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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 保证安全播出
- 手动自动方式
- 旁挂系统

扩展性
- 支持第三方监测
- 可编程控制逻辑

2

维护性
- 不使用第三方设备
- 降低系统复杂性

5

经济性
- 利用设备本身切换功能
- 降低系统建设成本

3

实用性
- 手动自动切换
- 减少网管操作
- 缩短切换时间
- 提高值班效率
- 提高运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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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促进广播电视网络安全高质量创新
发展
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国家舆论阵地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基石。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对做好广播电视网络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作者从管理和运营的角度，对
如何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提升广播电视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方法路线，对广播电
视网络安全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

〔18〕 基于API平台的电视台智能语音播报系统设计与实现
广播的智能化应用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介绍的“小西”智能语音播报系统，就是杭州文广
集团西湖之声在广播虚拟主持人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可在一定程度上给业界同行提供
参考借鉴。

〔46〕 基于TVOS实现IP与DVB协同快速频道切换的方案研究
频道切换时间是有线运营商日渐关注的用户服务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在对影响频道切换时间
因素开展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终端支持的快速切台方案，实际应用测试结果证
明通过IP与DVB协同FCC方案将频道切换时间由1～3s缩短为0.5s以内，有效提升了频道切换速度和用户
体验。

〔70〕 高山电视调频发射台大型UPS电源建设的探讨
高山发射台的供电系统经常由于农用电接入或雷电灾害而不稳定，需要配置大型UPS电源保障安全播
出。然而在实际的UPS选用过程中，有发电机匹配、性价比等诸多细节问题需要考虑。本文以实际案例为基
础，介绍了高山发射台UPS电源系统的选型和建设应用，较具代表性，可供同行参考。

〔91〕 面向等保2.0的广电融媒体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研究
随着广电融合媒体业务的增加，网络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信息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本文按照等保2.0和信
息安全监测要求，根据重庆广电融合媒体现状和具体需求，基于网络设备和应用系统事件信息大数据，设计了
面向等保2.0的广电融媒体安全态势感知系统。系统实现安全评估、态势评估、态势展示和安全预警等功能，
为安全事故应急提供全方位网络安全技术支持，值得业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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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on Security Protection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Security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s cor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cultural security. The “Regulations
on Security Protection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which came into effect on September 1, 2021,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method and route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on Security Protection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security
guarantee abilit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which plays a scientific guiding role in high-quality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security.

〔18〕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Speech Broadcasting System Based on API Platform for TV Station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radio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in the industry. "Xiaoxi" intelligent speech broadcasting system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in broadcast virtual host by West Lake Voice of Hangzhou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Group.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dustry peers to a certain extent.

〔46〕Research on Cooperative Fast Channel Change Between IP and DVB Based on TVOS
Channel switching tim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user quality of experience gradually concerned by cable operator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channel switching tim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fast channel change schemes supported by smart
TV operating system terminals. Test result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 that channel switching time is shortened from 1 to 3 seconds
to less than 0.5 seconds through IP and DVB cooperative FCC scheme,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 channel switching speed and user
experience.

〔70〕Discussion on Large-scale UPS Power Supply Construction for Alpine TV and FM Transmitting Station
Power supply system of alpine transmitting station is often unstable due to agricultural power access or lightning disaster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figure large UPS power supply to ensure safe broadcasting. However, in actual UPS selection process,
there are many details to be considered, such as generator matching, cost performance and so on. Based on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UPS power supply system for alpine transmitting station,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an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peers.

〔91〕 Research on Security Situation Awareness Platform of Converged Media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for
Classified Protection 2.0

With the increas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services, network system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situ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lassified protection 2.0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monitoring, according to current status and specific needs of converged media in Chongqing Broadcasting Group, and based
on big data of network equipment and application system event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a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security situation awareness system for classified protection 2.0. The system implements functions such as security assessment,
situation assessment, situation display, and security early warning, and provides comprehensive network security technical support for
security accident emergency,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by the industry.

热点 论点 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序

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则是国家舆论阵地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基石。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对于维护国家网络安
全、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当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复杂，网络攻击威胁上升，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级持续性威胁、网络勒索、数据窃取等事件频发，危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立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
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起草了《关基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经国务院第13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7月30日李克强总理签署第745号国务
院令予以公布，并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广电总局始终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为进一步推进《条例》在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行业的落实和执行，广电总局传输司组织开展了《条例》的专题研究和宣贯教育活动，邀
请行业专家围绕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工作思路、安全体系、安全技术应用、安全系统建设、
安全装备研发、安全检测评估等相关方面进行梳理、总结、研究，并撰稿成文，将依托广电行业专业
期刊《广播与电视技术》的“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专栏平台，进行编辑出版，予以付梓
刊印。希望此举能够推动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更加重视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理
清工作思路，加深行业对《条例》的理解，提升对行业关基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为智慧广电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撑。
是以为序，与读者共飨。
郝晓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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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促进广播电视网络安全高质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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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对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摘 要】广播电视作为党和国家宣传思想主阵地，
护条例，
从保护工作部门和运营者的角度，
分别梳理其所承担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责任和权利，
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条例在广播电视行业的有效落地和贯彻落实指明了方法路线，
对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具有科学的指
导作用。
【关键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保护工作部门，运营者，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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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

二要加强技术支撑。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网络安全和

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要“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

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和“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

络安全态势”。《条例》第二十四条再次强调“保护工作部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面加强关键信息基

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

础设施安全保护的法律保障。广播电视作为党和国家宣传思

全监测预警制度，及时掌握本行业、本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

想主阵地，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

施运行状况、安全态势，预警通报网络安全威胁和隐患，指

广播电视网络安全保障，是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基石。

导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因此，协调建设广播电视关键信息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安全形势和频频发生的网络安全事件，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平台，及时掌握广电行业关键信

如何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提升广

息基础设施的运行状况、安全态势，实现对行业重要网络信

播电视安全保障能力，是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监测、态势感知，并建立与中央网信、公

护工作部门和运营者都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安部门和各级广电重要播出单位的协调联动预警通报机制，

一、作为保护工作部门

提升行业网络安全整体保障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三要组织应急演练。《条例》第二十五条指出“保护工

一要重视顶层设计。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保护

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健

工作部门应当制定本行业、本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全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

规划，明确保护目标、基本要求、工作任务、具体措施”有

演练；指导运营者做好网络安全事件应对处置，并根据需要

关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与协助。”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编

安全保护工作部门，应结合行业实际，制定广播电视关键信

制本级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根据预案建立工作机制，

息基础设施安全规划，明确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安全保护目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网络安全攻防实战演习或机制流程演练，

标、基本要求、工作任务、具体措施等，同时研究制定《广

通过实网演习，发现运营单位深层次安全隐患，检查应急处

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

置效能，提升安全保障意识。

责任分工，确保《条例》贯彻落实落细落小。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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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应根据业务范围及其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

网络安全检查检测，指导监督运营者及时整改安全隐患、完

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等方面来梳理。其次要识别关键信息基

善安全措施”有关要求，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检

础设施边界，这个边界不仅仅是独立等级保护定级系统的边

查辖区内运营单位的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根据需要组

界，而应以保障关键业务安全为基本原则，将支撑关键业务

织开展覆盖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网络信息系统

信息流持续、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纳入

的专项检查、抽测抽查，并通过复查复测等措施跟踪整改完

进来；此外还应具备风险隐患识别能力，这就需要建设自台

成情况，确保发现的中高危安全漏洞或安全隐患及时归零。

网络安全监测系统、态势感知系统等。

五要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二是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安全风险无处不在，网络攻击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近年来，广电

比比皆是。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防护手段，这就需要在采

行业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全国广播电

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注意供应链安全，涉及核心业务的设备

视技术能手竞赛中增加了“网络安全”专业，并已连续举办

系统或服务应签订安全保密协议，明确提供者的技术支持和

3届，可喜的看到很多获奖选手都来自广播电视关键基础设

安全保密义务与责任，并按照国家网络安全规定通过安全审

施运营单位。《条例》第三十五条“国家采取措施，鼓励网

查；日常运行维护工作到位，能够及时发现风险隐患或网络

络安全专门人才从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将运

攻击的蛛丝马迹，提前紧密结合网络信息系统实际情况，制

营者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技术人员培训纳入国家继续教育体

定应急处置预案流程，并加强人员培训和演练。

系”给出了网络安全专门人才培养、使用的法律支持，保护

三是提升统筹协调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

工作部门在建立广播电视网络安全专家库，发挥网络安全专

同运营者、不同业务模块之间开始紧密耦合、相互支撑，甚

家引领作用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建立行业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至跨行业、跨领域的互联互通亦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导致一

长效机制，进一步推动广播电视网络安全队伍建设，更好得

旦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将变得复杂和困难，尤其对

服务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来说，当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二、作为运营者
此次《条例》的颁布实施，适逢广电行业深入实施“六
大工程”，落实“一五一”工作格局，全面推进“十四五”
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些重大工程、重要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
开广播电视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
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条例》更是用一个章节“第三章
运营者责任义务”，共10个方面条款内容，明确要求强化落
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主体责任，包括：重申了《网络
安全法》提到的“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三同步
原则；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度和责任制，运营者主要负
责人负总责；设立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并负责实施相关人员安

时，为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响应，共同快速终止紧急状态，
保障关键业务持续、稳定运行，有可能会需要网信部门居中
协调、公安部门保卫反击、电信部门协助、保护工作部门
和多个运营者协同响应、应急服务方紧急技术支援、共同保
障等情况。故运营者提升统筹协调能力非常有必要，平时就
应加强与横向、纵向多部门的联络，建立风险监测、事件分
析、信息共享、协同响应、协同演练与保障的协同体系，这
也符合《条例》所体现的统筹协调、共同治理的原则。
《条例》给了保护工作部门和运营者工作的法律遵循，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条例，必将促进广播电视网络安全高质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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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
构建坚实有力的广电行业关基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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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网络安全
【摘 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保护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和信息化重点保障行业之一，
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落实到位了，
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才能
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本文结合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网络安全发展历程，
从明晰权责和划分边界、
制定安全规划和检查检测
方法、
扩展监测范围等视角阐述了构建坚实有力的广电行业关基保障体系的科学方法，
对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具
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保护工作部门，关基保障体系，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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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0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回顾行业网络安全发展历程，广电总局始终把提高行业

（以下简称：保护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

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先后

发布，标志着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作

制定网络安全发展规划，修订并颁布《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管

为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理办法》《广播电视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构建广播电

护是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对于可能危害国家安

视行业网络安全专家库，建立总局与中央网信部门、公安部

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开展的

门的情报信息横向共享流程，畅通了总局与各省广播电视主

重点保护。广播电视作为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点保障行

管部门、总局直属各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纵向信息通

业之一，与金融、电力、交通等行业共同担负着保护好国家

报渠道，此外还建立了闭环安全检测机制，定期组织总局监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重任。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管中心等技术支撑单位对包含部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

工作落实到位，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

总局直属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要网络信息系统、广电

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必

行业重要音视频网站进行远程安全检测，发布整改通知，跟

然上升为今后广播电视行业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具有特别

踪中高危漏洞的修复情况。

重要的意义。

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领域，广电总局制定了认定规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国家广播电视

则，并依据规则完成了广播电视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认

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

定工作。今后将在保护条例的指引下，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

作部门（以下简称：保护工作部门），负责制定广播电视关

施的清单管理，着手健全优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规划，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监测预警制

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监管，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度，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以及组织网络

全保护手段，重点聚焦并尽早完成以下四项工作：

安全检查、检测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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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中涉及到的主要角色：

管理办法》，进一步梳理、细化、提炼指向清晰、描述具体

国家网信部门、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和其

的检查检测方法，用以敦促运营者思考管理、建设、运行等

他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保护工作部门、运营

各个环节的合规性、合理性，有的放矢地统筹查缺补漏和隐

者。广电总局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有责任

患整改工作。一方面做好自选动作，在条件成熟时将检查检

在保护条例范畴内，依据保护条例自行开展或配合其他有关

测方法上升为行业技术标准文件；另一方面积累经验，做好

部门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开展保护工作的前提是对

国家标准出台后的行业适配落地准备。

目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粗线条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以监管

四是扩展监测范围。在已建设完成的网络安全监测系统

中心已建成的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综合管理平台为抓手，带动

和IPTV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的基础上，逐步推动覆盖行

运营者理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存在的模糊地带，掌握关键信

业全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态势感知平

息基础设施业务基础情况、信息化情况、业务运行情况、制

台的立项建设，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

度建设情况、人员情况和个人数据保护等要素后进行上报。

等新兴技术，实现从安全态势难以掌握到可视化感知、从被

只有权责明晰、边界划分清晰，才能避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动防御到主动对抗的常态化、实战化网络安全综合监测、预

保护工作中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才能更好地督促关键信息

警、防控体系，从而全面掌握本行业、本领域关键信息基础

基础设施运营者落实好主体责任。

设施运行状况、安全态势，及时汇总、研判、分享、发布网

二是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规划。一个完整的、

络安全威胁、漏洞、事件等信息，进一步提升应对安全威胁

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规划，是保

风险的监测能力，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综合保

护工作部门明确保护目标、落实工作任务和具体举措，也是

障能力。

指导工作开展的关键要素。广电总局可以从健全行业网络安

保护条例的实施为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全管理体系和强化行业网络安全技术体系两方面着手制定。

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相信在各方共同协作努力下，广播电

一是建立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监测预警制度，完善多层

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屏障必将日益坚固，持续为国

次协同应急联动机制和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明确行业

家安全、社会发展、公共利益等保障方面提供更加坚实有力

内相关网络、网络产品和服务，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支撑。

重要敏感数据、政务大数据等的安全管理要求，层层落实
好网络安全责任。二是构建以可信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参考文献：

能等核心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安全技术体系，不断提升广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率，推进网络安全评估体系
建立，推进安全可靠产品及国产密码应用，提高自主保障
能力。
三是制定检查检测方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

席令(第53号)). 2016,1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第745号). 2021,7.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广电发[20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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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运营者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只有二者协调发
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才能事半功倍。检查检测不
是目的，而是保护工作的手段之一，广电总局可以在总结迎

作者简介：
齐立欣，女，1968年生，大学本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
管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目前专注于广电行业关键信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迎接建党百年广播电视行业安全大检

息基础设施保护、监测监管、智慧广电、融合媒体、IPv6

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保护条例，结合《广播电视网络安全

等领域网络安全管理与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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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于2021年9月1日正式施行，
对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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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的具体要求，
分析了广播电视关基设施的主要安全风险，
梳理了广电关基设施保护方面的工作成效，
并提出了广电关基设施
保护工作的推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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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 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风险分析

2021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当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

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同年9月1日起施行。党中

峻，网络攻击威胁上升，事故隐患易发多发，安全保护工作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关键信

还存在法规制度不完善、工作基础薄弱、资源力量分散、技

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

术产业支撑不足等突出问题。在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重。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对于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和国家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

一是国外部分国家引发反全球化浪潮，对我国关键信息

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广播电视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是国家文

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设备的“卡脖子”问题，以及对我国广

化安全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意识形态主阵地，肩负着宣传党

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恶意攻击、渗透和控制，严重威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

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

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

神力量的特殊重要使命。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把方向、抓导

加复杂严峻。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

向、保安全是广播电视工作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因此，广

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

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重要环节一旦遭到恶意攻击、操

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

控和破坏，将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安全造成重大威

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

胁，对舆论阵地安全带来系统性、全局性、灾难性的影响，迫

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

切需要增强行业的安全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系统化深入实施

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

国家关基保护条例，体系化全面推进广播电视关键保护建设工

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国家安全。

作，把好“关口”，筑牢“堤坝”，堵住“后门”，建好“刹

二是媒体融合、高新视听、5G网络、人工智能、大数

车”，推进落实国家关基设施的安全可控工程，确保国家意识

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广播电视行业的快速应用与发展，新

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业态、新业务、新应用不断涌现，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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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承载不同业态的业务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层面相互共

4. 责任主体清晰原则：认定的关基应只有一个明确的运

享、相互调用，使得网络安全风险不断叠加，广播电视行

营主体负责其安全保护工作。

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日益严峻的网络空间风险与威胁

4.2 关基保护的目标
国家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通过“分析识

形势。
三是随着信息化科技创新发展，网络安全攻击工具也显

别、安全防护、检测评估、监测预警、技术对抗、事件处

现出平台化、武器化、专业化趋势，新的攻击形式不断显

置”6个环节及活动，实现监测、防御、处置来源于境内外的

现，特别是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底层芯片、核心设备、关

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攻击、侵

键信息服务漏洞的攻击，危害性极大，安全风险很高，影响

入、干扰和破坏，并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范围广。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

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导致生产和业务应用平台逐步向云

络安全防护措施的作用被不断消减，对网络安全事件发现、

化、互联网化、移动化发展，广电关基在运行的过程中面

响应和应急处置方面存在严重滞后，面对复杂化的网络攻击

临着各种网络攻击、恶意程序、安全漏洞、后向传输、用户

已无法满足关基安全保护的新需求。

隐私窃取等安全威胁，因此需要从“云、网、端”三个维度

3 广播电视行业关基保护工作现状

构建网络安全纵深防护体系，建立“零信任”动态安全防护
机制，保障全链条各层次网络安全可管可控。通过部署安全

广播电视工作本质上就是政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

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

把政治要求体现到坚持和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上。做到习近平

安全管理设施和策略，支持高带宽、大连接和低延时特征的

总书记重要思想和指示精神“天天见、天天新、天天深”，

5G网络视听应用场景安全，既保证系统平台自身的网络安

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空间，唱响

全防护，同时支持异构协同云云互联的资源和数据安全共享

新时代最强音，凝聚全党全国奋进力量。在上述指导思想

交换，实现覆盖平台、网络、终端和应用的全面网络安全防

下，坚持“字字千钧、秒秒政治、天天考试”的工作理念，

护体系。同时，智慧广电提供的业务既包括宣传思想文化服

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

务，也包括面向企业和用户的智慧教育、智慧社区和智慧家

设施保护工作。

庭等应用服务，因此在关基安全保护方面，还包括业务可用

按照《条例》定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指公共通信和

性、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性等方面的需求，实现对用户行

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

为风险、业务逻辑风险、网络攻击风险、数据泄露风险的有

务、国防科技工业等重要行业和领域的，以及其他一旦遭到

效防范和管控，提升业务对媒体版权的保护能力和对黑灰产

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

业的反欺诈能力，为智慧广电视听服务和应用的稳定、安全

计民生、公共利益的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

运行保驾护航。

4 广播电视行业关基保护推进工作思路
4.1 关基的认定原则
《条例》明确了认定工作的组织方式和认定程序，依照
行业认定规则，国家汇总并动态调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
结果，确保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纳入保护范围。
广播电视行业关基的认定原则，是从喉舌权威、影响面
广、覆盖用户数多三个特点出发，形成总体认定原则如下：
1. 统一认定原则：行业的关基认定应按照统一的标准规
范进行认定；
2. 影响重大原则：只有对国家和社会安全影响重大的信
息基础设施才认定为关基；
3. 体系化原则：关基的认定应从行业全业务全流程出
发，进行体系化的规划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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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基保护工作思路
按照《条例》要求，关基保护的总体思路一是坚持问题
导向，二是压实责任，三是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从行
业关基保护工作推进角度出发，梳理主要的工作思路如下：
1. 摸清底数、厘清行业关基保护建设现状，找出严重威
胁、重大风险与关键卡脖子问题；
2. 以安全可控为核心，以保证安全播出和舆论安全为目
标，研究广电关基系统的安全保护体系和技术方案；
3. 在广电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等环节的关基设
施组织开展关基保护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优化完善广电关
基保护体系和技术方案，逐步形成成熟的行业关基保护解决
方案；
4. 组织开展广电关关基国产化关键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工作，制定发布行业关基保护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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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面推进行业关基保护体系建设工作，制定发布行业
关基保护管理办法，组织开展行业关基保护工作效果评估与

︳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热点 论点
度体系；四是建立行业网络安全人才梯队培养机制，通过实
网攻防演练培养更多实用型、实战型行业安全人才。

指标评价，择优推广、引领示范，最终达到提升行业关基保

6 结束语

护整体能力的目标。

5 广播电视行业关基保护强化路径

今年出台的《条例》旨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有关要求，将为我国深入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随着媒体融合深入发展和广电5G网络建设推进，广电行

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广播电视行业的高质量创新发

业关基安全保护工作普遍面临诸多问题挑战，云计算、5G网

展，也必须基于广播电视关基设施安全稳定的运行。因此，

络、4K/8K、AR/VR、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在

建设新一代关基设施安全保护体系，强化行业关基设施保护

广电多场景下的开放应用，对广电关基设施产生严重的安全

能力，在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同时，

威胁。广播电视在用的各种系统设备新老并存、规格不一，

更好地建好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既要保证各类功能的正常使用，又要保障安全播出的运维工

大局。

作，特别是从模拟到数字化、双向化、云化逐步过渡而来的
行业体制，在网络安全方面技术储备极为有限。近几年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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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PI平台的电视台智能语音
播报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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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
，
提供了标准API接口，
可支持接入文字识别、
字幕识别、
语音识别等多种智能服务
【摘 要】API平台作为所有系统的
到私有云平台。
本文以电视台智能语音播报系统实现广播虚拟主持人为案例，
较为全面地介绍了API平台的方案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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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Speech Broadcasting System
Based on API Platform for TV Station
Luo Xiaoqun
(HangZhou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8, China)
Abstract API platform serves as a “bridge” for all systems, providing standard API interfaces, and supporting access to private cloud platforms for
multiple intelligent services, including text recognition, subtitle recognition, and speech recognition.This paper introduce scheme and implementation
of API platform comprehensively by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broadcast virtual host by using intelligent voice broadcasting system in TV station as an
example.
Keywords

API platform, Virtual hosting, System architecture

0 引言
广播电视主持人更替较快，一个主持人的离开有时候意
味着一个有名栏目的消失。有没有一个永不消失的主持人，
又能像真实主持人发挥正常不会发生播出事故？随着智能技
术与传播理念的不断演进，很多人都认为机器人必将替代真
实主持人。但是尽管各大公司推出各类智能对话机器人，
比如腾讯推出智能“小微”，小米推出智能“小爱”等，实
际对话经常牛头不对马嘴，导航软件虽然有郭德纲或者林志
玲的语音播报，但是播报内容固定，不适应实际的现场灵活

音播报系统，可以模拟主持人的声音，与听众实现对话、互
动等功能。本项目基于API平台，实现与科大讯飞语音合成
API的对接，同时提供一套基于BS方式的文本页面，供播音
员进行文本录入。此项目中，API平台具备的去中心化分布
式架构，平台具备基于云架构的大数据应用平台的设计、开
发、集成、服务能力，具有媒体管理属性，具有文件标引、
数据分析、存储搜索等功能，能够提供具有“文件标引、数
据存储、数据搜索”等方面的专利。
API平台作为整个云平台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一方面需
要实现对下层IaaS资源的调度和管理，另一方面还需要实现

应对。

对于上层业务工具的有效支撑。西湖之声“小西”的智能语

1 项目分析
杭州文广集团西湖之声计划推出一款“小西”的智能语

18

音播报系统通过API网关，调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API，语音
合成后将文本转换成语音。采用“框架+组件”的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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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应用平台的模式，按需使用第三方开发者开发的组件，

Hive节点服务器使用虚拟机设备，CPU划分了20核，内存

并自由组装功能模块，且用户的系统为独立部署，安全性较

64GB，硬盘为400GB，操作系统为CentOS 7.1。MPC服务

高，非简单的租户形式。

器使用虚拟机设备，CPU划分8核，内存16GB，磁盘空间

在整个API平台功能的规划方面，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

400G，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12。语音合成BS界面

大要素：

后端服务器使用虚拟机设备，CPU划分8核，内存8G，磁盘

1.1 具备基础运行环境的支撑能力

空间400G，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12。

API平台作为为整个系统提供快速迭代升级的基础，具

WINDOWS服务及应用的安装，包括FTP 安装配置、云

备相关能力，包括提供中间件、数据库、运行时等一系列开

线索入库服务安装配置、合成转码服务安装配置、安装文

发、测试、验证和部署环境的支持。

件分析执行器、CMserver 安装及配置、发布服务客户端安

1.2 采用分布式框架，
具备持续提供高可靠公共服务的能力

装配置、vRocket 安装配置、安装 Nova 非编工作站、安装

在进行核心框架设计时，采用去中心化的设计思维，平
台中不再存在绝对的中心节点，或者说每个节点都实际充当
了中心节点，采用分而治之的方式，从而部分节点故障时，
其他节点自动分摊故障服务器的任务为系统提供服务，以此
计算、数据库和存储的扩展性和安全性。

SobeyMQ（消息中间件）。
集群服务器安装配置包括私有云的部署、共有云的部署、
yum源的准备、映射共享存储、参数配置及检测、安装应用。
MCH 融合制播业务系统详细配置包括：用户角色栏目配
置、融合生产平台业务配置、网络管理系统的安装、入库流

API平台作为实践“平台+工具”系统建设理念的核心，

程配置及检验、接口方式入库配置、文件方式入库配置、各

从业务出发，以业务为基础制定一套完备的上层工具接入规

业务系统的接口对接、MSV555 业务配置、素材交互与文稿

范。同时，应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该规范具备可持续扩

交互配置、云线索与融合制播业务系统对接配置。MCH 融合

展能力，以应对新的业务工具接入的需要。

制播业务系统配置检测包括：HIVE软件安装检测、HIVE 快

1.3 API向下无缝集成和管理各种IaaS资源，解决灵活的

速配置检测、工具安装快速检查、GW网络管理系统交互快

资源弹性调配

速配置检测、上传及入库配置检测、MF多媒体流程快速配置

API平台作为IaaS层和SaaS层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无缝集
成和管理包括存储、计算（Openstack、VMware、ZEN）、
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的IaaS资源；另一方面实时监测业务
运行情况，调用IaaS资源弹性支撑业务的需要。

2 方案简介

检查、MS 流程快速配置检查。

2.2 系统结构
智能语音播报工具即西湖之声虚拟主持人小西，通过
API网关调用在阿里云平台上的科大讯飞语音合成API落地使
用。部署工作主要包括：tomcat软件的安装、挂载文件部署
war包。

本项目API平台作为所有系统的“桥梁”，具备开放的特

此项目中提供多媒体稿件编辑工具，面向多元发布渠道

性，支持多种智能服务的接入，包括文字识别、字幕识别、语

的一体化多媒体稿件编辑设计，具备文本编辑，视频编辑，

音识别。文字识别服务、字幕识别服务，主要是将图片、视频

图片编辑功能，编辑完成自动更新到稿件，并提供整体预览；

中的文字识别成文本，可用于业务生产流程中，如识别出的文

编辑器界面中提供内容库插件，可以挑选素材进行编辑。

字，可自动上非编唱词、可在审片时自动提示敏感词汇等。语

API平台设计充分考虑了台内未来业务的扩展需求，采用

音识别服务是将视音频中的语音识别成文本，用于业务生产流

符合国际标准的接口设计方式，可对接所有符合此标准的第

程中，将转换成文本的语音用于写稿、审片时自动提示敏感词

三方系统、产品、服务。

汇等。在后期的建设中，可以通过统一的服务管理框架利用统

基于基础接口建设，通过定制的方式实现API与发布接口

一的接口标准，形成统一的智能服务的体系。

的对接，实现将节目素材信息推送到第三方系统。对接方式

2.1 项目部署

为：文件+XML。

项目部署主要分为：基础环境搭建、WINDOWS服务应

本项目将基于API平台，实现与科大讯飞语音合成API的

用安装、集群服务器安装配置、MCH 融合制播业务系统详细

对接，同时提供一套基于BS方式的文本页面，供播音员进行

配置、MCH 融合制播业务系统配置检测等。

文本录入，如图1所示。

基础环境搭建主要是通用服务器的搭建及系统安装。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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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以对接科大讯飞、百度云、腾讯、阿里等不同智能语
音服务，为广电发展提供助力；
2. 真人与文本转语音相结合，节目形式多变，加上现场
打字做节目主持和互动；
3. 永久的广播虚拟主持人，可以是永远的品牌和形象，
图1

项目逻辑层次示意图

可扩展采用其他知名主持人语音库，例如：郭德纲、林志玲
等，为更加丰富的节目形态提供了助力。
西湖之声首创智能台宠“小西”的声音形象，“小西”
被设定为一个可爱，调皮，机灵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自我
更新，自我迭代。在不断学习人类沟通模式的过程中，不断
接近人类的语言和思维，但同时具备机器人的数据搜索和智
慧链接功能。
经过近一年的节目培养和有效运用，小西已经成为西湖
之声一个开创性的科技智能主播新形象。每天活跃于各档节
目的“小西”，很快得到听众的喜爱与认可。小西个性化报
时，小西大数据路况，小西声音表情包。每档节目都会根据

图2

“小西”的智能语音播报系统主界面示意图

内容特点有效融入小西语言，从小西视角看世界、提问题，
补充最新知识，链接传统电台与新媒体的内容交互，将网民

2. 文本操作页，通过API网关，调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

和听众的互动通过小西相勾连，成为节目最有力的形式补
充，也是丰富节目设计与功能的一个突破。

API；
3. 语音合成，负责将文本转换成语音。

4 结束语

2.3 系统界面
“小西”的智能语音播报系统主界面如图2所示。

本次系统建设主要是搭建出具备通用媒体能力的API平

1. 整体页面设计：采用BS页面设计，整体风格简洁；主

台，如包括合成服务、迁移转码服务、流媒体服务等能力，

要包括文本框、列表框、播放按钮、生成列表项按钮、生成

并且根据国际标准进行研发设计，保证API接口的开放性、多

MP3按钮；

兼容性。着重考虑为媒资系统提供基础媒体能力，建设具备

2. 文本框设计：支持文本手动录入；支持文本复制、粘
贴；支持文本追溯功能，可进行上一页、下一页查找；支持
回溯当天该栏目下文本输入项；

弹性扩展能力的媒资支撑服务。并且，将通过文件+XML的
方式，将节目素材推送给发布系统。
在后期的规划中，基于本期建设的API平台，可在其上

3. 列表框设计：列表框内，可单屏显示10个语音条目；

增加第三方服务能力，通过API接口调用提供给SaaS层和IaaS

右侧具备滚动轴，支持显示条目的上下滚动；支持单条语音

层。并且，未来利用“框架+组件”的灵活搭配能力，实现台

条目的向上、向下移动；语音项前，需有8个文字的提示；
4. 其他功能键设计：提供播放、生成列表项、生成MP3
按钮。

内随需选择需要的功能。随着各层工具、服务的升级，API平
台依托本期建设的开放性，可提供安全可靠的能力，并且可
根据业务量需求进行扩容升级。

3 系统应用情况
2018年12月17日杭州文广集团西湖之声“小西”的智能语
音播报系统与科大讯飞对接完毕，进入试运行，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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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统有以下特点：

管理，负责和参与多个频道的高清演播室和高清转播车

1. 采用轻型云架构，构建API平台可对接各类智能云服

项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内容制播

【本文献信息】
郝昌，
马俊.基于AI和3D扫描技术的VR全息直播系统的设计实现与应用[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Vol.48(11).

基于AI和3D扫描技术的VR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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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传统摄像机只能拍摄二维画面，
为实现全息传输，
本文对全息直播系统进行设计与实现，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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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R Holography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Based on AI and 3D Scanning Technology
Hao Chang1, Ma Jun2
(Gansu Radio and TV Bureau Wireless Transmission Center, Gansu 730000, China)1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730000, China)2
Abstract The world is made up by three-dimensional space, but traditional cameras can only shoot two-dimensional images. In order to realize
holographic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holographic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which makes flat audio-visual leap to VR
holographic audiovisual. The paper introduces 3D scanning stereo imaging technology, VR technology, holographic program acquisition, editing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esting and analysis, AI and multiple application scenarios.
Keywords
TV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ereo camera, Depth camera, Virtual reality, Holographic live broadcasting, Internet of Things, AI+ radio and

0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媒体的演进使信息的
传递与呈现在时空上趋于无限。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广泛的公共

传统直播节目是由摄像机录制、编辑、传输到终端屏幕
来完成，本文设计的VR全息直播系统则采用3D扫描立体摄像
机录制、全息节目采编制作、VR设备全息成像来完成，实现

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与创新，催生和释放出了信息时代巨

了直播的虚拟现实全息化。观众可通过VR设备在全息直播间

大生命力，其中网络直播新兴业态发展迅猛，其特有的群众文

中进行各种现实和虚拟的互动，丰富了节目内容和互动体验

艺、直播经济、社交传媒等社会生活表现突出，价值显著。

性。两种不同形式的直播，如图1所示。

网络直播有实时性和网络性的特点，实时性即节目内容
的采编与播出不受时间约束可同时进行，使进入直播间的所
有对象时空同步，网络性即其中所有对象不受空间约束可互
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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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R全息直播技术简介
VR全息直播属于数字传媒技术中的新媒体，是利用3D
扫描技术把直播内容实时数字化3D建模后由计算机对3D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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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节目进行编辑、后期处理和软件开发，用户使用VR设备

Modulation）和调幅连续波调制（AMCW，Amplitude

连接进行播放，视频的分辨率、帧率、动态范围等参数由计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算机生成，理论上可无限高，适终端设备而定。音频由多方

本文采用调幅连续波测距法，原理如图2所示，是通过连

位立体空间录音设备和VR开发平台虚拟空间中的音源合成

续发射正弦波红外线激光到被观测物体表面，然后接收从物

生成。

体表面反射回去的正弦波，经过对发射时与接收时的两种光

1.1 3D扫描立体（深度）成像技术

波的相位移的比对测量算出发射到接收之间的时间差，从而

人可感知的世界是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构成四维时

计算被测物体表面与相机的距离值。

空，即X宽、Y高、Z长（深）与T运动（时间），传统摄

本文的深度图像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一组距离值，通过采

影机只能采集到二维画面和运动，在视频格式中称为行

集物体反射面各处点的红外线激光回传距离值则组成具有深

（高）、列（宽）和帧，但无法采集深度（距离）信息，一

度信息的3D量子点云坐标数据，再通过RGB摄像机采集相同

直以来视频的空间感或景深靠视觉透视的错觉来辨识，包括

角度物体表面的可见光学信息即可合成被拍摄物体的彩色3D

3D视频也是利用左右眼的画面差来产生透视错觉，依然无深

模型。通过连续发射红外线光波进行扫描，记录空间中所有

度信息。

物体的运动变化信息并形成连续时间帧，即实现了动态的全

3D扫描立体（深度）摄像机，可对时空全部信息进行
采集，是全息摄像。除了传统平面RGB相机外增加了具有测

息录像，由于采集并储存了全时空信息，也实现了任意视角
成像。

距功能的深度相机，立体相机的深度测量方法主要有：飞行

本文采用微软公司的Azure Kinect深度摄像机进行设计，

时间法、结构光法、双目立体视觉法。飞行时间法（TOF，

如图3所示，它的深度传感器有两个红外线发射器，分别为

Time of Flight）按调制方式的不同又分为脉冲调制（Pulsed

广角和窄角发射器，广角反射面积大距离短，窄角反射面积
小距离远，视场FOV物理空间量可调。RGB摄像机1200万
像素每秒60帧，CMOS深度传感器100万像素每秒30帧。窄
视场范围 0.5～5m，广视场范围0.25～3m。虽然单个相机视
场有限，但此产品有多组互联空间定位技术，理论上可无限
取景。

1.2 VR技术
VR眼镜利用加速计、陀螺仪、摄像头等空间运动传感器
通过算法来计算自身的空间坐标和位移运动。互动方式主要
有空间互动和场景互动，完整的空间运动包含6个方向的自由
度，即沿X、Y、Z三个直角坐标轴方向的移动自由度和旋绕
这三个坐标轴的转动自由度，并与VR场景中的虚拟摄像机运
动同步，使户视角即为相机视角，从而模拟用户置身现场的
沉浸感。场景互动是利用其他VR外部设备如手柄、手套、肢
图1

传统直播与立体相机VR全息直播对比示意图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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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定位器、物体定位器、可穿戴设备等与VR场景中的虚拟事

调幅连续波测距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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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内容制播

Azure Kinect摄像机光学传感器

图4

Unity编辑界面

物进行操作互动，如拿取、移动、操作、开门、握手等行为

同，因此服务器需要对每个用户独立计算视角渲染画面并分

的互动。

发用户各自的视频数据流，为了满足大带宽流量和高性能服

本文采用HTC公司的VIVE VR设备进行设计，基本参
数：单眼分辨率1080×1200像素、刷新率90Hz、6自由度、

务器计算能力，这就对5G和云计算技术提出要求。
本文使用一台Azure Kinect摄像机和本地服务器进行设

VR手柄2只、空间定位器2只。

计，并连接一台VR设备进行试播。运行流程为Azure Kinect

1.3 全息节目采编制作技术

摄像机对直播间进行全息录像并把数据输入服务器，由服务

本文使用Unity Technologies公司的Unity软件对录制的VR

器上的Unity负责录像采集并转换为3D全息动态模型，经编

全息直播节目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编辑、后期处理、互动

程开发后再把VR格式的视频信号输出到VR眼镜进行互动播

功能编程开发，编辑界面如图4所示。

放。音频信号由Azure Kinect摄像机自带的传声器传输。设备

开发内容有：设备连接、场景建模、光学渲染、后期处
理、音效、特效、功能性编程等。此环节类似传统的“非
编”环节。

1.4 VR全息直播系统设计

连接如图5所示，设备运行情况如图6所示。

2 测试与分析
本文对系统的3D扫描、6自由度、色彩还原、直播延

系统分为服务端和客户端，服务端包括云服务器与全息

迟、采样误差进行测试与分析。

直播信号源，主要功能是VR场景生成、客户端请求处理、音

2.1 3D扫描立体成像全息实验

视频数据流分发等。客户端为VR终端设备主要功能是接收

使用红外线发射器对1米外某物体发射红外线调幅连续波

音视频流、发送空间定位运动数据和操作指令等，为满足海

进行深度扫描，CMOS采集反射数据对比各像素点光波相位

量用户的使用需求且每个用户的观看角度和互动操作都不相

差计算空间坐标距离值，形成三维数组并建立点云模型，叠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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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设备连接图

图6

设备运行图

加RGB图像形成彩色全息模型，在不同尺度进行观测，试验
结果如图7所示。
2.1.1 全息量子力学
试验发现越是宏观观测物体越是呈现粒子性（物体），
越是微观观测物体越是呈现波动性，继续放大最终呈现最小
单位量子点，这与计算机二维空间运动图形宏观成面微观成

图7

最小单位像素点且像素点在运动中波动同理。波动是像素
点或量子点运动的本质，逐点传递时坐标系点位数值从0到
1从1到0的过程即一个波。如果继续显微观测则同一量子点
的具体空间坐标位置将难以确定，测不准源于测量设备精度
所限，越要精确测量同一量子点在同一时间的具体空间坐标
位置与运动轨迹，则观测仪器的瞬时采样时间颗粒细度越要
极小。
结论：（1）观测仪器采样频率越高，全息模型的空间位
置与运动轨迹精确度越高；（2）观测仪器分辨率越高，全息
模型质量越高。
2.1.2 全息量子对称性
微观上，物体被观测时被采样的量子点产生法向，法线
破坏了量子点的全局对称性，量子点也因此而显示，即观测

24

不同尺度的深度与RGB点云模型

行为破坏对称性。宏观上，物体表面法线与深度相机Z轴夹
角小于90度，在相机坐标系下3D扫描采集的点云法线完全
正确，但无初始法线或做刚体变换后的点云模型的任何法线
算法都无法完全正确还原。测量严谨的模型组，在平移镜像
时，本文使用了模型范围Scale在X轴值×–1，使与原模型互
为镜像且完全对称。在逆向镜像时，假设两组点云模型互
逆，正向观测逆向被破坏，逆向观测正向被破坏，除非同时
分别以各自的视角观测，即避免凹面错觉。
结论：（1）量子点法向破坏全局对称性；（2）量子
点法向满足规范对称性；（3）量子点云法线全局定向须无
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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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VR全息6自由度直播测试

实验中被拍摄物体超出立体相机拍摄范围外，超出部分

6自由度是VR的基本功能，测试内容如图8所示，在桌面
左右各放置两张（A4纸张）平面坐标系，分别代表两处不同
空间，左边纸张上放置一个立方体，使用固定机位立体相机

的深度信息无法获得，物体超出的边缘将出现延伸或残缺现
象，使用多台立体相机环绕组网拍摄将消除此问题。
测试结果显示逼真度和色彩还原较好，因Unity中可对模

对立方体进行动态扫描，全息数据采集后输出给VR眼镜，使

型二次渲染，色彩、光影、材质均可调控。

用VR眼镜在右边纸张上方空无的空间内成像并在6个空间自

2.3 VR全息直播延迟测试

由度上全息观察立方体，如图9所示。测试全息效果、色彩还
原、逼真度等，如图10所示。

在固定立体相机机位的情况下对秒表进行直播并与VR眼
镜收看到的秒表画面进行延迟比对，如图11所示。

图8

左：直播现场照片 右：VR视频信号图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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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视角的Unity全息直播模型

不同视角的VR眼镜直播画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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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表显示器刷新率为144Hz，VR显示器刷新率为90Hz，
照相机响应为60Hz，服务器CPU型号i7 2600k频率3.4GHz、

dt表示在时间帧t处的测量深度值，N是在平均过程中使用
的帧数，dgt是被测对象的真实深度。

GPU型号1070频率1506MHz。30次采样去最高低延时值取集

随机误差：在静态场景中对同一物体表面多次深度测

中趋势，Unity全息采集平均延迟159.5ms，VR眼镜平均延迟

量，每次测量值之间的差值。此差异一般由散粒噪声引

76.5ms，平均总延迟236ms。

起，散粒噪声是深度CMOS传感器接收到的光子数量随时间

2.4 深度传感器误差分析

变化而变化。此误差量随时间恒定，可得出标准（平均）

系统误差：平均（降噪）测量值与真实深度之间的差
值。平均（降噪）测量值是静态场景中多次测量同一物体表

N

∑ dt
误差。
Esystematic = t =1 − d gt
N
计算公式：

面深度，经过多时间帧取样后计算的深度平均值。测量时应
避免多径干扰（MPI），多径干扰是指深度CMOS传感器的同

N

Erandom =

一个像素混合接收了多个物体的反射光，避免此问题可使用
较高的调制频率和深度无效化算法来得到部分缓解。

N

N是深度测量次数，dt是在时间t的深度测量值，d是在所

3 应用场景设计

N

∑ t =1 dt − d
N

gt

∑ t =1( dt − d )
N

Erandom =

2

有dt深度测量上的平均值。

计算公式：
Esystematic =

∑ t =1( dt − d )

本文设计了2个应用场景进行试播与探讨，分别是直播电
商和AI试衣间与换发型。

2

3.1 直播电商场景模拟实验

N

在直播间中使人物分别以站姿、坐姿、行走、物品展示
等活动进行3D扫描全息直播并与虚拟场景模型结合，通过
VR眼镜观察模型逼真度、动作流畅度、虚实融合度，光追效
果。也可使用VR手柄模拟与人物握手或使用VR手柄拿起同
比例产品3D模型任意角度进行观察、移动、旋转等操作，如
图12所示。
实验中对头发的测距扫描数据采集容易出现无效，因黑

图11

延迟测试现场照片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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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易吸收红外线且头发几何表面法线各向异性对反射红外线

不同模型材质和角度的虚拟与现实结合的全息直播试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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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内容制播

AI虚拟试衣间和AI换发型试验

离散量较大，深度算法中的滤波器会检测这些不明确的信号
并使像素无效。

3.2 AI试衣间和AI换发型
使用AI动作捕捉技术进行虚拟试衣间和换发型实验，本
技术可用于服装店、理发店等线下实体场景。也可使节目样
式智能化，观众可根据个人喜好对主播个性化定制，如更换
主播外貌、着装、性别、声音、语种、直播间场景等，试验
如图13所示。
算法使用Azure Kinect Body Tracking SDK开发者工
图14

具包。

4 应用与总结
图14是本文AI试衣间技术成果转化的商业应用实例，由
本文设计、开发与安装。AI试衣间场景属于自拍直播，即现
场录像现场直播，可解决顾客更衣不便的问题、一件衣物多

AI试衣间在某服装店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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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网络研发运维带来了新的挑战，
通过负载均衡技术和光口交换机旁路技术对网络出口
【摘 要】广播融媒业务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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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Load Balancing Technology in
Converged Media Production Network for Radio
Yang Yang, Xu Xu
(Jiangsu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verged media for radio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network R&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of network outlet link through load balancing technology and optical switch bypass technology, which improves
utilization rate of link bandwidth, solves point failure of key nodes and realizes high availability of backbone network. It also improves Internet
experience of user terminal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nverged media production greatly. This scheme plays a technical support role for converged media
production radio network.
Keywords

Converged media, Load Balance, High availability, Network export

0 引言

1 现状问题及分析

融媒生产的时代背景下，江苏广播事业也在迅速高效、

江苏广播融媒生产网使用人员数量较多，互联网访问需

多样化发展。江苏广播融媒生产网涵盖了互联网、办公网和

求的不断扩大，用户数及终端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业务涉

制播网的业务功能，主要包括：广播音频节目制作、荔枝云

及的网络较为复杂，台内用户主要是上网体验和业务生产，

业务、大蓝鲸CMS短音频推送、新闻文稿系统、集团OA、台

拓扑架构上延伸到集团专线；而台外用户涉及到公网Web应

外直播音频传送、网络直播等，融媒生产网已成为广播业务

用访问以及远程访问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生产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在为满足现有融媒生产网络的设计

首先，综合业务网出口带宽大，双链路通信质量参差不

需要，亟需对核心主干网络进行保障升级，确保网络高速稳

齐，流量不均衡往往一条运营商流量瓶颈，另一条几乎闲

定不中断。因此，网络关键节点应解决单点故障问题，运营

置，导致台内用户上网体检较差。

商出口链路应支持热冗余，网络业务生产应有备份方案，接
近于安全播出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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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单运营商链路中断时，无法将应用及相应流量转
移到另外一条链路，会造成大面积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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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重点网络业务访问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在重要保
障期如省两会期间，会严重影响网络体验，进而影响业务的

︳内容制播

2.3 出入流量均衡
负载均衡设备会根据台内外用户不同的业务要求，如
流量的大小、会话的连接数、Web访问的差异，来制定相

生产。
其四，网络核心设备需具备高可用性，支持热冗余，对

应的静态或者动态均衡策略。当台内用户的出口流量在某
条连路上高负载时，部分流量将转移到负载较小的出口

网络架构的延展性需具备较强的支撑作用。

上，通过DNS透明代理技术，利用链路健康监测和目的地

2 关键技术应用

址策略路由，最大程度的分配双链路带宽资源。当台外用

2.1 光口交换机部署

户的访问流量集中在某台Web服务器上时，利用Web负载

光口交换机部署在核心网络链路，用于运营商双链路与

均衡技术平均分配到多台上，反馈给远程终端最小响应

负载均衡双机之间的通信枢纽，支持两种工作模式，即正常

时间的那台上，并建立最佳的网络链路来加快对外反馈

和旁路模式。正常模式下，光口交换机将通信链路转移到锁

速度。

连接的内联设备上；旁路模式下，通信链路将被转移到预先

2.4 智能选路技术

设计好的设备，内联设备将处于热备中。网络运维人员可通

智能选路技术通过动态链路负载均衡选路算法实现，包

过底层命令进行配置，规定在电源故障、链接故障、设备宕

括链路健康监测、策略路由、链路过载保护、应用路由、静

机等情况下，光交换机的旁路行为。根据台内目前出口链路

态路由、地址库路由和默认路由。例如关键用户选到一条优

的现实，即两大运营商每条链路内仅有单光纤线路接入的情

质链路，而普通用户按照流量在出口设备被均衡分配，用户

况下，Bypass光口交换机与其他接入方式相比较，单设备就

的流量访问可通过不同链路实现。该算法也可从运营商下载

具备解决单点故障的优势，同时也简化了网络拓扑结构并降

ISP的IP地址列表，通过静态路由的方式静态选路，访问电信

低了运维复杂度。

的选路电信，访问移动的选路移动，其余流量走大带宽链路

2.2 高可用性设计

的默认路由。

通过光口交换机的旁路模式部署，负载均衡主备机

3 融媒生产网络支撑场景

可以在线进行配置、下线等操作，主干链路依然正常运
行，为今后带宽扩容或者新增一条运营商链路提供了技术

江苏广播融媒生产网络主干链路拓扑如图1所示，电信和

支撑，拓扑结构也具有较强的扩展性，同时为网络运维

移动两大运营商构成双链路出口网络。Bypass光口交换机向

人员调试设备提供了较强的可操作。该设计方案针对网

外分别接入双链路，向内分别接入负载均衡主备机，利用IP

络关键节点的全部单点故障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如表1

侦测心跳线连接主机，主备机则通过VRRP协议达成双机热备

所示。

份，由此组成网络边界的负载均衡系统。通过相关技术对融

表1

网络关键节点单点故障测试结果
网络关键节点单点故障测试

单点故障测试项

内网用户融媒生产业务

外网用户融媒生产业务

其他综合业务

电信链路断路

流量转移到移动

流量转移到移动

流量转移到移动

移动链路断路

流量转移到电信

流量转移到移动

流量转移到移动

主负载均衡设备断电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Bypass光交换机断电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主负载至防火墙断路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自启，业务不中断

备机至防火墙断路

业务正常无影响

业务正常无影响

业务正常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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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生产网络进行链路负载均衡、智能选路、对外网络设备的
地址映射和应用负载均衡。

3.1台内用户生产网络
广播业务生产对音频编辑要求较高，对新闻时效性较严
苛。在负载均衡FastView Web性能优化的帮助下，本地台内
用户可通过终端设备及任意浏览器提升网页浏览性能，如新
闻编辑快速抓相关政府网站的文字通稿，包括音视频图片推
送到荔枝云，在访问量激增情况下负载均衡会自动选路到
最优的一条出口链路上，大幅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如图2
所示，融合生产网出入口上行、下行流量平缓稳定，重点时
间段流量需求得到保障，基本满足台内外用户的总体流量需
求；如图3所示，用户对特定网络应用服务如新华社访问较
多，负载均衡通过相应策略进行保障，确保新闻编辑人员最
图1

融媒生产网络出口链路拓扑

佳的网络使用体验。

图2

图3

30

融合生产网络实时流量监控

融合生产网络实时应用服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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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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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路上传带宽、下载带宽、总带宽利用率监控

3.2 台外用户发稿网络
台外用户通过互联网访问文稿系统，将文稿、音频、图
片发至台内，利用Web负载均衡技术将外网访问平均分配到

体服务集群中的一台，再结合CDN加速，便可以保持服务器
集群的整体性能受影响较小，从而大幅降低直播中画面卡顿
的概率，优化和提升互联网终端用户体验。

多台Web服务器上，反馈给终端最佳的网络链路和服务器响

4 结束语

应，加快访问速度并改善了性能。尤其是在全国两会、省两
会期间，主持人、编辑、记者在外地现场访问台内网络速

负载均衡技术应用于广播融媒生产网络，结合光口交换

度提高了很多，无卡顿或不稳定现象。未引用负载均衡技术

机的旁路模式部署，不但合理高效地优化入口链路带宽资源

前，流量主要集中在电信链路上，方案应用后流量智能优化

分配，提高了业务生产效率，而且解决了网络关键节点链路

转移到移动链路上，如图4所示，218.94.x.x为电信公网IP，

单点故障的问题，确保网络的可靠性、快速性和高可用性。

120.195.x.x为移动公网IP。

同时，台内外用户的互联网使用体验得到极大提升，对广播

3.3 台内外音频异地传输

融媒生产网络起到技术支撑作用。本文尝试向同行朋友们分

智能NAT即网络地址转换，将私有IP与公网IP进行转

享一些技术想法，特别是就省市县台而言，该方案以经济、

换，可将公网IP地址映射为多个私有IP地址，对每次连接请

简单、安全的方式，来优化解决广播融媒生产网中的链路及

求动态地转换为一个内部服务器地址，将请求引到转换得到

应用负载均衡问题。

地址的服务器上，从而达到负载均衡的目的。以台外直播间
为应用场景，现场直播音频通过Comrex设备传入到台内，经

参考文献：
[1] 饶琰. 基于智慧融合的校园网多出口链路负载均衡的构建[J]. 信息

过智能NAT和出站LLB规则，以及其他策略包括随机选择算

系统工程, 2019(4): 17-18.

法、最少连接数、最小响应时间来分配负载，保证台外直播

[2] 杨栋. 广电网络互联网出口负载动态均衡技术应用研究[J]. 广播电

的音频能够安全稳定的传送到总控播出。

视网络, 2020(10): 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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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工程师，主要从事广播技术系统融媒生产网的建设研

果尤为明显。互联网受众终端发送的请求被均匀分配到流媒

发、管理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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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视频压缩消除数据冗余，
减少存储空间和传输
【摘 要】视频信号是以像素形式标识的众多帧数据组成的大数据集，
带宽。
本文基于视频信号编码压缩的基本概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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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编码压缩比
等应用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视频信号，视觉无损编码，JPEG-XS，质量评估
【中图分类号】G222.2/TN94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11007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JPEG-XS Encoding Standard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Quality Assessement Methods
Zhou Lianqun
(China Media Group,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Video signal is a large data set composed of many frame data identified in the form of pixels.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data redundancy
through video compression in order to reduce storage space and transmission bandwidth. Based on basic concept and theory of video signal encoding
and compres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JPEG-XS coding standar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visual lossless coding. While explaining its coding
technology framework, the paper also gives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s of JPEG-XS coding. And it also discusses key issues in application practice
such as coding compression ratio by analyzing test results i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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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视频信号清晰度不断提高，4K超
高清视频信号的数据量已是高清视频信号的4倍。进入8K超
高清时代后，录制20分钟未经压缩的8K超高清视频，则需要

点，可以在压缩比为8∶1的情况下实现视觉无损的压缩。
由于JPEG-XS可以实现极低的延时，对于CPU的使用量也极
低，成为了广播者着重关注的编码压缩技术。

1 视频信号的编码压缩

4 TB的储存空间，与此同时也给信号传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对于视频信号而言，一段动态图像的数据量是以像素形

压力。因此探索更高质量更低延时的视频信号压缩编码技术

式表示的众多帧数据的集合。由于数据量极大，视频信号的

是产业发展的研究重点。

存储空间和传输带宽要求极高，因此必须通过视频编码来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MPEG ISO/IEC SC29 WG1（JPEG，

行数据量的压缩。视频压缩的本质，是根据视频图像各像素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工作组开展了轻量级编码

之间的相关性，相应的消除视频数据中的数据冗余，目的是

JPEG-XS的标准制定工作。该标准具有轻量级和低延迟的特

尽可能减小这些数据冗余获取图像存储和传输的可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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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视频图像中的冗余主要有空间冗余、时间冗
余、结构冗余、编码冗余、视觉冗余和纹理统计冗余等。空

现象，但是主观评价对失真不可察觉。时下较为流行的JPEGXS就是视觉无损编码的典型代表。

间冗余是指视频帧内部相邻像素间存在相似性，是由于图像

2 JPEG-XS标准

在水平、垂直方向的相邻像素间变化很小，从而产生空间冗
余，也称之为帧内相关性；时间冗余是指相邻视频帧之间存

︳内容制播

2.1 概述

在运动关系，内容相似，从而产生时域相关性，也称之为帧

JPEG-XS是JPEG工作组在2016年提出的，从技术路线来

间相关性。编码冗余是指视频中不同数据出现的概率不同，

讲仍是基于小波变换的压缩方式。众所周知，小波变换是在

数据信息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冗余，使用不同熵编码方法将消

傅里叶变换基础上的一种时频变换方式，但是通过伸缩和平

耗不同的比特数，一般用算术编码解决。视觉冗余是指观众

移等运算功能对函数或信号进行多尺度细化分析，解决了傅

的视觉系统对视频中不同部分敏感度不同，在编码的时候引

里叶变换不能解决的许多困难问题。小波变换技术在广播电

入适量的误差，也不会被人眼察觉出来，以一定的客观失真

视领域多用于节目源高质量采集、制作环节，由于其压缩比

换取数据压缩。

较低、压缩时延短，能够保证解码恢复后的图像失真较小。

视频压缩的目的并不是一味的降低视频图像的存储和

比较广泛使用的小波变换是JPEG 2000。与JPEG 2000相比，

传输带宽，在压缩的同时还要全面关注视频还原后的质量

JPEG-XS有基于条带的压缩模式，使得压缩时延更短；同时

是否能够满足实际的使用需求。比如，在采集和制作域，

有更灵活的压缩比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在产品上也更适

因为后续制播流程的众多处理环节，可能还要经过多代压

用于芯片和FPGA等硬件实现，因此越来越多的受到广播者的

缩；而在最终播出节目的分发域，信号则面向用户一次

关注。

性压缩投放，或仅仅在运营商环节可能存在一次转码处

2.2 JPEG-XS技术框架

理。这些应用条件的差异，对视频压缩的技术手段、压缩

JPGE-XS技术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编码预处理、多

比等都有着不同的要求，但目标仍然是采用最合适、最

分量变换（MCT）、离散小波变换（DWT）、量化和熵编码

高效的压缩方式并获得最小失真。因此视频压缩编码需

等环节。

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压缩后的视频图像能满足存

预处理环节首先进行上采样，转换为20bit精度数字信

储或传输的带宽要求，即需要足够的压缩比；二是保证

号，之后每个样本减去一个固定值去除直流分量，使得样本

在视频图像的接收端，重建后的图像失真要在一定的范

范围基本以零为中心对称。多分量变换环节将RGB格式转换

围内。

为YUV格式。经过MCT变换后的信号采用5/3 DWT进一步

对于重建图像的失真评估一般使用视频质量评价的方

压缩图像信号能量。量化环节对小波变换系数采用预量化处

法，分为主观质量评价和客观质量评价，对同一幅图像两种

理，这一过程并不影响码率控制，主要是为了将数据的电平

评价可能出现不太一致的结论。在广播电视应用领域，主观

精度由原始的20bit降低为12bit，有利于后续数据处理的软硬

评价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方式。因此很多在这个领域具体应

件实现。为了保证低复杂度，JPEG-XS对量化系数采用了比

用的技术和产品，比较关注如何获得较好的主观质量，广泛

较简单的熵编码。

使用去除视觉冗余的方法，即对人眼不敏感的冗余信息进行
压缩。
理论上，视频图像压缩通常分为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
无损压缩是可逆的，一般认为在接收端视频图像可以被完全
恢复，不会存在失真的现象。但是无损压缩不能获得足够的
压缩比，编码效率低，应用条件比较受限。有损压缩则是不
可逆的，即在接收端图像不能被完全恢复，存在着一定的失
真现象，但能获得足够多的压缩比，编码效率较高。有损压
缩是实际应用中常常遇到的。近几年还有一种介于有损和无
损压缩之间的技术，学术界称之为视觉无损压缩。这是指在
接收端图像不能被完全恢复，客观评价存在着较轻微的失真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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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E-XS技术框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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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PEG-XS的质量评价方法

类视觉更容易抽取图像结构信息的特点，充分考虑到图像信

前文提到，质量评价主要有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两种方
法。JPEG-XS作为一种视觉无损的编码方式，理论上讲客观
评价就存在视觉失真，但是主观上应是失真不可察觉的。目
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明确如何对觉无损的编码方式进

息在空域的相关性，基于图像的结构相似性理论来衡量两幅
图的相似度。有研究证明[2]，SSIM 的作为图像质量评价指标
的性能远高于PSNR。
3. PQR
美国泰克公司的图像质量分析仪PQA测试的一项指标，

行主客观评价，本部分对此进行分析。

该指标采用基于人眼主观视觉系统特性的数学模型，对源图

3.1 客观评价方法
客观评价采用数学模型通过某些参数直接度量视频质
量，具有可量化，测试结果可重复的优点。根据是否存在
参考原始图像，视频质量客观评价方法分为三类：全参考方
法、部分参考方法和无参考方法。全参考方法需要提供完整
的原始视频信息和解码后的视频信息，然后按照一定的算
法，将解码后的视频图像与原始视频进行比较，从而对重建
视频质量做出评价。部分参考方法不需要完整的原始视频信
息，而是通过一定的算法来提取原始视频特征，再按同样的
方法得到重建帧的特征信息，将两种特征信息进行比较。无
参考评价方法以评价结果与图像的内容无关性作为其难点，
目前常见的一般是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
在客观评价的方法选择上，均方根误差（MSE，Mean
Square Error），峰值信噪比（PSNR，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结构相似性（SSIM，Structure Similaryity Index），
VMAF（Video Multimethod Assessment Fusion）等都是常用

像和被测图像进行对比计算，评估图像损伤情况。PQR值越
小，表明被测图像相对于源图像的质量损伤越小。
4. VMAF（Video Multimethod Assessment Fusion）
VMAF是由 Netflix 开发并开源，利用大量的主观数据
作为训练集，通过机器学习的手段将不同评估维度的算法进
行“融合”，从而得到一个能准确反映主观意志的画质评价
标准。

3.2 主观评价方法
3.2.1 测试方法概述
在JPEG-XS标准制定过程中，也对测试方法进行了CFP
的过程，经过讨论和比选，JPEG决定采用近似无损图像/图
像序列的质量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对于图像的测试，将屏幕
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显示原始图像，右侧编解码后的图像
和原始图像交替显示 [4-7] 。对于图像序列测试，将图像序列
划分为多个子序列（以一定时长为单位进行划分），左侧显
示原始图像序列，右侧编解码后的子序列和原始子序列交替

方法。

显示，保证左右时域上的一致性。如果编解码后的内容与原

1. 峰值信噪比（PSNR，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 是基于 MSE 的对数指标，单位是 dB，值越大表

始内容之间差异较大，观看时会出现闪烁的感觉。评测人员
需要判断哪一侧的显示是交替显示，判断结果分三类：判断

明图像质量越高，其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正确；判断错误；不做判断，认为左右两侧效果一致无法判

(

)

 K
 2 −1
PSNR = 10log10 
 MSE


2







断，从而进行主观无损前提下的较为苛刻的评价。
公式1

测试环境基本要求如表1所示。

2. 结构相似度（SSIM，Structural Similarity）

3.2.3 测试数据筛选和计算

SSIM 是一种衡量两幅图像相似度的指标，该指标根据人
 OK + 0.5 × ND 
score = 2 × 1 −

N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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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主观评价测试环境

对于每一幅图像，根据个体测试结果，计算数值score=

测试环境基本要求

序号

项目

建议

1

观看距离

最佳观看距离为60PPD，对应监视器约58.6cm

2

同一时间评测人员数量

1人

3

背景亮度

15～20尼特

4

监视器峰值亮度

100～140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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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 0.5 × ND  ，N是评测人员数量，OK是闪烁被正
score = 2 × 1 −

N


确判断的人员数量，ND是无法辨别出闪烁的人员数量。score
标取值范围[0，2]，0代表所有人都判断正确，1代表没有人
能辨别出闪烁，即压缩后的图像质量视觉无损，2则代表所有
人都判断错误（当然，这种情况会通过异常剔除来避免）。

︳内容制播

4.2 测试图像建议
4.2.1 JPEG组织测试图像介绍
JPEG组织在算法评估过程中采用了6个测试图像/序列，
如图2所示。
4.2.2 其他测试图像参考
项目组图像序列选自我国超高清图像序列标准，具体内
容如表2所示，参数为3840×2160/50/P/10bit/HLG。

4 JPEG-XS实际产品的测试及应用实践
目前，国内外均有符合JPEG-XS的产品在市场上投放，
鉴于市场发展早期，不同品牌设备间的互联互通测试还未得
到充分的测试验证。我们选取了市场上某些主流产品进行测

4.3 客观测试结果
项目组选取了一款典型设备在10∶1典型应用点进行客观
测，结果如表3所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选取的客观评价方
法均为客观拟合主观的评价方法，即不是单纯的对照像素点

试应用的客观评估。

逐点计算失真（如PSNR的方法），而是模拟人眼的事觉特

4.1 压缩比的选择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10∶1以内是可以实现理论上的视觉无
损，但产品一般按照用户需求，通常可以进一步做到20∶1

性，通过客观值间接体现主观感受。这对评价这类视觉无损
的编码压缩方法更有参考意义。

甚至更低，相应的也会产生明显的编码失真。以我国制式

说明：

的1080p/50图像为例，几个典型压缩比下的视频理论带宽分

1. PQR_Y值越小，图像质量越好；PQR_Y值=1，图像质

别为：1382Mbps（6∶1压缩）、1037Mbps（8∶1压缩）、

量基本没有损伤；PQR_Y值=3，图像质量损伤可察觉但不明

830Mbps（10∶1压缩）、691Mbps（12∶1压缩）、518Mbps

显；PQR_Y值=10，图像质量损伤明显。

（16∶1压缩）和415Mbps（20∶1压缩）。与JPEG 2000一
致，JPEG-XS技术并不对音频信息进行压缩，上述均为视频
压缩之后的带宽。用户可以根据传输带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
适的压缩比。可以看到，10∶1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压缩点，加
上音频数据后可以在一个典型的1Gbps以太网接口传输链路中
进行传输。

越好。
3. MS-SSIM值的范围为0～1，MS-SSIM值越大，图像质
量越好。
综上，通过客观拟合主观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10∶1
这个压缩点，理论上基本达到了视觉损伤不易察觉的目标。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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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MAF值的范围为0～100，VMAF值越大，图像质量

JPEG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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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采用的测试图像序列

序号

视频名称

视频特性

1

鲜花特写

固定镜头拍摄鲜花的场景。画面为中近景，含有镜头切换，鲜花颜色鲜艳。
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系统对常见颜色和高饱和颜色的处理能力，以及画面的
真实感

2

石林舞蹈

固定镜头拍摄身着民族服装的演员在户外舞蹈的场景，含有镜头切换。背景
是自然风光石林，细节丰富，前景是舞蹈的演员。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系统
的运动补偿能力

3

田间刺绣

固定镜头拍摄身着民族服装的演员在田间刺绣的场景。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
系统的块效应和对图像清晰度、肤色的处理能力

4

乐器

镜头水平慢速移拍摄摆放在桌面上的西洋乐器的场景，金属的乐器有高光反
射点。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系统对HDR图像的处理能力

5

图书馆

镜头变焦拍摄图书馆大厅的场景，图书馆建筑层次丰富。主要考察压缩编解
码系统对清晰度的处理能力及运动预测的能力

6

草原和羊群

镜头水平慢速移拍摄草场上的羊群的场景。背景是森林和远山，前景是绿色
草场上成群的羊。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系统对清晰度、常见颜色和运动预测
的处理能力

7

足球赛

镜头跟踪拍摄足球场上的运动员的场景。背景是观众，前景是足球场上奔跑
的运动员。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系统的运动预测与补偿的处理能力

8

龙舟赛

镜头跟踪拍摄水面上赛龙舟的场景。主要考察压缩编解码系统的运动预测与
补偿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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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G-XS 10∶1压缩点测试结果
图像质量测试结果

序号

图像序列名称
PQR_Y

VMAF

MS-SSIM

1

石林舞蹈

0.7

100.0

0.9965

2

鲜花特写

0.3

99.9

0.9993

3

田间刺绣

0.6

99.3

0.9979

4

乐器

0.3

100.0

0.9990

5

图书馆

0.3

99.9

0.9991

6

草原和羊群

0.5

100.0

0.9983

7

足球赛

0.4

99.5

0.9976

8

龙舟赛

0.3

100.0

0.9990

0.43

99.8

0.9983

8个序列总平均值

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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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视频技术正经历从高清（HD）向超高清（UHD）的

输、呈现等产业链协同不足的痛点，强化产业生态体系构建
服务能力[1]。

1 网络组成

演进，其中4K超高清（UHD-1）作为“4K先行、兼顾8K”
的总体技术线路的关键支撑，具有搭建及完善超高清生态体
系，助力超高清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迭代更新，带动上
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等重要作用。4K超高清相比高清，能够带
来颠覆式、更具有感染力和沉浸感的临场体验。

超高清电视技术包括高分辨率（HFR）、高帧频
（HF）、高动态范围（HDR）、宽色域（WCG）、高位
深（HBD）、高质量环绕声（HQS）六个方面，4K超高清
电视节目技术参数为3840×2160/50P/10bit、BT.2020色域、

思科可视化网络指数VNI预测，到2021年全球IP视频流

HLG/PQ HDR，4K（UHD-1）的12Gbps码率是传统3G-SDI

量将占到82%。这是一个一切皆字节的时代。主流媒体必须

（1080p）信号码率的4倍，是传统HD-SDI（1080i）信号码

紧跟时代发展，大胆运用新技术手段、新机制模式，加快媒

率的8倍[2]。

体融合转型过程，在新一轮的全媒体“洗牌”中占据领先优

数字化是IP化的基础，对于各种视音频信号及辅助数据

势和战略高地。坚持标准先行，建立覆盖采集、制作、传

来说，需要映射成相应的网络数据包进行传输，遵循一定

输、呈现、应用等全产业链的超高清视频产业综合标准化体

的网络封装协议标准。如图1所示，在OSI的七层体系结构

系，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协同中心，开展超高清视频摄录编

中，数据链路层对应以太网数据帧（Frame），通常分为帧

播系统集成与验证，解决超高清视频内容采集、制作、传

头（Header）、帧有效载荷（Payload）和帧尾（F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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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头包含发送端和接收端的MAC地址，有效载荷类型等信

如按传输介质分类，可分为光纤传输、载波传输、有线

息，帧尾包含帧序列校验和FCS信息，其余均为帧有效载

传输等。虽然光纤传输也算得上是有线传输的一种，但应对

荷，类型主要包括ARP、PPP、Etherent、FDDI等；网络层

数据爆炸式的增长和远距离传输来说，光纤仍作为超高清无

对应IP数据报（Datagram），包含IP报头和IP载荷，类型主

压缩传输的最优选；载波传输即包含微波传输、卫星传输、

要包括IPv4、IPv6、IGMP、IPsec等；传输层对应UDP数据

5G背包等在内的无线传输，将信号调制在相应载波上进行远

段（Segment），包含UDP报头和UDP载荷，类型主要包括

距离传输，和光纤传输类似，都需要专门的调制解调设备；

TCP、UDP、SCTP、PTP等；具体视音频数据访问所对应的

有线传输指的是通过双绞线等传统接入方式进行的网络传

应用层，类型主要包括RTSP、HTTP、SNMP、TLS/SSL等。

输，这种传输手段传输的数据受现有带宽条件的限制，但不

使用Wireshark进行网络抓包分析，可以看到网络封包遵

需要进行相应调制操作，遵循一定映射标准的数据包即可直

循Frame_Ethernet II_Internet Protocol_User Datagram Protocol

接在网络中进行传输。

等 逐 层 协 议 规 则 ， 至 于 U D P 中 封 装 的 是 RT P 、 U D T 还 是

如按网络类型分类，可分为裸纤传输、专线传输、公网

MPEG-2 TS等具体载荷，都是根据需求选择的。例如采用

传输等。裸纤即裸光纤，中间不经过任何交换机或路由器，

SMPTE ST 2110视音频、辅助数据分开传输节省的带宽远高

只经过光纤跳线架或配线箱，优势在于带宽自主可控，裸纤

于附加各层协议报头所带来的损耗，使用IP网络传输4K信号

两端部署相应光模块和波分设备，线路带宽可以达到4T甚至

只需要大约8.8Gbps的带宽，比起基带信号来说大大减少。

更高，但租用裸纤价格较高，除非审批通过专门架设；专线

2 架构比较
对于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来说，分为电子新闻采

相比裸纤的物理直连线路，中间经过了运营商的一系列路由
交换设备，传输通道容量受限，可以看作是运营商的一种基
于底层实现的技术产品，例如SDH、MTSP、PTN、OTN等；

集ENG、电子现场制作EFP、电子内景制作ESP三种制作方
式，实时的本地或异地广播级信号通过IP传输制作则可以视
作三者的结合，即SVoIP（Studio Video over IP）模式，具有
低时延、高质量的演播室级别的信号采集、传输和制作。在
这种模式下，一般是包含一个IP制作中心和多个分散的异地
采集单元，可实现广播级信号的不同程度的压缩及传输，从
制作域到受众的整个传输流程包含了采集、编码、封装、调
制、传输、分发、解调、解封装、解码、显示等环节，其中
传输方式有光纤、无线、卫星等多种方式。整个的IP传输链
路如图2所示。
4K超高清根据不同的节目需求和实现方式，可以归纳出

图1

网络数据组成

不同的IP传输架构。
如按压缩标准分类，可分为无压缩传输、浅压缩传输、
深压缩传输等。无压缩标准例如SMPTE ST 2110，对于视音
频及辅助数据等不进行任何的压缩编码，仅将数据进行RTP
映射，从而适应网络环境传输，无压缩方式的带宽需求考虑
到IP双向传输基本上25G起步，也可配40G或100G的光模块；
浅压缩标准例如Sony IP Live，对原始数据进行有限编码，
对于人眼来说可实现视觉无损，传输的仍是相对高质量高码
率的视音频数据；深压缩标准例如OBS这类开源的软硬件编
码，采用超高的压缩比将原始数据压缩至适应传输带宽的码
率，以牺牲图像质量来达到匹配网络、缩减时延和兼容分发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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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可以看作是运营商的基础运营网络，比起裸纤和专线来说

编码（VC-2）等，几种编码方式都基于小波算法，但在ST

带宽受限最大，取决于中途所经所有设备的带宽瓶颈，具有较

2022的框架内不能直接互通。H.265/HEVC的编码架构大致

大的网络波动与不确定性，但可靠性反而是相对最高的。

上和H.264/AVC的架构相似，主要也包含，帧内预测、帧间

这几种分类并非范围界限非常清晰，也可以相互之间使

预测、转换、量化、去区块滤波器、熵编码等模块，但在

用不同的策略。例如无压缩传输基本选择裸纤或者专线，也

HEVC编码架构中，整体被分为了编码单位CU、预测单位PU

可以使用5G网络传输压缩格式的2110信号；深压缩传输也可

和转换单位TU三个基本单位。

以选择5G的载波传输方式进行公网传输；专线传输并不局限
于有线网络，有时也包括无线网络等等。

若视频系统采用SMPTE ST 2110无压缩格式时，与音频
系统使用AES67协议通讯；若视频系统采用NMI、TICO等浅

以表1所列中的三种IP架构举例，均是基于改进后的UDP

压缩编码格式时，与音频系统使用AES3协议通讯。ST 2110和

进行传输，ST 2110、NMI、SRT即SMPTE ST 2110-20 over

NMI虽然使用ST 2022-5进行纠错，但由于基本上都使用裸纤

UDP、SMPTE ST 2022-6 over UDP、SRT over UDP。

或专线进行传输，丢包和抖动几率不大；对于深压缩之后进

其中ST 2110是一套规范现场制作流程中不同IP实体流

行的公网传输来说，对抗网络波动需要一定的安全冗余量，

的承载、同步和描述的标准，用于现场制作、播放以及其他

进行网络链路测试时需要着重测试并关注网络带宽、丢包率

专业媒体应用。ST 2110标准让无压缩的音频、视频和辅助

与RTT（链路往返时间），SRT使用了改进后的ARQ技术（后

数据流得以分开，这一提升简化了附加字幕、标题，图文电

向纠错技术），通过设定延时量参数统一规定了两端缓冲区的

视，以及处理多语言音频等任务，每个实体流都可以分开传

大小，且封装协议中带有用以实现精准帧间隔的时间戳[4]。对

送并在终端重新汇聚，其中每个组成部分均可实现同步，因

于深压缩的硬件编解码器来说，可以实现单播方式的TALLY

[3]

此实体流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又能实现同步 。对于浅压缩来

和通话功能，对于有需求的某些远程制作来说很有必要。

说，Evertz采用SMPTE ST 2022建议的JPEG2000；SONY采

3 指标测试

用其研发的LLVC低延时视频编码；TICO联盟采用IntoPIX开
发的TICO浅压缩编码；VC2联盟采用BBC开发的DiracPRO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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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的IP传输架构，可以通过PRISM等工具监测

三种类型4K/IP传输架构比较

4K/IP架构

ST 2110

NMI

SRT

视频编码

RFC 4175

LLVC

H.265/HEVC

音频通讯

AES67/RFC 3190

AES3

AES3

数据封装

RTP/RFC 3550

RTP/RFC 3550

M2TS

传输协议

RTP

RTP

UDT

时码同步

SMPTE ST 2059-2

SMPTE ST 2059-2

TS PCR/NTP

流格式

组播流

组播流

单播流

纠错机制

ST 2022-5

ST 2022-5

ARQ

返送TALLY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双向通话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标称码率

12G

500M～4G

20M～80M

占用带宽

25G/40G/100G

10G/3G

＜100M

实现方式

裸光纤

裸光纤或专线

公网

压缩比

1∶1

1∶3～1∶24

1∶150～1∶600

压缩程度

无压缩

浅压缩

深压缩

图像质量

极好

肉眼无损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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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DI混合环境下的数据并分析，包括IP架构下的PTP同步
基准、IP流的端口号及IP地址、RTP载荷分析、ST 2022-7冗
余测试信号等内容，还有SDI架构下的眼图测量、视音频相
对时延、同步定时基准校正等内容。也可以通过IPG将IP信
号转为基带信号，使用K-WLII等支持4线3G信号的图像质
量分析仪进行PSNR、DSCQS等图像质量的相关测试。如使
用现有PQA进行图像质量分析，可使用国标4K超高清测试
图像序列（GY/T 329-2020），主要考察色彩还原、HDR、
运动预测与补偿、块效应、亮度色度层次、暗场景、质感
等项目[5]。先将测试序列保存为YUV文件格式，导入PQA作
图3

为源版素材，再将测试序列导入4K播放卡经编解码器录为

测试框图

YUV文件，也导入PQA作为待测素材，两者对比可得PQR
及PSNR值。例如图3中A、B两点可比较编解码前后的图
像质量，C、D两点可比较编解码前后的图像传输质量及时
延等。原始码率压缩过后再还原，色域、动态范围等和原
始图像肯定存在差距，如何辨别和界定仍是编解码类压缩

求使用不同的架构，从而在制作域实现演播室级别的信号
汇聚及分发。需要注意IP的势头虽猛，但离全面取代SDI还
有不少距离，由于行业内资本和设备的置换周期较长，且
SDI架构比较安全稳定可控，可以有预期地将分块子系统转
型升级为IP内核，逐步建立整体的IP网络。在业界规范统一

通道需要考量的问题。
用含有眼图模块的示波器进行接口特性指标测量时，
需要在系统链路中选取不同的测试点，依次检测接口信号
幅度、上升时间、下降时间、上冲、下冲、直流电平偏移、

标准的前提下，建立成熟、安全、可交互、可持续发展的
IP系统势在必行，对于IP传输架构的选择将更加简单且富有
吸引力。
超高清视频是继数字化、高清化之后的新一轮重大技术

定时抖动和校准抖动等，需要注意的是信号格式不同参数技
术要求也不同，比如HD1.485Gbps（292M）、3G2.97Gbps
（424M）、4K11.88Gbps（2082M）等关于上升/下降时间、
定时/校准抖动等均有差异。对于4K基带信号，上升/下降时
间应小于45ps，上升和下降时间差不大于18ps，10Hz定时抖
动和100KHz校准抖动分别不大于2.0UI和0.3UI（UI=84ps）。
除了接口特性之外，还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数字视频的通

改革，IP标准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两者的结合对整体推动
行业智能化转型、促进产业实力提升具有重大实践意义。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加速融合发展，使得广电制播的“互联
网+联演进发展态势明显，网络双向带宽和泛在化发展刻不容
缓，内容分发、安全播出、监测监管和网络安全将面临更新
更高的要求。

道指标，包括介入增益、幅频特性、信噪比、非线性失真、
亮色延时差等，表征输入信号的线性失真及非线性失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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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技术和5G、
WIFI、
COFDM等无线网络技术，
来进行融媒体网络直播
【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如何应用新的IT技术，
车的设计，
并重点介绍了相关设备的集成和应用，
该系统在现场采编播方面较传统直播车在功能效率、
成本使用方面有了一
个较大的提升，
较好的适应了当下融媒制播方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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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ntegration of Converged Media Webcast Van
Dong Wei
(Nanj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how to apply new IT technology,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and 5G, WiFi, COFDM and other wireless
network technologies to design converged media webcast van, and focuses on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equipment. The system has a
greater improvement in function efficiency and cost usag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B Van in terms of live acquisition, editing and broadcasting, and
better adapts to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nverged media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Keywords

Converged media, Wireless network, OB Van,IT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0 引言
传统广电技术目前在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冲击下，制约性
越来越大，功能单一，扩展性差，与现代IT技术脱节，且成
本高昂，而传统广电由SDI走向IT化融合，甚至是全IT化趋势
已成为业内共识。当下，需紧跟传统广电系统向IT技术过渡
的时代步伐，在新媒体技术和融媒市场环境下，实现节目制
作方式和播出方式的一种突破。而如今，IT技术的发展，新
兴媒体业态和网络媒体平台越来越成熟，这些逐步改变着用
户的媒体获取方式和行为习惯，更需要我们传统广电业在节

的广电系统硬件设备，完全采用最新IT技术系统设备，充分
适应网络直播平台技术和需求，以广电行业节目直录播技术
方案为基础集成打造，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和广泛的用途需
求。主要系统集成在两组机箱中，可以组合和分体使用，可
以拆装移动，使得融媒体网络直播车可以灵活适用于各种现
场实时环境。

1.1 在网络传输方面
该系统定义为网络直播平台，所以互联网的接入是首要
的。系统配置了双无线4G工业级路由器，将网络直播通道和

目采制形式，节目策划方案，文件编辑处理，直播路径分发

多媒体信息处理通道分开，保障各自网络带宽和安全，并提

等方面有全面的创新和改变，而该融媒体网络直播车，也是

供备份网络连接，支持双模双卡，7模15频，热备份，电信，

基于此理念进行设计集成的。

移动，联通，兼容三大运营商的4G/3G网络，后续相关产品
成熟，可以升级为支持5G网络的无线路由器。网络可以接

1 融媒网络直播车的各系统介绍
为打造新一代融媒体网络直播车，系统设计摈弃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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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无线WIFI，也可以接入有线以太网。集成的车载移动专业
4G传输设备，可以将信号以更高信道质量传输回演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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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支持双向语音，实时监看，并可以在地图上实时显示轨

口、HDMI接口、DVI接口、AV接口、VGA接口、IP以太网

迹位置，方便灵活调度和指挥。主网络系统还升级搭配了联

接口，可以使得各类媒体格式信号非常灵活方便的输入和输

通5G-CPE，可直接连接运营商5G基站，经测试，网速达到

出，同时支持各种流媒体的信源采集，如网络摄像机，手机

1000Mb以上，大大提高了接入带宽，从而满足了更高质量视

摄像头，网络视频流和本地视频文件。支持硬切，划像，画

频直播和多平台分发。顶部的双向无线网桥，支持远距离接

中画，淡入淡出等切换功能，支持字幕系统，台标功能。支

入互联网或搭建中继无线局域网。户外无线路由基站搭配无

持音频加嵌，解嵌，视音频播出延时。系统功能如图2所示。

线AP功率放大户外天线，可以扩展450m网络覆盖，网关、中

录制方面可以进行多路独立录制，并可以进行非线性编

继组成了更大范围的无线局域网，方便内部信号传输，可用

辑，这样可以快速的进行节目素材多样性的编辑，并通过互

于连接现场远距离手机、摄像机等终端信号。网络覆盖范围

联网或移动通信网进行传输和发布，台内不仅可以接收直播

内，可使用多部手机作为视频源使用，极大的扩展了摄像机

视频也可以实时接收该系统推送的素材。碎片化的节目直播

位的多样性和便捷性。采用5.8G专用无线网桥，直线距离可

点播制作，是今后时效性节目的一种趋势，该系统平台可

达3KM。整体网络系统如图1所示。

以最大化体现这一效率。在终端录制上，采用硬盘录像机方

1.2 在节目制作系统方面

式，方便文件录制存储和使用。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接入公有

采用主辅两套多媒体制作一体系统，安全可靠，功能

云或专用私有云，方便的进行文件共享和编辑，实时进行剪

扩展性强，配置分工明确。一路系统可以进行主节目信号

辑和分发。搭载的硬盘录像机，支持多种5-60M码率高清视

的切换编辑，另一路同时进行网络新媒体信号的采集调度使

频文件录制，多路通道同时录制，支持慢镜控制和回放。

用，并可以进行网络多平台传输和推流直播，支持RTMP，

调音台系统采用3U机架调音台，方便集成，使用方便，

RTSP、HTTP、HLS等流媒体协议，可以生成列表视频文件

音源支持12路音源，可扩展到22路音源，支持音频延时功

按时推送上传，点播发布。由于IT软硬件技术的限制，系统

能。通话集成无线通话，留有扩展接口，配合其他通话方

在稳定性上不如传统广电设备，两套切换系统还可以相互

式，可以安装支持内部局域网的软件通话系统，甚至网络软

备份，分摊了系统的负担，满足了较高级别的安全要求。

件通讯方式搭配使用，并搭配有HDMI矩阵，方便设备信号

该系统采用IT软硬件技术设计，接口全面，支持HD-SDI接

接入和调度。话筒拾音方面根据实际需求搭配即可。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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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具备多重优势特点
2.1 功能性价比高
设备系统成本可以控制在60万左右（不
含车体），与动辄数百万的传统转播车相
比，有极佳的性价比，系统设备小巧紧凑，
方便拆分、组合和移动，集成置于小型面包
车或越野车内，灵活方便，保持随时随地，
移动采集，制作，直播，纷发。采用全IT软
硬件设备，集成度高，功能完善，结构精
巧，更合适如今新媒体直播节目的制作，传
统的制作系统不仅成本高设备复杂，而且功
能单一。
图2

制播系统示意图

2.2 网络应用多样
独立网络系统环境，充分利用现代互联

搭配的多媒体PC设备，可以进行多媒体信号互动和信
息处理，支持互联网多媒体信息接入，包括视频、图片、语
音、文字、实时互动视频等。

1.3 在信源采集输入方面
搭配HD-SDI接口ENG摄像机，保证画面质量，根据成

网，移动通信网技术，极大的增强了系统使
用扩展性和便捷性，不仅支持多平台网络直播推流分发，也
支持更丰富的信号源应用，如本地文件，网络流媒体，网络
摄像头，手机摄像，手机同屏同传等，增加节目效果。

2.3 系统设计优化

本进行搭配，同时支持网络摄像机和手机，只要接入无线

两套直录播切换系统，不仅可以互为备份，还可以相互

局域网即可，传统摄像机可以加配带WiFi的编码器，也可

根据实际直播制作要求分摊软硬件负担。可根据需求设置各

以用无线WiFi网络接入系统。在带宽足够的环境下，远程

自系统功能并作为二级切换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分地部

手机或摄像机信号可以通过4G/5G等移动通信网传至相应服

署，成为两套制播系统。在制播的同时，还能进行简单的非

务器，系统可以拉流该视频作为信号源使用。手机及PAD

线性编辑，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节目采集的时效性，提高了纷

终端可以通过同传设备，输出至HDMI切换系统，实现手机

发效率，极大的优化了成本和设备使用率。

屏内容接入，如互联网视频、软件APP、实时互动视频、

2.4 使用方便快捷

交互信息等。搭配无人机系统，可以进行无人机机位实时
拍摄。
根据需要搭配了COFDM无线视频微波传输系统发射+
接收系统，作为更高要求的无线摄像机单边使用。无线微波
COFDM单边，支持1KM 数字高清视频实时传输发射接收，
专业系统设备 HDMI接口，采用当前领先的COFDM调制技
术，清晰度达到全高清HD1080P画质，可提供高质量远距离

可以建设搭配多辆融媒体网络直播车，做到地区覆盖，
形成多路现场采集制作网络平台小组，实时流动，覆盖整个
城市地区及周边，为城市广电台媒体矩阵平台，提供强大的
现场信息采集支持。

3 系统应用场景多样灵活
该网络直播系统首先面对的是网络直播平台，抢占用户

无线实时高清视频信号。

移动终端，创造新增值市场，现在直播平台如火如荼，新的

1.4 在系统电源供电方面

合作模式和盈利模式也将呈现。其次作为融媒体网络系统平

搭配有UPS电源，采用3KW机架式UPS电源，保证外部

台，可以为我台新媒体门户，两微一端提供节目支持，也可

供电安全。可以选配搭载3KW以上小型发电机，同时搭配有

以与全台网共享云对接，可以实时上传即时节目素材和成

车载大功率逆变器，可以使用汽车发动机充电。

片，节目碎片化编辑，终端分发，这也特别适合手机，PAD

1.5 系统整体框图

等新媒体终端展现。由于目前转播车的紧缺，该直播车也可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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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体框图

数完全可以满足日常节目制作要求，有更好的便捷性以及使

更高效的节目发布，更全面的平台分发，占领新媒体终端，

用成本优势。也可以制作多屏互动等节目的电视直播。

全面拥抱用户市场，创造出适合新用户、新终端、新商户的

该系统技术复杂度较高，功能较多，需要在后续的工
作中进行优化再完善，作为新一代网络融媒体直播车，在

新媒体节目，这个项目可以为此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实用
价值。

创新上有一定意义，并且会发挥一定的经济价值，为广电
新媒体，新业态下的媒体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基础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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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operative Fast Channel Change Between IP and DVB
Based on TVOS
Zhang Dingjing, Wang Ying, Zhao Liangfu, Niu Tailong, Tuo Ling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Science,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Channel switching tim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user quality of experience(QoE) gradually concerned by cable operators. Channel
switching time of cable digital TV live broadcasting service with traditional DVB transmission mode is longer, generally 1 to 3 seconds. This paper
analyzes factors that affect channel switching time, proposes three kinds of fast channel change (FCC) schemes supported by smart TV operating
system(TVOS) terminal, focuses on principle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FCC scheme based on IP and DVB cooperation, as well as processing
flow of TVOS terminal, finally provides results comparis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test for cable TV network, It is proved that channel switching time
is reduced to less than 0.5 seconds by FCC scheme of IP and DVB cooperation, and it improves channel switching speed and us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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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技术的发展和广大用户收视习惯的变化，广电运营
商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正在从仅注重业务提供服

Pictures）长度的限制，导致频道切换速度较慢，一般为1～
3s，平均1.8s左右。通常来说，该时间控制在1s内用户可以接
受，如果大于2s，则画面会出现明显的停滞时期，将给用户

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逐渐向兼顾关注用户体

带来不良体验[1]，而与“IPTV视频3.0”直播换台0.5s的指标

验质量（QoE，Quality of Experience）转变。而频道切换时

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间就是QoE中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传统的有线数字电视直

为降低直播频道的切换时延，IPTV行业最早提出了快速

播业务通常采用DVB-C制式的单向广播方式传输，直播频道

频道切换技术（FCC，Fast Channel Change），该技术已在

锁频过程耗时较多，加上码流本身画面组（GOP，Group of

IPTV系统内得到广泛地应用。FCC的目的是寻找一切方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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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切台时延，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对延
迟的体验 [2]。鉴于此，广电运营商可以
借鉴IPTV中的FCC技术和方案，并结合
有线数字电视网络优势，制定符合广电
需求的FCC方案，从而进一步提升用户
体验。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TVOS，Smart
Television Operating System）是满足广
电行业需求、自主可控的，适合于我国
广电行业的智能媒体终端操作系统，目
前已在我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有线
电视网络的智能电视终端上实现了规模
应用。TVOS3.0及以上版本均已支持多
种FCC方案，包括：GOP优化、多Tuner
方案和IP+DVB方案等，这三种解决方

图1

DVB-C模式直播频道切换时间组成因素及数值

案各有利弊。本文将重点介绍第三种方
案的原理、流程以及应用和测试情况。

1 影响DVB-C直播频道切换时间因素

2.1 头端优化GOP
头端优化GOP的方案是指在广电前端数字电视系统中
（编码器或转码器）选择合理的GOP值，在GOP大小，画

频道切换时间可定义为：从用户按下频道切换键到屏幕

质，码率，切台体验等因素间寻找平衡点。通过实验验证，

显示新频道第1帧图像所消耗的时长 [3] 。典型的有线数字电

在画质、帧率等不变的前提下，逐步降低GOP间隔，将可以

视业务中，直播频道一般基于DVB-C系统架构实现。图1是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频道的切换时间。但是随着GOP值变小，

DVB-C模式直播频道切换时间组成示意图。

带宽会增大，4K/8K节目将越发明显，所以需要选取带宽和

从图1可以计算得出如下数据：
频道切换时间 = GOP时延 + Tuner调谐锁频 + 其他
= 0.6 + 0.2 + 0.45
= 1.25(s)
平均时延≥1s
注: 其他 = 红外响应 + App响应 + 接收l帧 + 解扰 + 解码 + 送显 + 显示

从图1可以计算得出频道切换的理想时间为1.25s（同
频点切换不需要Tuner调谐锁频，切换时间为1.05s），其

GOP值的最优平衡点。
此方案的优点是改造成本低，仅需调优前端GOP值，不
涉及终端改造；缺点是切台时延较大，仍受GOP时延的约
束，由于GOP时延存在最优经验值下限（约1.2s），所以无
法一直小下去。

2.2 多Tuner预测接入

中占用时间最多的因素是GOP时延，当新频道的码流到达

多Tuner（调谐解调器）预测接入方案是指终端根据用户

后，还无法立刻解码，需要等待一个完整的I帧接收完毕才

行为预测下一个需要切换的频道并提前播放，当预测成功则

能解码和播放，等待I帧时间，受随机性和码流GOP大小

直接显示该频道，从而节省了GOP时延。该方案需要TVOS

影响。

智能终端集成多个Tuner，用于同时接收不同频点的多个频

根据上述延时的组成因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案或响应

道，并配置可以同时锁定播放不同频点的多实例播放器，快

机制来加以减少或避免，需要系统前端和终端互相配合，从

速切台功能主要依赖App调用来实现。App在直播频道播放

而达到快速频道切换的目的。下面就系统地介绍一下快速频

过程中，预测用户可能会切换到的频道，比如按下“频道+/

道的切换的分类和方法。

频道–”按键时，将预测播放下一个/上一个频道，则提前锁

2 TVOS支持的几种直播电视的FCC方案
TVOS主要支持三种FCC方案，分别是头端优化GOP、多

频播放该频道（可能在不同频点），并隐藏该频道的视频
和音频以确保用户无感知。当预测成功时直接将后台的播
放启用并设置为前台，将原先前台播放的那路节目隐藏，继

Tuner预测接入和IP与DVB协同接收方式。

续预测下一个频道并播放，两者完成互换。当预测未成功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47

有线网络 ︳CATV
时，则原先的前台播放将按照普通切台流程操作，后台继续
预测下一个可能播放的频道。该方案的终端切台流程见图2
所示。

2.3 IP与DVB协同接收
IP与DVB协同接收方案是指终端先通过单播方式启动播
放新频道的IP流，完成快速启播，一定时间后再切换到有线

此方案的优点是头端改造成本低，基本无需改造；缺点

数字电视DVB广播通道模式下继续播放节目。该方案需要在

一是终端硬件改造成本较高，需要集成2个以上Tuner，二是

现有DVB系统架构中部署FCC服务器，终端制定切台流程适

当跳切台（无规律地换台）或者连续快速切台时，预测成功

配FCC场景，硬件上支持双向网络访问即可，无需硬件特殊

率较低或者预测播放的频道未提前准备好锁频播放，导致仍

改造（如方案2中的多Tuner硬件）。该方案的终端切台流程

采用普通切台方式，切台时延仍较大。

见图3所示。
此方案的优点是综合比较切台体验最优，切台时间极
短。其缺点一是头端改造成本较高，需新增FCC服务器等设
备；二是终端需同时具有DVB和IP双模功能，且当前网络需
支持双向访问，鉴于广电行业大部分已完成有线电视网络双
向化改造，所以此条件已具备。

3 IP与DVB协同FCC方案原理与实现
IP与DVB协同接收的快速频道切换方案需要在现有DVB
系统架构中引入FCC服务器，利用FCC服务器单播辅助广播
的方式，向终端快速发送单播传输流，确保用户设备快速显
示图像，缩短频道切换时间，提升频道切换速度，提升用户
图2

多Tuner预测接入方案终端切台流程示意图

体验。

3.1 系统方案
IP与DVB协同接收FCC方案的系统模型图见图4所示。
本方案在原有的数字电视系统中加入FCC服务器，FCC
服务器与IPQAM（或DVB调制复用播发设备）接入相同节目
源的IP组播流。FCC服务器通过组播方式缓存节目码流（编
码器/转码器）发送下来的每个频道的视频信息，一般缓存
3～5帧视频。当TVOS终端进行频道切换时，首先向FCC服务
器发送请求信息，FCC服务器将缓存的最新的频道信息以一
个高于标准比特率的速率将缓存的视频流内容以单播的方式
发送到TVOS终端。快推的单播流直接以I帧为起始，不需要
图3

IP与DVB协同接收方案终端切台流程示意图

机顶盒等待I帧，所以TVOS终端可以迅速在屏幕上显示高质
量的视频内容[4]。
当频道发生切换时，TVOS终端使用单播来进行快速切台
的垫播，同时在后台进行DVB频道锁频和直播数据接收，IP
直播首先起播，当DVB频道的数据收到并解码成功之后，切
断单播视频流的同时，将视频切换到DVB播放模式，在屏幕
上将无缝显示DVB流视频。
在终端数量过多的情况下，终端请求IP直播推流的单
播方式将会给前端推流服务造成较大压力，如增加服务器
则会造成运营成本上升，而通过广播通道播放节目的方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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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则不会引发此类问题。因此采用IP与DVB协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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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实现IP直播的快速播放，又节省了前端服务的推流

内。当终端未主动释放单播服务资源并切换到DVB通道模式

资源。

下继续播放节目时，FCC服务器要启动计时，超过一段时间

3.2 FCC服务器处理技术要点

（5～10s）后将自动切断播放资源。否则此种方式将占用较

使用该FCC方案提升频道切换速率，FCC服务器需要处
理以下几点。

大带宽，同时由于单播流为解扰的“清流”节目，也会造成
用户可以无限制地观看加密节目。

3.3 TVOS终端处理流程

1. 单播速率大于正常速率
由于FCC服务器对输入的直播源组播流进行特殊处理，

TVOS终端处理过程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在用户按遥控器

发给机顶盒的单播流起始并不是申请切换频道的当前时间起

切换到新的一路DVB频道播放时，应用（APP）先启动播放

始，而是当前时间之前的前第一个I帧或前第几个I帧起始。

对应频道的HTTP流（本方案FCC单播协议采用的是HTTP协

因此，单播流起始的节目内容要较DVB流早一段时间，这段

议），由于头端码流会确保发送的一开始就是视频关键帧，

内容将由单播流以更快的速率追赶上。

从原理上可以支持终端APP的快速起播。终端接收的HTTP流

假设频道的码流速率为R，FCC服务器快发的单播流速率

在前台展现时，后台启动DVB切换新频道播放，当DVB播放

大于R，为（1+e）R。由于用户侧带宽有限，通常e<1。一次

也启动成功后，通过平滑输出机制将播放HTTP流替换为播放

切换中，FCC服务器的单播流的服务时间应尽量短，这样可

DVB流。其中涉及的HTTP切换到DVB，DVB切换到HTTP，

以减少FCC服务器的压力。单播流的快发速率（1+e）R不能

以及HTTP之间的互相切换，都通过静帧的方式，确保用户

[4]

太大，这是对用户侧带宽的要求 。

体验。

2. 单播流播放时长要限制

TVOS智能终端在采用此FCC快速切台方案后的处理流程

FCC单播流的播放时间不宜过长，一般限制在5～10s以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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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会保存最近渲染一帧的PTS与系统时间差值；
3. APP定期向两个播放实例查询此FCC差值，当两个差
值相等或者在一个阈值范围差内时，或者到达最长检测时长
时（比如1s），则关闭播放实例的FCC差值检测，启动切换
流程。

4 基于IP与DVB协同的FCC方案应用效果
4.1 测试方法
笔者测量切台时延的方法为：
1. 开始时间为：遥控器按键按到底，即将抬起来之前；
结束时间为：TV上显示1幅新节目画面。

图6

FCC差值检测流程图

2. 采用手机拍摄（帧率>30fps），将按键动作和电视画
终端处理流程说明如下：

面全部拍摄进去，逐帧分析拍摄流，确定1 中的起止时间，

1. 操作员在FCC服务器配置频道FCC信息。

计算差值即为切台时延。

2. TVOS终端操作切台，终端首先通过API接口获取频道

4.2 应用测试结果

相关信息，获取到频道FCC播放地址。
3. TVOS终端APP启动HTTP播放器实例，并拼接播放地
址，向FCC服务器发起播放请求。
4. TVOS终端APP同时设置DVB播放信息到DVB播放实
例，设置参数后，开始收取DVB数据。
5. HTTP播放实例收到FCC服务器推出的IP直播视频流
后，立刻进行播放并消息通知TVOS终端APP。
6. TVOS终端APP在收到DVB数据完成解扰播放的消息之
后，将原来播放的IP直播切换为DVB流进行播放，同时关闭

目前，省网A公司（某省广电网络公司）已采用了本论
文所述的IP与DVB协同的FCC方案，在业务平台中部署了
FCC服务器，并且在全省规模部署了TVOS3.0智能终端，用
户在切换频道时可以享受到极速切台的体验。
笔者采用上述方法对省网A现网TVOS智能终端的切台时
间进行了测量，平均切台时间为433ms，小于0.5s，具体测试
数据见表 1。

4.3 切台时间结果对比
笔者从其他部分省广电网络公司获取到了其现网TVOS

IP流播放。

终端的切台时间测试数据，对比结果见表 2。从表2中可以看

3.4 HTTP切换DVB时平滑过渡方案

出，采用IP与DVB协同FCC方案的切台时延最短，且明显优

FCC差值定义为播放实例渲染最近一帧视频帧时，现实

于其他方案。

时间（PTS，Presentation Time Stamp）与当前系统时间的差

5 总结

值。在HTTP和DVB两个播放实例播放的码流为同源时（同样
内容的视频帧PTS值是一样的），FCC差值之间的差值即为两

本文首先对有线数字电视直播频道切换时间的组成因素

者之间当前播放画面的时间差，如果此差值越接近，画面越

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种用于直播电视快速切

一致，要做到平滑切换需要检测此差范围尽量小。

台（FCC）的方案。本文重点对IP与DVB协同FCC方案的原

TVOS终端进行FCC切台时处理HTTP切换DVB时平滑过
渡的流程为：
1. HTTP单播流正在前台播放，DVB播放器后台已经
起播；

理和实现方法进行了阐释，并提供了有线电视网络实际应用
测试的结果对比。
IP与DVB协同FCC方案已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验证，从
上述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此方案的切台时间最短，平均切台

2. TVOS终端APP通过通路A，向HTTP和DVB两个播放

时间小于0.5s，与通常直播切台时间1～2s相比，已有较大地

实例设置开启FCC差值检测，此时在播放实例的VideoSink模

改善。同时该指标与“IPTV视频3.0”直播换台0.5s相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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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网A切台时间测试数据

切台所用码流信息
广电网络公司

切台时间
（ms）

当前频道

目标频道

目标频道清晰度（标清or高清）

是否跨频点

目标频道是否加扰

CCTV1

CCTV2

高清

是

是

400

CCTV2

CCTV3

高清

是

是

467

CCTV3

CCTV4

高清

是

是

434

CCTV4

CCTV5

高清

否

是

533

CCTV5

CCTV6

高清

是

是

400

CCTV6

CCTV7

高清

是

是

466

CCTV7

CCTV8

高清

是

是

400

CCTV8

CCTV9

高清

是

是

400

CCTV9

CCTV10

高清

否

是

500

CCTV10

CCTV11

高清

是

是

366

CCTV11

CCTV12

高清

是

是

467

CCTV12

CCTV13

高清

是

是

366

省网A

433.25

平均值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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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智能电视终端操作系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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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线网络AI智能终端为载体,引入语音识别、
智能分析等先进技术和互联
【摘 要】苏州有线网络智慧广电融合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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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索提升有线网络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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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nicipal Intellig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gration Support Platform Based on Smart Terminals
Dai Honggao
(Suzhou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Ltd.,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radio and TV integration support platform in Suzhou CATV network takes AI terminal of CATV network as the carrier,
introduc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speech recognition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Internet ecology, which serves for smart business in Suzhou,
improves communication ability, service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CATV network, and occupies a new strategic highl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TV network.
Keywords

Smart radio and TV, Internet ecology,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 Smart projection

0 引言

1 平台架构

智慧广电以深化广播电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为

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新一轮浪潮已成

重点，推动广播电视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发展，它将广

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新增长极和创业空间，它既促进了信息

播电视从功能型业务向创新型服务转变，以推进广播电视高

技术产业自身的进步，也在催生着各种传统产业的变革。

质量发展为主线，让广播电视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智慧广电业务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需要充分借助“互联

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苏州有线网络），以智慧广电理
念为基石，积极借鉴互联网+的先进经验，通过与互联网头部

网+”威力融合打造，让广播电视业成为惠民利民的责任
担当。

企业战略合作，引入微信视音频、智慧投屏、智能家居和智

苏州有线网络智慧广电融合支撑平台，作为地方智慧业

慧党建等依托新兴互联网生态的内容，基于有线网络构建智

务创新工程，须遵循规律、精心组织，规划先行，确定总体

慧广电融合支撑平台，以推进智慧城市、内容融合、AI、大

技术架构，使新业务形态能安全、有序而平滑地落地推广，

数据、云服务等 “智慧广电”新业态业务的设计和落地，并

促进广播电视事业适应时代不断发展壮大。

将此作为有线网络公司守好舆论宣传阵地、留住用户、做强

1.1 系统总体架构

事业，提升传播服务能力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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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络现有基础架构的前提下，引入互联网生态，构建合作
开放、与互联网智慧业务相融合的基础支撑平台，以拓展有
线网络应用领域，并确保业务的安全可管控。平台总体架构
如图1所示。
1）终端层：终端层以苏州有线网络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的国内首款融合型4K P60超高清AI智能终端（机顶盒）作为
用户的交互界面。智能终端基于TVOS3.1平台，具备高品质
360度环绕声和六麦克风拾音阵列，支持智能语音引擎和互联
网融合能力。其强大的AI运算、安全特性和高质量视音频能
力，契合智慧广电的业务需求。
2）网络层：本平台支持CMTS、EoC、FTTH等多种典型
的广播电视接入网，支持WiFi网络（接入宽带Internet）。从
而使智能终端有能力支撑有线网络广电内网业务和互联网+业
务的融合创新业务。
3）平台层：平台层是基础支撑能力服务的核心技术层
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图1

融合支撑平台总体架构图

（1）基与广电内网的DVB前端、VOD点播、增值业
务、运营支撑等平台对接。
（2）引入腾讯小微、涂鸦智能云、小雅OS云平台等互
联网+生态基础服务，为业务层提供可管可控的互联网+生态
融合支撑服务。
（3）利用AI技术和广播电视大数据不断训练、深度学
习，将广电网络现有业务与智能语音、智能家电等相结合，
向智慧业务提供数据驱动，提升用户体验。

质的直播、点播回看、等广电传统视频业务；另一方面，提供
微信生态内容投放、大屏视频通话、智慧党建、智慧数字家
庭、智慧投屏等新兴互联网生态智慧业务和底层能力支撑。
3）网络设计：平台面向有线网络用户的传统业务，主要
依靠广电内网运行，而新形态业务则通过互联网运行，二者
之间实现严格隔离，确保安全播出。
4）框架构建：如系统架构中所述，平台框架采用松耦合

4）支撑层：支撑层将苏州有线网络广电内网平台与面向

的模块化、标准化接口进行构建，并支持各模块独立升级与

互联网+的广电云平台相结合。实现统一内容管理、统一业务

扩容。平台与现网的各类管理、业务系统等对接，以支持传

支撑、统一运营。

统业务和智慧广电业务的统一融合管理。

5）业务层：借助平台层的基础支撑，业务层实现智慧广

5）安全设计：苏州有线网络智慧广电融合支撑平台，

电+互联网的生态融合，其不仅支持直播、回看、点播等传统

基于有线网络运行，并和因特网在多个层次有业务的交互融

广电业务，同时支持微信生态内容投放、大屏视频通话、智

合。有线网络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前沿阵地，承担着党

慧党建、智慧数字家庭、智慧投屏等新形态智慧业务构建。

和国家大政方针、意识形态和主旋律的推广重任，确保播出

1.2 总体设计

和运行安全是智慧广电的核心要求。平台安全特性包括：

本平台基于有线网络运行，支持不同层次的智慧业务设
计与构建，通过广播电视内网（有线网络）、互联网等多种
网络，将视音频内容、各类智慧业务，分发至智能终端（机
顶盒），由智能终端和用户交互及呈现。
1）终端设计：AI智能终端具备开放、先进、安全且高性
能的特性，平台在AI智能终端中集成智慧广电业务的底层支
撑能力，通过网络层和平台层的协作，向用户提供符合广播
电视安全与技术规范的智慧业务。
2）业务设计：平台一方面面向有线网络用户，提供高品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1）核基于TVOS3.1的终端层基础安全保障，双网卡设
计物理隔离内外网信息。
（2）系统框架、终端、网络、平台、业务的全流程端到
端安全体系。

2 平台基础支撑能力设计
“互联网+”造就了数字化的传播空间，传统的传播格局
被无情打破，信息的传播渠道无限扩展，数字化媒体日新月
异并已经与日常生活不可分割，传播环境由线上线下相互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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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颠覆了信息自上而下纵向流动的等级制度[1]。

各功能（用户）APP启动后，以client形式与“小

在这个跳跃性变化的新时代，作为新业务的智慧广电，

微”APP（Server）建立连接，除提供基础的微信生态协作服

必然要实现和“互联网+”的融合协作，才能充分借助新技

务（包括生态圈、投放、消息及分享机制等）外，“小微”

术、新理念、新生态的强大生命力，让广播电视在新形势下

还为智慧业务（APP）提供如下基础能力支撑服务：

占据舆论前沿高地，着力提升广播电视传播力影响力、公信
力和舆论引导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1）语音智能解析：智能终端AI接受语音，通过“小微”
云端对音频数据进行实时ASR（自动语音识别），获得解析

基础支撑能力实现集中于平台层，在平台层引入互联网

文本。在完成云端vad（语音智能检测）后，云端完成语义

头部生态圈的核心基础服务，并和业务层功能（用户）APP

分析和资源请求，并将最终的响应结果、TTS（语音合成）

协作，提供智慧业务生态服务和支撑。

以相应指令回调至智能终端，实现用户语音互动，并由相应

2.1 微信生态服务能力支撑

（智慧广电功能）APP接管进行下一步动作。

微信是即时通信领域的领导者，以其信息传播的及时
性、爆发性、精准性、内容多样化、传播多极化、形式多元
化、传播主体个性化[2]，而占据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
的巅峰位置。本平台支持智能终端与微信生态的有效融合，
智能终端内置“小微”APP，以AIDL方式，协同智能终端的
AI能力，为用户提供微信生态服务。开机后“小微”APP启
动并保持在后台运行，等待外部功能（用户）APP （含微信
生态圈）接入协作运行，运行交互架构如图2 所示。

2）媒体资源：“小微”APP整合了多方丰富的资源，包
括QQ音乐、喜马拉雅、墨迹天气、百科问答等。通过上述的
语音请求解析流程，用户可以通过智能语音实时便捷获取这
些资源。
3）音视频通话：音视频通话是现代即时通信领域的主
流服务，具备巨大的用户基数和市场容量。AI智能终端通过
封装音视频通话（VoIP）能力和“联系人”通讯录，与微信
通话实现无缝融合，以充分利用微信用户基数和主流使用习
惯、简化交互逻辑、快速到达通话入口，增强覆盖能力。
用户关注“小微”公众号或启动小程序后，通过扫描用
户智能终端（机顶盒）上的绑定二维码，即自动将用户智能
终端和用户微信账号绑定关联，实现便捷入口导航，提示界
面如图3所示。
智慧业务运行时，智能终端实时监控将设备和应用的状
态并上报，后端智能服务云平台根据状态判定智能服务的
下一步动作。通用的状态包括：appInfo（场景信息）、state
（状态，如暂停、播放）、availability（设备的可用状态，位
或的标志位）、playID（播放资源的ID）、playContent（资
源内容）、playOffset（偏移量）、playMode（播放模式）、
resourceType（资源类型）等。

图2

AI智能终端“小微”APP交互运行架构

小雅OS及其他互联网生态基础层对接模式类似，在此不
再赘述。

2.2 智慧投屏
智慧投屏业务是将迅猛发展的移动终端通信技术，与具
备大视野、震撼影音效果的电视屏有效融合。它让用户尽可
能利用身边的优质高档终端环境，享受更佳的媒体视音频、
临场沉浸效果的游戏和互动。智慧投屏不仅弥补了移动终端
的视觉局限，也让电视大屏增加吸引力，对电视传播行业重
新进入良性健康发展轨道提供有力支撑，是有线网络介入智
慧业务的差异化核心服务之一。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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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扫码绑定页面

传统上智慧投屏是定制业务，受电视终端、移动终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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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局限，运行时延大，视音频、游戏及互动效果受限，
普及困难。
有线网络智能终端（机顶盒）作为用户电视大屏的第一
级设备，拥有普及和入口的天然优势，在区域范围内也有到
达率高和统一规范的优势。通过智能终端实现智慧投屏，可
以有效屏蔽电视大屏的差异，并通过规范协议及终端强大的
视音频能力，提供更佳的视音频效果，同时为其他智慧业务
提供能力支撑。本节以智能终端与华为/荣耀智能手机之间的
实现为例，简介智慧投屏能力的实现。
智能终端中集成华为CAST+SDK，实现手机与大屏设备
的快速、稳定、低时延协同，从而带来多屏协同场景下的优
质体验，运行流程如图4所示。
当智能终端开机初始化完成后，CAST+的服务启动，此
时手机与智能终端接入同一个WiFi局域网，手机端发起投屏
链接请求，智能终端获请求取并显示PIN码，手机端输入PIN

图4

智慧投屏流程

即可完成链接的建立。
其他品牌手机实现模式和流程类似，一般是SDK不同。

RESTYPE_FILE_SHARE =11；

厂家SDK技术能力差异会导致效果上的差别，但总体体验比

RESTYPE_POI_SHARE =12；

纯APP软件实现均有较大的飞跃。

RESTYPE_VIDEO_SHARE =13；

3 新形态业务设计

RESTYPE_URL_SHARE =14；
…

微信生态和智慧投屏一方面为智慧业务提供基础能力支

}

撑，另一方面其强大的生态圈和服务扩展能力，也支持实现

}

多种智慧业务生态的引入。

3.1 微信生态圈

3.2 广电业务智能投放
传统上有线网络用户通过订阅线运营商的公众号推荐，

用户智能终端和微信账号绑定关联后，即具备微信生态

来了解目前的热点服务内容，对感兴趣的内容，用户需自行

内容投放能力。平台通过在智能终端业务层开发相应模块，引

在机顶盒终端上查找及操作（观看），显然，业务的宣介获

入微信歌曲、微信听书、微信互动和微信分享等生态圈功能，

取过程不连续，服务定位不方便，使用繁琐。

并和移动版微信生态实现无缝对接、切换和大小屏联动。

苏州有线网络智慧广电业务体系中，有线网络运营商将

同时，基于微信分享，智能终端扩展实现了多个智慧/智

影片（及其他公众业务）的入口链接二维码直接内嵌于电子

能业务。这些业务通过微信分享“技能（以SkillID区分）”

海报中，并借助微信分享向用户推送。用户对感兴趣的内

识别所分享的资源类型（音乐、文本、视频、位置、链接等

容，通过长按海报图片，即可将相关内容推送至绑定的智能

等），用于交互的类型格式定义如下：

终端上，直接进行播放等后续业务流程（如图5所示）。

public class XWCommonDef {

广电业务智能投放将广播电视自身业务的推广、应用和

…

传播变得更加智能、便捷和高效，引导用户从“看电视”向

/**

“用电视”转变，吸引用户群体回归，并带来良好的用户体

*资源格式定义

验，逐步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促进用户消费升级。

*/

3.3 智慧党建

public interface ResourceFormat {

作为党和国家舆论宣传阵地的有线网络，天然承担着将

…

党的理念思想普及、为党的建设添砖加瓦的义务和责任。传

RESTYPE_IMAGE_SHARE =10；

统上有线网络通过数字机顶盒，在电视屏实现智慧党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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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智能家居技能（IOT）接入、上线和管理，并支持
用户通过语音智能识别来控制智能设备、查看设备的状态。
智能家居支持接入和控制主流的设备，如灯光、电器、供
电、家居设备等，并支持自定义场景控制。融合接入模式如
图6所示。

3.5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是中国领先的音频分享平台，拥有丰富的音频
图5

广电业务智能投放流程

生态，包括头部的PGC（专业生产内容）、 PUGC（专家生
产内容）及UGC（用户生产内容）；内容上既有音频播客，
也有音频直播，涵盖泛知识领域，泛娱乐领域。
智能终端识别用户语音，对接收到的语音进行ASR识
别，将识别的内容通过接口反馈给智能终端 （喜马拉雅
APP）并由喜马拉雅APP接管提供下一步服务（含音频服
务、中断服务等），通过业务协同为用户提供高质量音频分
享服务。此方式及流程也作为苏州有线网络智慧业务的标准
模板，运行流程如图7所示。

图6

智能终端与智能家居融合示意图

3.6 在线游戏在线视频
智慧投屏，具备低延迟高速率高质量的优异体验，智能
手机上的游戏、在线视频可同屏镜像到电视大屏，从而完美
实现手机小屏触控、语音操控语音互动、电视大屏流畅无卡
顿呈现，有力提高用户的临场体验感。

4 结束语
苏州有线网络智慧广电融合支撑平台，充分利用自身业
务形态、覆盖能力的优势，在保障安全播出的前提下，将
“互联网+”热潮下成熟的智慧业务引入，以探索市域智慧
广电业务的发展模式。平台以智能终端机顶盒、智慧投屏和
图7

喜马拉雅业务分享流程

微信生态为核心，面向广大有线网络用户，提供高质量视音
频、即时视音频互动通信和多元化精准服务体验，同时提供

单向广播或者双向点播能力，向用户展示党建内容，并支持

家庭智慧生态，实现和移动互联网智慧业务相互渗透、无缝

简单的互动，存在传递滞后、难以实现个性化、到达率不高

切换的基础支撑能力，以期让有线网络打破发展瓶颈，拓展

等问题。

空间，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阵地。

苏州有线网络智慧广电业务体系中，智慧党建利用微信
生态在智能终端上的投放能力、消息推送机制和主动分享，

参考文献：
[1] 罗俊. 互联网时代传播格局的重构及其新挑战[J]. 武汉: 学术论坛,

实现实时推送。推送内容不仅包含视音频，也包含各类文本

2018, 41(4): 7-20.

及互动材料，以全面及时将党的声音传播至千家万户，让广

[2] 骆培, 包欣鑫, 王可林. 企业微信生态圈的信息传播机制及效果分

大用户第一时间了解党情、民情。同时，智慧党建通过个性

析[J]. 北京: 中国市场, 2016, 000(41): 96-96.

化的精准推送，容易实现和广大党员的实时互动，从而优化
党员的学习教育的体验，提高参与积极性。

3.4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接入协议遵循OAuth2.0规范，通过云接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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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hree major operators, radio and television is still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in Intranet resources deployment of
Internet broadband service.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the scale of broadband service users under the network is also
growing rapidly, so there are very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et broadband service platform. This paper
proposes a “sub-domain” network architecture, which can schedule flexibly, efficiently and intelligently, so as to greatly improve internal network rate,
effectively reduce operation cost of Internet business, and fully guarantee the user’s Interne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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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内网资源建设的局限性，导致了网间结算成本过大，同

0 引言

时，自身网络内容资源的不足也导致用户上网体验不佳，进

网络访问需求正日益同水、电、气一样，成为生活中不

而成为严重制约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2]因此广电在互联网

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几年关注网络提

平台整体建设上应当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平台系统间高效智

速降费问题，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降低企业成本 [1]的提出，

能调度，资源整合高效运营。广电宽带运营应以提升用户体

更是给运营商在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运营上提出了一定的挑

验和降低运营成本为总纲领，紧紧连接用户，让用户便利地

战，优化网络结构、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用户体验也越来越

获取有价值信息，充分发挥广电网络作为宣传文化意识形态

多的被重视起来。

主阵地的优势。

1 “分域”建设的优势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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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本文所采用的“分域”建设，能够高效灵活的调度互联
网平台系统网络各个子模块相互协作，全面实现互联网流量
精细化、高效化运营。效果显著，可为广电节省几千万出口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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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设计及系统建设

3 系统主要功能

广电在互联网宽带业务上受限于自身互联网数据中心

对于采用“分域”方式部署的互联网宽带业务平台而

（IDC，Internet Data Center）综合建设体量、出口综合运营

言，可充分利用其各自的区域属性特点，从全局的角度出发

成本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其最大的劣势在于自身内网资源不

综合分配宽带业务流量需求，本系统的各区域主要功能包括

够充足。本文采用的“分域”建设互联网宽带平台共分八部

以下几个方面。

分，如图1广电互联网宽带平台所示，其对应八个“分域”分

3.1 出口负载均衡系统

别为出口负载均衡系统模块、互联互通系统模块、IDC回源

出口负载均衡系统主要承载用户访问互联网类业务和内

负载系统模块、可视化分析系统模块、日志留存系统模块、

部系统对外的地址映射业务（在“分域”的系统模式下，出

DNS域名解析模块、IDC内容资源模块、地市骨干网络模

口负载均衡系统处于第三优先级）。通过多端口聚合方式将

块。模块区均可实现多条百Gbps链路带宽交互。

百Gbps级链路与核心交换机进行上下互联，组网方式为静默

当用户通过地市骨干网络模块访问互联网资源时，DNS

双机主备部署。主备双机部署的负载均衡设备通过对下行省

域名解析模块优先调度用户去IDC内容资源模块获取资源，

核心路由器建立的BGP协议下发默认及明细路由方式对全网

IDC内容资源模块实时通过互联互通系统模块和IDC回源负载

访问互联网的业务流量牵引。两台出口负载均衡设备之间互

系统模块进行内容更新，仅当用户访问的资源不在IDC覆盖

联以多端口万兆光口方式聚合，使用心跳线方式互联。配置

范围之内时，会被智能调度从互联互通和出口访问，同时日

互联网出口负载均衡设备A为主设备，当互联网出口负载均

志留存系统记录用户行为轨迹NAT会话，可视化分析系统自

衡设备A出现问题，主备可毫秒级进行切换，切换到设备B，

动分析大数据，指引优化用户访问路径。

以确保出口网络的稳定性。

图1

58

广电互联网宽带平台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CATV
互联网出口负载均衡系统不定期更新和下发出口调度路
由，发布至省干核心路由器系统，确保路由表项正确，实现

︳有线网络

3.4 日志存储管理系统
出口负载均衡系统、互联互通防火墙系统、IDC回源出

业务应用流量的灵活调度。

口系统共用日志存储管理系统。日志留存系统主要针对设

3.2 互联互通系统

备操作日志、平台告警日志、用户NAT日志、业务资源访问

互联互通系统承载的主要是与CP（Content Provide，即

日志等几部分数据，其中设备操作日志及平台告警日志的

“内容提供”）厂商互联的业务（在“分域”的系统模式

数据量相对较少，日志留存系统所记录的主体为用户NAT

下，互联互通系统处于第二优先级），对接诸如百度、阿

日志。

里、爱奇艺、IDC等互联网内容资源类业务应用，因此类互

传统的基于机械硬盘的互联网宽带日志留存系统的投资

联业务流量随着用户访问需求变动较大，无法做整体化的负

部署规模相对较大，因为其主要瓶颈并不在于对应日志存储

载分担，因此采用防火墙设备实现路由策略调度，进行业务

容量空间，而是对应存储设备接收数据时的I/O性能限制，为

数据承载，以此节约建设成本。该系统通过多个百Gbps级

更好的解决宽带日志留存系统的I/O性能压力、充分高效利

链路端口聚合方式与核心交换机进行上下互联，组网方式为

用存储容量空间、并提供稳定高效的自适应弹性扩展能力、

静默双机主备部署。主备双机部署的防火墙设备通过对下行

降低日志留存系统整体的综合建设成本，本文提出一种“冷

省核心路由器建立的BGP协议下发明细路由方式进行全省访

热数据”分离的架构部署方式对日志留存系统进行综合优化

问业务流量牵引。两台防火墙设备之间互联以多端口万兆光

改造，所谓热数据，即由系统平台直接产生，且不经拆包、

口聚合方式，开启心跳线方式互联。配置互联互通防火墙设

提取、压缩等任何操作的直接数据，冷数据为热数据经过拆

备C为主设备，当互联互通防火墙设备C出现问题，主备进

包去除冗余信息后，并进行高效压缩后而输出的数据。其中

行切换，切换到互联互通防火墙设备D，以确保出口网络的

热数据集群采用70%冗余度的固态盘方式部署，用于接收互

稳定性。

联网出口平台下发的综合热数据日志流量，而冷数据采用机

互联互通出防火墙系统定期更新和下发出口精细路由，

械盘的方式部署，在这种日志架构下，充分兼顾了固态盘的

发布至省干核心路由器系统，确保精细路由表项正确，实现

高I/O性能以及数据盘的大容量的特点。

业务应用流量的灵活调度。

3.5 可视化分析系统

3.3 IDC回源出口系统
一直以来，广电的互联网宽带业务对IDC的资源建设都
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保障宽带用户的最佳上网体验，就
应当是采用本地IDC资源推送的方式，因此广电宽带网路的
本地化建设应当酌情增加内网IDC的资源建设。

广电宽带网络平台稳定运行及内网资源的精细化运营，
离不开互联网流量可视化，其对降低出口成本、提升用户体
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系统可针对网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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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链路汇聚的全面

系统承载主要对IDC回源业务数据进行承载（在“分

分析，实现对流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途径哪里，做了什

域”的系统模式下，IDC资源系统处于第一优先级），因

么等问题进行精准分析。利用排名、趋势等分析手段和曲线

此，内网IDC的资源回源显得尤为重要，从业务稳定及出口

图、饼图、柱图等图表呈现手段，以直观、准确、快速的获

成本的方面考虑，本文中将IDC回源出口与传统业务访问

取全网流量视图，并按照用户群、流向、业务三个维度深入

出口独立开来，以实现“一次回源，多次推流”的目的。

的细化分析，提供流量、速率、占比等多种方式的排名，并

IDC回源出口系统也是通过多个百Gbps级链路端口聚合方式

生成各类日、周、月报表。尤其针对热点CP厂商的二级域名

与核心交换机进行上下互联，组网方式为静默双机主备部

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并生成Top排行，为资源在网络中的分

署。主备双机部署的回源负载均衡设备通过对下行IDC核心

布及用户使用情况进行精准定位，进而实现资源引入及综合

路由器建立的BGP协议下发默认路由方式进行IDC回源流量

策略调度。

牵引。两台回源负载均衡设备之间互联以多端口万兆光口

3.6 域名解析系统

聚合，开启心跳线方式互联。配置IDC回源负载均衡设备E

域名系统（DNS，Domain Name System）用于将域名

为主设备，当IDC回源负载均衡设备E出现问题，主备进行

与IP地址进行强关联，使得用户或应用可通过网址来访问网

切换，切换到IDC回源负载均衡设备F，以确保出口网络的

站。网内搭建DNS系统主要出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是提升

稳定性。

访问速度，网内DNS可将网外递归过程简化为网内解析，其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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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电宽带系统业务概览

二是自适应网内IDC资源节点调度，将本地资源高效且迅速

度，首先从广电宽带的自身建设特点，从业务级“分域”

的推送给用户。

的方式进行全局化系统设计，同时针对网络的日常运维及优

4 系统实施

化角度，在可视化分析系统的技术加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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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广电宽带网络采用“分域”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对

制、内网建设、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有利保障。本文所采

互联网资源的智能优化调度，将各种业务流量按照其自身特

用的系统设计方式，其优势主要在于能够针对广电网络特

点进行精准化运营 [3] ，从业务的角度来看，如图2广电宽带
系统业务概览所示，当用户发起访问请求后，通过DNS系
统，第一优先级是将网内IDC资源进行优先调度；当业务没

点、充分利用调度系统固有资源进行合理化配置，在充分控
制综合建设成本的前提下，大幅提升网内用户的综合上网
体验。

有在本地覆盖时，启用第二优先级的互联互通系统，向合作
的CP方进行资源获取；若CP方仍未覆盖访问所需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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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江苏有线全业务的广泛发展，数据库的安全性要求
也愈发重要。江苏有线启动数据库安全防护系统建设，立足
公司实际需求，营造了安全稳健的数据库访问环境，更好地
保障用户数据资产安全，为企业信息化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

的威胁降到最低。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设计架构示意图如图1
所示。

1.2 功能结构
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系统功能结构分为登录层控
制、访问控制、数据脱敏、数据库解析、防篡改五大功能部
分，通过基于用户验证方式实现系统运维人员对数据库登录

供了有利支撑。

1 系统规划设计
1.1 规划设计

管理，基于IP地址、数据库账户、应用工具及操作行为实现
访问管理，以安全运维为准则，设置相关策略对敏感数据进
行动态脱敏、数据库解析及相关误操作回退功能。

基于用户访问权限精细管理、敏感数据分类分级、数据

2 系统建设内容

库脱敏，对运维人员和业务人员进行分离管控，采用多维度
的安全认证方式对业务系统的终端认证及常见运维工具进行
识别认证，保证运维来源的可信、可控，让来自数据库内部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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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权限控制实现对江苏有线运维人员、第三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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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规划设计示意图

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用户登录控制示意图

维人员、业务人员及系统管理员进行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登录
权限管理，并记录相关人员登录时间，从而提高数据库安全防

2.2.2 数据库账户管理
针对数据库账户权限限制，允许或禁止进行相应数据库

护平台安全性。数据库安全平台采用多维度、多因素的认证方

用户创建或删除操作。

式，如IP地址、MAC地址、应用工具方式，从业务角度对数

2.2.3 数据库授权管理

据库运维人员和业务人员进行身份识别和访问控制，采用白名

包含数据库角色权限控制，用于控制数据库管理员权

单方式对不同类型的运维人员进行身份识别。江苏有线数据库

限、数据库导入操作权限和数据库导出操作权限；数据库对

安全防护平台用户登录权限控制示意图如图2所示。

象权限控制，用于控制敏感对象、业务用户对象及系统对象

2.2 访问控制

访问操作权限；数据库系统权限控制，用于控制任意对象创

根据不同的数据使用人员授予不同的数据使用权限，进
行敏感数据访问控制。隔离DBA、SYSDBA、SchemaUser、

建与删除，任意数据查询、更新、插入及删除操作权限。
2.2.4 数据库对象管理

Any等特权，使其只能访问授权范围内的敏感表格数据。对

包含敏感对象权限控制，用于控制敏感表格与列删除、

DDL、DML、代码类高危操作，结合细粒度访问控制和工作

敏感表数据清空及敏感表修改操作权限；业务用户对象权限

流审批进行监控，支持数据恢复机制，避免误操作导致的数

控制，用于控制业务用户表格与列删除、业务用户表与数据

据丢失。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用户访问权限控制示

清空修改操作权限；系统对象权限控制，用于控制系统表格

意图如图3所示。

与列删除和系统表数据清空操作权限；表空间权限控制，用

数据库安全防护访问控制功能包括数据库登录账户资源
等相关权限控制，详细功能描述如下。
2.2.1 数据库登录管理
根据数据库登录失败次数限制，对数据库登录响应行为
采取一定时间内锁定或永久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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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控制表空间删除操作权限。
2.2.5 代码管理
用于控制系统视图、系统触发器、业务用户视图和业务
用户触发器删除及创建操作权限，并对系统及业务用户级的
代码进行授权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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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访问控制示意图

图4

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数据脱敏示意图

2.3 数据脱敏
对江苏有线安全数据及商业业务数据进行数据改造变形

︳有线网络

止非法终端注册、黑客模拟攻击等可疑的攻击访问行为，自
动拦截，并产生自动的拦截告警。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

匿名化处理，针对用户业务系统的数据库数据类型不同、字

平台防篡改功能示意图如图5所示。

段不同、用途不同进行自动的数据动态脱敏处理，如客户证

2.6 合规审计

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生产库中的主要数

适配网络信息安全等保三级法案，隐私数据法案的要

据，以明文方式显示在测试系统中，导致数据泄漏问题，实

求，针对数据库，需在数据库运维过程中，通过流程审

现生产网中的敏感数据信息不泄露。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

批、操作命令等方式对变更性运维进行细粒度控制，同时

护平台数据脱敏规则示意图如图4所示。

提供完整执行记录、留痕，实现对数据库访问控制及操作

随着企业信息化系统不断地增长，在系统开发和测试环

的追溯并满足法规遵循的要求，以提供完整审计所需材

境下，可进行敏感数据信息的动态数据脱敏，针对用户业务

料。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审计功能示意图如图6

系统的数据库数据类型不同、字段不同、用途不同进行自动

所示。

的数据脱敏处理，避免了企业敏感数据信息泄露。

2.4 数据库解析
支持业界主流Oracle、Mysql、DB2等数据库类型，针对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协议，运维人员和开发人员可以自由选择

3 技术创新成果
3.1控制与访问联动性
通过联动机制方案，建立登录控制与访问控制双重确

适配。

认，在数据库安全平台登录控制条件下，对数据库相关表、

2.5 防篡改

视图等做精细化访问控制，通过查询用户登录权限，进而联

防止恶意的SQL语句修改行为，对数据库用户权限业务

动此用户对数据库表、视图等资源访问权限，以精细化方式

用户和SYS类型用户权限进行分离，权限粒度细化到DML、

保障用户访问数据库资源合理性，以避免登录用户权限过大

DDL、DCL操作类型，防止非法用户危险操作行为发生。防

影响数据库安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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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防篡改示意图

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审计示意图

3.2 动态脱敏技术
利用动态脱敏技术，对源数据的内容不做任何改变条件

据库安全防护平台系统高可靠地稳定运行。

3.5 报表智能化、审计合规

下，通过准确的解析SQL语句匹配脱敏条件，例如：访问IP、

提供了智能化报表与告警订阅信息，有利于管理人员整

MAC、数据库用户、客户端工具、操作系统用户、主机名、

体把控数据库运维整体安全态势，并针对不合规操作进行人

时间、影响行数等，在匹配成功后改写查询SQL或者拦截防护

为干预，并符合安全合规审计要求，提供了保护敏感数据资

返回脱敏后的数据到应用端，从而实现敏感数据的脱敏。对核

产的安全审计功能。

心生产库的重要敏感数据进行动态脱敏，实现敏感资产数据和

4 结束语

非敏感数据的分离，防止运维人员涉及重要敏感数据信息。

3.3 数据保护、可回退性

本系统的成功上线，满足江苏有线数据库安全管理需

对于敏感重要数据进行特定保护，防止误删除或恶意删

求，解决了运维过程中账户共享、临时账号、账号管理混

除操作，同时引入垃圾箱机制，对误删数据进行临时保存，

乱、运维操作不透明、第三方业务单位运维过程数据安全风

当需要进行数据恢复时，在可视化操作界面上，在保证数据

险问题，并对核心生产库的重要敏感数据进行动态脱敏，实

零丢失基础上快速实现数据恢复。

现敏感资产数据和非敏感数据的分离，防止运维人员涉及重

3.4 轻量化、低耦合、高可靠性

要敏感数据信息，实现了数据库运维整体把控。

通过在服务器进行轻量化部署，极大降低了物理资源以
及内存空间的占用，避免数据库防护平台影响数据库系统
性能。
以反向代理模式接入江苏有线现有IT支撑信息化物理网
络环境，实现数据库防护平台与数据库系统低耦合，避免了
因物理结构变更调整引起的网络结构升级改动。
通过采用主备方式进行数据库安全防护平台物理设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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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备设备会自动切换成主模式替代主设备，从而保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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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
广电运营商推行了装维营一体网格化的管理运营模式，
专人专岗
【摘 要】面对国内宽带和电视业务激烈的竞争环境，
为客户提供全流程服务，
通过便捷式装维工具的开发与应用，
探索实现了业务安装维护流程标准化、
工单呈现可视化和故障排
查智能化等创新，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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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ortabl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Tools
Based on CATV Service
Zhang Yuehua
(Zhejiang Wasu Broadcast & TV Network Co., Ltd, Zhejiang 310051, China)
Abstract Facing fierc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of domestic broadband and TV business, in recent years, radio and television operators have
implemented grid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ode of integrating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and specially assigned personnel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whole process services. Throug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ortabl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tools,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realizes innovations such as standardization of business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cess, visualization of work order presentation and intelligent
troubleshooting,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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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广电业务的多样化与综合化 [1]，对安装维护服务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各地广电运营商颁布了业务安装和
维护流程的制度规范，但因缺乏有效的监管工具和手段，无
法根本解决过程失控和操作不规范现象。此外，一线网格人

页、游戏等应用的体验质量（QoE，Quality of Experience）
指标，及时掌握用户网络和业务的运行状况；另一方面遇
到业务故障时，网格人员能够及时IP业务抓包，快速故障定
位，缩短障碍历时。同时，大量与业务安装和维护相关的资
料信息，都需要利用电子化的手段进行报表记录、处理和
查询。

员IP技能水平普遍不足，难以独立完成IP业务抓包和故障快
速定位等工作，徒增了故障历时，影响到客户满意度。

1 开发与实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广电运营商亟需开发一

装维工具是一款便捷式IP网络质量检测工具，通过手机

款智能化的便捷式安装维护工具（简称：装维工具），一方

APP进行相关操作，实现广电业务标准化开通流程，支持自

面定义标准化的业务安装流程，实现一键获取带宽、丢包和

定义的QoS指标和QoE指标测试，调测数据自动存档；装维工

时延等服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指标，量化网

具支持宽带和电视业务一键式抓包，包括DHCP、PPPOE、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65

有线网络 ︳CATV
互动门户等流程报文分析，协助一线网格人员快速诊断网络
故障，提高其工作效率，改善其服务形象，给予客户更加职
业化感知。

1.1 概述
基于广电业务的便捷式安装维护工具由“装维平台”、
“ 装 维 盒 子 ” 和 “ 装 维 助 手 A P P [2]” 三 部 分 组 成 ， 如 图 1
所示。
开发思路如下：其一，“装维平台”基于Linux系统构
建，负责定义广电宽带和电视业务的开通测试模板、排障测
试模板，存储数据结果，便于后续检索查询；其二，“装
图1

整体架构图

维盒子”基于进阶精简指令集机器（ARM，Advanced RISC
Machine）架构定制开发，内置Wi-Fi无线模组，负责执行各
种指令集任务；其三，“装维助手”基于Android系统开发的
手机端APP应用，负责同步“装维平台”的业务开通模板，
手机通过WiFi无线网络向装维盒子下发指令，测试结果上传
至装维平台。

1.2 装维平台
装维平台是整个系统的神经中枢，负责定义广电宽带和
电视业务开通的标准化流程及模板、收集存储数据、分析数
据和输出报告。平台提供图形化的管理界面，采用B/S管理模
式，可通过Web页面进行管理，适合在任何IP可达地点远程
管理；平台支持在线升级和离线升级和分权分域管理，支持
丰富的API接口和中间件功能。如图2所示。
图2

装维平台示意图

装维平台的测试模板支持配置Speed、Ping、Traceroute、
HTTP和DNS等测试任务。
1. Speed测试参数配置：参考点IP、连续稳定次数、速率
稳定抖动；
2. Ping测试参数配置：发包数、包间隔、包超时时间、
包大小、TTL；
3. Traceroute测试参数配置：最大跳数、每跳间隔、单跳
发包数；
4. HTTP测试参数配置：元素加载门限、单个元素超时时
间、是否启用DNS缓存；
5. DNS测试参数配置：查询间隔、查询次数。

1.3 装维盒子
装维盒子作为整个系统的执行者，负责获取装维平台的
业务开通模板并执行，完成后自动上报结果数据。装维盒子
具有小巧、轻便、耐用等特点，满足零按键、零配置，机身
仅自带两个RJ45千兆自适应网口和一个TYPE-C电源接口，
是满足广电宽带和电视业务安装和维护的最优化配置，如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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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维盒子示意图

所示。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CATV

︳有线网络

以太网端口有三种链路类型：Access、Hybrid、Trunk，
Access类型的端口只能属于1个VLAN，一般用于连接计算机
或机顶盒的端口；Trunk和Hybrid类型的端口可以属于多个
VLAN，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VLAN的报文，一般用于交换机
之间连接的端口。随着广电业务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如何解
决在多个VLAN的Trunk类型以太网场景下的抓包需求变得日
益强烈。
通常，计算机是基于socket抓包方式，操作系统会自动将
收到包的VLAN信息剥离，导致上层应用收到的IP包，不会
含有VLAN标签信息。基于装维盒子开发的抓包中间件，虽
然基于socket实现抓包，但在收到数据包后，会进一步恢复出
剥离的VLAN信息，满足需要抓取带VLAN标签信息的数据包
的需求场景，解决了网格人员在广电多业务综合化网络环境
下的抓包难题。

1.4 装维助手APP
装维助手APP通过手机端简洁的操作界面，为一线网格
人员提供登录认证、开通测试、排障测试、手动测试、宽带
抓包和互动抓包等功能。装维助手APP作为装维盒子的控制
器，通过无线WiFi来连接装维盒子提供的无线热点，实现对

图4

装维助手APP界面

装维盒子的连接控制。
如图4所示，装维助手APP主界面简介如下：

一，数据结果多采用纸质手工记录，影响工单考核及时性和

1. 配置盒子：配置WAN口、修改盒子的WiFi名称、重启

准确性。

盒子、恢复出厂等操作；

基于上述情况，便捷式安装维护工具实现了一键式标

2. 平台设置：配置平台地址；

准化业务开通的应用创新。结合广电业务安装开通规范的

3. 用户信息：配置用户的宽带帐号、机顶盒STBID和工

要求，在装维平台侧自定义标准化业务开通模板。首先，
业务开通模板会配置Speed、Ping和Traceroute等指令任务，

单号信息；
4. 开通测试：根据平台自定义的开通测试模板进行自动

以获取带宽、时延、丢包、抖动、IP路径等QoS指标，验
证是否满足客户订购产品要求。此外，业务开通模板还会

测试；
5. 排障测试：根据平台自定义的排障测试模板进行自动

配置HTTP、DNS等测试任务，以获取网页应用的DNS解析
时间、TCP三次握手时间、页面首字节时间、页面加载时

测试；
6. 手动测试：根据自定义目标任务进行测试；

间和DNS解析成功率等QoE指标，客观量化业务应用体验

7. 宽带抓包：适用于宽带业务的抓包场景，抓取WAN口

质量。
在客户现场，一线网格人员只需通过装维助手APP，进

IP数据报文；
8. 互动抓包：适用于电视业务的抓包场景，抓取穿透盒

入开通测试界面，一键点击“开始监测”，装维盒子即会按
照平台预置的测试模板完成自动化测试。整个业务开通测试

子的IP数据报文；
9. 测试记录：用户登录及测试日志信息。

2 创新与应用
2.1 一键式标准化业务开通应用
当前广电运营商都已颁布涉及业务安装和维护的规范
和制度，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测试工具，造成测试标准不统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过程约2至3分钟（取决于测试项的数量），测试顺利完成
后，所有测试的子项会显示绿色的勾

，点开可进一步查看

“测试结果详情”，网格人员可根据测试结果，判断本次业
务工单是否达标，如图5所示。

2.2 即插即用&一键式IP业务抓包应用
双向化、IP化的宽带和电视业务已成为广电的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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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格人员经常会遇到无法获取IP地
址、视频无法播放等故障，IP业务抓包是
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排障手段，但是，IP业
务抓包流程繁琐，需要借助集线器HUB
和专业软件，对网格人员的技能水平要求
较高。
基于上述情况，便捷式安装维护工
具实现了“即插即用”和“一键式”IP业
务抓包的应用创新，极大地简化了抓包
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国内广电电视
业务是专网运营，机顶盒一般采用DHCP
Option_60认证，其他设备无法接入网
络，增加了IP业务抓包难度。便捷式安装
维护工具创新性实现了“即插即用”的
图5

业务开通测试界面

抓包模式，只需将装维盒子串接在ONU
与机顶盒之间，装维盒子会自动切换至
bridge桥接`模式，快速实现互动电视业务
的抓包，如图6所示。
在用户现场，一线网格人员只需通
过装维助手APP，在“互动抓包”或“宽
带抓包”界面，一键点击“开始抓包”即
启动抓包功能，抓包过程中界面会显示抓
包持续时间，结束抓包时，点击“停止抓
包”，系统自动生成一个以“登陆名_时
间戳&随机码”规则来命名的文件，保存
至手机，文件勾选后可上传至装维平台，
如图7所示。

2.3 装维数据工单式可视化呈现
图6

互动电视业务抓包连接示意图

装维数据是业务安装和维护的基础数
据，具有指标项多、数据量大的特点，如
何有效实现装维数据的快速检索和考核是
广电运营商迫切关心的问题，因此，装维
数据的电子化、集中化和可视化成为刚性
需求[3]。
基于上述情况，装维平台通过大数
据处理，实现了用户信息、装维信息、
设备信息、开通测试报告、抓包文件等
装维数据电子化和集中化管控，装维数
据以工单式可视化呈现，所见即所得，
一目了然。装维平台可定义指标告警阈

图7

68

IP业务抓包界面

值，业务开通测试报告中涉及的各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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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V

图8

︳有线网络

装维数据工单式可视化呈现

标若出现不达标情况，系统自动颜色标识，并给出装维建

时 416666 人/时，收益超过500万元。

议。广电网络公司据此可更合理有效的考核装维绩效，做

为建成高速、安全、泛在、智能的广电网络，广电运营

到防止业务装维“通而不畅”的现象，避免了网格重复上

商需要广泛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四新”

门带来的人力损失或浪费，保证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如图8

成果，不断优化提升服务品质，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

所示。

持竞争力。

3 结束语
基于广电业务的便捷式安装维护工具开发与应用，打破
安装维护过程的 “黑匣子”，实现了安装维护流程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提升了业务安装维护流程的透明度和调度管控
的效率，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是一线网格人员有
力的信息化支撑工具。工具开发时，充分考虑到产品的性价

参考文献：
[1] 郑晓明. 电信装维综合维护终端的应用及发展展望[J]. 广东通信技
术, 2017, 37(11): 67-75.
[2] 夏占一, 王猛, 李森智, 牛珊珊, 王佳婧.“装维工人”APP的设计与
实现[J]. 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 2021(3): 58-60.
[3] 何方, 林强, 黄晓红. 网格宽带可视化一键式支撑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J].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20(1): 12-16.

比，通过开发装维助手APP，简化装维盒子的硬件配置，最
大程度上降低硬件成本，有利于其规模推广和应用。本产品
自上线运营以来，在浙江省广电网络公司得到较为广泛的使
用，解决了多种业务场景的疑难问题。将网格人员单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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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arge-scale UPS Power Supply Construction for
Alpine TV and FM Transmitting Station
Shen Shining, Lu Jianfeng
(903 TV& FM Transmitter Station, Guangdong 52840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 that external power of alpine TV&FM transmitting station is mostly a single power supply for rural power,
combined with the demand for uninterrupted and safe broadcast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UPS power techn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ctual
problems of matching with diesel engine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configuring UPS power supply. The paper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and selects construction scheme suitable for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Alpine transmitter. This is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UPS power supplies in alpine TV&FM transmitter station.
Keywords

TV&FM transmitter, UPS power supply, Generator and UPS matching, Power frequency machine

0 引言
电视调频发射台转播台选址多位于高山山顶，广东省
九〇三台位于中山市五桂山顶，供配电系统多为一路外电
（农电）和一部柴油发电机组组成。外电停电转为油机发电
都要有一段时间，即使柴油机自动启动，也要有秒级停电间
隔，造成播出设备重启，造成短时间甚至长时间停播。为

为300kW）发电经切换开关输出到稳压器再到发射设备。随
着对安全播出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当市电停电时会造成播出
业务中断，直接影响到听众和观众收听效果。为确保中央和
省无线覆盖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为此九〇三台需对播
出机房进行大功率UPS不间断电源系统的配置，以达到不间
断安全播出的需要。
为了购置到合适的UPS，经过调研学习，结合九〇三台

解决此问题，新建UPS不间断电源供电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实际，在实施中要考虑的几个技术细节问题：1. 选多大容量

九〇三台播出设备供电现状如下：市电通过变压器进入配电

的UPS才能与柴油机相匹配？2. 从整流方式角度选12脉冲好还

房，再通过两个稳压器输出到配电柜最后到发射设备，实际

是6脉冲好？3. 从规避故障的角度选工频机还是高频机？4. 从

负载大约130kW左右。目前正常供电时市电经过稳压器输出

性价比，配置多少个电池才合适？下面就从以上4个问题来谈

到发射设备，停电时则由柴油 发电机（一台为500kW，一台

谈，以便确定需要购买多大容量的、什么类型的UPS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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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发电机与UPS电源系统匹配问题
1.1 发电机与UPS配套使用时容易出现的问题
1. 电压振荡和电流振荡：负荷波动造成UPS调整周期和
发电机调整周期，相互影响，造成发电机电压高低波动达
±10%。负载变化越大，危害越大。
2. 发电机频率振荡达±5%，负载变化引起。负荷波动，
造成UPS频繁调整，发电机频率调整，导致UPS频繁报警不
同步，影响负载安全运行。
3. 滤波器的容性造成发电机电压高：容性负载加载瞬
间，容性电流在电枢绕组产生的磁场和原来电机里磁场相互
作用，产生增磁电枢反应，使得发电机电压升高，往往UPS
负载小时容易发生。
4. UPS不能正常工作：主要是频率影响到UPS不能旁路，
频率漂移可以导致可控硅整流器的驱动与输入不同步而造成
整流器关闭，电池放电。
5. 六脉冲整流器加5次谐波滤波器对发电机可以小负载下

因素：UPS功率、电池充电功率、UPS整机效率、UPS的输入
整流方式、UPS整流器引起的输入电流失真等，都需要适当
增加发电机的功率，一般两倍 UPS功率。
1.2.3 负载特性对发电机影响
UPS的整流器 对于频率漂移更为敏感，这也需增大发
电机功率。一般选择发电机功率和UPS功率有一定的系数。
UPS的主要部件之一是整流滤波器件，属于非线性负载。非
线性负载会对柴油发电机组反射大量的高次谐波其中以五次
和七次谐波危害最严重，对其他负载产生干扰并使发电机温
升高。从四、六、十二脉冲非线性负载产生的谐波类型中可
以看到：
1. 四脉冲系统产生的谐波有：3、5、7、9、11、13、
15、17、19次。
2. 六脉冲系统产生的谐波有：5、7、11、13、17、19次。
3. 十二脉冲系统产生的谐波有：11、13次。
从上分析的结论，十二脉冲的UPS谐波对发电机危害最
小，因它没有5、7次谐波。所以从对油机影响角度应优选

出现功率因数超前。可能造成发电机保护关机。（在高压输

十二脉冲的UPS电源。

配电中存在）

1.2.4 发电机和非线性负载功率P匹配关系

6. UPS引起的发电机电压波形畸变（谐波失真）：严重

︳无线覆盖

供参考的一个功率匹配关系，如表1所列。

的畸变可能影响到UPS同步和造成其他设备故障。特别是六

从上述UPS非线性负载的特性中得到，选取12脉冲的

脉冲整流器的大量谐波电流导致电压波形失真，负载越大失

UPS从功率匹配关系表中选择k2=2，这样公式Sg=k2×Su变为

真越严重。

Sg=2Su。九〇三台一台发电机的标称功率为375 kVA，所以

从上述问题可见，选择好匹配的发电机和UPS就显得十

375=2Su，Su=187 kVA。另一台发电机为650 kVA，则Su=325

分重要了。

kVA。这样匹配的UPS标称功率范围在187 kVA～325kVA。据

1.2 发电机组的选择

我们的市场调研及参考多个通信数据中心机房使用的经验，

1.2.1 现代同步发电机励磁工作方式的不同对负载的影响也

选择维谛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从产品目录中，可见12脉冲

不同

的有容量为200kVA、300kVA。两种规格适合九〇三台。又据
由于九〇三台的2台发电机组分别是500kW的奔驰机和

300kW的帕琼斯，发电机分别是利莱森马和斯坦福，两台发

九〇三台UPS实际带载负荷为130kW。考虑到经济与实用。
故选取200kVA的UPS。

电机励磁方式都是PMG（永磁发电机）励磁方式，调压器
AVR功率源由副励磁机（永磁发电机）电枢绕组取得，交流
同步发电机电枢绕组只提供信号源，不受电枢绕组电压波形

表1

功率匹配表

整流技术

功率匹配关系

早期技术K值

采用6脉冲整流技术

Sg=k1×Su

3–3.5

采用12脉冲整流技术

Sg=k2×Su

2.5–3

单相整流技术

Sg=k3×Su

4–5

高频脉宽调制技术

Sg=k4×Su

2–3

影响，与同步交流发电机的电枢绕组的电压波形无关。因此
PMG励磁方式的同步交流发电机使UPS更好的工作。九〇三
台的发电机是PMG励磁方式，是完全适应UPS工作的。
1.2.2 功率大小对发电机影响
柴油发电机组在30%以下负载时，除了不经济外，也使
发电机性能下降。柴油发电机组在60%以上额定负载的情况
下工作时对柴油发电机较为有利。
在考虑发电机总负荷中的UPS负载部分，需考虑的主要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注：Sg：表示发电机的标称功率kVA。Su：表示负载的标称功率
kVA。K 值随着技术提高已经大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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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怎样选择UPS与发电机匹配

器、电池变换器、逆变器和旁路组成。IGBT 整流器开关频率

不同脉冲整流的UPS设备对发电机容量的影响 （以

通常在几千赫到几十千赫，甚至高达上百千赫，远远高于工
频机，称为高频UPS。高频机与工频机的对比如表3所列。

200kVA机组为例），如表2所列。
从表2可知，不同类型非线性负载对柴油发电机组输出

从“高频机”与“工频机”UPS的比较表明：“高

电压畸变度影响很大。如果选用允许电压畸变度标准降低到

频机”UPS的故障率明显地高于“工频机”的UPS，又据

一般民用标准10%时，则可允许带100%的12脉冲整流UPS设

九〇三台位于珠江口高山上，雷电损害频繁严重，选择有隔

备，此时，带6脉冲整流的UPS设备只能带发电机额定功率的

离变压器的工频机更有利于防雷击保护播出设备。通过以上

69%，可见12脉冲整流UPS对发电机更有利。从优选角度，

三步可以确定UPS 容量大小及型号。容量为200kVA、型号为

应优选12脉冲的整流的UPS电源。

12脉冲、工频机。

2 播出机房中应优选工频机型的UPS

3 怎样选择UPS的电池

工频机和高频机是按UPS的设计电路工作频率来区分

根据以上型号，要选取配置多少个电池，才合适够用，

的。工频机是由晶闸管（SCR）整流器、IGBT 逆变器、旁路

达到播出需求呢？我们可以通过恒功率法计算电池是否适用

和工频升压隔离变压器组成。因其整流器和变压器工作频率

九〇三台UPS单机容量为200 kVA。则电池放电负载的需求有

均为工频50Hz，称为工频UPS。高频机通常由IGBT高频整流

功功率（以下用PL表示）：

表2

不同脉冲整流器对发动机电压的影响

发电机组允许的电压畸变

12脉冲整流UPS

6脉冲整流UPS

单相整流UPS

5%

78%

42%

22%

10%

100%

69%

36%

15%

100%

96%

52%

表3

高频机与工频机性能对比

项目

高频机型UPS

工频机型UPS

评述

整流器的
结构及其
可靠性

IGBT脉宽调制技术，
（IGBT管的过流能力：10In，20us）

可控硅整流技术，SCR的过流能力：
In，20ms。其过载能力>1000倍IGBT管

多年的UPS维修统计资料：IGBT整流器
的故障远高于SCR整流器（3∶1）。工
频机优于高频机

UPS的零
地电压

输入、输出零线贯通，UPS内部高频调制干
扰耦合在零线上。零地电压>1.7～4V

输出配置隔离变压器，UPS内部高频调
制干扰与零线处于电隔离状态。零地电
压<0.4～0.6V

IBM，HP等中高档服务器要求“零地电
压”小于1.5V。工频机优于高频机

UPS是否
存在零偏
故障隐患

存在：由于它的N线被直接连接到逆变器的
交流电源的绝对中性点上，易于发生零偏
故障

不存在：连接在隔离变压器副边的N线
与逆变器交流电源的中性点处于电隔离
状态，不会发生零偏故障

当输入变压器或大容量的ATS开关作切
投操作时，存在逆变器自动关机/输出闪
断的故障隐患。工频机优于高频机

UPS的抗
负载冲击
的能力

逆变器直接负载，来自UPS输出端的浪涌
“冲击”电流和由IT设备/网络设备所产生
的3次及其奇数倍的谐波电流被直接馈送到
UPS的IGBT管，导致UPS的故障率增大

配置有输出隔离变压器：极大地提高
UPS抗负载浪涌电流“冲击”的能力，
并能有效地衰减来自IT设备的3次谐波电
流，有利于提高UPS逆变器的可靠性

工频机UPS逆变器的故障率明显低于高
频机UPS逆变器的故障率。工频机优于
高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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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无线覆盖

铅酸蓄电池恒功率放电参数表

终压/时间

5min

10 min

15 min

20 min

30 min

45 min

1h

1.5h

2h

3h

5h

10h

20h

1.60V/单格

1068

854.9

733.4

628.3

473.8

350.2

278.1

197.2

164.8

123.6

77.25

46.87

25.2

1.65V/单格

1014

819

700.4

607.7

465.6

345.1

273

191.1

159.7

118.5

75.6

45.84

24.64

1.67V/单格

984.9

807.3

691.7

601.5

465.1

342.2

272.2

189.5

157.4

116.1

74.88

45.41

24.41

1.70V/单格

952

776.9

670

590

460.6

336.4

269.1

186.3

154.5

113.3

73.85

44.81

24.09

1.75V/单格

886.5

721.2

641.7

553.7

439.9

326

263.9

180.6

149.4

106.6

72.62

43.78

23.53

1.80V/单格

814.7

670.6

601.1

520.2

427.5

314.2

252.4

174.6

144.2

104

71.28

41.82

22.48

PL=S×F=200kVA×0.9=180kW
（S：UPS单机规格200kVA；F：计算电池功率时选取的
系数，包含输出功率因数和降额系数DF，取0.9。）
每格电池的实际需求功率（实际需求功率以下用P1
表示）：
P1=PL/（k×η）=PL/（N×6×η）=180kW/（32×6×0.94）=
997（W/cell）1组
（k：2V单个电池的串联数量。12V电池内部是6个单个

P 1 =P L /（k×η×n）=P L /（N×6×η×n）=180kW/（32×6×
0.94×3）=997/3=332（W/cell）
（n：电池组数量；配置三组：n=3）
满载实际放电时间：技术上按照小于45min时来计算，
UPS设计供电时间t≤45min取供电终止电压UC=1.67V/cell，
通过厂家提供的表格查询到放电时间30min时P 2=465.1（W/
cell）。
T=P2 /P1×t=465（W/cell） /332（W/cell）×30min=42min

电池串联，则k=N×6，N表示12V电池串联数量；η为逆变器

t：表格提供放电时间30min。

效率，取0.94。）

因此该UPS满载时实际放电时间约为42分钟。而九〇三

如表4所列，为铅酸蓄电池（参考型号：维谛 U12V670L/
A）的恒功率放电参数，其中的终压是指终止放电电压，意
思是电池放电时，电压下降到电池不宜再继续放电的最低工
作电压值。不同的电池类型及不同的放电条件，终止放电电
压不同。
一般来说，UPS设计供电时间t≤45min取UC=1.67V/
cell，当设计供电时间t>45min取UC= 1.75V/cell。九〇三台
UPS设计供电时间t≤45min，取UC=1.67V/cell。
设计供电时间t=30min时，则查阅上述表格可得，电池组
放电30min终止放电电压为1.67V/cell时，单格电池可提供功
率（表查功率以下用P2表示）P2=465.1（W/cell）。
P 2 =465.1（W/cell）<P 1 =997（W/cell），997÷465=
2.14，取整数位3。
结论：配置1组不满足放电要求，因此至少配备3组电
池组。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电池组数的确定。
配置三组时，每个单格电池实际需要功率：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台目前的负载为130kW，配置3组蓄电池时，每个单格电池实
际需要功率为：
P1 = PL/（k×η）=PL/（N×6×η）=130kW/（32×6×0.94）×
3=240（W/cell）
设计供电时间t=60min时，则查阅上述表格可得，电池组
放电60min供电终止放电电压为1.75V/cell时，单格电池可提
供功率：
P2 =263（W/cell）>P1 = 240（W/cell）
因此配置3组12V，200AH能满足目前负载后备时间1
小时。
通过上述，从性价比优先设计：优选200kVA、12脉冲整
流的工频机，适配电池：200AH、3组共96个12V高倍率阀控
密封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4 确定UPS系统配电结构图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计算，九〇三台需配置的一台UPS及3
组蓄电池，另配置输出配电柜。具体配置要求参见UP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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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电（热水器、抽湿机等）、机房空调及照明。其他一
般建筑负载（深井水泵等）不经过稳压器和UPS，减轻了负
担及干扰，减少了投资改造成本。割接后的供电系统图如图2
所示。

6 UPS电源系统实施工作及测试
自从2021年2月份开始，九〇三台依照制定好的《机房
UPS不间断电源系统施工方案》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如材料
的准备、设备现场的安装就位、UPS主机空载调试及电池组
的测试工作。4月2号凌晨2点，依照制定好的《机房UPS不间
断电源系统割接方案》，进行UPS电源的割接工作，经过紧
图1

UPS系统配电结构图

张施工，UPS系统测试于凌晨5点该系统顺利投入试运行。随
后利用检修日分别进行500kW油机、300kW油机带载测试：
在模拟市电中断的状态下，油机发电，测试UPS系统正常带
载情况。并进行1. 在市电逆变供电的工作模式下：测试UPS
性能，在负载98kVA的情况下，UPS输入状态和逆变器状态
的电压、电流参数正常，各项功能正常。2. 模拟市电中断状
态下，由蓄电池放电工作模式：由电池逆变出所需的三相四
相交流电源向负载供电，测试电池的性能。通过上述各项
测试，证实UPS系统投入运行后，各项指标正常，符合运行
标准。

7 结束语
图2

采用集中供电方式电源系统的组成

配电结构如图1所示。
UPS配电系统及配置要求：
UPS主机：单机200kVA，三进三出（输入电压为三相线
电压380V，输出电压为三相线电压380V），纯在线式双变
换，基于DSP全数字控制技术，UPS采用可控硅整流器技术
内置工频输出隔离变压器。UPS主机必须标配：主路输入开
关，旁路输入开关，手动维修旁路开关及输出开关，方便检

这是在高山电视调频发射台新建大型UPS电源的新突
破。新UPS电源系统投入运行后，经历过多次雷电暴雨天
气的考验，如雷雨天市电停电，油机发电带载运行，UPS
带载运行未出现故障；雷雨天市电不停电，UPS带载运行未
出现故障，两种恶劣天气的情况下，UPS电源设备运行都正
常，达到设计的防雷要求和预期的效果，确保了不间断供
电，为确保高山发射台的不间断安全播出工作提供了有效
保障。

修维护。逆变器侧和旁路侧均应采用SCR可控硅静态开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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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DTMB, Single frequency network, Coverage optimization, Engineering practice

0 引言
单频网具有节省频谱资源、功率效率高、覆盖效果好、
兼顾固定接收与移动接收的特点。网络规划、组网工作模
式、节目传输分配网络，以及重叠覆盖区接收性能与覆盖优
化是单频网在规划、建设和维护管理中的关键技术和工程难
点，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随着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地面数字

织开展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应用示范
网项目建设。同时在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的积极配合下，全
面、完整、规范地组织完成了系统测试、覆盖优化和技术验
收等工作，为单频网的覆盖优化和工程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案例和参考。

1 复杂地形条件下单频网覆盖优化的方法
1.1 单频网重叠覆盖区性能调整的基本原理

电视单频网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和运用。特别是2021年以来，

对于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而言，各个发射台单独覆盖区

为推进广电5G业务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全国范围加快

的接收性能与单点发射覆盖的接收性能一致。因此单频网的

了地面数字电视700兆赫频率迁移工作。通过统一规划，分

覆盖优化主要体现在结合地形地貌特点，通过调整时延、发

级分步建设省域、地市域和县域单频网，现阶段单频网已成

射系统参数，以及调整网络规划、补点覆盖等技术手段改善

为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组网的主要模式。在国家发改委、国家

重叠覆盖区的接收性能，扩大有效覆盖区域。

广播电视总局的大力支持下，云南先后在昆明、文山地区组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在工程实践中，单频网覆盖组网存在所谓的网络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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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方向图、天线下倾角等多种技术手段来优化和提高重叠
覆盖区接收性能。特别是单频网涉及的发射台数量较多、网
络结构较复杂、重叠覆盖区分布较广时，调整时延往往难以
兼顾所有的重叠覆盖区，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优先调整发射功
率等系统参数，尽可能减小重叠覆盖区接收性能的劣化。
借助计算机系统的覆盖仿真分析，可以采用降低发射功
率、调整天线方向图和下倾角等技术手段来改善重叠覆盖区
接收效果。通过降低覆盖半径较小的发射台的发射功率，使
图1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SIP信号处理示意图

单频网重叠覆盖区向较小功率的发射台靠近，适当地压缩重
叠覆盖区的面积，远离大功率发射台覆盖的人口相对密集的

扰的局限。由图1可知，假如位于单频网重叠覆盖区的用户

区域。通过调整天线方向图将原先全向发射天线改造为定向

接收到远距离发射机输出的长时延、强多径信号的最大延

发射天线，大幅降低其在重叠覆盖区方向的天线辐射，从而

迟时间大于接收设备的多径延迟处理能力，那么由自干扰

达到减小重叠覆盖区的目的。通过调整天线的下倾角，降低

引起的长时延、强多径信号对于有用信号来说将变为干扰

其在重叠覆盖区的功率辐射，也可以减小对重叠覆盖区的影

信号。

响。但是降低发射功率、调整天线方向图和下倾角，都是以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采用了提高传输系统可靠性的信

覆盖区面积的减小作为覆盖优化的代价。因此在单频网的工

道编码和数字调制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时延、强

程实践中，通常以调整附加时延做为主要手段，以调整发射

多径信号的影响。但是长时延、强多径信号会引起接收端载

功率等系统参数做为辅助手段。

噪比门限的恶化，并严重影响单频网的覆盖效果和质量。因
此在单频网的覆盖优化与工程实践中，为了充分利用现有

2 单频网覆盖优化的仿真分析

台站资源，降低建设成本和投入，应把时延调整和系统功率

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的技术参数和工作模式，昆

参数调整做为主要手段，把单频网的网络规划调整、补点建

明地区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在不调整时延和发射系统参

设做为辅助手段。首先通过调整发射系统的附加时延，尽可

数的情况下，通过频率规划软件仿真单频网的信号覆盖和重

能地降低信道冲击响应强多径信号之间的时延差。其次通过

叠覆盖区干扰情况如图2所示。

调整发射系统功率、天线下倾等参数，尽可能地降低长时延

图2中蓝色区域为单频网的信号覆盖区，黄色区域为信号

的强多径信号的场强，从而改善单频网重叠覆盖区的接收性

干扰区，鉴于昆明地区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采用PN945

能，达到提高单频网服务质量和水平的目标。

帧头模式，业务发展要求兼顾固定接收和移动接收。在该项

1.2 单频网的时延调整

目前期规划和论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业务开展、发射台周

在工程实践阶段，随着覆盖区域的扩大，难以保证所

围环境和覆盖区人口分布等情况，从单频网覆盖优化的角度

有的发射台的相互距离都小于对应帧头模式的最大组网距

对部分发射台的附加时延、发射功率、天线方向图和下倾角

离。当重叠覆盖区多径信号增强时，地面数字电视系统在一

等技术参数进行了调整。单频网时延和发射系统参数调整后

定范围内能够克服长时延、强多径信号的影响，但是在这样

的覆盖和干扰情况如图3所示。

的信道下接收系统的载噪比门限通常都会恶化，进而引起重

通过对比图2和图3可知，调整时延和发射系统参数后，

叠覆盖区接收性能的下降。这时通过调整发射设备的附加时

昆明地区单频网信号干扰区明显减小，太华山发射台北侧、

延，对重叠覆盖区多径信号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将各个

昙华寺发射站和晋宁县东侧人口密集的有效覆盖区明显增

发射台在重叠覆盖区信号时延控制在10～15μs的范围内，从

加，重叠覆盖区接收性能得到明显改善，信号的有效覆盖区

而降低信道频率选择性衰落的影响，改善重叠覆盖区接收

明显扩大；结合人口分布和业务开展情况，通过调整发射天

性能。

线方向图和天线下倾角，减小对人口分布较少的丘陵、高山

1.3 单频网的发射功率及其他参数调整

地区的覆盖，增强人口分布密集、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城市地

在单频网的工程实践中，除了配置单频网各个发射台的
时延，还应通过合理地调整系统发射功率，设置天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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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有效覆盖，使得固定接收和移动接收信号均得到增强，
有效地提高了单频网覆盖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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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频网覆盖优化的测试与验证
按照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监测技术规程，以及覆盖质量客
观评估和测量方法的有关规定，采用地面数字电视综合测试
仪、移动测试设备，以及高度为4米的标准定向天线和1.5米
高移动测试天线对昆明市主城区进行固定测试和移动测试，
对单频网重叠覆盖区接收性能优化效果进行验证。

3.1 调整前后固定接收性能比较
在昆明市主城区单频网固定测试中，通过启用备用发射
台云南广播电视台718站（以下简称：718站）的数字平均输
出功率1.5kW的发射设备，在太华山发射台、昙华寺发射站
组成的单频网中增加长时延、强多径信号来对比昆明主城
区地面数字电视信号在太华山发射台单点发射，太华山发射
台、718站和昙华寺发射站三点组网，以及太华山发射台和昙
华寺发射站两点组网的信号覆盖情况。
由于718站单点发射的覆盖范围远小于太华山发射台和昙
华寺发射站组成的单频网覆盖范围，并且上述三个发射台组

图2

昆明地区单频网信号覆盖图（未调整时延和发射系统参数）

图3

昆明地区单频网信号覆盖图（调整时延和发射系统参数后）

成的单频网严格遵循同步要求，因此在固定测试和移动测试
中可以将718站的信号视作新增的长时延、强多径信号。
由表1可知，通过组建单频网，信号场强和调制误差率
（MER）较太华山单点发射时有了明显的增强和改善。在
单频网的重叠覆盖区内，来自不同发射台站的信号时延小
于PN945规定的最大时延，说明昆明市主城区单频网组网成
功；各发射台站到达固定测试点的传播路径时延基本符合路
径的时间差，说明各发射台站在同一时刻发射信号，满足了
单频网频率同步、时间同步和比特同步的要求。在太华山发
射台、昙华寺发射站组成的单频网中增加718站发射的长时
延、强多径信号，虽然能够提高测试点的信号场强，但是其
引入的长时延、强多径信号将导致接收端多径环境的复杂
化，明显减低了覆盖区的MER，使得单频网重叠覆盖区的接
收性能出现了劣化。

3.2 调整前后移动接收性能比较
通过移动接收测试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昆明市主
城区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重叠覆盖区的接收性能和效
果。在移动测试中，通过在太华山发射台、昙华寺发射站组
成的单频网中增加718站发射的长时延、强多径信号来分析和

发射、三点组网和两点组网情况下的移动测试数据，较单点

对比太华山发射台单点发射，太华山发射台、718站、昙华寺

发射而言，组建单频网能够使MER得到明显改善，提高业务

发射台三点组网，以及太华山发射台、昙华寺发射站两点组

核心区的信号平均接收电平，成功接收率明显提高，同时信

网的MER分布情况。

号场强在整个覆盖区的分布更为均匀。在太华山发射台、昙

由表2可知，昆明市主城区及周边地区的单频网移动测试

华寺发射站组成的单频网中增加718站发射的长时延、强多径

数据与计算机仿真的覆盖预测结果基本相符。通过对比单点

信号后，虽然提高了信号的平均接收电平，但是MER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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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昆明市东二环高架桥固定测试结果

测试地点

测试项目

昆明市东二环高架桥

信道时域脉冲响应及接收电平（dBm）

接收状态监测及调制误差率（dB）

太华山发射台单点发射

–65.7

17.5

太华山发射台、718站
（备用发射台）、昙华
寺发射站三点组建单频
网（昙华寺发射站附加
时延为20μs，数字平均
输出功率为1.2kW）

–36.4

19.9

太华山发射台、昙华寺
发射站组建单频网（昙
华寺发射站附加时延为
20μs，数字平均输出功
率为1.2kW）

–36.9

21.1

接收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说明长时延、强多径信号会严

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始终，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业务范

重影响单频网重叠覆盖区的接收性能。

围的拓展，应该对重叠覆盖区和弱信号区开展经常性的信号

4 单频网覆盖优化与工程实践总结
4.1 单频网覆盖优化的流程
在单频网重叠覆盖区的信号测试和效果评估中，最重要

收测和效果评估，不断地通过覆盖优化改善单频网的覆盖质
量，提高服务水平。

4.2 单频网覆盖优化与工程实践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在工程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单

的性能指标是重叠覆盖区的接收场强和多径分布特征。当信

频网覆盖优化。

道存在长时延、强多径信号时，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发射台

4.2.1 坚持规划与优化并重的原则，提高覆盖质量和建设水平

的时延、发射系统参数能够改善单频网重叠覆盖区接收性

单频网的覆盖优化是在满足规划和需求的基础上，通过

能；当信号接收场强过低时，通常说明覆盖区受到严重的遮

规划频段、覆盖组网、网络设计，以及关键技术参数的配置

挡，可以通过补点覆盖、调整已建发射系统的参数等技术手

和调整，力争以较少的投入、较低的功耗和较小的干扰达到

段来扩大单频网的有效覆盖区域。

理想的覆盖组网效果。在单频网快速推广的背景下，协调好

由图4可知，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单频网的覆盖优化不仅

78

规划与优化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应该坚持规划与优化并重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Wireless Coverage
表2
测试范围

︳无线覆盖

昆明市主城区移动测试结果
昆明市主城区（二环路内）

测试项目：MER分布（MER>20dB占92.6%）

太华山发射台单点发射

测试项目：MER分布（MER>20dB占87.3%）

太华山发射台、718站
（备用发射台）、昙华
寺发射站三点组建单频
网（昙华寺发射站附加
时延为20μs，数字平均
输出功率为1.2kW）

测试项目：MER分布（MER>20dB占91.5%）

太华山发射台、昙华寺
发射站两点组建单频网
（昙华寺发射站附加时
延为20μs，数字平均输
出功率为1.2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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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自动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从以“人”为中
心的维护管理体系向以“自动化设备和计算
机”为中心的维护管理体系进行过渡和升级，
确保单频网建成后提供优质、稳定、不间断的
服务。

5 结束语
地面数字电视700兆赫频率迁移工作对推
动广电5G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全
国范围内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的推广和应用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频率迁移工作的快
速推进，复杂地形条件下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
建设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单频网覆盖优
化与工程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持续的研究，
对于推动单频网业务由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
图4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覆盖优化流程图

益型发展，进一步改善单频网重叠覆盖区接收
性能，优化覆盖组网结构，提高地面数字电视

的原则，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重提高频谱资源整体利用效率

覆盖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和重叠覆盖区接收性能，组建范围更广、结构更优、质量更
高的覆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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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坚持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加快单频网的应用和发展

事广播电视数字化、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规划和管

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基层台站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还较低，基层工作人员对单频网系统架构和维护管理

理、视听新媒体传播与监管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中央、
地方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以及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覆盖网总体技术规划、广播

缺乏深入的了解。应坚持建管并重的原则，建立与业务发展

影视科技创新条件平台等重大工程和科研项目的规划、设

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全方位加强人员培训。同时尽快提高台

计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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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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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波和甚高频频段进行播发，
信号可以覆盖近海及远海，
并大
幅提升广播的内容形式、
数量及质量。
【关键词】数字化广播，数字调幅广播，海上，应用
【中图分类号】U644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10011017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Digital Radio at Sea in China
Wang Xiaofeng, Jia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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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radio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sound quality, weak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and unsatisfactory reception effect. By
digitizing radio, broadcast qualit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signal coverage can be expanded. At present,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veloping digital radio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actively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radio at sea. Digital Radio Mondiale (DRM) broadcasting system is adopted to broadcast in short-wave and
VHF radio frequency band. The signals can cover near and far seas, and greatly improves content,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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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质的改
变，但是目前广播技术仍停留在模拟调频/调幅广播的阶段，
随着广大听众对于获取信息的方式、手段和信息质量等需求
逐渐加大，传统的广播方式在音质、抗干扰、接收效果等方
面受到很大的发展制约。针对现有传统广播存在问题，广
播数字化是实现突破的必经之路。数字广播是继调幅广播、
调频广播之后的第三代广播方式，它的出现代表着广播系统

波、短波、甚高频的对海语音广播，提供海上安全、娱乐、
新闻等服务，由政府或商业公司运作。随着海上数字化通信
的发展，国际上发达国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已经取
得大量的成功经验。

1.1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北极地区的海上数字广播实践
2017年到2018年，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的研究与开
发中心（RDC）进行了北极航行安全信息系统（ANSIS）开发
和测试。在ANSIS项目中，采用开放标准的DRM，用于从岸

正由模拟向数字过渡 [1]。数字化广播在陆地上发展应用的同

到船广播与海洋安全和保安有关的信息。RDC对DRM进行了

时，也得到各国海事组织和研究机构的重视，并经过多年的

全面的评估，确定DRM提供较高数据速率吞吐量，可以传输

研究和实践，一致认为海上数字化广播是海上最有效、最经

详细的天气图，天气预报，冰边缘，冰图以及通知信息到船上

济的公共服务通信手段。

的船员；DRM可以用于任何频带（例如，甚高频（VHF）、
高频（HF）和中频（MF））。信号测试如图1所示。

1 数字化广播在国外发展状况
在传统模拟广播领域，欧美国家历史上比较重视，有中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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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信号测试图

（图1）。经过为期一年的

广播进行测试工作，经过两年的研究，完成了数字调制器和

现场测试表明，DRM能够

数字激励器等发射系统核心设备的自主研发。目前我国已部

将海上和航行安全信息传输

署了多部100KW DRM短波数字广播发射机，实现了我国华

到北极水手。航行中的船只

北、华东和华南地区DRM短波广播信号的基本覆盖[3]。

能够接收详细的图像，例如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在DRM基础之上，发展了自主的

海浪，水面和风向预报以及

数字化广播技术CDR。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制造厂商拥

冰图；基于文本的消息，例

有DRM的核心技术和完整设备制造产品，在数字广播领域与

如传统的《海洋安全信息》

国际完全同步。国内已经有了类似的产品，水平与国外产品

（MSI）公告，NOAA浮标

没有明显珠差距。

数据，甚至是最新消息；自

2.2 海上数字化广播在我国应用情况

动识别系统（AIS）的专用

随着海上数字化通信的发展，国际上发达国家进行了积

消息（ASM），例如国家

极的探索和尝试，已经取得大量的成功经验。其中NAVDAT

冰中心的冰缘，各种阿拉斯加气象（met）数据和虚拟导航辅

已经被IALA确认为e-海航的中波广播系统，未来用于替代目

助（ATON）。

前使用的低速NAVTEX。

图2

测试路径图

现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准备将覆盖范围扩大到毗连的美国

我国于2015年由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通过“水

和夏威夷，并建议将海上DRM广播作为为水手提供公共服务

上安全信息数字广播（NAVDAT）应用示范”研究，在东

的技术。通过DRM的数字短波可以成为数字船基础设施的高

海海区建立了区域性的NAVDAT试验播发站和信号接收监

效且经济的海上通信解决方案。数字点对多点广播的传输功

视站，在部分船舶上安装了接收和显示设备，使用S-57格式

能可以为全球的单舰和海军单位提供数据服务。同时可以满

进行数据更新，通过NAVDAT进行播发和接收电子海图更

足多种海事应用需求，例如：ECDIS地图、气象数据GRIB、

新包 [4]。此次试验为未来在中波频段的海上高速数字化通信

通过RTCM的差分GPS、海上安全信息、NAVTEX/NAVDAT、

提供了技术基础。

SAFTEY-Net、文档管理、培训材料、新闻内容等。

1.2 德国海军的DRM实践
德国海军和海事机构对DRM在海上使用的研究从2005年
开始，2010年首台设备安装上船，2015年开始在ATALANTA
号上测试，测试航线从威廉港到非洲的好望角（图2）。

3 数字化广播在我国海上的应用前景
3.1 DRM数字广播制式的优势
地面广播包括数字多媒体广播（DMB）、数字调幅广播
（DRM）和特有标准的HD Radio等几种开放标准。DMB包括

测试过程中，测试内容涉及民用和军事用途两个方面的

DAB、DAB+和T-DMB等几种数字音频广播格式，采用VHF

信息广播。民用信息广播为新闻推送；军事用途为加密数据

频段III和L频段。常用的DAB系统与传统模拟调幅和调频广

分发。测试中，播发采用语音和数据信息混合模式。在语音

播系统相比，它在频谱利用效率、移动接收覆盖、大面积单

播发包括海上生活、音乐等；数据播发包括融合新闻推送、

频组网等方面有很大优势[5]，结合MUSICAM信源编码和卷积

PPT展示、短视频、文本信息等。目前海上DRM广播在德国

编码信道保护技术，一般应用场景下可以传输多套高质量的

海军和空军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

数字音频广播节目。

2 数字化广播在我国的应用情况
2.1 我国DRM短波数字广播发展情况

DRM标准定义两种操作模式：DRM30和DRM+。
DRM30工作频率范围是150kHz到30MHz，DRM+则采用VHF
频段I、II和III（图3）。在30MHz以下，其带宽设置沿用现

从1998年3月开始，我国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在中国

有调幅广播频道设置，以9/10kHz为基本单位，支持半带宽

广州成立了数字AM广播的国际组织DRM（Digital Radio

（4.5/5kHz）和双带宽（18/20kHz），系统传输容量最大可

Mondiale）联盟，并开始对数字化广播技术进行长久的跟踪

达72kbps；DRM+的系统则拥有更高的带宽和传输速率。数

和研究。在2002年，先后开展了DRM短波传输试验通道。

字化的DRM系统可以传输多套接近调频立体声节目质量的数

2016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指导下，无线电台管理局联

字广播节目，其中DRM+系统可以接近CD音质[5]。

合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和中国传媒大学[2]，对DRM短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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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数字化改造的解决方案。相比DMB和DRM等纯数字广播
系统，它的优势可以不改变现有频率规划和频道设置，通过
频道之间的保护间隔开展新型数字广播业务，待数字接收机
市场培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转向全面数字化。但HD Radio系
统采用专利授权方式，不利于在全世界进行全面推广。
综上，海上数字化广播系统选择DRM广播制式，在短波
频段选择DRM30，在VHF选择DRM+，具有以下优势：

图3

DRM适用频段对照表

1. 由于频段传输特性的优势，DRM在地域覆盖有更大
的优势。选用DRM30和DRM+作为海上数字化广播的播发制
式，可以覆盖A1、A2、A3海区[6]；

在提高我国在国际海事组织影响力的同时，将为中国产业走
出去和中国制造2025创造机会。

2. 电源效率更高。相比DMB，DRM的电源效率高出

4 结束语

50%；
3. 支持更多的带宽和收发模式。DRM支持4.5kHz、

为了实现近海及远海的船舶能够接收到陆地播发的各类

5kHz、9kHz、10kHz、18kHz、20kHz的带宽及四种收发

广播信息，采用DRM标准，利用短波和VHF频段，通过天

模式；

波、地波和视距传输方式来传输陆地数字广播信号，可覆盖0

4. DRM极大地降低了发射功率，提高了频率利用率，

到2000km以上的海域。同时，考虑到海上船舶的国际性，任

减少了发射机的运营成本，并使声音的接收质量得到显著

何地方性的标准都有其局限性，采用非专利性的DRM数字广

改善；

播播发信息是更合适的。

5. DRM是世界上唯一非专利的数字广播系统，考虑到海

数字化广播采用先进的音频编码、压缩、信道编码以及

上航行的船舶具有国际性，相对于HD RADIO、CDR等具有

数字调制、传输技术，对广播节目进行采集、制作、传输过

国家性本地标准的技术，具有更好的推广前景。

程进行全面数字化处理。通过数字化广播系统在海上播发音

3.2 在我国海上应用的效益分析

频信息、数据信息、图片和短视频等。采用DRM技术，在

1. 海上数字化广播系统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和航海专业服

30MHz以下，系统传输容量最大可达72kbps，DRM+的系统

务功能。语音广播服务可提供新闻功能、宣传舆论、海上娱

带宽则扩展到了100kHz，系统传输容量最高可达180kbps以

乐、海上教育、应急广播等[7]；航海专业服务可提供ECDIS海

上。由此，采用DRM的数字化广播可在播发的内容形式、数

图播发、气象数据播发、安全信息播发等航海保障信息，以

量及质量上有大幅的提升。

丰富船员生活、保障传播航行安全等目的。商业运营功能提
供短消息推送、海上寻呼等。同时通过加密技术，也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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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总体设计方案

为保障广播电视信号不间断且高质量地传输，广播电视

本系统主要由双调制器、低电平射频切换开关、同相分

发射台站一般会采用N+1/1+1等发射机备份系统，当发射机

配器、双功放单元、双3dB电桥 [2]、双通过式功率检测器及

主机出现故障时，通过射频切换开关倒换至备机播出。大功

吸收负载组成，如图1所示。双调制器用于产生射频信号；

率的射频切换开关是不能在承载功率的情况下进行切换的，

低电平射频切换开关用于两路射频信号的切换；同相分配

否则会引起高频打火，烧坏触点，严重时甚至会烧坏开关

器实现功率等幅同相输出；两个功放单元用于信号相位、

乃至发射系统。因此，通常在进行射频切换时要先关主机功

幅度的调整；3dB电桥一用于两个功放单元输出的同频信号

率，在射频切换开关倒换至备机后再上备机功率，这将导致

的合成；移相器用于信号相位偏移；3dB电桥二用于经过耦

主备机倒换过程中出现几十秒无功率输出状态，对安全播出

合、移相后输出的两路信号的合成；通过式功率检测器一用

[1]

造成极大隐患 。为解决射频开关切换过程中射频信号中断

于检测输出射频信号功率；通过式功率检测器二用于检测吸

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无缝射频切换系统，可以实现射频信号

收负载功率；吸收负载用于吸收少量穿过3dB电桥二的信号

无缝切换，使信号能够不间断、高质量、既经济又安全地传

频率。

送出去，为安全播出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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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无缝射频切换系统结构示意图

频信号进行选择切换。调制输出的电平一般为毫瓦级，在低
电平下射频开关可以随时切换，两台调制器采用热备份，切
换时间能达到毫秒级。通过同相分配器和带增益调节、相位
微调功能的两个功放单元使得两路功放输出在到达3dB电桥
时功率相等、相位相同，保障无缝射频切换系统能高效、快
捷、稳定可靠地进行切换。两个功放单元在进行工作状态切
换时，通过两个3dB电桥和移相器对信号进行耦合及相位偏
移，保证了射频信号不间断输出。

2 无缝射频切换设计
本系统无缝射频切换原理如图2所示。两个3dB定向耦合
器（俗称3dB电桥）的四个端口分别标注为A～D和E～H。两
个功放单元分别输出功率相等、相位相同的两路信号到3dB

图2

无缝射频切换原理图

定向耦合器一的A、B端，3dB定向耦合器一的C、D端输出两
路同频信号，一路信号经过移相器后连接到3dB定向耦合器

功放单元一的所有功率全部输出到RF输出口。功放单元一

二的E端，信号在移相器中根据功放单元的工作状态进行相位

单独从A端输入，直通端D输出功率为P/2（功放单元输出

偏移，另一路信号则直接输出到3dB定向耦合器二的F端；两

功率为P）、相位滞后A端90°的直通信号；耦合端C输出功

路功率相等、相位相差90°的信号分别输出到3dB定向耦合器

率为P/2、相位与A端相同的耦合信号；B端是隔离端，电

二的E、F端，经过耦合、移项后，一路信号经过通过式功率

流为零，无功率输出。耦合端C输出功率为P/2的信号经过

检测器一输出射频信号，另一路信号经过通过式功率检测器

移相器滞后180°，当两路信号分别传输到3dB定向耦合器二

二后连接到吸收负载。

的E和F端时，由于E端和F端的两个信号功率大小相等，均

2.1 功放单元一单独工作状态

为P/2，E端相位比F端相位滞后90°，因此两路信号到达G

当采用功放单元一单独工作时，移相器置于180°位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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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而两路信号在H端正好反相位抵消，所以在H端没有

号功率相等、相位E端滞后90°，因此在G端的相位相同，输

输出。

出与A端功率相等、相位滞后A端180°的信号，而这两路信号

2.2 功放单元二单独工作状态

在H端正好反相位抵消，所以在H端没有输出。两个功放单元

当采用功放单元二单独工作时，移相器置于0°位置，功
放单元二的所有功率全部输出到RF输出口。功放单元二单独

同时工作时，全部功率都在G端输出，功率为2P。

2.4 功放单元检修状态

从B端输入，直通端C输出功率为P/2、相位滞后A端90°的直

当需要检修或者维护某一个功放单元时，先同时开启两

通信号；耦合端D输出功率为P/2、相位与B端相同的耦合信

个功放单元，当移相器调节到0°时，可以关闭功放单元一，

号；A端是隔离端，电流为零，无功率输出。直通端C输出功

进行检修；当移相器调节到180°时，可以关闭功放单元二，

率为P/2的信号经过移相器不做调整滞后90°，当两路信号分

进行检修。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输出端G的功率都会保持在≥P

别传输到3dB定向耦合器二的E和F端时，由于E端和F端的两

的状态，从而保证的射频信号不间断，确保安全播出。

个信号功率大小均为P/2，E端相位比F端相位滞后90°，因此

3 结束语

两信号到达G端的相位相同，输出与B端功率相等、相位滞后
B端90°的信号，而两路信号在H端正好反相位抵消，所以在H

本文提出的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无缝射频切换系统可实

端没有输出。

现射频信号的无缝切换，保障发射系统高效、快捷、稳定

2.3 两个功放单元同时工作状态

可靠切换，进一步完善台站技术保障与措施，确保安全播出

当两个功放单元工作时，移相器置于90°位置，两个功放
单元的所有功率全部输出到RF输出口。
当功放单元一从A端输入时，直通端D输出功率为P/2、
相位滞后A端90°的直通信号；耦合端C输出功率为P/2、相位
与A端相同的耦合信号；B端是隔离端，电流为零，无功率输
出。耦合端C输出功率为P/2的信号经过移相器滞后90°，当两
路信号分别传输到3dB定向耦合器二的E和F端时，由于E端和
F端的两个信号功率大小均为P/2，相位也相等，都是相位滞
后90°。
当功放单元二从B端输入时，直通端C输出功率为P/2，

保障能力的有效提升。两台调制器采用热备份，切换时间能
达到毫秒级。两个功放单元在进行工作状态切换时，通过两
个3dB电桥和移相器对信号进行耦合及相位偏移，保证射频
信号不间断输出。每个功放单元都可以达到发射机的额定
功率输出，双功放单元同时满功率输出时总功率约达到发
射机额定功率的2倍。两个功放单元可同时工作也可单独工
作，且能随时拔出其中一个功放单元进行维护，避免在信号
倒换过程中出现无功率输出状态，保障广播电视信号的安全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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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了混合极化天线与传统水平或垂直极化天线在覆盖场形不均匀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发射天线极化方式的数学模型，
性方面的优势，
并给出了一个混合极化调频发射天线的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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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ybrid Polarization Antenna in FM Wireless
Transmitting System
Li Hongying, Xu Shengquan
(Fuquansha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Hubei 44209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mathematical model of polarization mode of transmitting antenna,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of hybrid
polarization antenna and traditional horizontal or vertical polarization antenna in non-uniformity of coverage field, and finally gives an application case
of hybrid polarization FM transmitting ant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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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天线的极化方式

无线发射天线的极化方式是天线的重要技术参数之一。

天线的极化是指天线在给定方向上所辐射电磁波的电场

目前，国内广播电视无线发射系统中使用的发射天线，绝大

强度矢量端点在空间运动的轨迹或变化的状态，线极化、圆

多数采用了水平极化或垂直极化的极化方式。虽然水平或垂

极化和椭圆极化是天线的三种常见极化方式，线极化和圆极

直极化方式的发射天线应用的时间长，理论和产品都比较成

化只是椭圆极化的特殊形式[1][2]。在目前国内广播电视无线发

熟，产品结构也相对简单，但是在构成全向发射天线阵列的

射系统中，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天线

应用场合中，由水平或垂直极化天线构成的天线阵列，其场

极化方式。

形的不均匀度较大，无法做到全方向的均匀覆盖。相比水平

二正交线极化波可合成任意极化波，沿z向传播的平面

或垂直极化天线，±45°的混合极化天线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场

波的瞬时电场矢量可分解为相互正交的
ˆx (t)
ˆy向分量
E(t)
xE
ˆ=向分量与
ˆ+ yE
E(t)
= xE
+ yE
(t)
x (t)
y (t)

形不均匀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天线阵列安装的塔桅截面尺寸比

之和：

较大的场合，混合极化天线的优势将更加明显。本文首先简要

ˆ x (t) + yE
ˆ y (t)
E(t) = xE

介绍了发射天线极化方式的数学模型，之后对比了混合极化天

式中，

线与传统水平或垂直极化天线在覆盖场形不均匀性方面的优
势，最后给出了一个混合极化调频发射天线的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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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t ) = E1 cos ( ωt − k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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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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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 sin(
− )si
= cos(
ωtω−t kz
φ −φ sin(
ωtω−t kz
E2E2

87

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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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E1 cos ( ωt − kz ) E (t ) = E cos ( ωt − kz + φ )
 E x (t ) = E1 cos ( ωt − kz )
E xy(t ) = E12cos ( ωt − kz )


= E2 cos
ˆkz x+(t)
– kz)，取
r A 为圆极化波的轴比，由上述公式可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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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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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k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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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E(t)
cos (=ωt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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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线极化波可合成为一任意（椭圆）极化波。
B
播事业的飞速发展，大部分发射塔上调频天线的安装位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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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形恶化，造成多个方向信号覆盖不良。例如，图1是水平
或垂直极化的双偶极子天线安装于直径为2λ的圆周上经仿真
所得到的场形，从图中可见场形很不均匀，某些方向凹陷
很大。
用±45°斜极化双偶极子天线单元组阵就能有效地克服以
上弊端，在组阵应用时，水平面相邻的天线单元采用了不同
的极化方式，这两种极化在空间是正交的，即相邻单元以
及相对单元辐射出的电磁波的电磁场矢量在水平面的重叠
区都是正交的，这样就避免了电磁场矢量在水平面内叠加
时，由于空间相位差而引起的场形恶化覆盖效果变差的问
题，这种天线配置理论上适用于任意大小截面的塔桅。图2
是±45°斜极化双偶极子天线安装于直径为2λ塔桅上经仿真所
图1

水平或垂直极化天线阵安装图和场型图

得到的水平场形图，从图中可见场形很均匀，不存在大的
凹陷。
混合极化发射天线是由±45°斜极化天线单元按上述方法
组阵实现的，此天线发射出的电磁波在不同的角度上将呈现
斜极化和椭圆极化，这种混合极化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有较
好的信号强度，且能有效地克服城市和山区的多径衰落而造
成的收听不良现象，尤其适用于移动或手持接收终端。

3 应用案例
湖北十堰市福泉山广播电视发射台主要承担着中央、
省、市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射任务和微波信号的传输工作，属
台站合一建制，是湖北省骨干发射台。其发射中心位于湖北
图2

88

混合极化天线阵安装图和场型图

省十堰市福泉山顶，距离主城区约60km，海拔高度16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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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所承担的99.5MHz（发射功率10kW）和103.9MHz（发射
功率10kW）两个调频频率，原有的调频广播无线发射系统已
使用26年，系统的工作状态已无法满足台站要求。原有调频
发射系统存在设备超期服役、老化严重，天线增益不足、覆
盖效果不佳，单馈发射、无备份系统等问题。
福泉山发射台经多次调研，参考省内外兄弟台站的技术
方案，征求国内多名广播电视无线发射业内专家建议，结合
台站工作实际，最终确定调频无线广播发射系统的改造方
案。方案计划拆除原天馈线系统，新增一副四层四面双馈头
双偶极子±45°混合极化调频广播发射天线，新增两根SUY-5080馈管和一套EIA 4 1/2”规格调频天线开关板，构建双馈天
馈发射系统。根据四层四面双馈头双偶极子±45°混合极化调
频广播发射天线的立体安装图3及馈电图4，仿真所得的天线
系统的方向性图如图5所示，场形很均匀。

图3

混合极化调频广播发射天线的立体安装图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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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天线系统的馈电图

混合极化调频广播发射天线方向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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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混合极化调频广播发射天线单元和四层四面天线阵列
图8

改造前后99.5MHz信号的场强对比

99.5MHz频率（中国之声）的覆盖效果为例，在发射功率
同等的前提下，分别进行了改造前后信号场强和信号质量
的对比。从测试结果可以计算得出，99.5MHz在改造前路
测平均场强值为54.19dBμv/m（采样点16908个），改造后
路测平均场强值为55.8dBμv/m（采样点9957个）。图7为两
次路测的路径全览图，图8为改造前后99.5MHz信号的场强
对比。

4 结束语
本文简要总结了发射天线极化方式的数学模型，之后对
比了混合极化天线与传统水平或垂直极化天线在覆盖场形不
均匀性方面的优势，最后介绍了湖北十堰福泉山发射台应用
混合极化调频发射天线的改造案例。从福泉山发射台调频发
射系统改造的结果可以看到，相比于传统的水平或垂直极化
天线，±45°混合极化的四面调频双偶极子发射天线有着更加
均匀的覆盖场形，在全向覆盖的应用场合有着明显的技术优
图7

改造前后两次路测路径全览图

势。在接下来各地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的建设过程中，混
合极化发射天线将会获得更多的应用。

2021年5月，福泉山发射台对调频广播无线发射系统进行
了整体改造。改造期间，为确保相关广播节目的播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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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的前提下圆满完成了系统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的天线单元
和整个天线系统如图6所示。
系统改造完毕后，福泉山发射台派专业技术人员赴四
县一市三区对调频广播信号覆盖效果进行了实地收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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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converged media construction in Chongqing Broadcasting Group, security risks faced by internal
assets and equipment are increasing,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vere.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establishes a
unified 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awareness platform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lassified protection 2.0, which is based on big data such as WAF
firewall and security equipment logs, switch SYSLOG and important asset equipment event information. Through real-time analysis of network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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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重庆广电融媒体建设的推进，集团办公网将承载更
多的如大数据、云计算和融媒体业务系统的网络运营，使得

信息融合技术基于海量日志数据，通过感知、认识、识
别、理解、预测和推断等方法，为基于大数据的融合媒体安
全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

网络体系更加复杂，网络安全威胁多样化（攻击事件增多，

省级广电必须对关键基础设施开展网络安全三级等级保护测

事故定位困难）、安全防护范围扩大化（来自Web、APP端

评，提高网络安全防御的主动性、准确性和网络攻击定位效

的访问增加，互联网化使得安全威胁增加）、安全边界模糊

率 [1]，结合融媒体业务、应用和流程的特点，建设安全主动

（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带来数据融合，使得安全边界模

防御体系 [2]，构建网络安全风险态势感知系统，利用攻击源

糊、数据流动更加复杂），网络安全风险日益增多。

的目的、策略、技术和攻击信息等特征完善防御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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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等保2.0新要求

类别

新要求

体系框架和保障思路

等保1.0核心是打造纵深防御体系。等保2.0是构建“感知、防护、检测、响应”的主动防御体系

定级对象

等保1.0定级対象是信息系统。等保2.0定级的对象扩展到云计算、工控系统、移动互联网等平台和系统

测评频率

等保2.0要求3级以上系统每年测评一次

控制点和要求项

等保2.0的控制点和要求项增加了态势感知、风险评估等新要求

络流量和行为数据等 [7]进行识别、分析和处理，实现网络安
全态势的安全评估、态势评估、预警通报和可视化展示等具
体功能。建立全貌性的网络安全态势，实现对应用系统、网
络安全事件的关联分析和运营管理、信息安全事件的快速定
位、识别和预知潜在的安全风险，形成一个完整的主动防御和
追踪朔源体系，使网络安全工作更具有主动性和条理性[8][9]。

2 系统设计
图1

态势感知系统主要功能

2.1 功能设计
网络风险评估的可视化 [3]。同时，融合各种网络安全要素从

根据重庆广电融媒体建设现状，建立面向等保2.0的融合

宏观上实时评估网络安全态势，认清网络威胁环境变化和掌

媒体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实时掌握网络安全态势情况，实现

控网络风险发展趋势，确保广电融媒体网络安全 [4]，为网络

统一的网络安全运营管理和协同调度。如图1所示，要求系统

安全事件处理和隐患排查提供决策支持。

具有安全设备和服务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事件信息管理、
大数据分析、安全风险识别、安全态势评估、网络拓扑管

1 等保2.0和安全态势感知

理、可视化分析、资产信息管理、风险预警和通报、报表统

1.1 等级保护2.0新要求

计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等功能。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2.0标准（以下简称“等保2.0”）
主要包括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基本要求、测评要求、安全设
[5]

2.2 架构设计
如图2所示，为重庆广电融媒体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

计技术等三方面 。而等保2.0与等保1.0的变化体现在多个方

的系统架构，由数据采集代理Agent、数据采集服务器、态

面，如表1所示，为应对新的应用场景，采用“IATF+P2DR

势感知服务器、安全运营中心、数据通信服务器、消息中间

（分布式主动防御模型）”理论体系，构建以网络安全态势

件和数据库服务器等组成。数据源包括安全设备（如WAF防

感知为核心的网络安全主动防御体系，是应对高危持续性威

火墙、安全审计系统）、网络设备（如核心路由器、以太网

胁攻击（APT）的有效措施。

交换机）、服务器（如融媒体系统和网管监控系统等重要系

1.2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统的应用服务器、WEB服务器、DBMS服务器）等三大类设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是基于网络环境数据，实现全
局、动态、实时的安全监控和主动防御系统。它通过采集

备的消息日志和事件信息。数据层由WCF数据通信服务器和
ZeroMQ消息中间构成，提供消息通信和数据传输服务。

WAF防火墙、交换机、防病毒网关、审计系统、服务器和

数据采集代理Agent作为态势感知数据采集的重要方

业务系统和各种前置探针等网络设备和安全设备的日志及事

法之一，是一种运行在融媒体应用服务器、WEB服务器和

件信息，分析识别网络Syslog和Netflow、安全通告、应用日

DBMS服务器等服务器操作系统的系统服务组件，由Windows

[6]

志、审计日志、网络流量和安全预警等关键事件信息 ，采

Service和Linux Service两种服务组成，以应对不同类型操作系

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网络设备信息、安全事件信息、实时网

统的需求。通过系统配置，实现在操作系统重启后自动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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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服务，实现服务器的日志数据、操作系统系统事件信息、IIS/

全报表管理、预警通报管理和系统管理等，由WEB和APP两

Apache/Tomcat/Nginx等服务器事件信息的实时采集和向数据

部分构成，实现全方位个性化的网络安全实时监控服务，满

采集服务器的数据发送。

足网络管理人员监控网络安全实时状况提供不同场景的应用

数据采集服务器（DCS，Data Collection Server）接收网

需求。

络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网络安全设备等网络硬件资

数据库服务器（DBS，Database Server）是系统稳定高效

产的日志信息、安全事件信息或数据库服务器消息日志等数

运行的基础，负责存储DCS采集的原始数据及预处理后的数

据，采用数据挖掘预处理技术（如数据去重、数据归一化）

据、AMC分析处理的各类态势感知数据，要求具备关键数据

进行数据预处理，将原始数据和预处理后的消息事件通过消

的备份、数据缓存等功能。

息队列技术和远程调用接口分别发送至态势感知服务器和数
据库服务器，实现数据存储和消消息分发。
态势感知服务器（AMC，Awareness Mangement Sever）
是集成各种大数据分析法模块的数据处理中心，通过时序
分析、聚类分析、关联分析和深度学习等数据挖掘技术，
对消息事件进行分析处理，识别资产的网络安全风险，预测
网络安全风险发展趋势，标记攻击源，判断攻击路径，实现

数据通信服务器和消息中间件是为DCS、AMC、SOC与
DBS消息通信的提供统一的远程访问和通讯接口，要求具备
API接口的权限管理、消息队列通讯的身份认证、消息队列具
有高可靠和松耦合的特征，便于消息分发和后期扩展。

3 系统实现
3.1 态势感知数据获取

网络安全态势评估。同时，通过数据通信服务器和和消息

安全态势系统的数据源包括WAF防火墙、交换机、防病

中间件技术，完成数据入库并将实时信息发送至安全运营

毒网关、安全审计系统、服务器和业务系统日志，以及关键

中心。

资产服务器的Windows/Linux操作系统事件信息等，通过基

安全运营中心（SOC，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是融媒

于不同的安全层级，部署不同安全策略，实现对告警日志、

体安全态势感知系统的控制管理中心，主要功能包括网络资

安全审计、资产属性、设备状态、威胁情报和应用状态等

产安全分析、网络拓扑管理、风险识别管理、风险查看、安

内容进行统一数据收集。根据重庆广电融媒体系统架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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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态势感知数据获取方法

序号

类别

采集对象

主要技术

1

基于Agent代理采集

数据库服务器、WEB服务器等应用服务器的LOG、
TXT和HTML等格式的操作系统日志数据。

个性化定制Windows或Linux系统服务，不间断实
时采集日志数据发送至数据采集服务器。

2

SYSLOG配置发送

深信服的WAF防火墙、路由器、H3C以太网交换机和
安全审计系统等

配置源地址、日志等级、过滤规则、信息通道等策
略，采用UDP向SYSLOG服务器发送。

3

DBMS配置

IMC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广告系统、媒资管理系统、
新闻文稿管理系统、新闻线索系统、财务管理系统、
集团OA系统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配置应用系统的DBMS，自动记录和存储数据库运
行日志，然后由数据采集服务器采用轮询的方式实
现相关数据采集和获取。

和场景需求，设计的数据采集技术由基于Agent代理采集、

态势感知服务器对数据采集服务器预处理提取的有效特征进

SYSLOG配置发送、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配置采集等

行态势分析，然后采用贝叶斯推理、关联分析、机器学习、

三种方式组成，如表2所示。

D-S证据推理等数据挖掘和数据融合技术，识别安全事件的时

3.2 态势感知关键技术实现

序特征、因果关系和不确定关系，实现脆弱性分析、恶意操

如图3所示，该态势感知体系模型由数据源、数据采集、

作识别、攻击行为识别和快速定位。同时，采用关联分析、

安全评估、态势评估、态势展示和安全预警等模块组成，实

聚类分析、序列模式分析和安全域特征分析等 [6]大数据分析

现数据采集、识别、存储和检索，特征提取，态势分析，可

方法，建立个性化态势评估体系，自动生成包括趋势现状和

视化分析，预警通报等功能，确保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态

趋势预测的安全态势报告，为风险识别、安全管理和决策提

势感知和安全预警的逻辑正确、运行稳定和高效。下面主要

供理论参考和技术依据。

对数据分析、安全评估、态势评估、态势展示和安全预警等
[10]

态势感知关键技术 实现过程进行介绍。

4. 态势展示
态势展示是基于感知服务器的安全评估和态势评估结果

1. 数据分析

进行可视化展示，如图3所示，采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对安全概

如图3所示，数据分析是通过数据采集服务器对采集的应

况、攻击源物理地址、网络攻击路径、网络拓扑结构等进行

用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WEB服务器、数据库、防火墙

可视化展示和报表统计，生成态势监控图，便于网络安全管

和网络流量等各类杂乱、不规律、重复、不同格式的数据进

理员通过SOC直观掌握网络安全情报和处理网络安全事件，

行预处理，基于审计后的数据采用数据分类、数据合并、数

实现网络安全协同管理。

据切片、数据索引等方法，改善数据质量，提高后期数据挖

5. 安全预警

掘效率，便于查询、统计、分析，为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实现

如图3所示，该系统的安全预警方式主要包括：微信通

安全评估和态势评估提供更准确有效的数据基础。

报、邮件通报、短信通报和系统消息提示三种。态势感知系

2. 安全评估

统的SOC将安全评估和态势评估实时情报，通过数据通信服

如图3所示，安全评估是通过态势感知服务器采用分类

务器和消息中间件（ZeroMQ消息队列），采用消息通信和

处理、规则批评、模式匹配、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对

语音播报等技术，实现安全预警和安全通报，为融媒体安

数据采集服务器预处理后的事件信息和日志数据进行特征提

全管理运营人员及时掌握预警情况提供便捷性和主动性，实

取，分析处理相关数据，识别网络安全隐患、漏洞信息、攻

现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快速应急响应和处置，提升融媒体安全

击源物理地址等安全信息，提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

性能。

全处理意见和修复措施。
3. 态势评估

4 结束语

安全态势评估主要通过知识推理和统计学方法对脆弱性

本文按照等保2.0和信息安全监测要求，根据重庆广电融

态势、攻击态势、恶意操作态势、攻击画像、趋势分析和预

合媒体现状和具体需求，基于网络设备和应用系统事件信息

测等网络安全态势值进行有效计算。如图3所示，该系统通过

大数据，设计了面向等保2.0的广电融媒体安全态势感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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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感知体系模型

统。通过融合深信服的WAF防火墙、H3C以太网交换机、安

[4] 潘伟平. 广电融合媒体安全体系建设和态势感知应用[J]. 电视工程,

全审计系统、DBMS、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融媒体

2018, 115(3): 58-59.

应用系统等设备和软件系统事件信息，采用数据挖掘和深度

[5] 王斯梁, 冯暄, 蔡友保, 等. 等保2.0下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方案研究
[J]. 信息安全研究, 2019(9): 828-833.

学习技术对关键事件信息分析识别，实现安全评估、态势评

[6] 戴金晶, 邵淇峰. 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广电安全态势感知管理平台设

估、态势展示和安全预警等功能，为安全事故应急提供威胁

计及其应用初探[J]. 中国有线电视, 2018, 000(8): 955-958.

情报、事件溯源、黑名单、可视化感知分析等网络安全技术

[7] 袁昌, 朱鹏飞, 李涛. 广电行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思路[J].

支持，提高了重庆广电融媒体安全的主动防御和对抗能力。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18(6): 30-32.
[8] 王庆丰. 广电网络安全运营预警平台的设计研究[J]. 中国有线电视,

然而，集团当前缺乏各网络设备上行下行网络流量的精细化

2018, 000(5): 575-580.

实时监控，使得态势感知系统的数据源不够完善，后续应加

[9] 管磊, 胡光俊, 王专.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技术研究[J].

快升级部署流量监控系统，将网络流量监控数据融入安全态

信息网络安全, 2016(9): 45-50, 共6页.

势感知平台，开展多源数据融合研究，实现网络安全的多维

[10] 赖积保.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关键技术研究[D]. 哈尔滨工程
大学.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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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让数据
“跑腿”
，
给日常工作加上
“导航仪”
，
让它
【摘 要】厦门广电集团对电视播控系统的日常运维管理工作进行梳理，
代替人、
辅助人，
从技术层面提升人员
“单兵作战”
能力的管理理念，
自主研发并应用了一套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能安播管理系
统，
有效提高了电视播出自动化管理水平，
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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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Safe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Su Zhihang
(XiaMen Media Group, Fujian 361012, China)
Abstract XiaMen Media Group combs dail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f TV broadcast control system, and proposes management
concept of letting the data “run errands”, adding “Navigator” to daily work, making it replace and assist people, and improving personnel’s “individual
combat” ability from technical level. The group independently develops and applies a set of intelligent safe broadcast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automatic management level of TV broadcasting and has popularization value.
Keywords

Safe broadcas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navigator, Serial singl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Multichannel speech synthesis, Mobile Internet

0 引言
近年来，总局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不断提出更高标
准的要求，在迈向融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下，唯有通过科技创
新项目建设，实现过程运维、考核、管理智能化、自动化，

三个方面的管理。
“人”方面，单就值班排班而言，岗位多班次杂，每月
的替换班申请审批数150次左右，牵扯了管理层太多精力，对
于不合理的替换班，缺少有效的监督手段，存在安全隐患。

更好完成安全播出任务。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是海峡西岸的重

“事”方面，值班技术人员工作单调重复又繁琐，承受

要媒体，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其独特的媒体形象。厦门广

巨大的安全播出压力，在设备维护、节目播出串联单编单及

电是本市重要的主流媒体，既是喉舌、是党和人民重要的宣

单核对等日常工作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播出事故。

传阵地，也有文化产业发展要求，已构建起广播、电视、报

“物”方面，播出系统的串联单播出、卫星授时、整备

纸、网络、移动客户端、移动电视等多媒体联动的现代立体

上载、监播录像等技术系统，需要7×24小时不间断工作，各

传播体系，拥有新闻综合、海峡、少儿生活、影视、厦门卫

系统间相对独立，信息分散，维护难度大，技术人员的养成

视、移动电视、全心购物等7套电视频道，其中厦门卫视通

周期长，管理层对技术工作的量化管理很难实现精确把控。

过长城平台已实现对亚洲、欧洲、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

这些也是目前国内的电视安全播出管理普遍现状。

的覆盖。厦门广电集团的播送团队是电视频道制播的最后一
环，担负着安全播出的重任。做好这个“守门员”的工作，
重点就是日常运维管理上，要做好“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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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需求研讨
厦门广电决定成立项目研制组，对日常管理产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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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梳理和总结，秉承“安播无小事”的理
念，通过技术创新与研究，成立研发团队自
主开发具备“运维导航仪”功能的智能安播管
理系统。要求该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地向运
维技术团队发布运维提示信息，让数据“跑
腿”，让机器代替人、帮助人，从技术层面提
升人员的“单兵作战”能力，最大限度覆盖监
管设备，降低日常技术维护的工作强度。此外
系统应当基于移动互联网进行设计，做到“大
小屏”统一管理，支持管理人员随时随地通
过手机、iPad等移动端接入系统，进行业务操

图1

系统结构示意图

作，调阅相关数据，确认关键技术系统的状态
（如调阅播出节目串联单，确认编单设置正常
等），解决技术监管不充分的难题，最大可能
性排除“人为疏忽”带来的安播隐患。
要实现“运维导航仪”的功能，首先要把
握好“路况”——也就是电视播控机房的关键
技术系统，包括播出、授时、编单上载、监播
录像等系统的工作状态，其次是把握好运维工
作中实施者——值班技术人员的值排班信息，
方能做到预警信息通报及时，通报对象准确到
位，第三要具备多种通道、多种媒体的提醒方

图2

串联单监测流程图

式，确保预警信息能够有效发布，落到实处。
经过研讨，项目组构建四套子系统：关键技术系统监

合条件检测；此外还能结合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对电视剧集

测、智能化值排班管理系统、智能闹钟与班务管理系统及多

数、剧场等播出数据进行智能诊断、对重要直、转播时段的

通道智能信息发布系统，互相协作配合，实现设计目的。系

各项参数进行智能分析，生成提醒信息并推送，最大限度避

统结构如图1所示。

免人为差错。系统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2 技术系统状态监测

通过移动互联网，管理层可以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随
时调阅串联单，对重点时段的编单进行最终确认。系统通过

技术系统状态监测对播出、监播录像、授时等关键技术

对播出串联单进行智能分析，自动提取各套播出节目的实际

系统的状态，架设独立的监测系统进行监管，同时要确保监

播出时间，与以前由值班员手动记录播出时间的情况相比，

测系统和技术系统平行工作，互不干扰。

由系统智能生成的播出时间报表精确到秒。

2.1 播出串联单的智能监测

2.2 播出授时系统状态实时监测

播出节目串联单是播出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所有

在电视台播出系统中，绝大多数的授时方式是通过解析

的播出设备都要服从串联单的调度，串联单是否处于正确状

北斗或GPS卫星的时钟数据，获得高精度的时钟，在播出网

态，是安全播出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播控软件虽然也自带检

内进行分发。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当前电磁环境日益复

测和校验功能，但校验功能往往是在软件开发阶段固化内置

杂，时钟信号的卫星接收有可能受到不明原因的干扰，发

的，灵活性差、无法由用户根据节目排播的变化随时自定义

生跳变，虽然播控软件本身的时钟系统都具有防大幅跳变功

检测条件。我们自主研发了智能在线串联单比对系统，可以

能，但对于干扰信号导致的单向长时间小步长跳变则无能为

由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自定义条件，对播出节目的视源、

力，这种干扰持续一定的时间后，播出网的时钟误差有可能

时长、播出方式进行判断，多种条件可以自由组合，执行复

达到数秒之多，此时若时钟源信号恢复正常，播出的授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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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由于防跳变机制导致无法进行纠正，在转播或直播节目时

的故障，较难及时发现。单凭增加人工巡查，不仅大幅增加了

就会导致严重的播出事故。

值班技术人员的工作量，而且效率低、易发生错漏。

为此，我们自主研发了一套授时系统监测软件，获取备

为此我们自主研发了一套对监播录像文件的定时监测的

用GPS时钟直接解析获得的时钟与播出系统网内的时钟信号

系统，通过自动巡查录像文件存储文件夹，对录像文件进行

进行实时比对，不管是GPS信息跳变，或者是播出系统时间

数据分析，可对停录、劣录等异常情况进行诊断，及时发出

与GPS时钟有的差值超过规定门限，监测系统都会通过短信

预警提醒，辅助技术人员及时处理。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

或微信、机房大屏及语音播报发出告警，提醒技术人员及时

2.4 信息系统与技术系统的隔离与通信

处理。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在立项时，管理层就明确提出，信息系统必须与技术系

2.3 监播录像系统状态监测

统平行工作，不得互相干扰。既要实时监测和及时通报，又

根据广电总局62号令实施细则规定，对监播录像系统提出

要注意网安问题，不可通过网络直接通讯，是个两难问题。

稳定工作和异态录像保存一年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

项目组经过研讨，决定采用星状结构来架设采集子系

现，监播录像系统在7×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两年之后，偶尔

统，在技术系统的子网内，加入独立的采集服务器，以只读

发现监播录像系统处于异态之后，会出现部分节目停录、劣录

的权限采集标的数据。采集到的数据，则通过RS232串行口，
点对点地传输到内部网的收集服务器，格式化后
写进内网数据库服务器里统一管理。采集服务器
和收集服务器采用交互式的串行通讯方式和自定
义的通讯协议，只识别少量的、必需的自定义指
令，并进行分析和校验，对于非法数据和指令一
律抛弃，确保监测系统与业务系统处于网络隔离
状态，互不干扰。系统工作流程如图5所示。

3 “人性化”的值排班管理系统
图3

授时状态实时监测并通过微信发布异态信息

技术人员值排班管理系统用于管理技术人
员信息，“运维导航仪”根据排班表进行信息
精准发布。值排班子系统充分体现了研发团队
“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除了按照实际编排
规则设定自动编排，每日定时在微信工作群播
报次日排班表外，替换班采用温馨的自助申请
方式，申请人可利用自己的手机进入系统填写
图4

监播像监测系统工作流程图

换班申请信息，如还不确认替负人，可以通过
发布“播播互助”全团队内求助；系统采用
“电子审批”的机制，替换申请首先要经由电
脑系统智能校验，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判定，合
规的申请放行并通知主管最后确认，不合规的
立即退回申请人要求重填。“电子判官”的加
入，大幅提高了替换班申请管理的效率，同时
排除了不合理替换班带来的安全隐患。替换班
申请流程如图6所示。

4 智能闹钟与班务确认系统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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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系统监测数据传输图

智能闹钟与班务确认系统是“运维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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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运作核心，用来管理、存储及调度通知信息的发布。

贵的设备柜空间。我们采用了智能语音合成芯片模块代替电

通知信息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脑终端合成语音，通过串口服务器实现多路稳定连接，并加

1. 管理层预先制定的日常维护工作计划，细化到具体岗

入了无线发射和接收模块，实现多个语音通道同时播报，互

位、具体时刻、具体工作内容。技术人员通过手机微信扫描

不干扰。这套多通道合成播报子系统响应速度快、播报语音

岗位上的二维码，可进入班务系统，并根据班务指引执行运

亲切动听，支持不同声音类型、音量、语速，以及即时、定

维操作，并记录回馈执行情况，确保维护信息记录完整，利

时、单次、多次等不同方式播报。

于运维状态充分交接。

5.2 多种方式信息推送

2. 技术系统状态监测，如播出串联单分析结果、授时与
录像系统异态等分析生成。

除了通过语音播报外，系统还集成了常用的短信、电子
邮件、微信群发的信息发布接口，PC版瘦客户机、安卓版电

3. 外部单位提供的信息，如省局信息发布系统预警短信
通知等。

5 多通道智能信息发布子系统
多通道信息智能发布子系统是智能信息管理系统的输出
系统，用于将采集到的各种数据、信息集中到中心服务器，
统一管理、综合分析，按照发布规则，支持分级、定向、多
通道（如下图所示，可led滚动屏、语音播报、手机短信、邮
件、微信等多种方式）发布，确保信息有效发布，同时减少
客户端无效信息的输入，实现“运维导航仪”的导航功能。
信息智能发布子系统结构如图7所示。

5.1 多通道语音合成播报
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一台电脑服务器同时只能合成一
路音频信号，如果要实现多路的语音同时播报，必须加入多
台的终端电脑来实现，除了系统成本大幅提升，还挤占了宝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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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班申请流程图

多通道信息智能信息发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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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运用情况

视盒或智能电视的大屏幕信息投放，以及直接发布到Led游动
屏幕进行提示。

5.3 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
为提供最为便捷地使用体验，我们选择基于移动互联网
进行开发和应用，实现了系统的交互界面了大、小屏自动适
应。用户通过VPN远程登录后，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或浏览器
直接打开，便捷地进行信息交互。

6 系统实现
项目研发组选用了原型法（prototyping）进行系统实
现。根据实际需求，快速地建立一个系统模型并展示，在此
基础上研发团队不断的根据实际管理需求不断对系统进行修

这套系统自2019年2月投入试运行以来，运行情况良好。
数据显示：智能化值排班管理子系统月均受理替换班申请150
条左右，智能闹钟与班务确认子系统月均发布各种事务提醒
信息2700多条。关键技术系统状态监测，月均分析处理播出
串联单1750份，录像监测文件6万多个，比对时钟数据1万8千
余条。特别是串联单智能分析比对、时钟源实时监测、监播
录像文件检测等智能子系统投入运用后，多次主动提前发现
并帮助技术人员排除了因串联单编单、授时系统异常跳变、
监播录像系统异常等引发的安全播出隐患，值排班智能管理
系统的使用，特别是替换班审批“电子判官”机制的加入，
不仅大幅提高日常值排班管理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有效

正和完善。
在网络设计上，我们分为内部网、台内网和串口组网三
大部分，充分考虑网安管要求，三个网络相对隔离。硬件系
统由 数据采集服务器、数据收集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地规避了不合理的替换班，使得运维团队保持在良好状态。
系统投入使用当年，厦门广播集团电视播送团队就以零
停播的好成绩，圆满完成安全播出任务。

中控数据分析服务器、信息发布服务器、串口服务器、音
箱、触屏、LED广告屏、电视大屏等多媒体设备组成。软件
系统方面，选用MariaDB 10为数据库管理系统，选用Apache
HTTP Server 2.2和PHP 5.6这个组合作为Web服务的支撑，采
用HTML5+CSS3+javascript为Web前端技术，Java 1.8为后台
服务程序开发平台，并使用Android Studio 定制了安卓版的电
视盒应用，使系统可在基于安卓系统的电视盒、智能电视上
显示。

9 结束语
由播控软件厂商开发定制的类似管理软件往往以自身的
播控软件为基础，只能在开发阶段满足用户提出的需求，
后期用户的动态需求往往需要二次开发，需要投入额外的
资金。
由厦门广电自主开发的这套系统完全独立于现有播控软
件平台，且不与现有技术系统软件进行双向数据交互，避免
了网络安全问题，具备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不间断，高

7 系统特点
系统实施成本低，系统结构清晰，实用性强，使用操作
方便，维护简单，上线运行之后，得到包括管理层、维护工
程师、值班员等所有用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1. 不间断
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备份方案，不间断、不疲倦地做
好“导航”工作。
2. 高质量
从细节出发，积少成多，不断提运维工作质量。

质量，既经济，又安全”，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有很好
的辅助作用，各子系统可自由拆分组合，适应于其他不同的
业务管理需求，具有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 吕之华. 精通D3.J交互式数据可视化高级编程[M]. 北京: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015.8.
[2] Wei-Meng Lee.Android 4 编程入门经典[M]. 何晨光, 李洪刚, 译. 北
京: 出版者, 2012.11.
[3] 罗文、危光辉. 移动互联网概论[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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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AES67被越来越多生产厂商所接受，以及参照AES672025制定的行业标准GY/T304-2016《高性能流化音频在IP网络
上的互操作规范》等标准的发布，AoIP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广
电系统内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但是GY/T304-2016解决的是

商开发简洁，开发成本低。但是即使是提供了开发接口，也
无法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对AoIP系统越来越深层次的定制
开发需求，而且不同监控软件之间不通用，使用了某种传输
协议就必须使用和该协议对应的监控软件。另一种类型是采
用行业协会等颁布的标准开发的监控系统，如采用AES70，

高性能媒体网络互操作性的问题[1]，主要考虑的是不同网络音

NMOS IS系列等标准规定的监控软件。此类监控软件需要设

频流的互操作问题，而没有考虑网络音频设备的监控问题。

备生产厂商有较强的软件开发能力，在开发初期稍显复杂。

随着AoIP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对网

但是由于采用了公开的标准，所以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深

络音频设备的监控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常用的AoIP系

层定制需求，可以做深层的定制开发，而且基于同一标准开

统都有各自的监控系统，这些监控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发的监控软件之间是可以互通。并且减少了对传输协议的依

型。其中一大类型是采用设备生产厂商提供的专有的监控软

赖，增加了用户对产品选择的灵活度。因此，目前基于公开

件，或使用私有协议提供的开发接口定制开发的监控软件，

的标准开发的网络音频设备监控系统已经成为AoIP的监控系

如Dante协议配合使用的Dante Controller、Livewire协议配合

统发展的趋势。

使用的Pathfinder等。此类监控软件的优点是，设备生产厂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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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IP的监控系统，但是AES70与NMOS IS系列相比还是有明

监控接口。类结构部分规定的远程监控接口十分丰富，与

显的优势的。首先，AES70是一个面向IP网络的音频控制架

其他协议的开发接口不同，这些远程监控接口是可以进行扩

构，其内容覆盖范围要比NMOS IS系列广得多。目前，NMOS

展的，也就是说类结构部分对远程监控接口的主要功能和参

IS系列标准主要规定了发现与注册、 设备连接管理、 网络控

数进行了标准化，但是没有规定这些监控接口怎么实现，制

制，而这些功能只是AES70的一部分，AES70还具备网络设

造商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对远程监控接口具体的功能进行扩

备监测、设备升级等功能。其次，由于NMOS主要被设计用

展。类结构可以视为是特定函数或函数集的开发接口，具备

于视音频混合场合，AES70对纯音频应用的适用度也要高于

丰富且可扩展的控制类定义库，主要规定了网络音频设备的

NMOS IS系列标准。再次，AES70与AES67都是音频工程协会

信号处理、控制逻辑和网络连接管理的接口。由于远程监控

（AES）制定的标准，两者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可以相互配合

接口的具体程序都是设备制造商设计的，因此设备制造商对

使用。再加上AES正积极与SMPTE、AMWA和Dante等机构或

远程监控接口的扩展不存在困难。

公司展开合作，未来将以适配文件的形式实现与他们的产品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第三部分支持在TCP/IP网络中实现符

协同工作。基于以上原因，选择AES70定义的开放式控制架构

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媒体设备的远程监控 [4]。定义了用于符

来验证基于公开标准的网络音频监控系统的可行性。

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设备的控制和监测的可扩展协议架构。

1 网络音频的开放式控制架构简述

这个协议架构和第二部分的指令表一起配合使用就可以完成
对设备的远程监控。

2016年1月，AES颁布了一个网络音频应用的监控标准
AES70。AES70定义了用于AoIP系统监测和控制的网络音频

2 开放式控制架构验证

应用的开放式控制架构，简称开放式控制架构。2019年3月，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基本功能包括发现网络中符合开放式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广科院、规划院以及部分国内设

控制架构的设备、管理媒体流连接、控制符合开放式控制架

备生产商参与，参照AES70-2015制订的行业标准GY/T 322-

构的设备、监测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设备、对可配置设备

2019《网络音频应用的开放式控制架构》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进行参数设置、对受控设备进行升级等功能。为了验证以上

局正式发布。开放式控制架构旨在支持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网

功能，以国内某设备制造商生产的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产

络音频设备组建统一的监控系统。开放式控制架构只是规定

品为例搭建如图1所示实验系统，图中括号中的英文字母表示

了网络音频设备的控制和监测部分，而没有再次规定已经由

设备在开放式控制架构中定义的名称。在该系统中的音频路

GY/T304-2016规定的音频流互操作性的内容，两个标准是相

由器、切换器、音频矩阵、调音台和音箱均为符合开放式控

互补充的关系，因此可以说GY/T304-2016和GY/T 322-2019

制架构的网络音频设备，本被验证的对象。整过验证过程分

一起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AoIP标准体系。当然开放式控制

为两步，第一步验证被测系统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第

架构和GY/T304-2016可以一起结合使用，也可以分别单独使

二步，验证开放式控制架构的功能是否能够实现。

用。而且连开放式控制架构的组件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也
就是说某个设备可以只使用开放式控制架构的一个功能，如
连接管理，但不使用开放式控制架构其他功能。
开放式控制架构分为框架、类结构和用于TCP/IP网络的协
议三部分。开放式控制架构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用于媒体网络监

3 符合性验证
符合性验证用于验证被测系统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
构，也就是说要验证被测设备以及设备间的监控协议是否满
足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是整过验证的基础。

控的开放式控制架构的模型和机制[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

该部分验证工作主要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使用

里说的模型不是整个设备的模型，而只是设备的远程监控模

专用兼容性实验工具来验证被测设备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

型，设备不属于网络监控的部分不在这个模型中体现。而且这

构；第二部分是通过分析网络中传输的数据来验证被测系统

个模型是以面向对象的方式定义的，是对网络音频设备进行远

使用的监控协议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

程监控的基础，也是开放式控制架构后两部分的基础。

3.1 专用兼容性实验工具验证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第二部分定义了用于媒体网络监控的

AES70CompliancyTestToolConsole是由开放式控制架构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类结构 [3]。这里说的类结构其实就是用于

的提出者OCA联盟提供的一款开放式控制架构兼容性实验工

远程监控的控制指令表，这些指令表的集合构成设备的远程

具，它能分析指定设备对开放式控制架构的兼容性情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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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我们对被测系统中的专用音频设备进行实验分析。在实
验开始前，需要在实验用笔记本电脑上下载好实验软件，并
将笔记本电脑IP地址和被测设备的IP地址设置在同一个网段
中。还需要设置好被测设备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经过实
验被测系统中音频路由器，矩阵、切换器、调音台和监听音
箱均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
以命名为AudioRouter-A的设备为例，需要在Aes70CompliancyTestToolConsole实验工具，通过命令行输入以下指令：
Aes70CompliancyTestToolConsole.exe -d AudioRouter-A -s
tcp -v AES70-2015

图1

网络音频实验系统示意图

这个指令是用Aes70CompliancyTestToolConsole以TCP的
连接方式实验AudioRouter-A 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

点对其协议数据单元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开放

求。这个过程主要是验证设备的发现服务、OCP 复位机制、

式控制架构主要有消息、命令消息、响应消息、通知消息、

心跳包机制、最小对象兼容性和OCC对象兼容性等5项内容

Keep-Alive消息、设备复位消息共6种基于TCP/IP协议的协议

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Aes70Comp-liancyTestTool-

数据单元。经过抓包发现通过OCAWireSharkPlugin抓取的测

Console给出的对AudioRouter-A的实验结论如下：

试系统中TCP/IP协议数据以上6种协议数据单元均符合开放式

“5 test executed，5 test passed，0 test failed，Device
AudioRouter-A is considered to be COMMPLIANT to AES702015”。

控制架构第三部分的规定。
总之，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试验，我们验证了被测系统
是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的。

以上结果表明，本操作，一共进行了5项功能实验，

4 功能验证

AudioRouter-A的这5项功能都通过了验证，因此AudioRouterA是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的。我们也对网络中的其他

在这一步中我们对开放式控制架构的发现服务、连接管

被测设备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是测试系统中所有网络音频

理、设备控制、设备检测等功能进行了验证。在进行这些功

审均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

能验证时，需要使用到AES70 Browser。该软件是由OCA联盟

3.2 网络数据分析

提供的一款开放式控制架构验证工具，它能自动发现局域网

通过专用兼容性工具的验证，证明了被测设备均具备开

中支持开放式控制架构发现服务的设备，并能动态查看到开

放式控制架构要求的能力。但是没有验证这些网络音频设备组

放式控制架构设备中所支持的管理、控制类，是验证开放式

成一个系统以后使用的监控协议是否也是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

控制架构功能的必备工具。

要的要求，要进行这个验证就要分析在网络中传输的数据是否

4.1 发现服务

满足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开放式控制架构对网络中传输数

发现服务是开放式控制架构的必备服务，开放式控制

据的要求是在其第三部分用于TCP/IP网络的协议中规定的。因

架构规定使组播DNS和DNS-SD来实现服务[4]。mDNS的本地

此只需要通过抓取网络中的数据包进行分析，验证网络中音频

链路组播地址（IPV4地址为224.0.0.251：5353，IPV6地址为

设备间传输的数据是否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第三部分的要求即

FF02：：FB：5353）[5]。开放式控制架构规定mDNS服务类型

可。在本部分验证中使用的是Wireshark配合OCA联盟专门开

注册为_oca._tcp，并在相应的TXT记录中增加相应版本信息。

发的OCA OCAWireSharkPlugin插件抓取网络数据包。

为了验证发现服务，我们通过mDNS协议数据包来进行

开放式控制架构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用于TCP/IP网络的

析。首先打开抓包软件Wireshark，并对 mDNS协议过滤。然

协议的实现细节 [4]，它包括初始化、设备发现、设备监管、

后分别打开被测系统中的6台网络音频设备。此时抓包软件可

设备复位、协议数据单元等内容。除协议数据单元外，初始

以接收到网络中的mDNS协议数据。抓取的数据包中6台网络

化、设备发现、设备监管、设备复位均定义的是开放式控制

音频设备均支持mDNS协议。在笔记本电脑端发出Questions

架构的某个功能的实现方式，这些部分在使用开放式控制架

信息以后，所有收到的设备都会进行Answer信息的回应，回

构兼容性实验工具验证时已经完成了验证，因此这里我们重

应信息中包含设备的IP地址，服务提供的端口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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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AES70 Browser，该软件能自动搜索被测系统中符合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6台设备并显示出来，选择某一台设备就可

路推子静音按钮状态与调音台第1路推子设置一致；查看该调
音台固件版本信息，该信息与调音台表头显示一致。

以看到该设备支持的功能。也就是说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6

上述实验表明，由6台音频设备搭建的网络音频系统符合

台设备均被AES70 Browser软件发现。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要求，可以实现发现服务、连接管理、设

4.2 连接管理

备控制和设备监测等功能，也就是说开放式控制架构能实现

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连接管理通过网络工作单元来实现

设备监控功能，达到了验证目标。

的。开放式控制架构的控制器可以访问媒体网络连接管理功

5 结束语

能，用于建立，监测和删除设备之间的媒体传输连接。
通过音频测试仪产生1KHz，+4dBu模拟信号，输入到

随着GY/T304-2016、SMPTE ST 2110等标准的被设备生

AudioRouter-B。调整AudioRouter-B设置，使其成为AoIP流的

产厂商和用户广泛的接受，不同AoIP协议生成的音频流无法

发送设备，流中的音频信号源为音频测试仪输入信号。此时

互操作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目前不同AoIP协议使用的

在AES70 Browser中发现AudioRouter-B不存在GY/T304-2016

控制、监测协议各不相同，不能通用，而且大部分使用的是

的发送流和、接收流。然后在AES70 Browser中添加GY/T304-

私有协议，无法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开放式控制架构

2016发送流，就可以在AES70 Browser中看到AudioRouter-B

的出现提供了解决AoIP系统设备监控标准化和满足用户深度

新增的发送流，使用抓包软件也能抓取到设备发出的RTP音

定制需求的问题的一个方向。开放式控制架构采用面向对象

频流数据包。

的框架，为音频设备提供基于数据网络的控制接口，开放式

调整AudioRouter-A设置，使其作为AoIP流的接收设

控制架构引入了可控设备的标准化对象模型，以及可将类视

备。此时在AES70 Browser中发现AudioRouter-A不存在GY/

为特定函数或函数集的开发接口，具备丰富且可扩展的控制

T304-2016的发送流和、接收流。然后在AES70 Browser中

类定义库，代表现代音频设备的信号处理、控制逻辑和网络

添加GY/T304-2016接收流，就可以在AES70 Browser中看到

连接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设备生产

AudioRouter-A新增的接收流，设置AudioRouter-A 的模拟输

商研制出了符合开放式控制架构的设备，并已经在部分省、

出信号源为接收到的AoIP流，此时就可以在其模拟输出口监

市台得到了应用。

听到音频测试仪发出的测试信号。
此时，在AES70 Browser中选择删除AudioRouter-A的接
收流，其模拟输出口信号中断。在AES70 Browser中选择删除

参考文献：
[1] 钱岳林, 朱峰, 罗攀等. GY/T 304-2016高性能流化音频在IP网络上
的互操作规范[S]. 北京: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出版,

AudioRouter-B的发送流，使用抓包软件发现AudioRouter-B无

2017.

音频流发出。

[2] 钱岳林, 朱峰, 罗攀等. GY/T 322.1-2019, 网络音频应用的开放式控

4.3 设备控制

制架构 第一部分: 框架[S]. 北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设备控制部分主要是验证是否能对被测调音台的推子、
声像、增益等进行控制。
在AES70 Browser中选择AudioMixer，打开其第7路推子

出版, 2019.
[3] 钱岳林, 朱峰, 罗攀等. GY/T 322.2-2019, 网络音频应用的开放式控
制架构 第二部分: 类结构[S]. 北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
院出版, 2019.

的控制界面，然后通过拖拉OcaGain的滚动条进行控制，发

[4] 钱岳林, 朱峰, 罗攀等. GY/T 322.3-2019, 网络音频应用的开放式控

现AudioMixer上对应的推子同步移动；打开其第9路推子的控

制架构 第三部分: 用于TCP/IP网络的协议[S]. 北京: 国家广播电视总

制界面，通过拖拉Pan Position的滚动条进行声像控制，发现
AudioMixer上对应通道的声像同步变化。

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出版, 2019.
[5] 罗攀. 网络音频应用的发现服务研究[J].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0,
47(4).

4.4 设备监测
设备监测部分主要是验证是否能获取被测调音台推子电
平表、静音、固件版本信息。
在AES70 Browser中选择AudioMixer，打开其第8路推子

作者简介：
罗攀，男，1982年生，硕士研究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
术局高级工程师，长年在广播播出一线工作，主要从事广
播播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GY/T 304-2016《高性能流

的控制界面，监测到的第8路推子推后电平状态与调音台表头

化音频在IP网络上的互操作规范》、GY/T 322-2019《网络

显示状态一致；打开其第1路推子的控制界面，监测到的第1

音频应用的开放式控制架构》等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104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Safe Broadcasting &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安全播出与监测监管

【本文献信息】
史晓晨，
潘林.广电机房实时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Vol.48(11).

广电机房实时设备管理系统的
设计与应用
史晓晨，潘林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210001)

是保障安全播出的第一要素。
本文从系统化、
信息化、
可视化、
周期化等角度，
设计开发了新
【摘 要】广电机房内的设备管理，
型广电实时设备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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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ipment management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room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to ensure safe broadcast. This paper designs and
develops a new type of real-time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stemat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visualization and
periodicity. This system can manage equipment assets comprehensively and clearly, and monitor the status of online equipment step by ste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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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数字电视业务的发展，江苏有线机房内的设备由简
至繁，由少变多，由单一变复杂，资产密集程度越来越高，

保存，离线设备状态登记，资产运行参数GUI图形化展示，
资产运行周期自动化管理等功能。

1 设计原则

资产分布也实现了省、市、县、局间站、楼宇大面积的覆

江苏有线三网融合枢纽中心，作为全省三网融合业务的

盖。传统的设备统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司固定资产管

播控运维中心，为全省 2200 万有线电视用户提供服务。以数

理的要求。同时，作为保障安全播出的生命线，掌握在线设

字电视直播业务为例，在省直播前端机房内，仅卫星接收机

备实时运行情况也是至关重要。为此，设计了该新型实时设

就有近150台；除了省前端，还有13个地市前端，63个区县前

备管理系统，将资产台账与所属项目、设备地理信息、设备

端，不计其数的局间站、二级站；除了直播业务，还有互动

运行状态进行有机结合。本系统除了具备传统的资产管理功

点播业务、宽带数据业务和全省干线网络等等，涉及的设备

能外，还具备在线设备间线缆管理，在线设备实时日志读取

更是数不甚数。针对设备的生命周期、设备地理位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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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传输、设备运行状态，展开了本系统设计和建设。本设
备管理系统的设计原则如下。

1.1 全生命周期管理

1.5 接口开放
作为一套新型的实时动态设备资产管理系统，对接的在
线设备各式各样。因此，需要开放的输入接口，能适应不同

所有设备的生命周期都是从项目立项招标采购开始，再

设备的状态通信协议和日志格式。同时，本系统能将不同设

到上线，直至报废。因此，本文设计的实时设备管理系统应

备的日志进行统一处理，实现日志格式标准化。除此以外，

当面向设备整个生命周期，实现“一设备一标签、一设备一

本设备管理系统的数据还应能对其他系统开放，比如，在线

跟踪”，除了涵盖资产管理中基本的设备功能描述、财务信

设备信息可供全链路监测系统使用，异态状态信息可发送至

息外，还应包含设备所属项目、合同信息，设备到货拷机信

集中报警系统等等。因此，需要开放式规范化的对外接口，

息，验收信息，设备在线运行状态信息，上、下线信息和资

以方便与不同的下一级系统实现对接。

产折旧、报废信息等。

1.6 信息安全保护

1.2 全地理位置资产管理

一方面，本系统需与在线设备进行通信，因此必须保障

随着三级播控部署的逐步完成，江苏有线省、市、县三

设备运行网络安全，防范网络主动攻击；另一方面，本资产

级机房的设备，从省前端一直延续到二级站乃至楼宇。因

系统内的数据安全非常重要的。因此，信息安全保护在本系

此，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应当跨越地域限制，能完成全省范围

统中也尤为重要。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保障本系统的信息

内的资产统计，并能明晰地按照地域机房分类；每台设备的

安全。

位置信息可以精确到机房、机架和U位。即使是离线设备，

1. 与互联网物理隔离

也应如实进行登记，并定期进行设备可用性测试，保证应急

本系统在省市县机房通信时，全部使用广电直播信号传

使用。除此之外，除了机房设备外，省公司及各个分公司的

输的三级播控网络通道，与互联网完全隔离，即使使用移动

办公设备也应被统计在列。

客户端，仅使用内网WIFI连接，移动终端不得接入互联网。

1.3 业务全流程管理

因此，暂时不具备普通手机APP管理的功能，后续会酌情考

机房内所有在线设备，都涉及相应的业务。因此，在

虑开发网络保护下的普通手机APP查看功能。

对在线设备进行固定资产统计时，应当要精确到其涉及的

2. 权限限定

节目，比如，L波段功分器至少精确到卫星波段，接收机

下级机房无任何权限对上一级机房的设备管理系统进行

转码器精确到具体的节目，核心分发设备至少精确到传输

任何操作，上级机房仅能读取下级机房内的经采集后的设备

的GE等等。同样的，通过业务不同，比如直播、点播、

数据，各级机房内的在线设备无任何连通。所有的数据采集

宽带等，对涉及的设备进行分类，实现清晰明了的设备

均由机房内的采集服务器负责，采集后的数据除本地保存、

管理。

使用外，向上最终由省中心存储系统保存。

1.4 在线设备状态实时管理
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仅仅是对设备固有信
息的登记。为了实现对在线设备更直接的管理，全面了解在
线设备的实时状态，本系统还应具备在线设备实时状态抓取
的功能。主要通过TCP/IP、SNMP等通用协议，获取在线设

3. 防火墙保护
本系统的所有输入、输出接口，均须通过防火墙、堡垒
机进行信息安全保护。

2 系统设计

备实时状态。当然，本系统仅抓取设备状态，而不具备设备

保障安全播出，依赖的是值班人员的通力合作，更依赖

控制功能。抓取到的状态除了数据保存外，还分类为常态日

的是值班人员与设备之间的无缝连接。为帮助值班人员快速

志和异态日志。并在后台，通过数据管理，可实现设备运行

定位设备状态，首先要给每台设备一个独有的识别信息，也

状态展示。比如，卫星接收机的指标参数记录后，可实时绘

就是设备RFID射频识别标签。通过RFID标签识别还可快速获

制出该接收机高频头电平、信噪比和误码率等的曲线，通过

得设备位置，相关业务，上下游设备信息等。除此之外，本

形成长期曲线，可以监测L波段信号的稳定情况。当出现偶

设备管理系统还能给值班人员一个实时的、长期的设备状态

发性劣变，可作为信号干扰等情况，当出现持续性劣变，则

信息，让值班人员能够对在线运行设备情况有直观的感知，

要及时溯源，可有效地避免信号中断才发现设备故障的情况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防患未然。当然，随着三级播控的建设深

发生。

入，该资产管理系统也突破地域的限制，是全省机房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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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在未来，我们也希望对该系统的应用和开发更加
深入挖掘，实现有线电视机房智能化、云端化管理。

2.1 功能架构
本系统涵盖了固定资产管理、故障检修管理、在线设备
运行状态管理、备件状态管理、设备数据分析、存储、软件
侧系统管理等。具体的功能组成如图1所示。除此之外，本系
统，还包括移动端应用，RFID标签、线缆等设备相关信息管
理等。

2.2 软件流程设计
本设备管理系统旨在从项目立项开始，就对设备采购进

图1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功能组成示意图

图2

固定资产系统软件处理流程示意图

行跟踪，直至设备到货上线运行、报废处理，实现对设备整
个生命周期进行实时监控。本系统具体的流程如下图2所示。

2.3 软件架构
本系统采用控制层、应用层、接口层三层架构。控制
层内，通过RFID射频识别技术辅助，实现固定资产台账方
便快捷的管理；同时，根据不同设备需求，通过SNMP、
RS235/485、HTTP和TCP/IP等协议获取在线设备状态。在
应用层，将不同设备的状态信息进行数据标准化、统一化；
通过数据库服务器实现数据保存；通过数据处理模块、图
形化处理模块，实现设备数据信息的处理。最终，在接口
层，实现数据展示，以及与外部系统互联。具体架构如图3
所示。

2.4 网络拓扑
依托目前已经完成建设的三级播控传输通道，实现区
县到地市、地市到省中心的设备管理网络。在地市和区县
中心，数据直接存储在数据库服务器中，全省的所有数据均
保存于存储系统中。在省中心，配置主、备两台资产管理服
务器，用于支撑全省固定资产管理。通过内网的PC客户端
进行固定资产台账等日常管理。经防火墙保护后，固定资
产信息通过接口服务器可向其他系统提供固定资产信息，或
在手机端进行固定资产管理。通过状态采集服务及防火墙
保护后，抓取在线设备状态及日志。本系统运行架构如图4
所示。

2.5 上下游对接架构
本设备管理系统上线后，打通了信号传输与信号监测间

图3

固定资产系统软件架构示意图

的盲点；同时避免了监测系统与传输系统直接对接带来的信
息安全隐患。一方面，通过状态采集服务器，利用TCP/IP、

线并行，即采即用，同步存储”的方式，整体时延在毫秒

SNMP等协议，获取在线设备状态信息；另一方面，抓取到

级。因此，本实时设备管理系统即是在线设备状态集中采集

的在线设备运行状态信息，为监测系统提供基础数据，并对

系统，更是监测体系基础系统。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本系

数据进行存储；除此，所有设备均通过NTP时钟同步服务器

统对上和对下接口均经过防火墙保护。本系统上下游对接系

获取时间，保证全网设备时间一致性。数据处理上采用“多

统示意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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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固定资产系统网络架构示意图

图6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首页示例图

3.1 资产台账管理
作为设备管理系统，固定资产台账管理是基础功能。固
定资产的台账管理，包含设备所属项目、合同、验收、业
务、使用单位、地理位置等信息维护。从项目编号、合同编
号，直到设备入库资产编号，均在本系统中予以登记，这将
图5

固定资产系统上下游对接架构示意图

3 系统实现及应用

便于清晰地进行资产台账梳理。示例如图7所示。

3.2 设备线缆管理
不同于传统的资产管理系统，本系统还包含设备线缆信

在本文图1中，已经给出了本设备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架

息，包括线缆两端设备，线缆内传输的业务信息。增加线缆

构，下面将针对省中心客户端软件的具体应用进行描述。本

信息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打印线缆标签，通过此举，

系统登录后的界面如图6所示，在全省区域地图内，可手动选

一方面可以更明晰任意一台设备的上下游设备，另一方面，

择不同的地区查看其资产信息；同时，首页内也可查看所选

可以为进一步开发云监控系统做好铺垫。线缆管理示例如图8

地区的资产的统计数据及图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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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获取设备日志报警信息等；其二，对不同设备日志完成
数据格式统一化，并在用户端可集中查看。具体应用如图9
所示。

3.4 RFID标签
由于设备重复度高，但不同设备传输的业务又不尽相
同。以L波段功分器为例，数量多达数十台，每台传输的L波
段信号均不同，单纯的打印标签，即费时又费力。本系统内
已包含设备位置信息，通过自动打印设备标签，大大减少了
图7

资产信息管理应用示例

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其次，每个标签都对应一个RFID芯片，
通过手持设备，可快速找到设备，并可同步查看设备各项信
息。设备标签示例如图10所示。

3.5 数据处理
由于机房内在线设备数量多、分布广，因此，采用分布
式、多线程处理技术。仅省直播前端机房内，合计有卫星接
收机近170台、编转码器近60台、汇聚分发设备近30台，必须
同时对这些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因此，势必存在采样率高、
数据量大、数据输出刷新时间短的情况。在进行数据采集的
图8

线缆管理示例图

同时，还须进行数据包解析和重构。为了保证系统数据实时
性，降低系统时延，必须采用多线程并行处理方案，通过主
线程接收数据包，辅助线程完成数据包处理和格式统一。完
成格式统一后的数据，除了给实时监控系统提供数据外，还
进行数据存储。

4 结束语
针对江苏有线机房的特点，本文设计了一套新型实时设
备管理系统。该系统除了具备传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功能
外，针对设备整个生命周期和业务传输整个链路进行资产管
图9

设备状态告警日志示例图

理；同时，本系统也是江苏有线安播监控体系中设备监控基
础数据的承载体。针对在线设备，能够实时获取设备运行参
数、日志信息等，能够更直观反映在线设备运行状态，可以
辅助值班人员了解设备实时状态，防患未然，是保障安全播
出、管理固定资产的有效软件。

图10

设备标签示例图

参考文献：
[1] Paul Bertucci. 深入SQL Server2016高可用[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 2018.

3.3 设备状态信息

[2] Cay S.Horstmann. Java核心技术系列[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本系统除了包含设备线缆信息外，还实时抓取在线设备
的状态信息。由于在线设备，基本均具备设备状态自检、端
口参数检测、运行日志生成等功能，通过合适的网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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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抓取到设备相关运行信息。因此，此功能模块实际上分

主要从事数字电视业务安全播出、平台建设、系统维护、

两部分：其一，通过已有的设备网管交换机与设备完成互

技术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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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hort Video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rged Media in TV
Station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Yao Hongyu1, Nie Beibei1, Zhang Jingrui2
(Tangsh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ebei 063000, Ch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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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rapid rise of short video as a pan-media content form at the end of 4G era, its publicity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penetrates deeply into user life at all levels and becomes “infrastructure” for internet conten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hort video content development on converged media development for TV st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pla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nverged media for local radio and TV station.
Keywords Short video, Media converg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0 引言
随着移动网络终端和5G等高速网络链接技术的快速发

1 短视频内容消费特点
研究短视频对于融合媒体发展的影响，首先应当了解短

展，短视频平台成为用户了解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而短视

视频内容的具体特点。

频这一简单直接、接受成本低的内容形式，也在重新塑造众

1.1 极高的传播时效性

多互联网用户的认知模型，用户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这种“短

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广泛流行，用户仅通过一部手机即可

平快”的内容。短视频成为当前互联网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

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对新闻事件的视频拍摄、编辑以及发布

之一。

整个流程，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及快手等各种平台，快速

为了迎合这种趋势，很多电视台以及融媒体中心纷纷入

将生产出来的视频推送到千千万万个用户眼前。“一千个人

驻各大短视频平台，同时也在自己的客户端和宣传网站上开

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用户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

辟新闻短视频的板块。电视台作为专业的内容生产机构，通

的解读，有利于新闻事实的传播，进而大幅度提升了当下新

过短视频的剪辑手法将新闻以全新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闻传播的时效性，有助于公众了解事件真相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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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限扩展的监督能力

︳论述·点评

中也遇到了若干的问题，主要包含技术与制度两方面，技术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本身所具备的社会监督职能

体现的是短视频内容生产的需求与当前生产平台提供的能力

只有依靠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来实现，但媒体监督的范围相对

之间的矛盾，制度体现的是短视频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与当前

较窄，监督力度也难以保障。而自从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以

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

短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兴起，普通公众无需具备专业的编

3.1 短视频内容生产协同问题

辑能力和繁冗的播出、排版系统，就可以通过发布短视频来

短视频节目的特性就是碎片化，区别于传统节目制作的

发表自身的观点，直接参与到社会管理和监督中来。同时，

上午采集、下午编辑、定时审核的制作特点，要求随时随地

正是因为公众很难具备专业的编辑能力，短视频中的社会事

可以进行节目的采集、编辑、审核和发布，因此原来定时定

件发展能够几乎原汁原味地被还原，监督能力也能够更好地

量的制作流程难以满足短视频编辑、发布的要求。
目前短视频生产工具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实现短视频生

被表达。

1.3 简单易行的编发手段
在传统媒体的生产体系中，内容到达用户之前需要经过

产的流程化，审核工作、工作节点的监控和回溯；短视频的
协同化生产、素材的共享方式效率低下，无法满足日益增多

繁杂的采集、编辑以及审核流程，并且经由专业的电视播

的新媒体内容生产与发布的需求。

出、广播发射以及报纸排版进行呈现。而在智能手机性能和

3.2 短视频内容生产效率问题

4G\5G网络的发展超过某个阈值之后，任何用户都可以利用

短视频内容形式的爆发式增长，促生了很多短视频生

手机的摄像头进行新闻事件的摄制，并快速通过各种平台进

产工具，但传统非编工具已无法更好的支撑短视频的生产

行传播，社交媒体则会以裂变传播的形式加速这一过程，使

发布。传统编辑软件受限于格式、制式、宽高比等因素的制

得短视频可以触及更多的受众。

约，在面对短视频生产的多画幅、多格式、多帧率混合编辑

2 短视频赋能传统广电媒体

时，显得尤为吃力。

3.3 短视频多平台覆盖问题

地方广播电视台短视频起步是对新闻内容的再编辑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加入互联网用户的争夺，电视台在

实现的，唐山广播电视台也不例外。《唐山新闻》、《直

互联网平台开通的媒体号达到了十多个，编辑人员在不同的

播50分》等新闻节目作为唐山广播电视台王牌新闻栏目，在

平台上传、编辑、校对、审核，随着开通媒体号的数量曾多

唐山及全省有广泛影响，其中《直播50分》被评为全省十大

工作量越来越大，常常因为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节目内容分发

品牌栏目。但因为广播电视固有的局限性，上述两个栏目的

出去而错过了各平台的智能算法推荐，从而损失了曝光量。

主要受众还是唐山本地观众。在开通了快手短视频的官方账

因此急需建设一个媒体矩阵统一管理与分发系统，集成电视

号后，该平台则为本台打破了地域人群的限制。运用简单明

台所有的发布渠道，统一进行管理，一键式分发，减少工作

快的剪辑手法配合粉丝的需求，专门打造了官方新闻短视频

环节。

发布账号，在快手平台上进行推送。目前快手粉丝30万，

3.4 新媒体管理制度问题

1000多条作品，1000万多播放量，播放最多的一条视频《维

短视频的出现和普及，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和聚合方式

修工不慎坠入石灰粉罐车 消防火速救援》达到225.2万播放

的变革，也改变了新闻传播格局和形态 [1]。建立适应的管理

量，粉丝遍布全国。目前唐山广播电视台的快手号是以唐山

制度，督促新媒体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输出足量的内容是

本地民生新闻为定位的，创作人员在短视频选题的时候，重

管理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点选择唐山本地发生的要事、急事、趣事作为主要内容，
展示观众真正关注的身边事。传统媒体最容易打造的就是
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短视频，它具有非常好的舆论性与粉
丝粘度，这与传统媒体自身强大的新闻挖掘能力是密不可

4 发展规划
4.1 建设专业短视频内容生产平台
建设短视频生产平台，主要目的是解决新媒体实际生产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内容的质量与效率。因此平台应具

分的。

3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在着力发展短视频的过程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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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媒体模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节省内容形式创作时
间，从生产环节解决新媒体业务的生产问题。
融媒体架构下的短视频生产平台架构图如图1所示。

4.2 短视频推动制度建设
传统媒体在短视频领域想要深耕，首先需要媒体人自身
的思维转变，从“内容生产”转向“内容运营”，跳出以往
根据已有素材去生产内容的思维，短视频生产更多需要考量
用户口味去针对性制作对应的内容。因此必须要有对应的绩
效制度实行激励，才能有效挖掘工作人员的自驱性投入到新
的内容创作中去。

5 结束语
随着VR、AR与超高清等技术的结合，短视频也将迎来
新的转变与升级，进一步稳固其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作为
传统媒体人，更应该抓住这次转型的契机，拥抱新技术，创
作出符合时代背景与用户需求的短视频内容，加强媒体深度
融合，打造传统媒体的“第二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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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2018, (1):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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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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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content suppl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an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for high-quality public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further improve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c services level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on the demand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c service content, this paper leads to the problems in conten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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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需求调研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兜底保

为进一步了解用户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的需求，

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

2020年上半年，项目组通过发布线上调查问卷，对我国广播

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播电

电视公共服务内容需求进行了调研，共收到三万余份调查问

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属

卷反馈。

于为了满足公民基本能力需要提供文化服务的范畴，其目

通过对用户填写问卷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喜欢收听、

标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不少于15套广播节目和不少于15套

收看新闻类节目的用户最多，然后依次是影视剧类、音乐综

电视节目，使全体公民均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近几十

艺等休闲类节目；男性被调查用户更喜欢新闻类、服务类和

年来，随着一批批广播电视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我国的广

体育类节目，女性被调查用户更偏爱影视剧、文艺和综艺类

播电视事业规模和综合人口覆盖率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

节目；所有年龄组均对新闻有极高的关注度；中央级媒体频

前，不断提高广播电视内容供给的质量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广

道多，节目全受到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用户的喜爱；省市

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重要途经。本文介绍了项目组对广播电视

级以上频道的影视剧与综艺节目更受欢迎，省市级以下频道

公共服务内容供给的研究情况，结合对广播电视内容供给调

的新闻类和服务类节目更受用户关注。

研数据的分析，对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提出了一些建
议，抛砖引玉为广播电视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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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类节目被认为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应提供的节目内容，其

爱好、地域、文化素养、经济实力都是受众多元化、个性化

他综艺、音乐、文艺、影视等娱乐类节目不是被认为公共服

的影响因素。根据调研组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地区、

务最必须提供的节目内容。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收听收视习惯的用户对广播电视

2 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供给建议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媒体格局急遽变化，融媒体时
代已到来。广播电视行业在新的环境下也迎来了一个全新

公共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节目制作部门在提供
公共服务节目内容时要遵循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普适性、多
样性、优质性和创新性等原则，展示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
容的公益性和高品质。

的发展战略期。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公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众对信息类、新闻类节目的需求日益提升。这一点在此次

盾，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

问卷调查结果中也得到证实：80%以上的受众喜欢收看收

化，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从调研

听新闻类节目，对国家时政大事、民间新闻、周边实事都

数据分析可知，不同地区的用户、不同性别的用户、不同

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度，所以，提供真实、可靠、及时的新

年龄段的用户以及不同收视收听习惯的用户对广播电视公

闻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供给的一大任务。面对农村地

共服务内容供给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如何更好地满足广大

区的用户，则应该加大播放“三农”节目的比重，让农村

人民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供给的需求是提升广播电视

地区的用户能够通过这些节目获取他们想要了解的相关信

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问题。项目组通过对问卷调查的深入

息。现在，充斥在荧屏上的综艺节目更多倾向的是年轻的用

研究和分析，提出几条关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供给的

户群体，节目嘉宾、主持人所用的语言多为网络语言，这

建议。

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或老年用户来说难免显得格格不入、

2.1 加快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难以理解。所以，针对不同客户群体，提供多元的、个

近几年广播电视受到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的影响，受

性化的广播电视服务内容也是当下广播电视台亟待解决的

众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项目调查问卷调查显

问题。

示，看电视时间最长的是35岁以上年龄组，说明观众听众

2.3 针对节目特点，提升节目质量

益老年化，同时受众总体看电视、听广播的时间也日趋减

1. 新闻类节目

少，究其原因表面上是由于传统广播和电视受互联网和网

新闻类节目已成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供的首要内容。

络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冲击导致优势逐渐式微，市场萎缩疲

新闻类节目要严把新闻采编源头、及时输出，确保新闻的真

软，受众规模和广告营收都呈现出断崖式的下滑。但深层

实性与实效性。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用户对新闻节目时效性

次的原因也有来自广播电视自身体制机制等内部因素的桎

的期望值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台要不断创新新闻节目的来

梏。1983年国家提出广播电视“四级办”的政策，省、市、

源、深化内容，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手段和平

县各级广播电视台受困于频率频道求大求全思想的影响，

台进一步提高信息的获取、传播、制作、发布等各个环节的

纷纷争先开办频道，从增加频道数量上下功夫，致使我国

效率，保证节目的时效性，同时还要充分保障新闻节目的质

现在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数量居高不下。而绝大多数广播

量，严格进行新闻素材的搜集与筛选，确保新闻信息来源的

电视台内部的人、财、物的配置都是按照频率频道为单位

真实性。

进行的，过多的频率频道分散了有限的人、财、物和受众

2. 对农节目

等要素，也造成了大量同质竞争。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用

总局在《关于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户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被分散，固定的用户不断被分流，

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广播电视内容建设，培育文明乡

优势减弱。同类重复节目过多导致供给与需求出现失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大涉农节目的播出。通过分析

因此，从节目制作端进行优化改革是解决产能相对过剩

本次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农业人员的仅占

的，而去产能就成为广播电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

调查人员总数的28.6%，但在“您认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

之急。

提供的优先级应该是”排序题中，农林牧副渔业教育类节目

2.2 提供优质内容，增加有效供给

仍排在第三位。这充分说明了农业人员以及非农业人员均把

广播电视受众是多元化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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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对农节目首先要对农民受众的需求加以深入调查
和了解，保障节目的实用性和服务性。节目内容首先应包
括党和国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关精神，让农民受众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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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都说好，
XF605打造直播新势力！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够准确，给后期抠像造成麻烦。

来，直播成为时代新宠儿，无论

△XF605摄像机可以准确的识别出当前环境白平衡为

是颠覆线下传统购物方式的直播

5600K，如果过曝则可以使用XF605摄像机的ND滤镜1/4档，

带货，还是各类新颖有趣的达人

即可得到非常理想的曝光效果。

直播，直播在教育、娱乐、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无一
不启示着我们直播新时代已然到来！
一场出色的直播自然离不开优秀的设备，本文就带大家
一起探秘XF605摄像机的直播之旅！

△均匀布光后，被摄物体不
会产生明显的阴影，可以清晰的
拍摄到被摄物体，人像及沙发部
分层次分明，这样的条件下拍摄

直播第一步：搭建场景和灯光

利于后期抠像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实际拍摄中人物距离绿色

直播第二步：XF605摄像机设备组装

背景幕布的距离不要少于1.5米，只有这个距离才可以避免人

直播第三步：XF605摄像机设置

物因距离幕布过近而导致的头发、耳朵、肩膀等边缘位置反

1. 多声道录制设置

射绿色而无法抠像。

2. XF605摄像机画面输出设置

直播第二步：XF605摄像机设备组装

直播第四步：虚拟演播室
1. 多平台，横竖屏直播实时推流设置
2. XF605的伙伴RC-IP100/RC-V100遥控器

直播第一步：搭建场景和灯光

△将XF605摄像机安装到滑轨上面，并设置好滑轨A点到
B点的距离（尤其适合单机位直播的情况）。将滑轨的速度
设置到45%，这样可以慢慢滑动，产生一种动态的感觉。
在摄像机前部的冷靴接口安装一台Shogun7监视器，其支

△搭建绿幕虚拟演播室，需

持以Canon Log曲线进行Rec.709和HDR制作，也可以直接将

要架设顶部灯光，以实现完全照

Canon Log曲线转成PQ或HLG曲线输出给HDR电视或外部监

亮演播室，同时人物影子不显现

视器进行现场监看或者回放。

在绿幕上的效果。

*小提示：

△顶部灯光将色温设置为

Shogun7目前支持1920×1080的输出视频信号，暂未

【5600K】，亮度可根据室内环

支持XF605摄像机通过HDMI/SDI输出的3840×2160视频

境进行设置。

信号。

△在被摄主体右侧增加一支
灯光后人物实拍效果。
△三支灯光基本上就可以完
全打亮人物的面部。
△此时则需要统一灯光的白
平衡，将色温调整到5600K。在

△在大型活动直播时，使用
HDMI或者SDI线缆进行远距离传
输时会用到图传系统，而XF605
摄像机支持HDMI和12G-SDI同步
输出，这样就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在HDMI和12G-SDI接口之间
进行二选一了。

拍摄现场，尽量将所有的灯光调

△本方案中，HDMI接口输

整成统一的色温。尤其注意不要

出给Shogun7监视器作为监看使

使用室内的LED灯或者荧光灯进

用，因此使用XF605机身上的SDI

行照明，因为那样会使得色温不

接口连接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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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端连接到图传

Exrteme切换台，若能在监

的12G-SDI输入接口，图传

视器画面上看到通过无线图

支持12G-SDI环出功能，这

传传输过来的彩条信号，则

样又进一步扩展了摄像机的

说明设备连接已经正常。然

12G-SDI接口，可以在机身上

后再打开切换台的音频输入开关，检查声音信号传输是否

将视频信号输出给其他的监看设备。

正常。

*小提示：

直播第三步：XF605摄像机设置

虽然图传支持V口电池，
但是在可以使用交流电源的

△通常情况下彩条用于开播之前测试显示器与摄像设备

情况下还是尽量使用交流电

是否连接正常，图像颜色是否显示正确，接下来介绍彩条设

源进行直播操作，这样可以

置的具体操作。

长时间工作，比电池更加稳定。图传安装完成，摄像机在测

△按下【MENU】菜

试场地设备的时候，最好使用摄像机的彩条功能来进行图像

单选择【摄影设置 7】【彩

颜色的测试会更加准确便捷。

条】设置为【开】，【彩条

△XF605摄像机除机身

类型】分为【SMPTE】、

前部可装配麦克风以外，同

【 E BU 】 、 【 A R I B 】 三 种

时还可使用提握手柄上的

类型。

MIC接口插入3.5mm麦克风和

*小提示：

INPUT接口以及两组XLR麦

SMPTE：是由世界各国都拥有分支机构的美国电影电视

克风。
△在使用XF605摄像
机录制声音时，可通过

技术者协会（SMPTE）所定制的彩条，是目前最适合调整监
视器的图保型号。包括色度相位的调整，亮度的调整，对比
度的调整。

CasterPro播客一体机将音频

EBU：这种彩条是欧洲广播联盟（EBU）制定的，所以

输出到XF605的MIC接口（使

又称为EBU彩条。中国等国家的电视标准也规定在电视信号

用LINE3.5mm音频线进行连

的发射、传送和磁带录像中统一使用这种彩条信号。

接），这样就能通过调音台获取外部音频信号，摄像机可以
录制到更加理想的声音。
△在XF605摄像机的提

ARIB：日本1995年开发的ARIB（日本电波产业会）监
视器检验图。

1. 多声道录制设置

握手柄后端有一个可以使用

△主音频格式（MP4）

耳机进行监听的接口，这样

设置为【LPCM 16bit

就可以随时调整摄像机的录

4CH】。

制音量大小，方便摄像师录

△使用外部XLR麦克风

制视频时对音频的监听工作。

时，需要注意是无源麦克风

△多机位直播时，可以

还是有源麦克风，要是有源

通过3.5mm音频线连接无线

麦克风需要在手柄上的音频

图传的TALLY通话系统，通

控制单元选择MIC +48V才能

过将XF605摄像机的监听接

让XLR麦克风正常工作。

口使用3.5mm音频线连接到

△XF605摄像机默认的

图传的LINE-IN输入接口，然后将通话耳机插入TALLY-OUT

【主音频格式（Mp4）】默

接口，即可实现通话和监听摄像机输出音频切换。

认为【AAC 16 bit 2CH】两声

△最后检查一下设备是否连接正常，打开Atem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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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XF605摄像机

要【屏幕显示输出】。

默认的【主音频格式

在实际使用时，以实际

（Mp4）】改为【AAC

使用接口为准。

16 bit 4CH】即可实现四

*小提示：

声道录制音频了。

Bt.709 Normol：常

△将【主音频格式
（Mp4）】改为【AAC
16 bit 4CH】，进入【音
频输入选择】，选择
【通道1/通道2】/【通
道3/通道4】输入的音频设备类型了，选择好需要的输入设备

规的色彩动态范围
Bt.709 Widr：宽度
的色彩动态范围
Bt.709 Standard：标
准的色彩动态范围
在直播过程中，建

后按下操纵杆的SET按钮即可完成设置（操纵杆向下按确认

议将画面预设为【CP】【BT.709】,尤其是在多机位直播现场

设置）。

活动的时候，这样设置可以保证不同摄像机/微单/单反设备的

2. XF605摄像机画面输出设置

颜色统一，以做到更加容易地控制输出色彩。

△关于视频信号

直播第四步：虚拟演播室

的输出设置，【在系
统设置 2】里面可以
设置HDMI输出信号和
SDI输出信号的分辨率
（3840×2160P和1920×1080P），同时是否输出信号的开关
也在这里，需要哪个输出信号就将其输出设置为【开】。
△Shogun7显示画
面，很多时候可以方便
摄像师观察摄像机的设
置、拍摄参数以及记录

△演播室搭建过程从布置直播绿幕/蓝幕场景开始，然

格式设置等信息，此时

后设置好灯光色温。接下来设置摄像机的输出连接方式和音

需要将屏幕显示设置为开启状态。

频输出方式，设置完成以后将视频和音频信号输入至切换台

△Shogun7显示画

（导播台），之后如有录制直播视频需要可以将切换台信号

面，在【监看设置 4】

输出至外部记录设备，最后将视频推流到直播平台。下面是

菜单可以看到，屏幕显

推流到直播平台的横竖屏推流设置步骤。

示输出SDI/HDMI都设

1. 多平台，横竖屏直播实时推流设置

置为【开】，这样在

△推流到软件哔哩

使用SDI和HDMI输出

哔哩的直播视频画面

的情况下，两台监看

（1080 60P 效果）。

设备都可以看到屏幕
信息。
△图为关闭屏幕显
示输出后的直播截图。
△Shogun7显示画面，选择将【屏幕显示输出：SDI】设

△抖音竖屏直播效
果演示。
△点击抖音直播伴
侣左上角，将横屏画面
切换为竖屏画面。

置为【关】，是因为SDI接口连接的是无线图传设备，无线图

△完成摄像头设

传传输的信号给切换台后进行直播输出，所以这路信号不需

置，将切换台A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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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Extreme设置为摄
像头，这里需要将切换
台的UBS-C接口连接到
电脑上。（Atem Mini
Extreme不支持Microsoft
Windows10以下的系统，
无法被识别为摄像头）
△将画面拉伸到正
常高度。
△调整完画面比例
后，将画面切换到XF605
摄像机画面，将人物调

杆和操纵杆，以便精确地平移、倾斜、变焦和更改相机图像

整到屏幕中央即可。

设置。操纵杆的平稳响应使操作员能够自信地捕捉直播中的

△此时打开手机端
抖音APP就可以看到直播

动作。将此控制器与受支持的佳能PTZ摄像机配对，为您的
视频制作创建理想的摄像机/控制器组合。

画面了。
使用这个方法进行
直播并不需要将摄像机
竖立起来进行录制，因
为XF605摄像机作为4K摄像机可输出超高画质，而直播活动
只需要1280X720P或1920X1080P的画质，所以只需裁切画面
即可满足日常竖屏直播的需求。
*小提示：
Video Assist 7 12G HDR可以支持XF605摄像机输出的4K

△RemoteCameraControlApplication软件可以非常方便的

UHD(3840X2160)视频。

进行摄像机的切换控制，并且可以同时管理多达100台摄像机

2. XF605的伙伴RC-IP100/RC-V100遥控器

协同工作。
△CameraSearchTool
工具可以设置XF605摄
像机的曝光、白平衡、
感光度、快门速度、分
辨率等信息。Camera
Search Tool和Remote Camera Control Application软件可点击文
末“阅读原文”进行下载。
当今时代直播行业发展迅猛，如何呈现出更优秀的直播

△XF605支持多种有线连接功能，可实现多种操控。

是无数创作者的心之所念。当然，一场理想的直播离不开巧

XF605带有包含REMOTE A/B接口在内的多种连接方式。

妙的场景构思及内容设计，但同时一款出色且适合直播的拍

与摄像机1对1连接，通过串行通讯控制器操作摄像机。

摄设备同样关键，而集轻量化、机动性高及理想兼容性等众

REMOTE A/B可同时连接或接收。可通过支持NU协议的摄像

多优秀性能于一身的新一代4K专业摄像机XF605，配备超强

机遥控器操控摄像机。

稳定性与强势性能，显然是直播的好帮手，更愿为您的直播

△RC-IP100 PTZ遥控器支持IP和串行连接，允许操作员
同时控制多台摄像机。控制器配备了一个7英寸触摸屏、变焦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年·第48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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