有节点均可提供IP格式信号，方便与我站的下

行接收监测报警系统对接，简化布线，易于功能扩展和日常

维护。

3.2 信号加扰系统

根据广电总局统一要求，高清系统信源需利用远程加扰

平台进行加扰，位于卫星站机房的复用加扰器通过数据通道

与远程加扰平台系统链接，加扰流程示意见图2所示。   

图中名词说明：SMS－用户管理系统，EMMG－授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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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发生器，EMM－授权管理信息，ECMG－授权控制信

息发生器，SCS－同密同步器，CW－控制字，ECM－授权控

制信息。

远程加扰平台中的SCS设备生成CW，送至ECMG进行

加密，生成 ECM并回传至SCS；SMS系统生成的授权信息

被送至EMMG加密生成EMM；CW、ECM和EMM被发送至

地球站的复用加扰器，对节目清流进行加扰，复用加扰器输

出由加扰节目流、ECM和EMM混合的加扰TS流。该TS流和

节目清流被输入至智能码流切换器，该切换器能够对TS流的

ETR290一、二层进行检测分析，对错误情况能给出相应告警

信息并触发切换条件，本方案中由调制器来实现智能码流切

换功能，当加扰TS流出现异常时，切换至清流播出。

3.3 高功放自动功率增益控制系统

该系统需更新卫星接收机，以支持DVB-S2标准的技术要

求，支持8PSK解调，及加扰解扰。

3.4 信号监测报警系统

信号监测报警系统主要用于监测节目信号源、播出系统

关键节点和下行接收的卫星信号。系统主要由主控台监视监

听子系统和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子系统两大部分构成，如图3

所示。

图1 信号源传输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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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远程加扰示意图

图3 监测报警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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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监测报警系统可实时准确地监测信号源、播出系统

关键节点和下行接收的卫星信号，实现对信号码流层及图像

层的监测报警、信号调度、多画面显示和高效记录回放等功

能，实现系统管理、码流检测、故障诊断的智能化，提高安

全播出工作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主控台监视监听子系统主要由高集成度卫星接收机/解码

器、ASI矩阵切换开关、L-BAND矩阵切换开关、SDI切换开

关、频谱仪等设备以及原有监视监听设备组成，可方便在主控

台调度上下行等关键信号进行监视监听、码流以及频谱监测。

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子系统，主要由高集成度的信号处

理设备、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设备、光模块交换设备、用户

监测工作站等设备组成。系统基于IP信号搭建，通过高集成

度的信号处理设备完成番禺机房和环市东机房信号的采集以

及解扰，环市东机房信号通过光纤送到番禺机房，新系统将

两个机房每个频点中的节目通过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设备完

成节目上屏报警，实现两个机房全部节目的协同化管理画面

调度、实时监测、运维分析、卫星和ASI信号的信道以及码流

的监测分析、多画面轮巡显示报警、链路展示、音频比对、

转码录像的存储等功能。

信号监测报警系统的故障容错处理机制是：

1. 主控台监视监听子系统和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子系统

两大部分相对独立，当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子系统因某台设

备故障导致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时，主控台监视监听子系

统可临时承担监视监听任务。

2. 在多画面显示监测收录子系统中，具有多台监测收录

服务器，处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冗余，当部分服务器发生故障

时，在系统软件调控下，无需做物理线路变动，其故障服务

器的工作任务将全部或部分分摊到其他正常运行的服务器

上，直到故障服务器恢复并上线接回其工作任务为止。

确保了该系统不存在单一故障点而造成整体无法工作的

情况。

3.5 网管系统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卫星站应配置上行链路网管系

统，实时监控上行链路关键设备运行参数，并将运行数据实时

上传至广电总局的监测平台。同时通过该网管系统实现卫星站

上行系统的自动化、网络化管理，实现对信号实时路径监测和

上行系统拓扑管理，实现主备上行链路一键应急切换。

本方案网管系统包括设备监控服务器和客户端两部分，

网管系统软件自动化程度较高，具体功能包括：

1. 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具体包括调制器、中频切换开

关、上变频器、射频切换开关、高功放和波导开关等关键 

设备。

2. 通过串口或者网口，监控服务器实时轮询设备，实时

记录运行数据，当设备出现故障报警时，将报警信息发送到

客户端，由客户端发出声光报警。报警事件自动储存到日志

数据库中。

3. 监控服务器实时上传设备运行数据至广电总局的监测

平台。

4. 有完善的系统安全保障机制，完整的操作管理权限，

能够对每次操作有详细的记录，对非法操作产生告警。

5. 监控客户端采用多窗口、多视图界面显示实时信号路

径。可读取设备运行状态信息、报警信息，可设置其运行参

数，能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监控。所有数据都保存在数据库

中，保存时长应≥≥1年，以便于数据查询。

4  结束语

卫星电视节目品质升级和卫星传输技术标准升级是复杂

的系统工程，涉及各关联节目的电视台、卫星地球站、卫星

公司、卫星节目接收用户等，只有各个环节的相关单位和部

门统一认识，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目

标，步调一致，才能完成卫星广播电视技术迭代。广东卫

星地球站经过深入思考，已经采用新一代卫星传输标准，结

合功能强大的新技术设备，完成了对原有系统进行改造的设

计，将可进入设备采购和系统建设，为早日实现卫星广播电

视技术迭代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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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据流和网络兼容的发射台 
监控系统设计

【摘  要】 为了有效提高发射基站监控系统的时效性，针对自动化监控系统在中波发射台站面临的问题，通过多socket连接和

监控数据节点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系统的设计，有效地兼容了多种网络，解决了面向不同的监测中心对于监测数据差异性

要求的问题，使数据能够按需所求的到达相应的监测中心，从而达到了多网络兼容、差异化数据传输和监控的目的，优化后的

数据传输系统成本降低，灵活可靠。

【关键词】 有线网络（ADSL）， ARM传输设备， 多socket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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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ulti Data Traffic and Network Compatible Transmitting Station 
Monitoring System

Su Chunhua

(Qinghai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560 Station, Qinghai 81001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monitoring system of transmitting station, an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faced by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in MW transmitting station, this paper designes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through multi-socket connection and monitoring data 

node transmission mode, which is effectively compatible with a variety of networks,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different monitoring data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monitoring centers, so that data can reach corresponding monitoring center as required,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ulti-network 

compatibility, differentiated data transmission and monitoring. And optimize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is cost-effective, flexible and reliable.

Keywords  Wired network (ADSL), ARM transmission equipment, Multi socket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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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对广播发射技术的不断创新，青海省各个地

市、州县的发射台内既有中波台管理中心的发射机，又有覆

盖办的发射机。在发射机管理上两个单位有部分交集，部分

发射机监控数据是覆盖办监测重点，部分发射机数据属于中

波管理中心监测重点，同时他们还各自有自己的监测重点。

覆盖办首先对下属的发射台站进行了自动化建设，一期采用

2G技术传输数据，二期采用3G技术传输数据，台内没有监测

数据显示，数据直接长传至覆盖办监测中心进行监测。为了

有效提高中波广播发射台自动化监控系统的时效性，中波台

管理中心对下属台站进行自动化监控系统建设，对整个系统

进行了优化设计[1]，将数据传输核心设备ARM网络传输设备

进行改造，使其能够适应多socket连接，将数据分发一份传往

2G/3G数传模块（去往覆盖办），一份传往本地经服务器监

控（去往中波管理中心）从而减少采集器的使用数量，最终

实现了网络兼容数据传输[2]。

1  监测系统多数据流设计

1.1 原有数据流说明

原有数据流是通过采集器采集参数后将参数上传到ARM

传输单元，ARM传输单元具有6路RS422转以太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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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通过TCP通讯中的端口来区分6路RS422通讯口，同时

ARM传输单元还具备6个带有交换功能的以太网口。ARM

传输单元在设计上通过TCP/IP进行数据传输具有较好的网

络兼容性，ARM传输单元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WinCE。在

通讯中ARM为服务端（Server），无线传输单元为客户端

（Client），通过建立TCP连接将数据传送到无线数传单元，

将数据传送到覆盖办进行监测[3]。详细数据流图如图1所示。

1.2  ARM传输单元的差异化数据流改进设计

微处理器（ARM）传输单元本身的IP地址为192.168.1.100，

端口50001对应COM1口采集设备（如图2所示），依次类推

端口50006对应COM6口。原有的ARM传输单元允许一个客

户端相连，也就是192.168.1.100：50001端口只能有一个设备

（Client）与其相连接进行数据传输，不能满足不同地点的数

据需求[4]。

当我们在ARM传输单元的嵌入式系统中建立socket时每

一个端口允许多个Client与其相连接并传输数据。那么我们

的以COM1、COM2、COM3、COM4为中波管理中心监测数

据，COM3、COM4、COM5、COM6为覆盖办监测数据位例

来进行说明。如图3所示，其中Client（1）代表

中波管理中心数据，Client（2）代表覆盖办数

据，这样可以看出Client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连

接相应的端口，达到数据的按需分配。通过允许

多个客户端连接端口，从而节省了相应的采集设

备硬件，降低系统成本。 

1.3 改进设计后的系统结构

通过对ARM传输单元的升级设计后，系统

功能图（图4所示）。在图中可以看出通过两个

Client连接ARM传输单元从而达到数据共用。在

不增加任何硬件的基础上完成了台站发射机数

据采集，在台站监测端只需要设计台站监控软件

即可实现台站的数据的监测。大大节约了采集成

本，并对覆盖办监测的数据没有任何影响。 

2  管理中心网络传输兼容设计

中波管理中心的建设有些地方具备ADSL有

线公网，有些地方不具备ADSL公网，在具有有

线公网的台站尽量采用有线公网进行网络传输，

在中波管理中心申请固定的IP地址后，即可通过

ADSL有线公网将数据传送到中波管理中心进行

监测。在不具备ADSL有线公网的地方将依托覆

图1 详细数据流图

图2 ARM传输单元端口对应图

图3 ARM传输单元建立socket时端口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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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办的服务器进行转发。此时在配置无线数传单元时需要连

接ARM所有的数据端口[5]。在两个监测中心通过配置文件，

配置需要的数据即可，如图5所示。

3  结束语

针对在中波广播发射基站自动化监控系统中面临的主要

问题，多数据流和网络兼容中波台自动化监控系统的设计，

不但对监测系统数据流设计达到了数据差异化需求的目的，

还节省了台站监测端的硬件成本，避免了系统的重复建设。

通过对管理中心网络传输设计，有效地依托原有的无线传输

单元（2G/3G），同时对有ADSL有线公网的台站进行有线

网络数据传输，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避免了（2G/3G）网

络耗费数据多，经济成本高的问题。该系统经过技术革新升

级，合理地利用了已有设备，节约了设备成本和网络成本，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具有良好

的经济价值。

图4 系统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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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系统

【摘  要】 移动互联网与手机移动应用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各类网络视听节目的主要媒介，针对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传播内容

的监测监管已经成为互联网视听节目监管的重中之重。本文介绍了湖北省移动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系统的软件架构以及各

子系统的监管范围和内容，对于移动端网络视听节目的监管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该系统目前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该系统

的应用，保障了湖北省移动端网络视听节目内容的安全，提升了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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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P391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10002023

【本文献信息】游声红，许扬.移动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系统[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2).

Supervision System of Audio-visual Program on Mobile Network
You Shenghong, Xu Yang

(Hu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Hubei 430071, China)

Abstract  Mobile Internet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have become main media for people to obtain all kinds of network audio-visual programs.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of mobile Internet audio-visual programs has become top priority of Internet audio-visual programs supervis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ftware architecture of Hubei Mobile Network Audio-visual Programs Supervision System, supervision scope and content of each 

subsystem, and puts forward a set of solutions for mobile network audio-visual programs supervision. The system has been built and put into oper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ensures mobile network audio-visual programs content security and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of industry managemen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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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类新兴媒体和自媒体

不断发展，互联网以及基于移动端的相关APP应用、微博、

微信、短视频、直播等已经成为各类网络舆情、网络视听节

目的重要源头和传播渠道，社会影响巨大。组织力量和通

过技术手段开展针对移动互联网中的网络视听节目信息进行

采集、分析和处理，实现全面监管很有意义。湖北省广播电

视局于2019年开始建设移动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系统项目，

2019年底项目建设完成，该系统现在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1  系统简介

本系统依托湖北省ICP域名备案库、移动互联网应用管

理平台数据库、海量双微信息库，实现了对移动视频APP应

用程序、新闻及综合类APP应用程序、微博账号、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微视频）平台、网络直播、应用市场（移动客

户端视听应用程序）等制作传播、聚合链接的网络视听节

目7×24小时监测监管。系统包含六个子系统：移动客户端

（APP）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微信公众号视听节目监管子

系统、微博账号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短视频（微视频）平

台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网络直播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和应

用市场（移动客户端视听应用程序）监管子系统。

2  系统软件架构

系统软件架构采用模块化设计原则，各模块保持功能独

立性，协同工作时，通过相互之间的接口调用完成任务。模

块化设计将各个功能模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证正确性和

健壮性的基础上，提高了软件的可扩充性和可复用性。系统

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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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分布式数据采集层

分布式数据采集层通过采集控制中心，统一管理数据采

集功能。根据系统监测目标和技术手段，从相应的移动端

APP、微信公众号与微博、短视频（微视频）、直播平台、

应用市场中全面获取视听节目信息。

数据采集引擎的采集控制中心，对采集引擎的工作进

行配置管理。采集控制中心支持包含移动端APP、微信公众

号、微博、短视频 （微视频）、直播、应用市场等视听节目

内容的发现、种子分配、节目解析、文本提取、图像提取、

性能监控等功能，支持系统下发的配置指令。

2.2 数据预处理层

数据预处理层包括数据处理分析模块和数据存储模块。

数据处理分析模块接收分布式数据采集层上传的视听节目信

息，采用语义分析技术和分词技术进行数据清洗，获取数据

元信息，通过图像、视音频内容分析技术对视听节目进行违

规过滤，实现节目归类、排重、关联分析，根据上层应用配

置的规则，对节目进行规则匹配，结合上层应用的数据业务

处理后，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汇总和统计，并存入数据库

和磁盘阵列中。

2.3 业务流程管理层

    业务数据管理层实现对内容查询、审看、分析、取证、查

处、封堵验证、统计报告等业务进行统一管理，系统支持省

局管理部门、市州管理部门、县市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和网

站企业用户登录使用本系统实现相应的业务处理。

2.4 用户界面层

用户界面层采用B/S架构，以web网页形式实现监管界

面。用户通过WEB浏览器对系统进行登录和访问，省局管理

部门、市州管理部门、县市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和网站企业

等不同级别的用户拥有不同的访问权限，所能访问的功能模

块也不同。

3  子系统介绍

3.1 移动客户端（APP）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针对两类移动客户端开展视听内容监管，

一类是移动视频APP应用程序，即专门提供网络视听节目在

线观看的应用程序，如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等；另

一类是新闻及综合类APP应用程序，

其中包含在线观看网络视听节目的视

听版块，如长江云、荆楚网、掌上孝

感等。该子系统重点针对湖北省内持

证备案视听网站（43家）推出的移动

应用客户端以及其他具有区域影响力

的社会民营机构推出的移动应用客户

端视听内容进行监管。系统能综合运

用移动客户端专用爬虫、文本分析、

图像分析和视频分析等信息采集与分

析技术，实现对移动应用中的视听节

目内容进行自动采集抓取与分析，并

按照用户的各种业务要求，主动发现

移动应用中发布的违规视听内容。

3.2 微信公众号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针对微信公众号自

办专业视听节目、转载时政新闻视听

节目、汇集播出影视剧、聚合网上视

听节目、转发网民上传视听节目、转

播广播电视和网上实况视听节目等开

展内容监管。该子系统重点针对湖北

省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机构运营的

公众号以及涉及政务的公众号传播的图1 系统软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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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节目开展监管。系统支持对属地范围互联网网站进行排

查，发现提供微信公众账号的网站。系统能够自动通过关键

词和二维码分析技术识别属地微信公众号，并针对用户所关

注的相关微信公众号传播的视听节目进行自动采集分析，发

现违规或敏感内容，经自动取证后提示人工审核确认，从而

实现微信公众号视听内容的监管。

3.3 微博账号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针对微博账号提供自办专业视听节目、

转载时政新闻视听节目、汇集播出影视剧、聚合网上视听

节目、转发网民上传视听节目、转播广播电视和网上实况视

听节目等服务开展内容监管。该子系统重点针对湖北省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机构运营的微博账号以及涉及政务的微博

账号进行监管，如湖北电视台官方微博、湖北日报视频微博

等。系统支持对属地范围互联网网站进行排查，发现提供微

博的网站。系统能够主动通过关键词分析技术发现属地管理

的微博账号，并针对用户高度关注微博账号传播的视听节目

进行自动采集分析，主动发现其中传播的违规或敏感内容，

经过取证后审核确认，从而实现微博账号视听内容的有效 

监管。

3.4 短视频（微视频）平台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针对管理部门所关注的特定短视频平台进

行监测，重点对其中涉及湖北省的视听用户信息及发布的短

视频内容开展监测监管。

利用专用网络爬虫对短视频平台中的用户信息及发布的

短视频内容进行主动搜集，实时发现疑似违法违规视听节目

及重点管控用户信息，提供基础数据分析研判。通过用户信

息中的属地和发布短视频的标题、节目关键字内容进行分

类，自动识别出属地发布和与“我”相关的短视频节目，并

基于敏感关键词库和涉黄涉暴涉恐模型对其属性数据进行自

动识别处理。同时可根据短视频节目中的点赞数、转发数、

评论数以及节目发布者的粉丝数和活跃情况综合判断传播趋

势和影响力，从而实现短视频平台的监管。

3.5 网络直播视听节目监管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针对管理部门所关注的直播网站和直播

类移动应用（如斗鱼直播等），利用专用爬虫对平台中的

热门主播、直播房间等传播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爬取并实时发

现违法违规内容，对于观众较为密集或数量呈激增趋势的主

播或房间能够自动实施关注，并实时抓取直播间内的直播画

面和弹幕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同时可分配系统资源对各类热

门直播间进行轮巡监测，实时获取直播视频流，并对视频流

进行抽帧，并利用涉黄涉暴图像识别技术，主动发现其中的

违规内容，并提交审核查处，实现对直播类视听节目的日常 

监管。

3.6 应用市场监管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通过搜集省域内应用市场数据，对ICP/IP

归属本省的安卓应用市场（软件商店）的移动应用数目、版

本、介绍、开发者等信息集中管理。综合利用应用市场专用

爬虫对管理部门所关注类别的应用进行信息采集和分类。系

统建立了应用开发者管理库，通过开发者的属地来对移动应

用进行属地类别的划分。可主动搜集移动应用版本号、发布

时间等信息来确认该应用是否存在违规发布行为（版本未通

过审批上架）。同时通过文本分析、图像分析和视频分析等

技术对应用的简介、宣传海报图片等内容进行分析研判，能

够主动发现疑似含有违规内容的应用，并进行预警，实现应

用市场违规内容的日常监管。

4  系统应用

目前该系统监测对象数量为：重点微信公众号195个，重

点微博帐号4527个，APP应用程序 22个，短视频账号852个，

直播平台一个（目前主要是斗鱼直播）。

该系统自建成投入使用以来，系统运行稳定，能对省内

重点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直播平台、视听类移动

APP能进行有效监管。

5  结束语

该系统与已建成的湖北省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系统都部署

在自建的虚拟化平台上，两套系统已经实现无缝融合。目前

湖北省网络视听节目监测范围实现了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全覆盖。下一步，将通过优化配置，提高系统的预判准

确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微信、微博、移动APP、短视频

等监管对象的数量，充分发挥该系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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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转播台环境监控中的应用

【摘  要】 介绍了如何应用物联网技术监控广电转播台机房环境温、湿度，以此取代人工监控方式，确保机房环境及设备运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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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 Monitoring of 
Rebroadcasting Station

Wang Hao

(Hunan Yueyang Rebroadcasting Station, Hunan 41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us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to monitor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rebroadcasting station, 

so as to replace manual monitoring mode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in computer room.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ESP8266,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汪浩

（岳阳电视转播台，湖南  414000)

0  引言

广电转播台机房环境温、湿度是有严格要求的（机房等

有操作的房间温度为12℃～30℃，湿度满足设备的需要）。

温度过高，易使机器散热不畅，电路工作参数发生漂移，影

响其稳定性和可靠性，严重时还可能使元器件热击穿造成非

可逆性损坏，湿度对设备影响也很大，空气潮湿易引起设备

的金属部件、插接件、管部件产生锈蚀，并引起电路板、插

接件和布线的绝缘降低，造成电路短路。空气太干燥，又容

易引起静电效应，同样威胁设备安全。

过去，我台机房环境温、湿度监控是靠值班员巡机时观

察室内的温湿度计来获取信息，这种依赖值班员巡机频率是

无法获取实时数据的，更无法在机房温、湿度越限之前获取

有效的温、湿度信息，这就导致机房和重要设备实时运行

温、湿度等数据信息不能及时反馈到值班控制室，也就成为

其设备能否可靠运行的一个安全隐患。

鉴于此，本人以ESP-01S无线物联网模块为基础，设计

并搭建了一套监测范围广，报警灵敏的温、湿度监控系统，

为我台机房环境监测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简单有效的解决 

方案。

1  系统设计

1.1 系统功能

系统主要功能：1. 通过监视器能实时查看机房环境监测

系统中多个终端的温、湿度；2. 当终端数据异常时，能及时

告警通话通知值班人员。

1.2 技术选择

1. 选择温、湿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由于广电发射机房

设备摆放位置和设备散热大小和散热方式等原因，造成机

房内热量分布很不均匀。为了实时准确监测重要地点的温、

湿度，需要设置多个温、湿度传感器采集数据。这些传感器

须具有数字化信号输出、量测范围广、抗干扰能力强且精度

高、体积小、价格低等功能和优点。

2. 选择ESP-01(S)模块无线传输温、湿度信息。ESP-01(S)

是物联网专用模块，该模块能与机房现有无线网络设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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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无需使用其他网关设备就能与服务器通信；内置处理

器，既可作为WiFi模块，又可作微控制器使用；价格低廉，

使用简单，便于维护；通信距离可达100m。

1.3 系统框架

系统由采集端和处理端两个部分构成。其框架如图1 

所示。

2  系统实现

2.1 硬件实现

2.1.1 采集端硬件

采集端由温、湿度传感器DHT11、DS18B20和ESP-01(S)

WiFi模块组成。根据乐鑫提供的SDK开发包编写采集端代

码，通过下载器将固件烧录进ESP8266模块，完成环境数据

采集。每个终端都使用预先规划好的IP，便于服务器识别传

感器所在机房的位置。

1. DHT11

DHT11是一种具有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

器，其量程范围为：温度0～50℃、湿度20％～90％RH；精

度为：温度±2℃、湿度±5％RH。

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温元件和一个NTC测量元件，

并与一个高性能8位单片机MCU相连接。该传感器具有超快

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

2. DS18B20

DS18B20是一种具有数字信号输出的温度传感器，其量

程范围为：–55℃～125℃，精度为：±1℃。该传感器具有体

积小，硬件开销低、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测量范围广等

特点。

3. ESP8266模块

ESP8266模块是安信可公司基于ESP8266芯片研发的串

口WiFi模块(ESP-01S)，成本低、使用简便、功能强大，是专

为移动设备和物联网应用而设计的。可将用户的物理设备连

接到WiFi无线网络上，进行互联网或局域网通信，实现联网 

功能。

采集端硬件连线如图2所示。

2.1.2 处理端硬件

处理端由一台PC服务器、数据库、显示设备等组成。

图1 系统框架图

图2 ESP-01与DS18B20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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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集端程序流程图

获取环境数据，并将数据存入数据库。显示部分主要是将环

境数据通过显示器或者APP展示给值班人员如图4所示，并提

供异常告警功能。

3  结束语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ESP-01S物联网模块的广播电视台站

环境监测系统，并介绍物联网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随着物

联网技术的成熟和完善硬件成本的不断降低，也使其在广播

电视发射台站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应用拥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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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机房温度显示

服务器用于处理和存储传感器采集的环境数据；数据库可安

装在服务器上；显示设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显示器或者电视 

均可。

处理端工作流程是，首先服务器后台程序通过终端的IP

采集对应的温、湿度数据，将数据存入数据库中并展示在显

示设备上，如果数据超过设定值，就提醒值班人员到机房查

看并做出处理。

2.2 软件实现

采集端使用arduino IDE做为开发工具，开发前需要引入

ESP8266WiFi.h，然后根据arduino模板在setup和loop函数中编

写业务代码。流程图如图3所示，采集端上电后，首先进行

初始化，包括初始化参数、连接WiFi等。初始化完成后进入

循环，循环中首先检查WiFi和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如果失败

重新连接WiFi和传感器，如一直不成功，处理端发现长时间

无法获取传感器数据，会提醒值班人员处理。当WiFi和传感

器状态正常，微处理器就会从传感器获取环境数据发送给服 

务器。

处理端的程序使用Python、SQL、等语言开发，主要包

括数据获取和显示两部分。数据获取程序主要完成从采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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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接收解码器监控软件的研究与实现

【摘  要】 针对卫星接收解码器的设备特性和实际工作需求，基于SNMP协议研发卫星接收解码器监控软件。R6100卫星接收

解码器监控软件能够在任一终端实现对被管理设备的实时监视，提高发现隐患的能力，保障广播电视的安全优质播出。

【关键词】 SNMP， 卫星接收解码器， 监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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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nitoring Software for  
Satellite Receiver Decoder

Tan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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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equi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ctual work requirements of satellite receiver decoder, the paper developes monitoring software 
of satellite receiver decoder based on SNMP protocol. R6100 satellite receiver decoder monitoring software can implement real-time monitoring 
of managed equipment at any terminal, improves the ability to detect hidden dangers, and ensure safety and high quality broadcasting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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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是一款面向卫星传输的专业设

备，集解调解扰、信号处理、控制模块于一体。发射台播

出系统需要全天候工作，对设备的运行监测具有较高要求。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设置了一套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利用该协议，能够

浏览参数、修改配置、查看状态等。SNMP浏览器mibbrowser

可以查看设备的参数名和当前参数值，但无法实时刷新参数

状态，在日常工作中不能满足安播设备监测的要求。

基于上述因素，针对卫星接收解码器的设备特性和实际

工作需求，研发该类型设备的监控软件，在任一终端实现对

设备的实时监视和故障提示等功能。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

监控软件具备一定的适用性，对监控管理其他使用SNMP协

议的播出设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设备SNMP协议

SNMP是管理站点NMS和代理平台Agent之间的网络管理

协议。即使各个设备的生产厂商不同、种类不同、型号不同，

SNMP协议也能够在设备之间搭建统一接口的通信平台。技术

人员利用SNMP协议，易于实现不同物理设备的运维管理。

SNMP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SNMP协议属于TCP/IP五层模型中的应用层，采用

UDP进行信息的传递。

2. 能够实现对设备的自动化网络管理。通过SNMP协

议，可以查看设备信息、修改配置、发现故障参数等。

3. SNMP的消息传递过程中，将简单的Request/Response

和主动发送Trap消息两个方式结合起来，并且具备超时和重

新发送的功能。

4. 消息种类少，格式简单易懂，无需复杂的软硬件。

1.1 SNMP系统结构

SNMP的系统结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管理站点NMS、代

理平台Agent和管理信息库MIB。SNMP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1. 管理站点NMS

NMS作为SNMP协议中的管理站点，承担着管理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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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NMS可能是硬件设备（如一台

进行设备管理的服务器），也可能是软件程序（如系统中设

备管理的监控软件）。

NMS可以向Agent发出请求，查询或修改具体的参数值。

同时，NMS也可以接收Agent主动发送的Trap消息，以获取被

管理设备当前的状态。

2. 代理平台Agent

Agent是被监控设备内置的一个模块，并不是独立的设

备。在通信过程中，Agent和NMS之间完成消息

互传，执行NMS发送的命令请求。

3. 管理信息库MIB

在SNMP协议中，MIB可以视作被管理对

象的集合。MIB中规定了被管理对象的一系列

属性，如名称、public/private访问属性、数据

类型等。在实际应用中，每个被监控设备都有

对应的MIB。在逻辑结构层面上，MIB是介于

管理站点NMS和代理平台Agent之间的通讯接口。利用MIB接

口，NMS和Agent进行消息传递，执行对被监控设备的Read/

Write操作。

以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为例，根据厂家提供的MIB

包，利用SNMP浏览器mibbrowser查看，其MIB如图2所

示。MIB采用树形结构，每个节点node代表被管理的对

象。以根节点为起点，按照树形结构进行检索，到达目标

对象的唯一路径称为对象标识符OID。例如，当我们需要

图1 SNMP系统结构图

图2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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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R6100设备的参数“InputMode”，在MIB包中按路径

进行逐级检索，可以获取到参数“InputMode”的OID为

“1.3.6.1.4.1.40330.4.2.1.1.9”。

1.2 SNMPv1实现机制

SNMP协议分为不同的版本环境SNMP v1、SNMP v2和

SNMP v3。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采用SNMP v1。

1.2.1 SNMP v1消息报文

图3为SNMP v1的消息报文格式。一条SNMP v1消息包

括版本识别号Version、团体名Community和协议数据单元

PDU。其中，Community提供安全保护机制，用于NMS访问

Agent时的身份验证和权限校验。PDU作为消息载体，分为

Get/GetNext/Set PDU、Response PDU和Trap PDU。

1.2.2 SNMPv1实现机制

SNMP支持多种操作。在SNMPv1版本环境执行Get、

GetNext、Set和Trap操作的实现机制如下：

1. Get操作

NMS和Agent之间传递Get消息，获取被管理对象的参数

值。例如，当NMS需要获取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的MIB节

点PowerStatus的值，如图4所示，过程如下：

1）NMS给Agent发送Get请求。

2）Agent回传Get响应。如果Agent成功

获取到对应参数值，则在回传的消息中，将

PowerStatus的值赋给Response PDU里Variable 

bindings中Value1字段；如果获取失败，则将出

错原因赋给Error status字段，并将出错位置赋

给Error index。

2. GetNext操作

NMS和Agent之间传递GetNext消息，获

取被管理对象的下一个参数值。如果NMS

想要获取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的MIB节点

systemStatus的下一个节点powerStatus的值，如

图5所示，过程如下：

1）NMS给Agent发送GetNext请求。

2）Agent回传GetNext响应。如果Agent成

功获取到下一个节点的参数值，则在回传的消

息中，将systemStatus的下一个节点powerStatus

图3 SNMP v1报文格式

图4 Get操作

图5 GetNext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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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给Response PDU里Variable bindings中Value1

字段；如果获取失败，则将出错原因赋给Error 

status字段，并将出错位置赋给Error index。

3. Set操作

NMS可以利用Set操作，单独或批量设置

被管理对象的参数。如果NMS想要设置R6100

卫星接收解码器的MIB节点InputMode的值，

如图6所示，过程如下：

1）NMS给Agent发送Set请求。

2）Agent回传Set响应，并在回传消息中

注明是否完成指定的设置。如果Agent设置成

功，则将重置的InputMode数值赋给Response 

PDU里Variable bindings中Value1字段；如果未

能设置成功，则将出错原因赋给Error status字

段，并将出错位置赋给在Error index。

4. Trap操作

在网络运维的过程中，如果被管理对象出

现异常情况，Agent将主动向NMS发送Trap消

息，通告当前发生的异态信息。比如，被管理

对象的网口断开，Agent将主动向NMS发送Trap

报文，报文中标注设备linkDown，如图7所示。

2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监控软件

2.1 网络结构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采用SNMP协议，

其SNMP网络架构如图8所示。在该类型设备

的监控网络中，NMS为监控终端软件，Agent

为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内置的通讯模块。在

NMS和Agent之间通过SNMP协议发送和接收

消息。

监控系统架构如图9所示。硬件设备包括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监控计算机和交换机

等，分别负责软件的数据处理、操作应用等功

能。通过局部以太网监控硬件设备连接起来。

软件利用SNMP协议，获取被R6100卫星接收

解码器的状态参数，并按照协议格式进行转换。R6100卫星

接收解码器监控软件能够实现对被监控设备的实时监控，对

异常参数进行告警提示，提高广播电视技术设备安全播出的

可靠性。

2.2 软件设计

监控软件运行于Microsoft Windows 10操作系统，使用

图6 Set操作

图7 Trap操作

图8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SNMP网络架构

图9 监控系统架构

Visual Studio2019软件，编程语言C#，基于底层通讯程序

DataComm进行开发，最终通过Windows Form显示框架呈现

设备监控状态。

根据R6100卫星接收机的特性和工作需求，确定设备的

关键参数，如表1所示。

设备参数采集程序R6100Comm如图10所示。设定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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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值 OID

SystemStatus 状态量 normal/abnormal 1.3.6.1.4.1.40330.4.2.1.1.5

PowerStatus 状态量 normal/abnormal 1.3.6.1.4.1.40330.4.2.1.1.6

ServiceStatus
状态量

unknown/lostsignal/badsignal/serviceNotRunning/scrambledSignal/audioOnly/normal
1.3.6.1.4.1.40330.4.2.1.1.8

InputMode 状态量 unknown/Asi/Tuner/IP 1.3.6.1.4.1.40330.4.2.1.1.9

SatelliteAntenna 模拟量 1.3.6.1.4.1.40330.4.2.1.1.10

LNBPower 状态量 Off/on 1.3.6.1.4.1.40330.4.2.1.1.11

LNBType 状态量 Universal/cband/ku 1.3.6.1.4.1.40330.4.2.1.1.12

LNBFreq 模拟量 1.3.6.1.4.1.40330.4.2.1.1.13

TuneFreq 模拟量 1.3.6.1.4.1.40330.4.2.1.1.14

SymbolRate 模拟量 1.3.6.1.4.1.40330.4.2.1.1.15

Modulation 字符串 1.3.6.1.4.1.40330.4.2.1.1.16

PolarizationMode 状态量 V/H 1.3.6.1.4.1.40330.4.2.1.1.17

ServiceNum 模拟量 （0….31） 1.3.6.1.4.1.40330.4.2.1.1.18

表1 设备关键参数

图10 R6100Comm代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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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NMP端口、可读团体名readCommunityName和可写团

体名WriteCommunityName，调用底层SNMP程序DataComm

建立SNMP通讯连接。通过StartMonitor函数向被监控设备发

送Get请求，在_dataComm_OnReceive函数中对设备响应的数

据包ReceiveData进行检测。如果数据包不为空，则对其内容

进行提取，将其中的参数值分别取出后赋值给对应的参数 

变量。

设置定时器相关参数，通过底层程序DataComm进行定

时数据刷新，获取设备的当前最新参数。R6100Jason程序将

R6100Comm获取到的设备参数进行序列化，并完成参数的告

警门限设置。

在Winform界面中，将序列化后的参数包映射到界面上，

显示设备的实时参数列表，如图11所示。根据R6100Jason程

序中设定的参数告警门限，以不同的颜色进行告警提示。如

果某个参数值满足告警条件，界面中将该参数以红色进行标

记，有助于及时发现设备异常、完成故障定位。

3  结束语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监控软件基于SNMP协议研发

而成。软件从实际工作需求出发，依照设备特性，完成对

R6100卫星接收解码器的实时状态监看和故障告警等功能。

在日常运维过程中，软件能够满足设备监测需求，提高了发

现故障隐患的能力。在后续的设备安全播出保障体系中，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未来可集成在整系统监控软件中，以

实现对广播电视播出设备的全方位智能化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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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WinForm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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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中国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正式发布了 CINEMA EOS

系统首款采用 RF 镜头卡口的 4K 数字电影摄影机 EOS C70，

将 RF 镜头系统引入 CINEMA EOS 产品中。

其实根据以往佳能 CINEMA EOS 系统摄影机的命名习惯

来讲， C 系列摄影机几乎全部以三位数命名， 而这次 EOS 

C70 的发布打破了以往佳能 CINEMA EOS 系统产品通过型号

数字大小区分产品定位的常规思路， 简约的两位数的型号

命名， 但实际性能却集合了 CINEMA EOS 系统家族众多先

进技术， 将小型化专业数字摄影机的性能极限推向了新的 

高度。

一、物尽其用的机身

EOS C70 的外观设计可以说是将物理设计做到了物尽其

用。 机身仅为普通单反相机大小， 重量仅约 1.3 千克， 在

如此之小的机身里面集合包括一块 Super 35mm 规格的 4K 影

像传感器、 5 档可调光学 ND 滤镜等这些可满足高品质单人

单机拍摄所需要的几

乎所有功能。 并且

EOS C70 将绝大多数

拍摄时所需要使用到

的实体功能按键都按

照操作习惯分布到了

机身的外表面上。

除此之外， 摄影

机的双 SD 卡槽也是首

次被设计到了握持手

柄的位置， 当机器安

实测！EOS C70性能大盘点

装在三脚架上后，随时更换存储卡非常的方便。 这样一来，

可以说 EOS C70 摄影机机身上没有任何一个位置是被浪费 

掉的。

二、种类丰富的镜头群

对于佳能的 RF 卡

口而言， 当其装配到

了新的 EOS C70 摄影

机身上时， RF 卡口

便被赋予了另一层新

的使命。 可以明显的

看到， EOS C70 摄影

机的 RF 卡口周围被四

颗更加坚固的螺丝固

定着， 通过这种额外

的加固方式， 使 EOS 

C70 即使在安装了重量更重的镜头进行拍摄时， 机身卡口也

不会产生额外的松动或框量。 由于 RF 卡口的自身法兰距更

短， 也使得 EOS C70 摄影机可以通过官方或者第三方的转

接环来实现诸如 EF 镜头或 PL 卡口电影镜头等更多种类镜头

的转接。

如果配合摄影机显示菜单中的 1.3x 或 2x 横向拉伸系数

使用的话， EOS C70 同样可以使用更高品质的变形宽银幕镜

头来拍摄更具电影感的画面。

三、双SD卡槽支持多种记录模式

EOS C70 摄 影

机为用户提供了包

括 DCI-4K （4096× 

2 1 6 0）、 D C I - 2 K

（ 2 0 4 8× 1 0 8 0）、

FHD 等多种分辨率格

式， 以满足用户不同

的应用领域。 与此

同 时， EOS C70 同

样采用了 XF-AVC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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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VC MP4 这两种记录编码格式供用户根据自己的工作流程

自行选择， 最高可支持 4 ∶ 2 ∶ 2 10bit 的卡内记录。

EOS C70 的双 SD 卡槽支持以多种不同的格式组合在 2

张 SD 卡上进行记录。 支持同时记录不同的格式， 或者不

同的分辨率， 亦或者是同时记录逐行影像和隔行影像， 还

有同步记录正片和代理文件和不同压缩方式影像的同时记录

等等， 多种记录组合使拍摄效率大大提高。

 对于 EOS C70 拍摄素材的后期流程而言， 可谓是非常的

友好。 目前主流的后期剪辑或调色软件均可兼容 EOS C70 

SDXC 卡记录的 XF-AVC 素材或 HEVC MP4 素材， 用户完

全不需要考虑新摄影机的后期流程兼容问题或多机种混拍的

素材管理问题， 在享受更方便的拍摄体验的同时， 录制素

材的后期处理同样不会为您的制作过程造成困扰。

四、支持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技术以及 

4K 120P有声记录

在动态范围方面， EOS C70 同样采用可与 EOS C300 

Mark III 同源的 DGO 双增益成像技术， 可达到 16+ 档的高

动态范围。 为了满足高效率 HDR 视频快速制作的需求，

EOS C70 在 具 备 Canon Log 2 和 Canon Log 3 高 宽 容 Log 

Gamma 模式同时还加入了目前主流的 HLG 与 PQ 高动态范

围拍摄模式， 可直接拍摄 HDR 内容， 免去了复杂的后期调

色工作。

EOS C70 的影像传感器除了可提供更高的动态范围以

外， 全像素双核自动

对 焦 技 术 (Dual Pixel 

CMOS AF) 也进行了

升级。 首次搭载源自

于 EOS 旗舰相机 EOS 

1D X III 的 EOS iTR 

AF X 功能， 使摄影

机对于人脸识别、 运

动物体的自动跟踪精

度与对焦速度得到了

进一步的增强。

另外一个在 EOS 

C70 摄影机上不得不

提的重大突破就是它

的升格拍摄能力了，

如此之轻便的机身体

积中竟然加入了 4K 

120fps 的升格拍摄能

力， 并且是 Super 35mm 无裁切画幅。

更重要的是 EOS C70 在拍摄升格素材的同时同样可以采

集音频， 这个功能的加入， 相信能为极限运动或自然类纪

录片的拍摄注入新的活力与表现方式， 与此同时还可以使用

全像素双核 CMOS AF 进行高精度对焦并跟踪被摄体， 使您

的拍摄更加易如反掌。 如果您需要拍摄更高帧率的素材时，

您同样可以将拍摄分辨率调整为全高清模式以实现 180fps 更

高帧率的慢动作升格拍摄。

五、专业规格音频记录

EOS C70 为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专业音频收声解决方

案， 一直以来对于如此轻便的摄影机产品来说， 高品质的

音频记录都是有迫切需求的。 以往由于机身体积的限制，

无法兼容体积较大的 XLR 卡农音频模块， 只能退而求其次

的选择民用级的 3.5mm 立体声插口来支持外接话筒的音频录

制。 但是 EOS C70 机身左侧的两个微型 XLR 卡农音频接口

的加入， 在极其有限的机身外观布局的基础上， 为高品质

音频的录制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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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后面板上同样加

入了佳能专业动态视频拍摄产品

熟悉的音频控制面板， 通过设置

从而满足专业录音的需求， 使小

型专业摄影机的音频采集将不仅仅

局限于参考声音的采集， 即使是

使用 EOS C70 进行单人单机的拍摄时， 您仍可以通过双路

微型 XLR 卡农专业音频通道来实现更高品质更高动态的音频 

记录。  

六、灵活的竖屏拍摄

如果说以上硬指标代表着一台摄影机的应用水准以及定

位层次的话， 那么摄影机的细节功能设计则直接体现着设计

者对使用者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 随着当代媒体的不断转

型， 越来越多的制作内容转投手机竖屏应用平台， 这也带

来了传统视频制作领域的重大转型。 当手机竖屏视频拍摄需

求的不断增加， 轻便型摄影机的竖屏拍摄易用性需求也逐步

成为创作者选择摄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EOS C70 内置了一块可触控的翻转屏， 当拍摄者在使用

EOS C70 进行竖屏拍摄时， 可根据 EOS C70 的竖屏拍摄的

机身旋转角度选择屏幕菜单的显示方向。

用户可轻松查看摄影机的拍摄设置与工作状态， 充分

的让设备适应竖拍的操作方式， 而不是被动的让人去适应

设备， 这一点细节的体现， 足以让小编体会到了贴心的设 

计感。

七、总结

随 着 EOS C70

数字摄影机的上市，

将会把佳能 CINEMA 

EOS 系统摄影机的应

用市场拓宽， 而作

为将众多行业用户所需的性能融为一身的 EOS C70， 未来，

无论是在传统的纪录片， 还是优质的手机竖屏内容制作中，

相信 EOS C70 都会展示其优秀的表现。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 EOS C70 实拍测试短片吧！ （关注 【影像佳园】 公众

号了解佳能产品及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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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公司名称

封面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封二 北京中天鸿大科技有限公司

封三 BIRTV2021

封底 中信数字媒体网络有限公司卫星通信分公司

页码 公司名称

1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3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5 苏州市福川科技有限公司

7 CCB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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