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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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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建设成就,介绍高新技术,交流工作经验，传播各种信息的重要媒体。本刊主要面向各

级广播电视行业主管部门、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发射台、微波站、卫星站、节目

制作单位及电教系统，同时对企业、工矿、学校、部队等具有公共广播电视设施的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为繁荣学术交流，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万方数据”和“维普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有权选取部分论文在本刊关联平台（如广电猎酷网 www.lieku.cn、“广电猎酷”微信公众号等）

发布，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已随论文稿酬一次性给付。本刊充分尊重作者的原创成果并合理保护作者享

有的权利，如作者不同意本刊之外其他形式的发布，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本刊及主

办单位对本刊已发布作品的内容和观点不持有任何立场、不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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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于国际传播需求的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设计与建设

本文所述的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的建设，为国际传播业务构建了从舆情汇聚、信息采集、融媒体内容生

产、多渠道矩阵发布、分布式存储、全球化管理到综合传播数据反馈的全流程业务传播链条，是紧密结合国

际传播业务需求设计的技术支撑平台，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拓展性，为应对国际传播策略的实施或变化奠

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34〕   AVS技术发展以及AVS2编码优化与应用探索

自AVS标准工作组成立以来，我国自主技术的AVS编码标准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全面覆盖标

清到8K超高清视频信号的编码标准体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AVS技术应用联合推进组”主要成员单

位，正在逐步部署开播使用AVS2编码压缩标准的多个4K超高清频道。本文所述基于AVS2编码优化研究提出

的编码工具集的选择应用建议和对编码压缩系统中使用的AVS2实时编码器进行的编码性能测试评估，有助于

进一步推进解决自主技术的编解码设备产品化、产业化应用，以及编码压缩的系统级部署，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编码压缩、分发和接收的端到端关键技术问题。

〔64〕   省级广电网络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的规划与实践

当前，“全国一网”整合一体运营成为广电网络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网络整合的逐步深入，技术标准

体系的分散、独立极易导致统一业务“下不去”、各地优质业务“传不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广电网络规

模化、一体化运营效率。鉴于统一技术标准是实现高质量、高效率、规模化运营的重要基础，本文特以此为

切入点，对省级广电网络统一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编目架构和实施策略开展研究，可咨业界同仁参考借鉴。

〔84〕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应急广播体系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打通应急信息发布“最后一公里”、实现精准动员的

重要渠道。本文以辽宁省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规划建设为例，介绍了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设计思

路、总体架构与各功能模块的实现，可供读者参考。

〔111〕   实时语音识别技术在广播电视安全播出AI辅助值守中的开发与应用

近年来，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智慧化运营趋势日趋明显，多种智能辅助手段出现，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已经

逐步由人工值守转向设备辅助值守。本文通过引入实时语音识别技术，基于算法革新，通过AI人工智能辅助

值守，改变传统的语言节目安全播出值守现状，大大减轻值守压力，大幅提升值守效能。

邮发代号：8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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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Converged Media Business Integration Platform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Converged media business integration platform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builds a whole proces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hai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usiness from public opinion gather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onverged media content production, multi-
channel matrix release, distributed storage, global management to comprehensive communication data feedback. It is a technical support 
platform designed to closely integrate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s, which has high practicability and scalability, and 
lays a certain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implementation or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34〕 AVS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AVS2 Encoding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ploit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VS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China's independent AVS coding standard has developed for nearly two 
decades, and has formed a coding standard system covering SD to 8K UHD video signals. As a major member of "AV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Joint Promotion Group", China Media Group is gradually deploying and broadcasting multiple 4K UHD channels using 
AVS2 encoding and compression standard.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recommendations of encoding tool set based on AVS2 encoding 
optimization research and encoding performance test and evaluation of AVS2 real-time encoder used in coding and compression system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further promote produc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pplication of codec equipment with independent 
technology, as well as system-level deployment of coding and compression, which solves end-to-end key technical problems of code 
compression,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64〕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Unified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for Provincial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Network
At present, integrated operation of "one network across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With gradual deepening of network integr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can easily 
lead to “unavailability” of unified and high-quality services, which will affect the scal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tegrated oper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Since unified technical standards a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high-efficiency, and large-scale oper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is as an entry point to conduct research on cataloging archite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for provincial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colleagues in the industry.

〔84〕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ial Broadcasting Platform for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for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opening up "last mile"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achieving precise mobilization. Tak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leve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in Liaon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design ideas, overall 
architecture and realization of various functional modules of provincial-leve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readers.

〔111〕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AI-assisted Duty for Safe 
Broadcas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intelligent oper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and a 
variety of intelligent auxiliary methods have emerged. Safe broadcas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manual duty 
to equipment-assisted duty. In this paper, by introducing real-time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algorithm innov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ssist on duty, this paper changes current situation of safe broadcast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programs, greatly 
reduces on duty pressure and greatly improves on dut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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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s

2020年度 《广播与电视技术》
十佳优秀论文奖正式揭晓

（附热心读者奖结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办的2020年度《广

播与电视技术》十佳优秀论文评选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

广大读者、作者和行业技术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经过广电行业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历经三个多月的初评、

复评和终评，以及为期七天的结果公示，2020年度《广播

与电视技术》十佳优秀论文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获奖名单 

附后)。

《广播与电视技术》十佳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广电行业新技

术的学术交流和应用推广，更好地服务业内广大科技工作者。

2020年度《广播与电视技术》还得到了中国电子学会有线电视

综合信息技术分会的大力支持。

本届十佳优秀论文奖评选一如既往秉承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设立论文选题、应用价值、论述水平、写作规范等多

个评价维度，采用初评、复评、终评三轮严格评审，并且论文

复评和终评都是隐去作者信息的盲评，最大限度确保了十佳优

秀论文奖评审质量。

《广播与电视技术》高度重视与读者的日常联系沟通，

依托2020年度十佳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平台，主办方除了邀请行

业专家开展复评、终评外，还在评审系统平台上特别开设了热

心读者投票窗口，广大读者可与业界专家一同参与论文评选活

动。经与最终获奖结果比对，参与投票排名前5名的读者幸运

地获得了2020年度《广播与电视技术》十佳优秀论文评选“热

心读者奖”（结果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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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者手机号

1 183****5280

2 139****4578

3 130****3176

4 156****8067

5 175****6986

2020年度《广播与电视技术》十佳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

2020年度《广播与电视技术》 
十佳优秀论文评选热心读者奖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单位 作者

1 5G+4K/8K+AI重构电视媒体制播体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姜文波，赵贵华

2 支持HDR和三维声的4K超高清电视端到端系统架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2

潘晓菲1，周芸2， 

郭晓强2，焦健波1

3 超高清图像色彩保真度评估研究与实践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王惠明，欧臻彦

4 一种用于识别非法广播的音频多特征比对方法 成都凯腾四方数字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郑鑫，卢宇

5 中波双频共塔天线调配网络设计与实现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七一八台 朱兴华

6 不同频段5G覆盖对比评估与分析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 张国庭，肖婧婷，杨明

7 构建基于“5G通信+5G广播”的智慧广电新型网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高杨，冯景锋

8 5G系统与广电卫星接收系统的干扰共存研究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孙俊焘，赵哲，盖新

9 长江云全媒体内容库技术架构设计与实现 湖北广播电视台 蔡宏伍

10 新型5G智慧广播技术体系设计与应用 湖南广播电视台
牛嵩峰，王承永，谢少华， 

唐炜，何良璋，曾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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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试点建设的探索

作者简介

韦凤云，女，壮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政工师。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广西各级广电部门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抢抓机遇、主动谋划，开展东兴市、龙州县智慧广电固

边工程试点建设的相关工作探索。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聚焦边境地区需求，建设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管

理平台和专用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开展了“口岸一屏”、“空中课堂”等具有边境特色的业务，为维护边疆民族和谐、社会稳定，

助力富边兴边，稳边固边，建设壮美广西起到了极大支撑作用。

【关键词】 固边工程， 智慧广电， 试点建设， 服务平台

“Revitalizing Frontier and Enriching People, Stabilizing and Consolidating 
Border Area” —— Exploration on Pilot Work of the Project to Consolidate 

Border Areas with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Guangxi
Wei Fengyun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53002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relevant work exploration of Guangxi radio and television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with strong support of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in seizing opportunities and actively planning to carry out pilot construction of consolidating border areas 
projects with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Dongxing City and Longzhou County. The Project to Consolidate Border Areas with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Guangxi focuses on the needs of border areas, builds transmission network,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platform, special 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carries out businesses with bord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ne screen at the port” and “class 
in the air”, which has played a great supporting role in maintaining national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prospering and stabilizing the frontier, and 
building a magnificent Guangxi.

Keywords  The project to consolidate border areas,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Pilot construction, Service platform

韦凤云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  5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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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智慧广

电媒体，发展智慧广电网络”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部署实施了“智慧广电”工程，以深化广播电视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为重点，推动广播电视从数字化网

络化向智慧化发展，从功能业务型向创新服务型转变，为

数字中国、智慧城市、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1]明确指出“实施智慧广

电固边工程和乡村工程”，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智慧广电”

建设工作的落脚点。2021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印发《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实施方案》[2]对“一网

络、两平台”建设进行了部署安排。

为贯彻总书记指示要求，落实总局工作部署，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广电局于2021年

7月启动了龙州、东兴两地的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试点建设工

作。在实施过程中，项目充分依托前期在“壮美广西•智慧广

电”工程中打下的坚实基础，发挥广电网络在技术平台、网

络覆盖、人员队伍等诸方面的优势，通过做强基础平台和网

络，拓展广电网络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为实现兴边富民、稳

边固边，繁荣智慧广电服务生态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1  背景及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南临北部湾，面向东南

亚，西南与越南接壤，国境线全长约1020公里，是“一带一

路”交汇对接点，是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外联系的“桥头

堡”，更是国家陆海统筹的重要节点、关键区域，承担着保

障国家安全、促进经贸往来的重要职责。同时，广西是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 （区），在维护祖国民族团结和睦、

边疆安宁稳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9年以来，自治区广电局在自治区政府领导下，紧紧

围绕数字广西建设、决胜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大

局，推动“壮美广西•智慧广电”工程建设，实现了广电网络

光纤化、IP化、智能化，智慧广电成为服务全区数字经济、

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民生建设的重要平台，主要包括：

1. 建设传播网络体系，夯实网络基础，扩大网络覆盖，增加

用户群体

1）开展基础网络建设“大会战”，实现了广西全区所有

行政村广电光缆“村村通”，全部14335个行政村通光缆、通

“广电云”信号、通广电宽带；完成6.2万个35户以上自然村

的光缆联网，新建广电光缆9.7万公里，累计投入约20亿元。

2）实现智慧应急广播六级贯通，建成34个县级应急广播

体系，广西应急广播体系覆盖率达50%。

3）打造行政村全媒体信息站，整合智慧广电内容和服务

资源，打造智慧广电成果应用展示窗口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新载体。

4）建设广播电视无线智能综合覆盖网，减少覆盖盲区。

工程新建753座乡镇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和109座村级广播

电视无线发射台站，全区广播电视有线、无线、直播卫星覆

盖率达99.9%，广播电视传播和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5）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健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运

行维护保障体系，累计发展“智慧广电”用户163万户。

2. 构建多功能、全生态业务平台，培育内容生产与服务生

态体系

1）建设广电融合媒体云平台，聚合海量内容资源。

2）升级农家书屋，打造数字图书馆，提升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

3）实现智慧广电“一村一屏”综合信息发布平台行政村

全覆盖，设立定制化开屏页面，个性化展现当地特色内容，

打造“智慧乡村”。

4）依托“广电云”机顶盒，通过智慧广电网络与自治区

大数据局实现数据共享，提供社保查询、交通违章查询等智

慧化、便捷化应用服务，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以上工作为此次东兴、龙州、靖西、那坡、宁明、凭

祥、大新、防城区等8个县（市、区）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

打下了坚实基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固边工程将着力进一

步解决以下问题。

1. 需实现网络未通达地区的网络覆盖，广播电视基础设施

的建设部署

边境8个县（市、区）仍有1417个35户以上自然村未接通

广播电视光缆；9个边境口岸和部分边境营房、哨卡、边防检

查站、乡镇卫生院未实现广电云信号覆盖；智慧广电全媒体

信息站、视频会议系统等新型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尚未在边境

地区行政村部署。

2. 需实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和智慧广电应用服务进一步

加强

边境8个县（市、区）已实现所有行政村广播电视光缆联

网和数字农家书屋全覆盖，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率和服

务范围亟需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广电网络和广播电视的功能

与服务还较为单薄，边境人民群众对更满意、更丰富、更优

质的广播电视服务需求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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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方案

结合边境实际，自治区广电局指导广西广电网络公司谋

划部署了广西边境地区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智慧广电公共服

务管理平台和专用文化信息服务平台的“一网络、两平台”

建设方案，如图1所示。

1. 方案充分整合广西广电已有的网络覆盖优势，将光

缆联网范围延伸扩大至口岸、边疆地区乡镇卫生院，在边

境0～20公里范围内的每个行政村建设智慧广电全媒体信 

息站。

2. 利用智慧广电服务生态体系的资源与创新成果，依托

广西智慧广电技术平台，构建完善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平

台，部署智慧乡村“一村一屏”、“口岸一屏”等设施，搭

建县乡村三级会议系统、平安乡村安防监控平台。

3. 建设专用文化信息服务平台，面向边境社会治理提供

高清视频会议、疫情视频监控等信息服务系统，拓展广电网

络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构建智慧广电固边新服务新业态。

2.1 边境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

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实现网络未通达地区光缆网络全

覆盖。接入网升级改造技术方案采用I-PON网络进行建设，

应用双纤三波的组网方案，利用广电网络万兆IP广播光纤入

户技术，实现万兆进村、千兆入户，向用户提供高清、4K、

8K等高质量视频业务，实现直播、点播、上网互不干扰。智

慧广电固边工程网络架构如图2所示。

1. 数字电视平台与原有系统进行对接，其中原有系统包括

卫星接收、节目编码、防非系统、VOD、互联网接入系统等。

2. 直播业务通过SDN交换机的流表配置，完成对组播地

址的流向控制，将信号复制多份，自定义不同端口分发不同

内容。

3. 点播业务通过SDN交换设备将直播信号和点播信号合

并在一个万兆端口，通过光放大器和光分路器等设备连接

至用户I-PON终端，SDN交换设备与县 （市）汇聚交换机对

接，SDN交换设备上联链路做万兆端口聚合，全部推流信号

进入SDN交换设备的输入聚合口，在SDN交换设备上控制流

表实现用户点播分发，同时系统通过区域码服务器完成各域

的区域码配置和组播输出。

4. 所有用户终端均为智能型的“广电云盒”，除了提供

超过75套的直播电视服务、46套高清和1套4K超高清等丰富

的直播电视节目外，还提供小象互动、广电宽带、无线Wi-

Fi、时移电视、视频点播等服务。

2.2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云平台

智慧广电（固边）云平台依托广西智慧广电技术平台进

行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多样、上下联动，整体架构如图3所

示。云平台采用CLOS架构的大二层扁平组网，支持业务平

面与带外管理平面隔离，具备交换机线性扩展和负载分担能

力。通过在本地建设私有云，部署广电高安全等级业务，保

存核心数据；通过建设专属云，支撑安全性、系统运行稳定

性、资源使用灵活性要求高的业务。

基础模块通过将物理服务器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以及网络

设备虚拟化成虚拟计算、分布式存储和软件定义网络，并在

此基础上提供云数据库、大数据处理、分布式中间件服务，

为各应用系统提供IT基础服务的支撑能力，同时可以和账号

体系、监控运维系统进行对接。

图1 总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试点项目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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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固边）云平台上层为应用服务层，可为用户

终端提供内容和业务服务，根据业务服务场景分为智慧广电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和专用文化信息服务平台。

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提供优秀民族类节目、远

程医疗、平安乡村安防监控平台、一村一屏/口岸一屏、空中

课堂、三级会议系统等多种公共服务和新型融合广播电视业

务。构建面向多终端覆盖的全媒体业务，并实现面向不同用

户、不同群体的内容发布手段，满足用户对高质量视频内容

的文化需求。

专用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因地制宜面向边境社会治理提

供建设高清视频会议、疫情视频监控等多种专用信息业务，

为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提供平台支撑，有效保障边境社会

文化生活、信息发布和应急调度。

3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试点主要成效

自2021年7月28日龙州县、东兴市启动试点建设项目开

工以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截至10月26日，广西智慧广电

固边工程试点主要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固边工程有力提升了

试点地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与广播电视服务固边强边能

力，推动边境试点地区广播电视从功能业务型向创新服务型

图2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全IP万兆广播融合光网络架构图

图3 智慧广电（固边）云平台整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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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发展；有效扩大了边境广电

舆论宣传阵地，增强了智慧广电服务固边强边和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能力，维护边疆和谐稳定。

3.1 边境地区广播电视设施覆盖水平得到提升

完成了“四通”（通自然村、部队、口岸、乡镇卫生

院）光缆联网工程，累计建设广电光缆干线约242.64公里，

实现100个边境自然村联网、5个乡镇卫生院、2个口岸光缆联

网，完成13个行政村全媒体信息站建设。

3.2 边境文化生活和 综合信息需求得到满足

通过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和专用文化信息服务平

台满足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和边防官兵的文化生活和综合信息

需求，有效赋能边境管控和疫情防控工作。

1. 依托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推出  “扶贫课

堂”、“三农课堂”、“一村一屏”等教育扶贫、信息扶贫

等优质服务与，激发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2. 推出“空中课堂”栏目，为学生们连接起“云端”的

求学路，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通过最便捷、最经济、最高效

的数字电视渠道，获得了与城市孩子同样的优质

均衡教育资源。

3. 建设“一校一屏”县、乡、村三级学校管

理平台，为学校提供独具特色的可视化窗口，为

家校共育环境提供信息化平台支撑，满足人民群

众对教育服务新需求。

4. 丰富战“疫”新业态新应用，提供“在线

义诊”等服务，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抗疫期间的文

化生活。

5. 在东兴市竹山村、龙州县坂局村和共宜社

区各建成1个行政村户外大屏，有效满足了当地

群众的日常娱乐活动和文化信息需要。

3.3 边境基层服务与管理得到有力支撑

全力推动智慧广电赋能边境基层政务管理、

公共服务、民生服务、社会治理、边防建设、疫

情防控和治安监控管理，推动智慧广电+教育培

训、公共文化、公共安全、远程医疗、扶贫电商

等行业应用深度融合。

1. 建设完成龙州、东兴的县乡村三级会议

系统建设，覆盖试点两县（市）所有行政村，

提升边境基层政府治理效率，助力疫情防控 

工作。

2. 创新应用“无感人脸识别+精准红外线成

像测温系统”，提升边境防疫检查效率，助力疫

情防控便捷高效。

3. 建设龙州、东兴平安乡村安防监控平台，在边境56个

20户以上自然村安装了74个视频监控摄像头，支撑守边固边

一体化联防体系。

4. 为龙州、东兴2个边境口岸提供“口岸一屏”外宣服

务，以专题片、短视频等形式播放检验检疫出入境、反走

私、反越境、疫情防控等内容，助力维护口岸治安。

5. 通过与应急广播系统打通，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及时

发布权威信息、广泛传播防控科普知识，第一时间把防疫防

控信息、指令，传达到乡镇、村屯的千家万户、田间地头，

有效打通疫情防控宣传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用普通话和

本地方言进行双语播发宣传，对疫情联防联控宣传工作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

6. 利用应急广播平台，在对内在边境村屯开展党的方针

政策、守边固边、扫黑除恶、疫情防控等宣传，将党中央的

声音直接传递到千家万户；对外宣传我国边境政策，促进中

越文化交流，把中国好声音传播给越南边民。

图4 智慧广电固边服务展示界面

图5 空中课堂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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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的实施经验

4.1 争取领导重视，实现高位推动

自治区广电局通过积极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总局领导汇

报项目进程，并获得了领导的高度重视，极大促进了固边工

程试点建设工作的迅速开展和落地见效。

上半年自治区主席蓝天立到自治区广电局调研工作时对

智慧广电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自治区副主席蔡丽新亲带

队到东兴市竹山村实地调研，并提出了结合固边兴边抓好试

点、加快试点工程建设进度等具体工作要求。

4.2 统筹安排协调，预先科学谋划

自治区广电局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大局，积极

对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乡村

振兴局、大数据发展局、人防边海防办等相关部门，统筹全

区广播电视行业资源力量，推动将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纳

入乡村振兴、数字广西等中心工作，纳入自治区“十四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固边工程项目能够在政

策制定和资金保障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撑。

4.3 地方组织有力，实施推进有序

在广西广播电视局的统筹协调下，防城港市、崇左

市、东兴市、龙州县等试点建设相关市、县（市）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工作，成立本级智慧广

电固边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市、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加强对智慧广电固边工程的规划引导、政策

扶持和资金支持。局领导多次带队到广西边境市县开展实

地调研，积极组织自治区各相关单位、各相关市县人民政

府召开智慧广电固边工程专题研讨会，统一思想，解决 

问题。

各地将智慧广电固边工程作为各级各部门绩效考核的重

要内容，由政府牵头推动，对工程建设质量、服务质量和安

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管，确保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进程。通

过绩效考核管理，明确工程建设目标、进度、质量，提高任

务推动和管理的科学性，充分调动各相关部门及人员干事业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对形成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

各方面工作扎实推进起到重要作用。

5  未来工作方向

5.1 共建共赢，加强政策资金扶持，探索长效运营机制

未来自治区广电局将结合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实际，

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持续积极对接相关部

门，统筹全区广播电视行业资源力量，带动各行业凝心聚

力、全力以赴，推动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形成系统合

力、获得整体突破，确保政策和资金保障。

同时，探索智慧广电新业务、新形态、新服务，总结凝

练“政用、商用、民用”各方面的成熟业态和典型模式，形

成固边工程后续的运行维护长效机制，积极培育自我造血能

力，巩固智慧广电固边工程的建设成效。

5.2 共担共治，远谋划高要求，统筹推进智慧广电固边工程

建设

自治区广电局将强化牵头作用，早起步实工作，远谋划

高要求，强化统筹协调和规划引导，放眼长远、超前谋划，

周密部署、分工负责，凝聚边境地区各级政府和自治区各有

关部门力量，引导多元投入，团结协作合力攻坚，快速有序

高效推进工程建设，推动形成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建设发展综

合效应和长期效应。

5.3 示范引领，大力宣讲推介，推动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走深

走实

自治区广电局将强化试点建设示范引领作用，及时汇

总梳理试点建设情况，研究新模式、总结新经验、探索新

路径，在实践中总结不同地区建设过程的共性问题，完善典

型做法，提炼先进经验，指导好其余边境县（市、区）结合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好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公共

文化和专用文化服务，实现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高水平

建设。同时，通过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及新建的智慧广

电固边工程云平台等渠道，全方位宣传智慧广电固边工程

建设成效，确保做到让这一民心工程真正走进民心，家喻 

户晓。

6  结束语

“壮美广西•智慧广电”工程和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

试点建设的成功实践，极大深化了广西广电系统上下对于智

慧广电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坚定了广西广电人通过技术革新

和服务创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念，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广西智慧广电的发展

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谱写更加绚丽的 

华章。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新华社, 2021年3月13日.

[2] 财规字〔2021〕12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国家发展

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关于印发<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1年6月21日.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18

热点  论点 融媒体平台建设 ︳  Construction of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基于国际传播需求的融媒体业务 
集成平台设计与建设

【摘  要】 本文基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的国际传播业务需求，设计了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平台软

件架构采用“业务中台+应用系统集”前端业务和后台系统松耦合的软件设计模式，构建了基于内容中台、运营中台、数据中

台联合支撑的应用系统集，形成了从舆情汇聚、信息采集、融媒体内容生产、多渠道矩阵发布、分布式存储、全球化管理到综合

传播数据反馈的全流程业务传播链条，为欧拉中心北京总部和本土化融媒体制作室提供统一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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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Converged Media Business Integration  
Platform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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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dia Group, Beijing 10004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 requirements of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 Center of China Media 
Group, this paper designs a converged media service integration platform. Software architecture of the platform adopts software design mode of ‘business 
middle station + application system sets’ which is loosely coupled between front-end business and back-end system. It constructs an application 
system sets based on joint support of Content Middle Station, Operation Middle Station, and Data Middle Station, and forms a full-proces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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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雨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  100040)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就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一

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对外传播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本文

基于传播学、多媒体信息通讯等信息传播理论，结合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以下简称欧拉中

心）现实的国际传播业务需求，设计构建了联通欧拉中心北

京总部和欧洲拉美地区本土化融媒体制作室的“欧拉中心融

媒体业务集成平台”，覆盖整个欧洲拉美地区，服务于相关

对象国国际传播业务的开展。

本文所述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基于信源、讯息、媒介、

信宿及其反馈这一基本的信息传播过程进行总体架构设计，

在平台应用系统的设计和建设上对标上述信息传播要素，确

保平台设计符合融媒体信息传播规律，从而对欧拉美区域的

国际传播业务进行有效支撑。

1  平台总体设计

1.1 业务需求和平台总体架构

二零一九年四季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

言节目中心正式成立，覆盖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德语、

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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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克罗地亚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捷克语、匈牙

利语、希腊语、世界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共18个语种

的国际传播业务。

欧拉中心多语种国际传播业务既包括原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西班牙语、法语、俄语频道、原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18个语种的广播频率、官方网站、移动客户端以及脸书、

推特、油管、接触网、照片墙、微博、微信等第三方社交媒

体账号，还涵盖了在各语种对象国拓展的本土化传播业务，

如各语种本土化融媒体制作室、海外分台等海外传播机构所

开设的融媒体业务，包括落地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网

站、移动客户端或第三方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与本地主流媒

体合作的合作传播业务等。

基于上述国际传播业务布局形态，为形成前后方（北京

总部和本土化传播机构）联动、多方位协同、信息互联互通

的国际传播业务链条，亟需设计欧拉中心融媒体业务集成平

台，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的全业务流程中

形成全面有效的技术支撑。

欧拉中心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1.2 平台系统定位及技术架构

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服务于欧拉中心北京总部及其分布

在欧洲拉美地区的本土化传播机构，为总部和本土化传播机构

之间构建了业务互联协同、节目互通交换的整业务传播链条。

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基于总台专属云基础资源和公有云

资源进行搭建，构建内容

中台、运营中台和数据中

台承载相关业务应用，应

用系统设计采用扁平化软

件设计架构，涵盖了平台

门户和用户管理系统、

多语种舆情信息系统、

多语种全媒体内容库、多

语种稿件系统、社媒发布

系统、网站内容发布及专

题制作系统、移动客户端

内容发布系统和传播效果

评估系统等应用系统。其

中，多语种全媒体内容库

和多语种稿件系统是基于

内容中台构建的应用系

统、两者相互贯通形成

全媒体内容管理矩阵；社

媒发布系统、网站内容发布系统和移动客户端内容发布系统

是基于运营中台构建的应用系统，三者联合形成了新媒体内

容发布矩阵；传播效果评估系统和用户管理系统是基于数据

中台构建的应用系统，两者联合为节目在欧洲拉美地区的传

播提供数据统计分析和效果评估服务；平台还可随时根据业

务创新进行新的应用系统开发部署。同时，平台开放相关技

术接口，与台内其他技术系统进行对接，从而实现产品、内

容、数据等业务资源在总台技术生态中的无缝流转。平台整

体技术架构详见图2。 

2  平台应用系统设计

2.1 平台门户和用户管理

平台门户和用户管理系统是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的统一

入口，支持对平台用户的统一登录、统一认证和统一管理。

平台门户前端页面分为通知公告区、综合信息区和新媒

体业务区三大区域，用于向中心用户展现相关信息和平台各

应用系统入口。平台门户后台配置内容管理、用户管理、角

色管理、权限分类管理、权限资源管理、菜单管理等功能，

用于通知公告、综合信息的编辑发布和新媒体应用系统的

接入管理。其中，通知公告管理模块可灵活创建通知公告的

类型、定义通知公告的排序、标注通知公告的颜色，并可对

其进行置顶、编辑、删除等操作。综合信息管理模块可创建

多层级目录结构，用于存放不同类别的文档，并支持doc、

图1 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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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xls等多种文档格式的在线预览和下载。新媒体业务接入

管理模块对平台应用系统进行应用注册管理以及统一用户、

统一认证管理，实现应用系统的统一登录。为适应不同场景

的业务应用，上述系统后台功能及相关操作按钮皆已细分为

各权限单元，可根据业务需求对不同的用户角色进行相应的

权限设置。同时，为保证平台信息及应用的使用安全，平台

门户还支持对通知公告、综合信息以及新媒体业务的分级访

问，支持自定义不同的访问等级和访问权限。

2.2 多语种舆情信息系统

多语种舆情信息系统是欧拉中心多语种传播业务的信息

参考中心，通过运用互联网数据采集技术与多语言大数据分

析技术，整合互联网舆情数据资源，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包括对多语种新闻的事前预测、事中监控、事后追踪进行多

维度、可视化的设计和呈现，为新闻生产提供智能辅助，并

在境外主流社媒平台发布内容的用户评论中引入AI情感智能

分析，为舆论引导提供客观数据。系统主要包括舆情热点预

测、分类新闻纵向监看、国内外热搜词、AI情感分析和多语

种舆情信息支持五大功能。其技术架构如图3所示。

舆情热点预测模块主要用于生成突发地图新闻，用来

预测有可能成为热点的舆情数据，数据来

自27家主流媒体信源网站和110家小语种信

源网站，类别包括Technology、Business、

General、Science、World、Finance、Politics、

Economy、Entertainment等九大类。新闻数据

按照时间排序并用不同的色带区分，同时每次

更新的数据都会在地图显示相应颜色的光源点

用于提醒用户。每一条数据包括标题，带有颜

色的分类标志，新闻发生地的国家标志，舆情

来源以及发生时间总共5种属性。地图上的光

点会根据每条数据的国家标志对应相应的经纬

坐标在地图上一一进行展示。

分类新闻模块的核心功能是从两万余

家全球新闻站点抓取新闻数据，并且按照

Economy，Environment，Finance，General，

Politics，Security，World七大分类做分类处

理，分类新闻在页面做轮播展示，支持用户随

时寻找各个分类下最新最热的新闻数据。

国内外热搜词数据是从百度和谷歌获取

的，国内热搜词的数据来自于百度新闻，国外

热搜词的数据来自于谷歌趋势，爬虫每次抓取

国内国外最新更新的热搜词各10条。

AI情感分析模块是根据指定社媒账号（脸书、推特、接

触网、油管、照片墙、微博、微信）发布内容的评论文字进

行抓取，通过使用AI情感分析技术，对评论文字进行语言语

义的深度理解，从而评估出文本中表达的情感状态，涵盖正

面、负面和中立三种状态。

2.3 多语种全媒体内容库

多语种全媒体内容库是欧拉中心多语种传播业务的信息

汇聚中心，支持对自采自产、第三方接入以及购买的版权内

容进汇聚展现、筛选检索和内容流转。内容库配套开发移动

采编模块，涵盖网页版个人中心、移动采编APP等采编软件

产品，支持用户随时随地进行音视图文的采集、创作、剪辑

并回传至内容库进行后续的处理。内容库对平台全媒体内容

采用统一资源管理方式，使用智能内容识别及元素提取技术

自动对内容进行分类、打标签等标准化处理，相关数据使用

对象存储OSS服务进行统一存储。内容库支持对全媒体内容

进行下载（根据业务管理规范执行）、收藏、手动打标签等

操作，其中的内容可通过内容流转接口进入平台其他应用系

统进行后续的内容处理，如通过引用、提取接口流转到多语

种稿件系统进入稿件编辑、翻译及审校流程；通过发布接口

图2 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技术架构

图3 多语种舆情信息系统技术架构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 21

热点  论点Construction of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 融媒体平台建设

流转到统一发布系统进入针对第三方社媒

平台的编辑发布流程，或者直接发布到第

三方社媒平台；通过网站发布接口流转到

多语种网站内容管理系统进入网站内容发

布流程，或者直接发布到网站前端页面；

通过客户端发布接口支持流转到移动客户

端内容管理系统进入APP内容发布流程，

或者直接发布到客户端前端页面。内容库

运转流程如图4所示。

2.4 多语种稿件系统

多语种稿件系统是欧拉中心多语种新

媒体稿件处理系统，涵盖稿件共享、稿件

生产、稿件审校和内容流转接口四个模

块。其中，稿件共享模块通过配置中心公

共内容模板权限，为中心用户提供了中心

公共产品、央视频供稿产品等稿件共享的

平台，并可根据部门、科组、团队等不同

层级定义相应的共享层级，确保内容共享

的安全和便捷。稿件生产模块支持对欧拉

中心18个语言文字的输入、显示和处理；

支持音视图文全媒体内容的生产、编辑、

排版，功能设计符合新媒体内容生产习惯

和规律。稿件审校模块支持从稿件创建、

编辑、翻译、审核、专家审核到成稿的一

体化全流程，支持根据不同的业务流程对

稿件生产流程进行灵活配置，支持多条不同的生产流程并行

运行。内容流转接口直接对接社媒发布系统、网站内容发布

系统、移动客户端内容发布系统三大发布系统，将内容流转

到三大发布系统进行后续内容发布，通过多语种稿件系统生

产的通稿、公共产品等中心内共享内容也会同步至多语种全

媒体内容库供全中心取用。系统运转流程如图5所示。

2.5 社媒发布系统

社媒发布系统提供针对多种社媒平台账号的内容跨境

发布技术支撑，根据运营需要，系统对接脸书、推特、接

触网、油管、照片墙等第三方社交媒体平台，有效解决业务

部门、网红工作室等运营主体面临的内容跨境发布难、效率

低等社媒业务发布综合管理问题，后续可有效支撑网红工作

室“百号千群”发展的运营模式。社媒发布系统涵盖统一发

布、定时发布、稿件修改/撤回和内容流转接口四个模块。

统一发布模块实现了“一次编辑、一次分发、多点触达”的

统一发布模式，通过新媒体稿件的一次编辑，可同时选择发

布到多个社媒渠道，正式发布前，可进行多个渠道的发布预

览，极大地提升了编辑工作效率。定时发布模块提供定时发

布功能，支持提前排期发布稿件，通过在发布页面选择正式

发布时间，提前安排好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稿件发布工作，提

升了编辑工作的灵活性。因为跨境访问的网络限制等问题，

系统还提供稿件修改、撤回及快照功能，对于已成功发布的

稿件或者已定时排期发布的稿件，可直接从各发布渠道撤

回；修改功能针对需要调整的稿件，支持直接修改，无需撤

回后重新发布，为了保证内容安全，仅发稿人或具备相应权

限的人可对稿件进行撤稿和修改；对于已发布的稿件，系统

提供快照功能，便于编辑发布稿件后进行稿件确认，保证发

布安全。通过社媒发布系统正式发布的稿件将同步至多语种

全媒体内容库供存档使用，系统运转流程如图6所示。

2.6 多语种网站发布及专题制作系统 

多语种网站发布及专题制作系统主要实现欧拉中心多语

种网站内容发布以及简单专题自助制作的功能。多语种网站

图4 多语种全媒体内容库运转流程

图5 多语种稿件系统运转流程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22

热点  论点 融媒体平台建设 ︳  Construction of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发布系统除具备分类管理、内容管理、作者管理等一般网站

发布系统所具备的基本功能外，结合业务需求引入多种新技

术，支持欧拉中心18个网站的站点统一管理、18个语言文字

的编辑、排版、显示；支持音视图文全媒体内容混合编排、

一稿多签；支持稿件克隆发布；支持音频、视频和图文直

播；支持VR视频直播；支持适配PC端和移动端进行自适应展

现，多功能整合形成一个多语种内容传播平台。

专题制作系统是针对18个语部大量频繁的专题制作需

求，为提升专题制作效率而开发的自助专题制作系统。系统

提供多种专题模板和专题子模板，提供丰富的模块布局和子

模块布局，支持所见即所得的预览效果，并适配多种终端页

面展示需求。网站编辑可通过使用专题模板自助搭建网站专

题，全程可自行搭建完成，无需技术人员协助。目前，专题

模板模块布局包括通栏、左宽右窄、左窄右宽、特殊专题通

栏布局等样式，专题模板提供轮播图、广告位、普通新闻标

题、新闻标题和摘要、图文音视频展示位等多样式的展示子

模块，内容添加和变更均可实时展现实际效果，便于用户进

行编辑修改。

多语种网站发布系统、移动客户端内容发布系统和社媒

发布系统三者互联互通，网站发布系统除可将内容直接发布

到多语种网站上，还可自主选择是否同步至移动客户端内容

发布系统或者社媒发布系统，后续用于相关渠道发布。 

系统运转流程如图7所示。

2.7 移动客户端内容发布系统

为拓展新媒体对外传播渠道，欧拉中心西班牙语、法

语、意大利语、俄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等语种在

对象国建设了自有新媒体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用于发

布总部及本土化融媒体制作室生产的新媒体内容。由于各对

象国移动APP需求各异，内容发布系统的设计采用了松耦合

的模块式设计方式，通过将前端页面需要实现的功能或者效

果拆分成一个个软件模块，针对不同的业务需求进行功能组

合，从而形成不同的APP产品。

欧拉中心移动APP后台主体框架包括内容管

理、导航及泳道管理、消息推送管理、APP启动

页管理、直播频道管理等APP基础功能模块，根

据各语言部在对象国运营方式的不同，还提供

广场、积分商城、翻译工具、特殊数据统计、打

赏主播、付费观看等产品运营工具供不同的运营

主体选择，用于丰富业务形态，增强用户黏性。

APP后台定位为融媒体内容发布系统，主要侧重

对短视频、微视频、VR视频等视频产品和慢直

播、移动直播等直播业务的管理发布和运营，兼

顾对音频业务产品和图文产品的管理运营。

移动客户端内容发布系统与多语种网站发

布系统和社媒发布系统互联互通，移动客户

端内容发布系统除可将内容直接发布到移动

APP，还可自主选择是否同步至网站发布系统

或者社媒发布系统，后续用于相关渠道发布。

系统运转流程如图8所示。

2.8 传播效果评估系统

为对中心在欧洲拉美区域的国际传播效果

做出客观评价和合理评估，从而为内容及产品

策略制定及调整提供参考，中心建设了传播效

果评估系统，完成覆盖电视大屏、短波/调频广

播、多语种网站、移动APP、第三方社交媒体

平台、合作传播等所有播发渠道的综合性数据

统计分析和效果评估工作，目前接入的社媒平

图6 社媒发布系统运转流程

图7 多语种网站发布及专题制作系统运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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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包括脸书、推特、油管、微博、微信、接

触网、照片墙等主流平台，可随时根据业务

需求进行拓展。

该系统包括数据管理、报表管理、统计

管理、评估管理四个子系统。数据管理子系

统是基础模块，用于实时采集各播发渠道的

生产数据和访问数据，包括帖文内容、发文

量、粉丝数、视频数量、视频播放量、阅览

量、互动量、帖文链接等，并对相关数据进

行筛选存储、清洗分类、自动排序和计算，

支持对采集数据直接导出到excel表中进行

数据上报，解决了以往数据上报人员到各播

发渠道后台进行手工收集数据的难题，提升

了数据报送效率。报表管理子系统基于数据

管理子系统输出的数据，按照指定的数据报

表模板自动填充报表进行数据汇总、审核和

上报，建立无纸化的数据报送流程。统计管

理子系统基于数据管理子系统输出的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根据统计需求开发数据统计模

板，目前提供专题数据统计模板、部门账号

数据统计模板、网红产品数据统计模板等常

用数据统计模板，自动生成每周传播数据报

告相关数字和图表。评估管理子系统基于传

播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根据中心制定的内容

评估规则建立传播力评估数学模型，得出内

容客观评价结果，为内容策划和制作提供数

据参考。系统运转流程如图9所示。

3  结束语

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的建设，为欧拉中心北京总部和

对象国本土化融媒体制作室提供了统一新媒体业务技术支

撑平台，为在欧洲拉美地区的国际传播业务构建了从舆情汇

聚、信息采集、融媒体内容生产、多渠道矩阵发布、分布式

存储、全球化管理到综合传播数据反馈的全流程业务传播链

条，是紧密结合国际传播业务需求设计的技术支撑平台，具

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拓展性，为应对国际传播策略的实施或

变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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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移动客户端内容发布系统运转流程

图9 传播效果评估系统运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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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发展下的综合业务 
互动直播服务平台建设与实践

【摘  要】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适应直播带货新产业形态，规划并建设了“荔枝直播服务平台”。该平台包含直播带货业务在

内的综合业务互动直播场景，将广电安全多维的内容生产管理能力以及总台优质的内容资源和媒体影响力输出给广大企业

用户，既是将网络直播与电子商务业务生态通过技术手段有机结合的新零售平台，又是将优质直播视音频内容、多样带货商

品和丰富用户互动行为强强结合的全景式营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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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ngsu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has planned and built “Litchi live streaming service platform” to adapt to new industrial form of selling 
goods through live streaming. The platform includes interactive live streaming scenarios of integrated business including  selling goods through 
live streaming, and outputs safe and multi-dimensional conte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high-quality content resources and media 
influence of radio and TV to the majority of enterprise users. It is not only a new retail platform that organically combines Webcast and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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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ods and rich user interac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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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书朗，刘永明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210008)

0  引言

近年来，网络直播业态在国内迅速兴起。2016年起，多

家知名电商品牌开始大力发展自有电商直播平台，至2019年

直播电商已经成为互联网炙手可热的跑道。随着5G技术的快

速布局，商品及服务信息的展示呈现出动态化、全景化的显

著趋势，直播业务也迎来了指数式增长的红利阶段。随着直

播电商的单场成交额屡创新高，企业和商家对优质直播场景

的需求得以迅速释放，电商领域广大用户的选购行为模式也

从大海捞针式的广泛浏览迅速转为向热点直播活动集聚。在

发展热潮中，绝大部分直播平台也暴露出在主流意识形态、

服务合规性方面的缺失，媒体内容安全及商品服务质量上的

风险日渐凸显。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以新技术、新业态为引领，依托权

威媒体属性，顺应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争取充分发挥

自身在视音频制作领域出品质量高、专业经验足的优势，实

现新型的支持更多商品形态及服务形式的互动直播服务技术

平台，以满足广大用户逐步升级的直播体验需求；力求以

平台为载体，协助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及更多企业，发

展影响力强、传播力广的直播及媒体产品，同时为新型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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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育、生活等虚拟服务等多样的商品服务形态提供平台支

撑；尝试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直播视音频

的实时审核能力，增强对直播主体的管控力度，巩固信息安

全，完善服务质量。总台大力投入，规划建设了面向媒体

融合发展的综合业务互动直播服务平台——“荔枝直播服务 

平台”。

1  平台建设

1.1 目标定位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定位于打造一个泛直播的直播平台，

提供电商带货、文化娱乐、新闻传播、知识教育、体育赛事

等相关行业的直播服务。平台不仅为总台自有业务提供相关

的直播服务，同时能够做到直播能力的输出，为外部平台产

品提供直播能力。

1.2 设计思想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架构遵循云计算技术、轻量化架构、

开发原则的思想进行规划与部署，设计符合以下基本理念：

1. 体现业务高度融合

与荔枝云平台其它应用系统实现高度融合，包括融媒

体APP生产系统、融合新闻生产系统等，与现有业务系统打

通，实现一体化运作。

2. 充分贯彻开放思想

基于荔枝云平台标准，开放数据接口，支持任意三方业

务系统及技术平台接入，实现业务快速延展。

3. 满足业务发展要求

传统媒体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适应市场、

以用户为中心开展各项业务，学习互联网思维，研究信息传

播模式、传播手段的快速变化。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应具备

快速部署和适配新业务的能力，满足融合媒体业务的高速 

发展。

1.3 架构设计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按照“技术平台化、业务产品化、服

务生态化”的建设路线，采用开放的云架构，部署于荔枝云

平台，具有松耦合、资源池化、高可扩展等特性，具备满足

业务发展快速迭代升级的能力。平台基于多租户的管理机制

与技术手段，根据不同用户、不同业务的计算、存储、网络

负载情况，实现资源的动态分配、弹性伸缩。具备系统容灾

能力和数据备份手段。

从业务层面出发，荔枝直播服务可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业务安全、业务流程、业务运营（如图1所示）。

1. 业务安全部分主要针对直播服务的服务安全，包括相

关的服务安全硬件设备、安全接口、加密方式等。

2. 业务流程部分主要包括直播间的创建、商品的配置、

商品数据同步、直播的发起、用户互动以及直播的播放端呈

现等。

3. 业务运营部分主要包括直播的相关数据展示和分析，

包括互动数据、观看数据、交易数据等，通过多维度的数据

为运营提供相应的运营支撑。

图1 业务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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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承担的实际应用需求的类别，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可

划分为用户中心、直播服务、实时通讯、后台任务处理等多

个子系统。子系统间通过消息队列（MQ）、非关系型数据库

Redis等中间件进行通讯。

1. 用户中心：采用JWT校验，支持不同租户间、不同服

务间的逻辑隔离，可屏蔽单用户多点登录，解决了JWT令

牌无法在服务端销毁的隐患，并提供了用户侧的令牌刷新 

机制。

2. 实时通道：支持分布式部署，可通过横向扩展提升高

并发场景下的承载能力。该服务可用于用户行为信息的实时

上传，及直播间信息变更的实时呈现，通过提升相应速度优

化了用户体验。通过综合运用WebSocket与消息队列技术确保

了信息安全，利用心跳检测机制保持一主多从；采用主服务

信息维护和回传信息入库的机制来保持数据一致性，确保发

生故障时可以迅速恢复。

3. 直播服务：囊括了直播间、主播、消息系统、数据处

理、营销活动等子模块。各模块负责各自的数据处理，模块

间依赖通过接口调用（同步）或消息通知（异步）达成。

4. 后台任务处理：包括消息处理程序和定时任务程序。

前者主要负责处理消息队列下发的异步事务处理，如用户消

息的审查入库和转发、直播间数据变更、直播状态关联的数

据迁移等；后者负责处理需定时触发的任务，如直播间过期

处理、数据定时拉取和迁移等。

2  技术创新点

2.1 组合式跨平台开发技术

由于面临开发周期较短，建设任务繁重的严峻挑战，

为了更好满足直播应用在H5、微信小程序、手机客户端

（Android+iOS）多平台同时发布的需求，项目组经过艰苦的

调研和实践确立了技术框架选型，并行应用Uni-APP和Flutter

开展组合式跨平台开发。其中Uni-APP主要用于微信小程序

及H5页面的开发，Flutter主要用于Android及iOS平台的APP原

生开发，在同一套开发项目中对两套跨平台框架方案实现组

合式应用，实现了一套代码多平台通用。在团队分工方式上

由原先的分平台开发升级为按模块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有助于应用的快速开发和上线。此外，基于同一套

代码展开应用测试，在运用测试流水线时能够使用相同测试

用例在不同平台实施功能性测试，降低了功能测试的重复比

例，效率得以显著提升。

项目组在运用框架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深度优化改造，

在Uni-APP的基础上重新开发了可回收滚动视图，解决了H5

页面上多个直播间上下滚动性能开销过大的问题，优化后的

直播间详情页在千元智能机上也能流畅上下滑动完成直播间

切换。而自主研发的输入框组件复用技术解决了H5页面上多

直播间弹幕输入框事件监听冲突问题。基于Flutter的原理特

性，项目组自主开发了一套完整的模块通信协议，通过该协

议，支持业务模块UI用Flutter开发，底层能力采用原生模块

来实现。在充分发挥Flutter高效开发优势的同时，最大限度

的保证了程序性能与用户体验。

2.2 高可用真实时服务架构

直播平台采用准微服务的设计架构，将整个平台拆分

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并采用合理的设计原则将各子

系统之间耦合降至最低。每个子系统各自独立负责自身的数

据池，子系统间的依赖通过接口调用（同步）或者队列消息

（异步）来实现。大量异步处理事务采用MQ通知方式交由消

息处理程序进行可横向扩展的分布式处理。

针对高并发场景的特别优化处理，则利用了Redis的并行

处理能力和多种锁机制，显著提升了一系列数据业务（尤其

是数据累加、单一初始化、历史行为判断）的处理能力，从

而确保了更高的服务可用性和数据一致性。

系统借助WebSocket长连接实现了真实时通信，并基于

MQ的广播机制解决了长连接服务的横向扩展问题，大幅改善

了数据实时变更型业务（如进出/切换直播间、聊天/弹幕/点

赞等用户互动、查询实时访问量/互动频次/销售额等）的响应

水平。

针对用户访问行为，系统统一了鉴权认证机制，做到了

单点登录后可访问各API和实时通道。各接口及后台任务均实

现了可横向扩展的分布式部署。

2.3 灵活开放的服务接入

鉴于台内各部门以及台外不同合作方对直播服务的需求

各异，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在架构设计上支持多租户管理，项

目团队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多租户架构下的直播管理系

统，实现了可管理直播发起、观看、监控流程，支持商品管

理、主播管理、用户管理、营销管理、数据管理的多位一体

的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荔枝云公有云支持SaaS方式的直播服

务接入。直播服务同样可支持完全独立的本地化部署模式，

为直播需求客户提供灵活的部署接入方式。

此外直播服务平台的用户数据、商品数据等接口具备充

分的开放性，支持个性化的对接服务，可根据客户需求将直

播服务与自有的APP、小程序等平台进行数据对接打通，为

客户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直播服务平台。

大多具备带货直播能力的云平台或厂商，他们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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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用户并形成其产业链的闭环，往往要求用户使用自

己打造的电商系统，这种直播服务与电商服务牢牢绑定的

完整体系有时会迫使用户作出艰难抉择。荔枝直播服务平

台针对电商服务进行了开放性设计，支持与任何第三方电

商平台实现数据对接，比如：允许用户将已经在“有赞”

商城开张许久的店铺接入进来，实现一边看直播一边选购 

商品。

2.4 智能化的实时监管和可信度管控

内容安全风险是互联网直播业务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通过广泛调研、充分验证，项目组确立了运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重点优化视频监测和直播管控的技术路线。在

直播流视音频内容的监测监管方面，对于已具备相对成熟通

用算法的语音识别（ASR）、文字识别（OCR）、敏感词

识别、舆情监测等技术，尽量选用目前较为先进的服务；而

对于与业务更紧密相关的，适应直播场景的信息提取和更新

维护环节，包括从视频中提取字幕、文字，从音频中分离语

音，更新敏感词库等任务，研发人员都全力以赴，精益求精

的完成数据训练、算法优化、人工复核等所有步骤，以最大

化提升系统的实时监控和预警能力。在重大直播保障方面，

项目组尽力优化了平台与演播室（或直播现场）的协作和设

备对接，确保预备的节目及包装素材不存在隐患，改进延时

器、切换矩阵等设备的配置以兼顾实时互动和应急响应的需

求。在可信度管控方面，项目组建立了贯穿直播全流程生命

周期，从播前准备到播后查验的管控机制，对平台中的录制

主体（如主播（PGC、UGC用户）和节目制作机构（OGC租

户））及关联主体（如电商类直播涉及的商家和商品，教育

类直播涉及的机构和课程，生活类直播涉及的服务和场景）

都引入了可信度评估数据，并作为平台准入及优先级推荐的

重要依据。

3  应用实践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契合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的广电科技支撑体系项目，通过“新

技术应用”+“融媒体技术服务”，在媒体融合创新技术应用

和“媒体+政务服务商务”方面进行创新应用，并陆续在多个

平台成功落地应用。目前已完成在荔枝新闻、无线江宁、江

苏移动掌厅等APP的功能模块植入，为这些平台的直播服务

业务提供了可靠助力（如图2所示）。

图2 荔枝新闻、无线江宁、江苏移动掌厅App中的荔枝直播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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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广电总台新闻客户端“荔枝新闻”APP通过原生

应用接入Flutter模块的方式实现了与荔枝直播服务平台的对

接，与荔优品微商城进行了商品数据的打通，在荔枝新闻的

列表展示区增加了直播带货的文档类型和展示类型，实现荔

枝直播服务平台在荔枝新闻的专区展示及具体直播场次的平

台推荐展示。前后陆续开展了多场的扶贫助农直播，通过荔

星传媒签约网红主播的直播推荐，帮助广大农民推广和助销

农产品。

2.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实现了在融媒体APP生产平台中进

行模块化的集成支持，在APP打包时可添加直播服务模块，

配置对应县融租户的商城模块，即可快速在县融APP实现带

货直播服务功能。该平台在县融业务中应用，不仅促进媒体

深度融合战略的发展和落地，为广大县市融媒体中心拓展

直播服务形式，提升县级融媒体自身的运营造血能力，而且

满足总局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中增值服务相关要求，

助力县融APP推进本地化电商和多样化直播服务，让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惠及广大用户。目前直播服务已经在无线江宁

APP中正式上线运营，为江宁融媒体中心提供了基于直播带

货的电商增值运营服务，为本地商户提供了商品的在线售

卖渠道，并借助荔枝直播服务为本地用户提供优惠商品的 

购买。

3.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完成了与江苏移动针对用户数据、

直播数据的对接，通过对H5直播页的改造实现了在江苏移

动掌厅APP中快速上线直播服务。为适应江苏移动掌厅对直

播服务运营的安全性和独立性要求，项目团队协助其独立部

署了前后台应用及直播流服务。并按照江苏移动掌厅的相关

需求对页面UI及前后台界面进行改造，满足其在直播服务

中的个性化需求，实现直播带货服务的灵活推广。在与移动

掌厅联合打造的“掌厅年货节”、“517数字生活节”以及

“618”促销等相关直播活动中，通过江苏掌厅APP及江苏

移动微信公众号的大流量用户导流，都取得了良好的直播效

果，场均用户观看量达60万人次，独立用户数达12万人，场

均商品点击量2万次，其中在“517数字生活节”上共完成接

近200部智能手机的销量。

4  结束语

荔枝直播服务平台建设瞄准市场前沿，通过“媒体+社 

交+电商”的服务形式以及开放的运营理念，为台内外的各类

运营方提供品牌宣传、直播带货、微播综艺、公益服务等不

同领域、形态多样的业务，服务内容触及大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平台自上线投入试运营以来，凭借优质的服务、专业的

能力在社会上广受赞誉。在与荔枝新闻、江苏移动掌厅建立

良好合作的同时，多家县级融媒体中心都表现出强烈的合作

意向，主管机构也予以高度关注和好评。目前所有已上线运

营项目运作良好，显著提升了平台的服务能力以及荔枝直播

的社会品牌价值。

在实现电商直播类业务的试运营的同时，平台仍在继

续深入探索与研发，计划陆续开展更多垂直领域直播类型

的功能模块接入，一方面建设完整独立的泛直播平台，另一

方面针对台内外综合业务对直播垂直领域进行独立的模块化

封装，为第三方平台提供所在领域内的直播能力，同时结

合慢直播、VR、自由视角等手段，持续创新互动直播服务 

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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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技术 
架构和业务详解

【摘  要】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基于广播、电视媒体核心业务，服务于台内外广播、电视和新媒体融合生产,是构建长江

云生态的两大子平台之一。该平台以私有云架构基础平台为底层资源支撑，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开发

与应用，强化平台本地能力建设和业务流程升级，驱动视音频重载业务和创新性业务高质量发展。本文从平台架构、网络结

构、业务架构、业务流程、运营情况和发展计划等方面对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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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Business Details of Yangtze Cloud Converged 
Media Content Production Platform

Wang Xiangqian, Zhang Xiaolin, Cai Hongwu

(Hubei Media Group,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Yangtze Cloud converged-media content production platform is based on core busines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and serves for 
integrated production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tation. It is is one of two major sub-platforms to build Yangtze Cloud 
ecology. The platform is supported by underlying resources of private cloud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Throug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 strengthens local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process upgrading of 
the platform, and driv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ideo and audio reload business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content production platform of Yangtze Cloud Media from the aspects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 network structure, business architecture, business 
process,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Keywords  Media convergence, Process reshaping,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GC, Yangtze Cloud

王向前，张小林，蔡宏伍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  430070)

0  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

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融合

转型高度重视，相关政策文件体现了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的

统一。在中央和国家层面的不断推动下，我国媒体融合发展

进入到了新阶段。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是构建长江云生态的两大子

平台之一，由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技术团队建设和运营，

该平台以私有云架构基础平台为底层支撑，强化平台本地能

力建设和业务流程升级，基于广播、电视媒体核心业务，服

务于台内外广播、电视和新媒体融合生产，驱动视音频重载

业务和创新型业务高质量发展。目前平台已全面服务于台内

外广播、电视和新媒体融合生产业务，实现了新闻选题和报

道统一策划指挥、线索信源多渠道汇聚和统一采集、全媒体

素材整合管理和共享使用、成品内容多样化编辑和生成、全

媒体渠道播出和分发、业务数据可视化呈现的业务闭环。平

台建设获得广电总局、中广联、影视技术协会等单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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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架构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按照典型的云架构进行构

建。如图1所示，从下往上来看，IDC机房是基于智能微模块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建设的，主要包括配电系统、UPS系统、

制冷系统、视频监控系统、IT柜及弱电系统等，可以实现远

程值守。IaaS层虚拟化资源池是基于华三CAS云计算管理平

台构建，并依托OpenStack开源项目开发了CloudOS。平台的

存储采用了华为的OceanStor系列，构建了以SAN、NAS、

OOS为主的存储资源池服务。平台采用了VxLAN技术实现

SDN网络的构建。目前平台可提供企业级租户64个，授权虚

拟机1000个，物理CPU4080核、物理内存22.7TB、可用高性

能在线存储总计2.73PB。

PaaS层根据媒体融合特性和要求，构建了统一认证管

理、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资源管理和统一工具管理，并且

开发了转码、抽帧、技审和迁移等媒体处理类服务，开发了

语音识别与合成、大数据处理套件、图像/OCR识别等AI引

擎类服务，以及运维监控和业务报表等运营管理等服务。

搭建了模拟仿真、测试验证和开发环境，以方便迭代升级

测试工作和新业务新功能的开发工作。我们是全国最早一

批构建PaaS层的融媒体平台，目前中台概念很流行，媒体中

台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认为媒体中台的构建，是一

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首先要想清楚中台和PaaS的联系与区

别，中台和PaaS都是要解决平台级服务能力共建共用的，中

台更像是介于PaaS和SaaS之间，和PaaS相比，中台更靠近业

务，包含更多的业务属性。PaaS是技术架构层面的问题，而

中台则往往处理的是业务架的问题。平台的SaaS层部署了

以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为核心的完整业务系统，打破系统孤

岛和数据孤岛，可以在云上实现广播电视内容从采集、制

作、播发和存储的全流程，实现跨频道和栏目、跨区域和

网络的业务生产。具体业务逻辑和流程关系，下文会具体 

说明。

2  网络结构

图2是平台的网络结构图，出于安全和方便绘图的考虑，

整个网络拓扑图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处理。从下往上来看，底

层分为管理控制区、刀箱区、数据库区和存储区四个逻辑区

域，在南北方向针对业务、管理和存储三大类流量分开组

网。核心交换区外面，部署了管理网和业务网安全设备群，

然后在设备群外面，构建消息控制区，实现外部接入区和独

立出口安全区的接入。外部接入区主要完成指挥大厅终端接

入、云制播虚拟岛群、台内老系统和其他外来系统的接入。

独立出口安全区则是面向互联网业务的专用出口。平台东西

向网络流量安全管理方面，通过部署NFVM服务器群，实现

VCFC引流。

整个网络结构，既需要满足广播电视高码率视频业务生

产对超大带宽和超低时延的要求，又需要兼顾互联网类业务

对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所以，平台和外部云制播虚拟岛

群、台内老系统等电视视频重载业务系统，采用了光纤专线

和10Gbps以上的端口接入。对互联网类业务采用DMZ区独立

部署，然后通过IP和端口授权的方式和内部核心生产系统进

行相关通信和功能交互。

3  业务架构

平台的业务架构主体上以广播电视内容融合生产为核

心，进行了生产要素的流程再造。如图3所示，从左往右来

看，对用于内容生产的全媒体原材料或信息进行了数据处

理和整合管理，并根据内容属性和组织结构进行差异化共

享使用。在统一策划与调度的总协调机制下，会根据具体

业务需要而进行全局协同或局部协作。例如，针对一些大

事件、大主题的新闻报道或内容制作，将进行全局统一行

动。对于不同频道频率的个性化栏目内容生产，将按照其

资源要求进行小团队局部协作。平台提供了广电行业各主流

图1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架构

图2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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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播系统用户端工具，满足成品内容编辑和生成的需要，

并且完成面向演播室集群、播出平台、互联网平台等渠道

的线上传输。目前涵盖电视新闻类、电视综合类、电视直

播类、广播综合类、新媒体类和资料类等内容形态。平台

结合现有业务能力，进行新业务设计和孵化。目前主要集

中在MGC类和综合服务类两个方面，MGC类是利用平台的

数据资源和系统资源，开发机器自动生产内容的业务，一

是为现有广播电视类业务提供新原料，二是直接生成新产

品，拓宽业务能力。具体情况后面会再做说明。综合服务

类是属于平台衍生类业务，例如提供解决方案、技术能力 

输出等。

4  业务结构与流程

平台的业务结构和流程图如图4所示，从左往右来看，

左边是平台目前数据和信息资源的主要来源，有市县通联、

移动政务平台、电话爆料、PC端采集、移动APP端采集、

专用设备采集、移动介质文件和网络汇聚等。中间是数据处

理和生产流转过程，最右边是播出和分发渠道。根据业务数

据类型和流向，用了不同颜色的线条来标示。我们利用内容

库和云媒资进行数据分级管理。媒资在整个生产体系的末端

针对认定为“媒体资产”的内容进行整理、永久存放和共享

使用，内容库在整个生产体系的前端，第一时间对所有来源

的媒体文件和媒体信息进行汇聚整理，并第一时间根据权

限所属进行独享使用或共享使用，所有内容数据进行差异

化生命周期管理，具备系统接入和个性化服务流程定制的 

能力。

4.1 云、网、端一体化虚拟岛群

由于湖北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域比较分散，为了方便频

道栏目日常生产，我们以云平台服务为依托，通过云、网、

端一体化建设，构建了虚拟岛群。如图5所示，岛群与云平台

之间通过光纤专线连接，岛群本地做轻量化终端部署，主要

包括上载设备、受客户机、普通工作站和显示设备等，演播

室系统和播出系统采取本地化建设。目前新闻中心大楼虚拟

岛还在建设中，其他虚拟岛均以上线使用。这些在建的虚拟

岛，将承载台里非常重要栏目的制播，新闻中心大楼虚拟岛

将承载《长江新闻号》等时政栏目。

虚拟岛用户生产端采用瘦客户机和普通工作站混合搭配

的方式，其中瘦客户机通过远程客户端访问云桌面，本机不

具备运行制作软件的能力。这样搭配一方面是极大降低了重

复建设和本地系统的复杂度，另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提供一定的本地单机制作能力，应对极端情况。制作软件采

用云端集中授权管理进行终端浮动授权，终端开机使用时，

获得授权，退出不使用时，回收授权，以提高总授权数量的

使用效率。虚拟岛利用苹果工作站做本地异构上载，实现

P2卡专业介质和USB移动介质的本地上载。我们平台是全国

最早一批使用云非编进行广播电视高清内容生产的单位，经

过这几年的摸索，对这种方式的优点和不成熟的地方深有体

会。我们认为它逐步会成为广播电视高清、超高清内容生产

的主流方式。

4.2 平台业务软件系统

平台业务软件系统基于B/S和C/S两种服务方式来实现功

能使用，主要有统一门户、指挥调度资源池、内容库、视音

频生产域、IP直播、运维管理等系统。

平台的统一门户用户入口，从这里可以访问平台的所

有B/S端的应用，针对不同用户采取模块化授权，实现差异

图3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业务架构

图4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业务流程

图5 平台云、网、端一体化虚拟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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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访问控制。指挥调度资源池建立线索池、选题池、报道

池，汇集热线报料、长江云移动政务平台稿库、移动采编文

件等信源信息，并实现了与移动采编的无缝对接，实现了新

媒体报道的快速生产与发布，实现市县媒体的新闻回传与共

享。内容库是平台内容资源整合、管理、共享和使用的枢

纽，是媒体融合生产的内容支撑系统。实现了互联网内容汇

聚服务、内容上下载服务、各业务系统内容整合服务、内容

管理与共享服务等。视音频生产域提供天鹰、索贝、大洋

等多种云非编工具，对接演播室和播出机房播控系统，提

供了文稿制作流程、视音频内容制作流程、演播室播出流

程、文件化送播流程和媒体资源入库流程等，平台实现多

工具的协同生产能力，可根据不同需求定制流程，满足不

同的节目生产形态需求。IP直播主要用于专业摄像机现场文

件回传和网络直播服务。直播信号能通过网络快速回传到

长江云后台，并转换成视频信号进入演播室播出，也能直

接分发到互联网直播。运维管理实时监控平台IaaS层的运行 

情况。

4.3 业务运营数据

截止2020年12月底，平台注册编辑记者4058人，栏目 

136个，平台对内提供新闻直播类、综合制播类、网络直播

类、文件化送播类和内容管理类等全流程业务，业务范围已

覆盖所有的频道。平台每天内容业务生产数据如图6所示。

这个是平台每天内容业务生产数据的平均值。这里电视

新闻直播是指实时直播的节目，录播类节目没有计算在内。

然后云媒资系统目前在做试运行，所以业务量较少。云平台

目前具备300个精编站点、775台在线虚拟机、23个系统级租

户，16Gbps在线存储吞吐并发峰值。云平台指挥调度中心提

供工作会议、活动仪式、参观接待等服务共计481场次，参与

人数共计8809人次。

5  未来建设和运营

推动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事关广播电视高质量创

新性发展，也事关壮大主流舆论，更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媒

体融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进行

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又需要在理念、机构、技术平台、

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商业模式重构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 

改革。

融媒体平台未来的建设和运营，要强化新基建、激发

新动能、创造新价值。如图7所示，新基建方面，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4K/8K、5G、VR/AR/MR以及区块链和

物联网等技术领域，都和融媒体平台的发展密切相关，能够

为平台培育持续的新动能。我们认为这些新动能包括智慧

生产、数据智库、融合传播、机制创新、技术能力转化与

服务外延等。其中智慧生产、数据智库和融合传播方面的

能力，将深刻重构媒体内容业务生产模式和协作方式，突

破原有条件下质和量的天花板。 机制创新和技术能力转化

与服务外延，也是由新基建所催生的新动能。而新动能最

终是要产生新价值，我们认为这个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为

广电单位深化和拓宽业务能力，提升大环境下的影响力和

竞争力，并促使广电媒体创新升级，构建“广电+”的生态 

体系。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已经把打造智媒体当作深

度融合的目标，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化应用方面开发

一些新业务、新产品，逐步向智媒体迈进。融媒体云平台的

建设，从基础硬件上告别了系统孤岛的时代，那么如何使融

媒体从业务生产上彻底打破数据孤岛的格局，将直接影响着

融合的深度和质量。所以，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智能

生产的基本需求，就是要推动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我们从平

台需求、业务需求和用户需求三个维度对需求进行了分析。

平台需求一是要求数据整合管理与开发利用，二是智能生产

服务能力要集约化建设和共享；业务需求是满足内容库数

据生产、互联网类业务生产等方面对数据处理、运营管理

和自动化生产的要求，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用户需求

主要是给内容生产者提供信息获取、资源共享、高效协同

与创作的手段或途径。所以我们通过建设融媒体平台智能

图6 云平台每日内容业务生产数据

图7 未来建设和运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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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系统，来整体解决上层业务应用对智能生产能力的共

性需求，并通过能力释放来支撑新应用、新工具的开发和 

使用。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智能生产系统，通过数据整

合、能力建设、接口开放、流程再造，构建平台数据资源池

服务能力和媒体智能处理能力，进而面向媒体融合业务提供

内容库大数据智能分析应用、MGC类智能生产应用和其他工

具型应用。目前内容库大数据智能分析应用为平台用户提供

全网内容聚类、资源智能推荐和运营数据可视化三个方面的

业务功能；MGC类智能生产应用有城市景观实时信源发布系

统和智能视频实时天气播报机器人两个产品；工具型应用有

自动抽帧和自动技审两种用户端工具。

目前依托长江云融媒体平台智能生产系统服务能力开发

完成的新应用、新工具、新业务，都已上线运行，并面向平

台内外提供业务服务。其中，内容库大数据智能分析应用

每天自动汇聚互联网、平台各业务系统的的数据超过10000

条，并自动推荐给用户，为编辑记者提供大量线索资源和热

点信息，并呈现出信息脉络。平台用户每日自采素材也可以

实时面向平台发布，并利用权限规则进行差异化授权使用，

共建共享云稿库。依托智能生产系统服务开发的“汉景DI”

城市景观实时信源发布系统推出融媒体慢直播系列产品，为

网友提供关注湖北疫情和汛期的第一视角和在线窗口，形

成了全国网友与湖北、与武汉同频共振的主流舆论场。该

系列产品融合发布端覆盖学习强国、央视频、央视新闻、

长江云、九头鸟、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平台，综合累

计访问量超过2亿人次。目前九头鸟APP客户端利用本系统

开展“瞰直播”品牌建设，用户活跃度和流量效应提升了近 

一倍。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智能生产系统以其智能化

生产能力为平台现有业务系统赋能，启发新业务。它是我

们将来建成数据中台和媒体AI中台的早期形态，目前无论

是基于智能生产系统的内容库建设，还是利用智能生产系

统开发新应用新业务，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要持续进行

技术迭代和开发利用，为业务创新发展积累技术基础并逐

步形成长效机制。针对后续的发展，我们将从以2个方面 

着手：

第一个方面，推动内容库内容价值创造，一是持续推进

内容数据的共享并建立系统鼓励机制，降低栏目内容业务生

产的成本，提升内容库共享数据的质量；二是加强内容库智

能生产的能力和效率，降低系统运维压力和数据管理难度，

提升数据版权管理和分级利用的水平；三是利用内容库的内

容数据储备，进行内容产品孵化，以期最终能诞生新的优秀

内容产品。

第二个方面，深化MGC生产模式和业务形态。我们认

为，媒体内容生产也呈现二八现象，即20%的内容贡献了

80%的产值，而另外80%的内容，仅仅贡献了20%的产值。

通过MGC提升内容生产的品质和效率，特别是对于那80%

的内容生产，想象空间较大。一方面利用MGC技术手段创

新内容制播方式，为全媒体的节目形态、生产及传播方式提

供更多样性的选择，重塑全媒体生产流程；另一方面通过智

能生产，替代重复性和常规性的部分，让人脑和人力更专注

于创作型和创新型的高价值高含金量部分，并进一步提升内

容的体量和质量，达到当前条件下人力和脑力所难以实现的 

水平。

6  结束语

融媒体平台的建设，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四级

平台的格局，而且平台之间通过互联网公网或专网的连接，

实现了技术和业务上的多层次结构关系。各级平台正全面构

建自身全媒体业务形态，并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向智

慧媒体、数据智库、智慧政务和智慧城市等方向领域深度融

合发展。因此，广电媒体单位必须沉淀自主技术能力，形成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的底蕴，才能在这个万物皆媒的

新时代，践行主流媒体的使命和责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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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技术发展以及AVS2编码 
优化与应用探索

【摘  要】 自AVS标准工作组成立以来，已经制定并颁布了从AVS1到AVS3三代视频编码标准，突破了国际标准的专利垄断。

本文介绍了AVS技术的发展及标准体系的建立，以及AVS技术标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中心的部署和应用实践，同时

针对总台4K超高清频道使用的AVS2编码标准，通过编码工具性能研究及实时编码设备测试评估，提出了实用性编码优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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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AVS2 Encoding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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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VS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in 2002, three generations of video coding standards from AVS1 to AVS3 have 

been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breaking patent monopoly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AVS techno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 system, as well as deployment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AVS standards in TV center of China Media Group.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AVS2 coding standard used by CMG’s 4K ultra-high-definition channels, through performance research of coding tools and 

test and evaluation of real-time coding equipment, practical co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AVS technology, AVS2, Encoding 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潘晓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  100020)

0  引言

信息时代海量数据中视频占到一半以上，对其进行高效

编码压缩已成为信息领域的基础性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视频

编码为国外标准所垄断，国内厂商需要支付高额专利费用，

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06年首个自主技术的视频

编解码国家标准（AVS标准）颁布，彻底扭转视频编码领域

的专利收费格局 。自2002年AVS标准工作组成立以来，经历

了19 年的发展，已经制定并颁布了从AVS1到AVS3这三代视

频编码标准。201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国内首次面向高清

电视节目分发应用自主技术的AVS第一代标准，2018年面向

4K超高清节目分发应用第二代AVS2编码标准，2021年面向

8K超高清节目分发应用第三代AVS3编码标准。在部署应用过

程中着力解决了AVS广播级专业设备编码优化等问题，以产

业示范应用带动了AVS自主技术和国产设备的不断进步。

1  AVS技术的发展

1.1 AVS1视频技术标准

AVS1标准是AVS标准工作组制定的第1个标准系列，在

国标体系里主要包括《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1部分 系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 35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  内容制播   

统》（GB/T20090.1-2012）、《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 第

2部分 视频》（GB/T20090.2-2006）及其系列标准，由于视频

标准技术难度大，专利复杂，应用广泛而备受重视。

2012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工业与信息化部联合成

立了“AVS技术应用联合推进组”，在原有AVS国标的基础

上，针对广播电视视频编解码应用特点，制定了广电行业

标准《广播电视先进音视频编解码 第1部分：视频》（GY/

T257.1-2012，也称AVS+视频标准）。AVS+视频标准是在原

AVS-P2即GB/T20090.2-2006基准档次（jizhun profile）的优

化和演进，在基准档次的基础上增加了算术编码（AEC）、

加权量化（AWQ）、P帧前向预测（PEF）、B帧前向预测

（BEF）四个技术工具。

1.2 AVS2视频技术标准

AVS2标准是AVS标准工作组制定的第2个系列标准，

该标准支持高清（1920×1080）、超高清（4K×2K、

8K×4K）视频的高效编码。2016年5月广电行标《高效音视

频编码 第1部分 视频》（GY/T 299.1-2016）颁布实施，同年

12月，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高效音视频编码 第2部分视频》

（GB/T 33475.2-2016）颁布实施。 

较第一代AVS1视频编码标准相比，AVS2视频标准的主

要技术特点体现在：灵活的编码结构划分、帧内预测编码、

帧间预测编码、参考帧管理、帧间预测模式、熵编码、环路

滤波等方面。

1.3 AVS3视频技术标准

AVS3标准是AVS标准工作组制定的第3个系列标准，目

前已颁布的为联盟标准，《信息技术 智能媒体编码 第2部分

视频》（T/AI 109.2-2020）。

AVS3目标是实现其编码效率比AVS2提升1倍以上，同时

编码性能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国际标准。AVS3采用了更灵活

多样的块划分结构、更丰富的预测模式、去相关性更好的变

换、更能接近信息熵的算术编码方法以及更附和人眼特性的

编码环内图像后处理技术。为了提高监控视频、视频会议、

网络电视等大量包含着重复、拥有时域大跨度相关性和多通

道相关性的场景和对象，AVS3还使用了大跨度相关信息编码

等工具，能显著提高监控视频压缩率。

2  AVS技术标准在总台的落地应用

2.1 AVS+技术标准的应用情况

201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AVS技术应用联合推进

组”主要成员单位，牵头制定了广电行业标准《广播电视

先进音视频编解码 第一部分：视频》，并于2013年在3D试

验频道中首先展开AVS+高清编码器应用技术试验，首次将

自主技术、国产编码器应用于总台编码压缩系统中。2014年

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以AVS+编码压缩方式播出6套高清节目。 

2015年完成CCTV-3/5/8高清节目H.264码流、CCTV-1/5+高

清节目MPEG-2码流，向AVS+方式编码压缩方式的转换，至

此完成总台全部11套高清节目的AVS+转换工作。2017年～ 

2020年继续完成总台其余高清公共频道、付费高清频道的

AVS+编码压缩分发。由此也在全国范围内在节目传输高清编

码领域带动了自主技术、国产设备的全面快速发展。

2.2 AVS2技术标准的应用情况

AVS2编码标准于2016年颁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

2018年10月上星首个4K超高清频道，带动了AVS2编解码

产品的落地应用，推进了整体产业化进程。总台4K超高清

频道全部采用国标AVS2的编码技术，在此过程中解决了自

主技术的编解码设备产品化、产业化应用，以及编码压缩

的系统级部署，编码压缩、分发和接收的端到端关键技术 

问题。

1. AVS2编解码设备的产品化和产业化问题

虽然AVS2编码技术标准2016年颁布，但因国内4K超高

清频道2018年前后才陆续开播，AVS2编解码设备产品不够

成熟、产业化不够完备。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广播电视

节目编码压缩的实际要求，明确了产品接口、功能和技术指

标要求。结合项目成果，与有关单位共同制定了相关行业标

准，有效指导了产品生产，促进产业化应用推进，也确保了

最终节目的落地接收。

2. 编码压缩系统级部署的技术问题

作为全国覆盖播出的节目，要符合安全播出的高可靠要

求，为此总台部署了AVS2编码压缩主、备双系统，系统内采

用编码、复用结构，编码器、复用器、数据交换机等均有主

备冗余备份。作为系统级部署，在实际应用中还解决了自主

技术的AVS2编码设备与复用器之间的信号接口和互联互通等

问题，解决了压缩系统统一网管对AVS2编码设备的状态检

测、以及自动冗余倒换等问题。有效确保了AVS2技术及其编

码设备能够满足广播电视节目安全播出的有关要求。

目前，总台建设的AVS2编码压缩系统可支持6套4K超高

频频道的编码压缩和节目流分发，后续还将支持总台奥林匹

克4K超高清频道等的播出。除播出信号编码分发外，目前

在上海传媒港直播影院的节目分发等领域总台也在积极展开

AVS2编码技术的应用推进。

2.3 AVS3技术标准的应用情况 

2021年2月总台试播全国首个8K超高清试验频道，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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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期间进行首次8K直播，为观众带来

一场跨时空的视听盛宴。8K超高清视频信号的信息量是4K

超高清视频的四倍，必须使用更高效且低损耗的编码方式对

其进行压缩，为此，总台联合北京大学、鹏程实验室等科研

单位加紧推进了AVS3编码标准的出台和落地。2021年1月，

总台颁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K超高清电视节目制播技术要

求（暂行）》，明确对8K超高清视频编解码技术采用AVS3 

标准。

技术标准确定后，总台与AVS3编码器厂商立即展开技术

试验，重点探索了8K超高清节目的传送分发码率范围，解决

AVS3复杂算法的实时性优化难题，进一步优化编码质量。同

时明确系统级部署应用的上下游设备接口和功能要求，为后

续规模化的产业应用提供有效的指导。

除8K超高清频道编码压缩分发应用外，总台还将在

“5G+4K/8K超高清制播示范平台”项目中在8K节目采集环

节中对AVS3编解码技术展开技术试验。

3  AVS2编码技术优化研究

从高清到4K/8K超高清，视频图像的数据量大幅提升，

相应的节目分发编码算法应用也从第1代AVS1发展到了压缩

效率更高的AVS2和AVS3，在提升压缩效率的同时，算法复

杂度也随之大幅提升。但广播电视节目的分发对实时性要求

极高，AVS算法复杂程度的提升也对产品实时性带来了空前

的压力与挑战。为了提高4K电视节目图像质量，提升传输效

率，需要对视音频信号编码技术进行优化研究。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开播的4K超高清频道采用AVS2编码进行电视节目传

输，因此我们针对AVS2编码技术的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3.1 AVS2与其他视频编码关键技术对比

与上一代编码标准H.264和AVS+相比，AVS2采用了基

于编码单元、预测单元和变换单元的图像划分结构，能更好

地适配更高分辨率的内容；在预测方面，采用更加丰富的预

测模式来提升预测精度；在滤波方面，AVS在传统的去块效

应滤波基础上，新增了样本自适应偏置滤波和自适应环路滤

波，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主观重建质量；在变换方面，AVS2

支持的变换核种类更多，可以进一步提升编码效率。

在同代技术比较方面，AVS2和HEVC属于一代视频编码

标准，都针对高分辨率图像编码提出了更有效的编码技术。

但二者在预测、变换和熵编码等环节中的具体技术也存在着

差异。AVS2和H.264、AVS+、HEVC标准关键技术对比情况

如表1所示。

表1 AVS2和H.264、AVS+、HEVC标准关键技术对比

  编码技术

关键技术    

H.264
High Profile

AVS+广播类 HEVC Main Profile AVS2 Main Profile

块结构
图像被划分成固定大小的宏块

（亮度块大小：16×16）
图像被划分成固定大小的宏块

（亮度块大小：16×16）
基于四叉树， 

亮度编码块8×8～64×64
基于四叉树， 

亮度编码块16×16～64×64

帧内预测

4×4亮度块9种预测模式；

16×16亮度块4种预测模式；

4×4色度块4种预测模式

帧内预测块尺寸为8×8：亮度

块有5种预测模式；色度块有 
4种预测模式

预测块大小4×4～64×64，亮

度块预测模式35种；色度预测

块预测模式5种

预测块大小8×8～64×64，增

加非方形帧内预测块；亮度块

预测模式33种；色度预测块预

测模式5种

帧间

预测

变块尺寸

运动补偿

16×16、16×8、8×16、
8×8、8×4、4×8、4×4

16×16、16×8、8×16、8×8
非对称运动划分（AMP）；

4×4～64×64
非对称运动划分（AMP）；

4×4～64×64

特殊预测

模式
SKIP模式DIRECT模式

SKIP模式

DIRECT模式

对称模式

Merge模式

SKIP模式

对称模式、 
多种跳过/直接模式

运动矢量

预测
空域运动矢量预测 空域运动矢量预测 高级运动矢量预测

中值预测、时空结合预测、 
基于方向和距离的预测

变换
4×4整数DCT变换；直流分量

Hadamard 变换
8×8整数DCT变换

4×4～32×32的整数DCT变
换；4×4DST变换

非方形四叉树划分(NSQT)；
4×4～32×32整数DCT变换；

4×4的二次变换

滤波 4×4边界去块效应滤波器 8×8边界去块效应滤波器
8×8边界去块效应滤波器

+SAO
8×8边界去块效应滤波器

+SAO+ALF

熵编码 CAVLC、 CABAC C2DVLC、CBAC CABAC 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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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为提升编码效率，AVS2在块结构、帧内预测、

帧间预测、变换、滤波、熵编码等各个环节都采用了新的编

码技术，能够更加适配超高清视频内容特性。但较同时代技

术复杂度更高，较上一代技术复杂度提升明显。在使用参考

软件进行编码仿真实验后发现，在算法复杂度上，根据参考

软件计算时间评估，AVS2计算时间是HEVC（同等参数开启

条件下）的2.3倍，AVS2编码计算时间约为50000∶1（超高

清）、6500∶1（高清），可见其复杂度极高。

3.2 AVS2编码复杂度客观测试评估和优化建议

在算法效率及复杂度客观研究方面，常用的方法是通过

对参考软件逐一或组合开启各工具集，记录相应的仿真计算

时间和客观失真值，从而综合评估编码工具对编码性能和编

码时间的影响。我们对AVS2参考软件进行设置，比较了所有

编码工具都打开时与某个编码工具关闭时编码性能和编码时

间的差异，对不同编码工具的编码复杂度进行了分析。AVS2

编码中主要使用的编码工具开启后对编码性能和编码时间的

影响总结如表2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F帧、多方向B帧跳过、短距离帧内

预测等编码工具对编码性能提升有限，但带来的编码时间增

加较多。当编码资源有限，实时性要求较高，尤其是面向信

号实时编码时，可以优先关闭这些工具，能够在保证编码质

量的情况下提升编码器编码速度。

3.3 AVS2实时编码器测试评估和优化建议

上文提到对于理想的参考编码软件，即当多有编码工具

集全部开启时，编码效率约为50000:1（超高清）。因此实

际的实时编码器并不会开启全部的编码工具集，通常选择对

质量优化有明显贡献且复杂度可以承受的一组工具集进行应

用，同时对一个编码工具还会限制参数范围以进一步降低算

法复杂度。

事实上，在AVS2编码器早期应用时，部分厂商选择了

CPU+GPU的技术路线，GPU用来完成简单的单向图像处理，

CPU则负责复杂逻辑的图像预测等。近年来随着高性能CPU

的广泛应用，众多编码器厂商不再采用GPU而选用高性能

CPU方案，图像质量进一步提升。但高性能CPU的应用，使

得设备体积大、功耗高，一台单路的AVS2超高清编码器功耗

达550W以上。随着日本一些芯片厂商推出专业编码芯片，国

内一部分AVS2编码厂商也尝试了CPU+FPGA+编码芯片的技

术路线。这类编码器功耗大大降低，单路4K超高清AVS2编码

器的功耗在300W以下，编码延时量也大大降低。当然受限于

芯片计算能力，这类设备的编码质量较纯CPU的编码器有一

定的损伤。

为了评估实际编码器的实现性能，我们对总台实际使用

的AVS2实时编码器设备进行了编码测试，这里均为纯CPU的

编码设备。考虑到目前4K超高清频道播出时，实际应用码率

为36Mbps，我们也重点分析了该码率点下AVS2编码的客观

编码质量。AVS2实际编码器设备主要采用的编码工具集及参

数如表3所示：

编码档次方面，AVS2实时编码器采用了AVS2 Main10编

码类和10.2.120编码级，编码分辨率为3840×2160，帧率为

50P，量化精度为10bit。编码采用GOP=8的帧结构，I帧间隔

为24。

对于CU划分：标准支持的LCU为64×64，采用四叉树划

分后的CU大小可支持8×8～64×64；而编码器中LCU实际

使用为32×32，CU大小支持8×8～32×32。编码器中支持的

CU尺寸小，划分深度低，显然是出于实时性考虑。

对于帧内编码：AVS2标准支持的帧内模式有 In t ra_ 

2N×2N、Intra_2N×0.5N、Intra_0.5N×2N、Intra_N×N四

种，编码器仅实现了Intra_2N×2N模式。标准支持的帧内预

表2 不同编码工具对编码性能的影响

编码工具
亮度编码

性能提升
编码时间

前向多假设预测F图像 0.68% 109%

短距离帧内预测SDIP 0.67% 103%

多方向B帧跳过 1.02% 115%

运动矢量精度PMVR 0.57% 99%

基于方向和距离判别的运动矢量预测 0.13% 105%

二次变换ST 0.67% 100%

两层变换 4.14% 119%

去块效应滤波DF 1.34% 100%

样值偏移补偿SAO 0.18% 101%

自适应修正滤波ALF 2.85% 110%

基于率失真的量化RDOQ 6.9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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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PU大小为4×4～64×64，编码器仅实现了8×8～32×32。

AVS2标准支持短距离帧间预测模式SDIP，编码器未打开该 

工具。

对于帧间预测：AVS2标准支持的帧间模式有Inter_2N× 

2N、Inter_2N×nU、Inter_2N×nD、Inter_nL×2N、Inter_nR× 

2N、Inter_2N×N、Inter_N×2N、Inter_N×N，编码器中仅

实现了Inter_2N×2N。标准支持的帧内预测PU大小为4×4～

64×64，编码器仅实现了8×8～32×32。AVS2标准支持AMP

预测模式，编码器未打开该工具。

对于滤波：AVS2标准支持DF、SAO、ALF三种滤波工

具，编码器仅支持DF、SAO两种。

综上，随着CPU计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AVS2实时编码

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在CU划分、帧内预测、帧间预测和滤

波等工具实现上进一步优化，提升编码质量。

3.4 AVS2和HEVC 4K超高清编码器性能主观评价

上述比较了作为同代编码标准AVS2和HEVC在算法关

键技术上的区别。经过3年多的产业发展，AVS2编码器在

编码优化水平和稳定性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我们对总台

现有实际使用的AVS2和HEVC4K超高清实时编解码设备，

在36Mbps压缩编码码率点进行了主观测试评估对比，结果 

如表4所示。

表3 AVS2实时编码器编码工具测试结果

表4 图像质量相对于源图像质量下降百分比汇总表

编码方式 AVS2 Main10@level 10.2.120

1 分辨率 3840×2160

2 帧率 50fps

3 量化精度 10bit

4 帧结构 IBBBBBBBP

5 GOP 8

6 Intra period 24

7 色域 BT.2020

8 转换曲线 HLG

9 转换矩阵 非恒定亮度转换矩阵

10 F帧 无

11
CU 
划分

LCU 32×32

CU 8×8～32×32

12
帧内

预测

帧内模式 Intra_2N×2N

帧内PU 8×8～32×32

预测模式 33种

SDIP 关

13
帧间

预测

帧间模式 Inter_2N×2N

帧间PU 8×8～32×32

AMP 关

PMVR 开

基于方向和距离

的运动矢量预测
开

预测模式 前向、后向、双向、对称、skip

14

变换

TU 4×4～32×32

15 NSQT 关

16 两层变换 开

17 二次变换 开

18 滤波

deblock 开

SAO 开

ALF 关

序

号
图像序列名称

编解码后图像质量相对源图像的 
质量下降百分比

AVS2 HEVC

1 京剧-梁红玉 8.3% 7.6%

2 肤色3 4.2% 5.7%

3 夜晚游船 7.0% 9.7%

4 竹子 12.6% 14.8%

5 舞蹈 8.2% 12.0%

6 姐妹游园 11.5% 12.3%

7 百花争艳2 15.7% 12.3%

8 草场与羊群 10.8% 7.2%

9 平均值 8.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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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2实时编码器工具集分析结果见3.3章。AVS2 36Mbps

编解码后图像质量相对于源图像质量下降百分比测试结果如

图1所示，8个序列总平均值为8.6%；HEVC 36Mbps编解码后

图像质量相对于源图像质量下降百分比，8个序列总平均值

为10.4%；从整体上看，同等码率下，本次所测AVS2编码器

的图像质量略优于HEVC编码器。但是对于个别细节复杂的

图像（如“竹子”、“百花争艳2”、“草场与羊群”等），

AVS2的图像质量仍需优化。

4  小结

自2002年AVS标准工作组成立以来，我国全自主技术的

AVS编码标准已经历经19 年的发展，形成了紧随电视技术发

展，全面覆盖标清到8K超高清视频信号的编码标准体系，提

高了我国电视产业的自主权和国产厂商在这一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AVS技术应用联合推进组”

主要成员单位，正在逐步部署开播使用AVS2编码压缩标准

的多个4K超高清频道。基于AVS2编码优化研究提出的编码

工具集的选择应用建议和对编码压缩系统中使用的AVS2实

图1 编解码（码率36Mbps）图像质量相对于源图像的质量下降百分比图

时编码器进行的编码性能测试评估，进一步推进解决了自主

技术的编解码设备产品化、产业化应用，以及编码压缩的系

统级部署，解决了编码压缩、分发和接收的端到端关键技术 

问题。

本文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与大数据”重点专项

（批准号：2017YFB1002400）资助。

参考文献：

[1]  T/AI 109.2-2020. 信息技术智能媒体编码. 第2部分: 视频[S].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K超高清电视节目制播技

术要求(暂行). [2020-01-21].

[3]  GY/T 299.1-2016.  高效音视频编码第1部分: 视频.

作者简介：

潘晓菲，女，1981年生，博士生，高级工程师，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技术局科长。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视音频编码

相关技术的研究与电视中心系统部署应用，组织AVS+、

AVS2、AVS3等广播电视视频编码系列标准的起草，组织

高动态范围相关技术研究及行业标准制定工作。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40

内容制播  ︳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云转播系统测试方法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借鉴软件工程中软件测试中的相关概念，梳理了云转播系统测试所涉及的测试类型，包括功能测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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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sting Method of Cloud Broadcasting System
Fang Ji, Wang Hongsheng, Liu Weidong, Xu Chao, L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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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orts out testing types involved in cloud broadcasting system, including functional testing, performance testing, security testing, 
interoperation testing, and fault-tolerance testing, based on the concepts in software test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est 
method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cloud broadcasting testing based on existing testing experiences.

Keywords  Cloud broadcasting, Cloud broadcasting platform testing, Software testing

方霁，王红胜，刘伟东，徐超，李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66)

0  引言

“云”是分布式计算的自然演进以及虚拟化和SOA的广

泛应用的产物[1]。而“云转播”顾名思义是将传统线下制播

能力以云上动态可伸缩的按需服务模式提供给用户[2]。现场

采集的实况视频信号经各类终端形式采集后进行实时编码

压缩，通过多种网络传输上云，在云上完成导播切换、剪

辑、字幕等工作，集成云端辅助制播能力，之后通过各类云

服务分发播出，从而实现转播能力云端化、远程化，达到轻

量化、低成本转播目标。从本质上看，云转播是转播能力云

化、IP化、软件化的一种体现。

1  从软件测试到云转播系统测试

在云计算时代，虽然软件迭代速度加快，但依然遵循软

件生命周期，典型软件系统的生命周期如图1[3]所示。

测试是评估和验证软件产品或应用程序是否能完成其应

做的工作的过程，是软件工程中重要的一环。良好的软件测

试可以防止系统漏洞、降低开发成本、提高软件性能。

软件测试包括很多类型，从开发阶段角度分，可以分为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验收测试等；按测试方法

分，可以分为黑盒测试、白盒测试、灰盒测试等；按测试类

型分类，可以分为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可用性

测试等。

云转播系统本质上是一套软件系统，软件测试方法也

适用于云转播系统测试。只是我们对于云转播系统的测试

工作不是建立在开发者的角度上，而是建立在系统使用者

图1 典型软件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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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上，因此涉及的测试类型包括功能测试（Functional 

Testing）、性能测试（Performance Testing）、安全测

试（Security Testing）、互联互通测试（Interoperability 

Testing）和容错性测试（Fault-Tolerance Testing）。

2  云转播系统的测试类型

2.1 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是根据功能需求，通过模拟业务场景检查功

能是否满足需求。功能测试一般采用黑盒测试的方法。在

云转播系统的功能测试中，主要涉及的测试方法有组件测试

（Component Testing）、端到端测试（End-to-End Testing）和

冒烟测试（Smoke Testing）。

2.1.1 组件测试

组件测试是测试系统各个组件或模块是否能独自满足

其功能需求。对云转播系统来说，需要测试的主要组件模 

块有：

1. 压缩编码模块：通过编码器将摄像机采集的实时信号

压缩编码。

2. 传输上云模块：将压缩视频信号经光纤、5G等方式传

输至云上流媒体服务器。

3. 云导播模块：通过云上导播服务器和导播客户端，完

成导播切换。

4. 云转码模块：通过云转码模块改变视频的编码格式、

码率、分辨率等。

5. 图文包装模块：进行云上图文包装，添加字幕、台

标、特效等。

6. 版权保护与质量监控：针对播出流进行码流检测、安

全审核、版权保护等。

7. 播出分发：播出流从云上通过RTMP、UDP或HLS等协

议传输分发。

2.1.2 端到端测试

端到端测试是通过模拟真实用户场景的方式从头到尾

测试整个系统，以确保被测系统所有组件按预期正常工

作。端到端测试应用于云转播系统，即是将上述模块组

件互连，完成转播工作。云转播系统端到端逻辑图如图2 

所示。

2.1.3 冒烟测试

冒烟测试类似软件开发人员的最小验收测试套件

（MATS，Mini-mum Acceptance Test Suite）的概念，该测试

涵盖系统的主要功能，旨在快速地确保最重要的系统功能能

够正常工作。

对于云转播系统的冒烟测试，我们只需要涵盖最基本的

功能：通过5G背包将一路摄像机实时采集的信号压缩编码、

传输上云；在云导播客户端配置该实时视频源地址和若干路

本地视频源地址，进行导播切换；通过VLC播放器打开PGM

输出流的地址，检查是否可以正常播放。

2.2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是测试软件在不同工作负载下的表现。对于云

转播系统来说，主要涉及的性能测试类型有负载测试（Load 

Testing）和可扩展性测试（Scalability Testing）。

2.2.1 负载测试

负载测试是检查系统在预期用户负载下的运行情况。

图2 云转播端到端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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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云转播系统，测试方法是将系统所支持的视频通道路

数（如12路或以上）使用摄像机实时采集的视频流满负荷配

置，同时使用最大支持的码率、帧率、分辨率视频信号，长

时间（如24小时或以上）持续运转。在此条件下，测试音视

频同步、多路视频帧同步，云导播台导播切换的响应时间，

云转码的效率等。

2.2.2 可扩展性测试

可扩展性测试是用来检测云转播系统在负载增加时，是

否可以有效地向上扩展，是确保系统高可用的衡量指标之

一。举例来说，当摄像机实时采集的视频路数增加时，云导

播台是否可以通过级联功能扩展接收路数，就是可扩展性的

一种体现。

2.3 安全测试

安全测试是用来发现系统漏洞并确定数据和资源受到保

护，免受潜在入侵者的侵害。对于云转播系统来说，除所在

的公有云或私有云提供的DDoS防护、访问控制等安全策略

外，还需要确保直播通道具有安全加密、防盗链等安全机

制。此外，针对视听安全领域，云转播系统还需要具备内容

审核和技术审核机制，确保对敏感内容的筛查。同时，为了

保护内容版权，云转播系统还应该具备对接数字版权保护系

统的接口。

2.4 互联互通测试

互联互通测试是用来检测各厂商的云转播系统组件是否

兼容。对于云转播系统，需要各厂商提供组件完成云转播系

统的搭建，因此互联互通测试尤为重要；由于云转播系统组

件间通信一般采用流媒体通用的RTMP协议、UDP协议等，

也确保了互联互通的可能性。一个简单的互联互通测试的例

子就是检查B公司的内容质量检测系统是否能识别并监测A公

司云导播台的PGM输出码流。

2.5 容错性测试

容错性[4]是计算机软件在出现系统或硬件故障的情况下

继续正常运行的能力。对于云转播系统，容错性测试是保障

云转播系统组件发生故障、或云转播系统所部署的云服务器

瘫痪、或网络链路中断时，系统有相应的处理措施确保鲁棒

性。在测试中，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异常情况检测云转播系统

的容错性。

2.5.1 在播信号中断

测试云转播系统是否具备备播垫片功能。当摄像机信号

突然切段，导致在播信号突然中断后，可以自动切换到紧急

垫片，保持云导播输出信号不间断。

2.5.2 网络传输拥塞

测试云转播系统是否具备预防网络拥塞的措施。当传输

网络发生拥塞，如云导播端的网络速率突然从100Mbps下降

到10Mbps，甚至网络中断，可以切换到云上备用垫片，确保

输出信号不间断。

2.5.3 云导播台崩溃

测试云转播系统是否具备主备冗余配置。当云转播系统

所部署的服务器宕机，或云导播客户端宕机导致导播台崩

溃，即启动备服务器、备导播台，确保输出信号不间断。

3  完成一次云转播系统测试

3.1 测试环境

云转播系统测试需要模拟真实用户转播环境搭建仿真测

试环境。仿真试验环境需要具备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或

4G/5G网络传输条件，同时使用至少一路摄像机实时拍摄信

号作为信号源。

3.2 测试步骤

软件测试的生命周期[5]大致包括四个阶段：测试计划、

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结果分析，云转播系统的测试也不 

例外。

3.2.1 测试计划

在测试计划阶段，需要制定测试关键任务，时间计划和

图3 正常网络（左），拥塞网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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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资源。对于云转播测试，要明确测试任务和测试重点是

什么。举例来说，如果测试任务是确保云转播系统在高负载

下的性能指标符合既定要求，则测试重点应该放在性能测 

试上。

3.2.2 测试设计

在测试设计阶段，需要完成测试规格说明书的制定、测

试用例的编写，测试风险分析等。

测试规格说明书是对整个测试活动的场景、方式，关键

测试内容项，需达到的指标等的详细说明文档。

测试用例是如何执行某个测试。一个测试用例包括执行

本测试的前提条件、测试中涉及的数据、测试步骤、期望结

果等，如图5所示：

测试风险分析是描述由于需求不明确、测试用例不完

整、测试环境和实际转播环境配置不同等，造成测试结果误

差的情况预估。

3.2.3 测试执行

本阶段是执行编制好的测试用例并记录测试结果。在记

录测试结果时，可以通过屏幕截图、录屏、系统日志等方

式，尽量详细记录问题出现时的信息。

3.2.4 测试结果分析

测试执行完毕后，还需要进行测试结果分析，以评估测

试，并在必要时补充测试内容。可以说，测试结果分析是是

整个测试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分析总结，只是机

械地执行已有用例，也就无法挖掘出新问题，确保测试任务

的成功完成。

4  未来展望

本文是我们已有的云转播系统测试经验的总结，并不能

涵盖全部的云转播系统测试工作。随着云转播的发展，相关

的测试标准会进一步规范，未来会出现专门的云转播测试平

台，云转播的测试也将和软件行业的测试类似，走向手工测

试和自动化测试相结合的路线。

本文受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科技冬奥专项“国际云

转播（北京）中心技术方案研究及仿真测试环境搭建”

（Z191100003419003）课题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年度

广播电视科技推进与管理专项“云转播技术白皮书”（KJS-

2020-005-标）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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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的规划 
设计与建设实践

【摘  要】 本文全面介绍了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实践。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建设以新闻发布厅为主会场，外

场发布点和移动发布点为分会场，打通了电视制作、信号采集分配传输、视频会议、网络直播等多个系统，实现了内外互联交

互。同时，还建立多端分发和快速应急反应体系，实现了新闻和信息的全媒发布及全网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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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Omni-media
Wang Qiang

(Fujian Media Group, Fujian 350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omni-media news release platform in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omni-
media news release platform takes press release hall as main venue, outfield release points and mobile release points as branch venues. Multiple 
systems such as TV production, signal acquisition, distribution and transmission, video conferences, and webcasts are opened up, realiz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a multi-terminal distribution and rapi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realize omni-media release and full network coverag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Keywords  Omni-media news release platform, Press Release Hall, Multi-terminal distribution, Omni-media release, Whole network coverage

王强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  350004)

0  引言

随着媒体传播格局的变化和新闻发布任务要求的提升，

原有的福建省新闻发布厅已无法满足发布需求，为实现新闻

和信息的全媒发布、全网覆盖，积极推进重大主题新闻发布

的网络直播推流，提升新闻发布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和公信力，需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制作、媒体融合发展、视

频会议、多端发布等先进技术，建立全媒体时代具有快速应

急反应能力的新闻发布平台。

本文基于国内首个由电视演播厅建成的新闻发布厅作为

主会场的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的建设和实践，对其功能布

局、系统设计、发布流程、技术创新进行分析，为类似工程

建设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整体布局

1.1 设计要点

位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C区演播室群的400m2演播室具

备良好条件,能很好的满足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建设的几个重

要因素：

1. 功能完善

主会场空间开阔：长26m、宽17.4m、高15m，配套的功

能区域约1200m2，满足新闻发布流程中对场地面积、区域布

局的要求，便于各岗位在工作时的协调合作，有利于提高效

率、保障直播。

2. 安全播出保障

严格按电视直播标准进行建设，直接接入现有的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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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控系统、播出系统、云平台实现全媒发布，具备强

有力的技术能力保证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

3. 快速反应能力

配备有技术团队按直播高标准做好日常维护和管理工

作；保证场地设施和系统设备一直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在接

到任务时，即可迅速响应，满足新闻发布的应急需求。

4. 出入高效便利

作为主会场的新闻发布厅所在地交通便利，停车位充

足，有多个出入口实现分流，具有完善的安保和防疫能力，

确保媒体车辆和参会人员进出高效有序，如图1所示。

1.2 功能布局

功能布局按新闻发布流程主要分为三块：发布现场及服

务区域，直播信号制作和技术支持区域，公共设施和通道区

域，详细布局如图2所示。

1. 发布现场及服务区域

效果呈现的核心区域，整体风格庄重严肃、简洁大方，

包括主会场、打印服务区、技术库房、吹风室、休息室、化

妆间等。主会场如图3所示划分为主席台、记者编辑区、摄像

摄影区、技术保障区四个部分。

主席台12m×6.5m，满足不少于10人同台举行新闻发布

会。设计容纳记者人数为100人，其中60个编辑记者桌位， 

10个记者席位，吹风室有30个记者席位。技术保障区域架高

整体高出地面1.5m，整体区域面积为12m×5m，为现场扩

声、灯光控制、现场视频信号调度的技术区，设有两间同声

传译间，以满足面向国际的新闻多语种发布。

2. 直播信号制作和技术支持区域

制作直播信号进行全媒体发布的核心技术区域，包括导

控室、调音室、设备机房、配电机房等，为保证播出安全，

分布在比新闻发布厅更高一层的三层，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人

员进出。

3. 公共设施和通道区域

包括安保和防疫区、记者签到处、展示区、卫生间等。

2  系统设计和实现

2.1 建设目标和技术标准

系统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新闻和信息的全媒发布、全网覆

盖，建设以新闻发布厅为主会场，外场发布点和移动发布点

为分会场，内外互联交互的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当前视频

的全媒体传播以高清为主流，因此采用设备成熟可靠、传输

高效稳定、适于全网覆盖的高清晰度电视信号技术标准，能

更有效的提高新闻发布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

    视频：系统严格按电视直播标准进行建设，制作信号采用

1080/50i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满足GY/T 155—2000《高清

晰度电视节目制作及交换用视频参数值》的要求。

声学：达到《GB/T 28049-2011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

统设计规范》会议类扩声系统声学特性指标一级标准，噪声

NR30以上，混响时间小于等于1s。

2.2 系统架构 

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由五个子系统组成，如图4所示，各

个子系统间和子系统内部频繁进行视频、音频、网络等信号

的实时转换和传输。

2.2.1 主会场信号系统

主会场是重要的信号采集端，场内的视频、音频和网络

信号传输至演播室导控系统进行制作后合成公共制作信号。

图1 新闻发布厅位置图

图2 新闻发布厅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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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频信号

设置4～6个摄像机机位进行拍摄，在主会场、配套用

房、主要通道均设置有屏幕实时播放发布会信号；配置的 

16路矩阵与导控系统的32矩阵联通实现对现场返送信号、

LED大屏幕等视频系统的调度分配。

2. 音频信号

包括现场拾音话筒、扩声调音台、扩声音箱组、同声传

译系统等。同声传译系统是面向国际传播新闻发布的重要设

备，常规配备中、英两个语种的同声传译，具备拓展到4个语

种的能力，共配置有100个红外接收终端和耳机。

3. 网络信号

全场和配套区域覆盖无线网络和5G信号，主席台上、记

者编辑区、技术保障区均有有线网络接口，共部署无线AP  

16个，有线网口120个，提供稳定带宽500M。

4. 输入输出接口

如图5和图6所示，各主要区域及编辑桌面均设置有视

频、音频、网络、电源等多路输入输出接口面板，可满足现

场记者对视音频进行拾取分配等编辑工作的需求。

2.2.2  演播室群导控制作系统

新闻发布厅主会场处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C区演播室

群中，演播室群由400m2、600m2、800m2、1000m2、1500m2

五个中大型演播室组成，采用集群化的设计，400/600导控系

统和800/1000/1500导控系统通过矩阵、接口箱、光纤通路实

现并行和级联制作能力。其中，400/600导控系统直接承担

新闻发布的公共直播信号制作任务，配置有主备切换台、32

路矩阵、播控调音台、视频服务器、包装系统等广电专业设

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信号。

图3 主会场布局效果图

图4 系统架构图

图5 视频接口面板 图6 音频接口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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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总控系统

总控系统是电视台各系统间信号汇聚、调度、分配的枢

纽，通过大型矩阵等设备实现电视台内部及电视台内外之间

的信号交换，是实现互联交互和多端分发的关键，同时承担

着将演播室导控系统的直播信号传输至播出系统进行播出的

重要任务。

2.2.4 播出系统

播出系统包括电视播出平台、广播播出平台和网络播出

平台，可在2个卫视频道，8个地面频道、7个广播频率、“海

博TV”云平台上进行直播。云平台为网络直播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并利用其云服务进行网络直播、信号分发和数据

共享。

2.2.5 分会场系统

在省内的重要部门建立分会场，计划设置20个固定分会

场和10个移动直播点。20个固定外场直播点主要采用摄像机

信号经编码器传输至电脑，以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传输和交

互。10个移动直播点主要采用使用5G/4G背包、有线网络、

卫星传输等多种方式实现新闻现场的信号传输。

2.3 新闻发布流程

新闻发布的常规流程如图7所示。

1. 以主会场为发布场地，利用摄像机进行实时拍摄，现

场屏幕播放视频，主席台桌面话筒对新闻发布人拾音，记者

使用无线话筒提问，同声传译系统提供多路不同语言的翻译

信号。视频信号传输至导控系统进行切换及包装处理，音频

信号经制作调音台和播控调音台两级进行制作。

2. 分会场信号、网络视频会议、LED大屏幕等各种不同

格式的外来信号接入到导控系统中进行同步切换。

3. 视频和音频信号加嵌后制作成1080/50i广播级高清标准

格式的高码流基带公共信号，以HDSDI接口传输，传输速率

为1.485Gb/s。

4. 公共信号传输至总控系统进行信号的采集分配传输。

HDSDI的基带信号送电视播出平台，采集音频信号送广播播

出平台，通过服务器转码成H.264/H.265编码的网络流送云平

台网络直播及分发。

5. 150多家网络直播平台以推流和拉流等方式同步发布，

实现全媒发布，全网覆盖。

6. 在记者编辑桌面设置有网络和电源接口，媒体记者经

安全认证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直接连接互联网进行推

流直播和发布。

7. 云平台同步录制，在发布会结束后第一时间将素材上

传至线上新闻数据库，提供数据共享。      

3  技术创新点

3.1 多端分发和全媒发布

打通电视制作、信号采集分配传输、视频会议、网络直

播等多个系统，进行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媒体的深度融

合，是实现多端分发和全媒发布的关键。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的难度在于信号的编码格

式和传输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有效提高信号交

互和转换的效率和稳定，在信号采集分配传输的过程中，保

证视音频高质量、交互低延时、传输高效率，具备快速分发 

能力。

3.1.1 分发体系

分发和发布的信号按用途分为三个部分：高码流基带公

共信号、网络直播和云平台服务、分会场及视频会议平台 

交互。

按编码格式和传输方式主要分为四类：视频流信号：

SDI、HDMI、DP、DVI等；音频信号：数字信号、模拟信

号等；网络流信号：H.264、H.265等；存储数据文件：包

括H.264、H.265、MPEG2-I、XDCAM、DNxHD、XAVC、

ProRes等。涵盖基带信号制作、电视直播、广播直播、媒资

系统入库、制作网后期编辑、视频会议交互、网络直播、云

平台服务和数据共享等各主要功能模块。

分发体系采用集中转码分区分发，设置应急通道等技术

手段提高分发效率和安全性。如图8所示，总控系统、云平

台、视频会议平台三个系统作为分发中心，功能各有侧重，

互通互联，协同配合，实现多端分发和全媒发布。

3.1.2 集中转码分区分发

将安全稳定性最高的总控系统作为公共信号的集中转码

图7 新闻发布常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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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中心，集中了大型矩阵、服务器、编解码器等设备，对

占用资源和带宽最大的高码流基带信号进行转码和分发，同

时提供网络流信号给云平台。

云平台作为网络的集中转码分发中心，合理部署云服务

器，对网络直播的信号、提供给媒体矩阵的推流、拉流等信

号进行转码和分发。

视频会议平台负责主会场和分会场信号的分发，各会场

的视音频信号经编码接入平台由后台进行切换、控制和分发

等管理。

子系统内部的信号要保持一致性，在各子系统输入端配

置有多格式矩阵、转换器等设备提前将非标准的信号转换为

标准信号，减轻转码负荷，提高系统效率和保障通道畅通。

基带信号提供两种高码流：高清100Mbps适用于导控系

统、媒资系统、制作网；高清50Mbps适用于播出系统。

网络信号提供中码流和低码流：采用H.264/H.265编码，

10Mbps适用于新闻数据库的网络共享，2Mbps适用于网络直

播和视频会议。

3.1.3 应急通道设置

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发布以网络直播为首要传播方式，因

此除常规的总控系统送云平台直播外，设置了4个应急通道应

对突发情况。

1. 导控系统部署服务器，可通过网络将信号以推流方式

直接送至云平台。

2. 导控系统部署服务器，可直接推流给指定的网络平台

进行直播。

3. 导控系统和网络视频会议平台连接，可通过平台后台

进行网络直播。

4. 特殊情况下，只要主会场有信号，利用现场矩阵和桌

面网络，就可将信号推流给网络平台进行直播。

     在使用应急通道时，重点考虑信息的快速发布，根据实际

情况的不同，设置直播码流为1Mbps～2Mbps。

3.2  快速应急反应体系

    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极端条件限

制，形成高效的快速应急反应体系，具有24小时应急能力。

3.2.1 线上应急发布

线上的新闻应急发布，主会场、分会场多方之间进行数

据交互。

实施方案如图9所示，以视频会议系统为数据交互的核

心；在主会场和分会场配置摄像机、编解码器、工作站等

设备，将视音频系统与视频会议系统联通；视频会议的主画

面由主会场导播进行切换和控制，主画面输入导控系统切换

台，经制作后直播发布。

记者参会采用线上模式，利用自带摄像头的电脑或手机

加入视频会议系统进行实时观看和在线提问。

线上应急发布的重点是处理好三个问题：

1.  视音频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的转码，可采用流编

码器、USB声卡实现视频SDI与HDMI互转，音频XRL、

3.5TRS、USB的转换。要特别注意区分SDI和HDMI信号是否

图8 多端分发和全媒发布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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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嵌音频的不同应用。

2. 延时：由于视音频编解码设备差异和传输链路不同会

出现声画不同步的现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手动调整音频延

时值，精确到帧。

3. 回音：各方返送声音须通过调音台采用N-1方式进行处

理后可有效避免。

3.2.2 新闻现场应急发布

在新闻现场的应急发布，数据以单向传输为主。现场往

往条件复杂，很难满足正常的信号采集和传输，需要通过组

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满足各种突发情况和极端条件的直播

需求，第一时间在现场实现新闻的发布。如图10所示，主要

有三类典型场景的应用。

典型场景一：拍摄人员和制作团队能到达新闻现场。

采用前方制作+后方直播模式：摄像机拍摄，信号经光

缆、光纤、网络、无线图传系统、微波系统等方式传输到现

场临时设立的导控系统（EFP或者卫星车），导控系统切换

后通过光纤、5G/4G背包、卫星上传传输至后方的总控系统

后直播发布。

使用卫星传输信号是这类典型场景中常用到的重要应急

播出方式，适用于无网络、通信基站等地面台站信号的极端

情况下，信号通过卫星车或移动便携卫星站回传至总控系

统，总控系统分发实现应急发布。前方可通过卫星电话和后

方实时沟通。

典型场景二：拍摄人员能到达现场，制作人员无法到达。

采用前方拍摄+远程制作模式：摄像机或手机拍摄，信号

经光纤、网络、通信基站、5G/4G背包等方式传输至后方的

演播室导控系统进行远程制作后直播发布。

典型场景三：信号无法通过正常通道传输回后方。

采用前方拍摄+现场直播模式：摄像机或手机拍摄，通过

网络、通信基站、5G/4G背包直接在视频会议系统或网络直

播平台上进行直播发布。

4  结束语

作为国内首个由电视演播厅建成的新闻发布厅作为主会

场建成的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于2021年7月份建成，各项技

术指标达到电视直播标准，投入使用后系统运行良好，每周

举行两场以上的新闻发布会，100多家媒体同步直播，场均观

看人次超500万，实现了全媒发布和全网覆盖，为新闻和信息

的国际国内发布提供了稳定通道，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未

来还将进行4K超高清制作系统的升级建设，进一步丰富新闻

发布的形式。

图10 新闻现场应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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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台播控中心整备系统的 
构建与实现

【摘  要】 2020年上半年广东广播电视台新播控中心建设完成，并在下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了全台网架构下的制作、新闻与播

出一体化，以及全台频道高清化播出、网络化送播和频道一体化编播管理的流程改革。本文主要阐述了全台网架构下，播出整

备系统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构成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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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Servicing System of Broadcasting Control 
Center of Radio and TV Station

Mai Hangyu

(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Guangdong 510066,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broadcasting control center of 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was completed, 
and it was put into u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It has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news and broadcast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whole station network, as well as process reform of HD broadcasting, network broadcasting and integrated editing and broadcasting management of 
all channels. This paper describes com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roadcasting Servicing system in Guangdong Radio and TV station under the whole 
station network structure.

Keywords  The whole network structure, Broadcast servicing system, Documented broadcasting

麦航宇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  510066)

0  引言

随着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对原来制作网与播出网分离

的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实现全台网架构已成为各电视台的

重要任务。打造新型播出平台，实现电视台全面高清化、网

络化文件送播、频道编播业务一体化播出，全面提升我台安

全播出保障水平。按照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工作部署，在二期

大楼六层建设高清/超高清播控中心,用于支持我台15个开路

电视频道的高清播出、1个4K超高清频道播出，并为未来新

增设1个4K电视频道提供基础条件。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自动

播控系统、总控信号交换系统、播出整备系统以及相关配套 

设施。

1  播出整备系统的需求与分析

1.1 全台网架构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播控中心系统设置了15个开路电视

频道的高清播出和1个4K超高清频道播出。所有频道的电

视节目制作生产都高质量节目，而且所有频道节目都不间

断播出任务可想难度之大。而我台之前的制作网、新闻网

和播出网等之间是相对分散独立的，这次我台也加快自己

的步伐，实现全台频道高清化播出，网络化送播和频道

一体化编播的全台网架构播出，真正实现全台各个网之

间的互联互通。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台网结构设计图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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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台网架构下整备系统的作用

在全台网架构下可以很好的解决网络化文件送播效率，

但如果在节目文件送播效率提高后，所有频道送播都是高质

量，而且有明显送播时段还是有波峰波谷情况，这样导致播

出系统的负载不均衡性，不稳定性等的问题还没解决，这些

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播出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播出整备

系统应运而生，成为制作网、新闻网和播出网的中心缓冲地

带，很好的隔离外界威胁，在高质量节目传输流程中更加自

动化更加高效和规范化，为播出提供数据和业务的核心支撑,

保证播出系统的安全，大大提高了我台的制播能力。

2  整备系统总体规划设计

播出整备系统在规划设计时就考虑作岭南云整体平台的

一部分，充分利用IT技术，初步实现全台技术平台的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实现以文件为载体、以网络为支撑的全新的

网络化文件送播业务运作模式，实现全台频道编播业务流程

的统一；充分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计算和存储资源的高可用

性，为播出提供数据和业务的核心支撑。

在这次我台新播出中心建设中，采用了播出整备存储、

播出二级存储和播出视频存储的多级存储结构。播出整备系

统作为核心播控系统的数据和业务支撑，包括有高清/4K送播

平台、新闻送播平台、广告送播平台和编播管理平台，实现

与制作、新闻、媒资和播出的网络互联互通。目前整备系统

实现多种来源的节目汇聚、高清和4K节目的海量存储，形成

全台成品节目中心；另一方面实现向高清频道、4K频道和数

字频道播出的节目备播，以及全台的统一编播管理。

2.1 整备系统硬件设计与功能分析

播出整备系统提供一系列技术手段，实现节目素材文件

的导入、转码、MD5校验、技审、存储、迁移等功能，并自

动有序地将播出节目素材向播出二级存储分发，从中涉及业

务站点服务器、FTP服务器、数据库、打包&转码服务器和刀

片服务器等。

2.1.1 网闸、防火墙和FTP服务器

在全台网架构下，制作网、新闻网与播出网的互联互

通，为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是给播出

网络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确保播出安全，因此在

图1 全台网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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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中设置了多个安全边界，部署了防火墙、防毒墙、IPS

和网闸等安全设备，实现和制作网、新闻网等的安全互通。

这些安全设备具有病毒防护技术、数字身份认证技术、数据

加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等网络安全技术。

在制作与播出网络之间的存在大量数据交换的需求，在

安全边界上可以通过FTP协议进行数据之间的交换。播出整

备系统在边界内配置了4台FTP服务器端，在边界外各频道编

辑区域配置多台FTP客户端。频道编辑人员将节目素材文件

通过FTP客户端传输到指定的存储位置，进行转码交片，完

成节目的送播。

2.1.2 刀片服务器

播出整备系统涉及多平台多服务，如果采用单机服务器

模式，需要部署信息服务器和媒体服务等服务器相对较多，

搭建和维护相对耗时，不利于节省空间，不便于管理监测

等。因此新播控中心的整备系统配备了H3C 公司推出的构建

云计算基础架构的资源管理平台——H3C CAS（云计算管理

平台），提供业界领先的虚拟化管理解决方案，实现对云计

算环境的集中管理和控制。整备系统的云计算管理平台通过

统一的管理界面，轻松地管理整备系统内所有的主机和虚拟

机，不仅能提高管理员的管控效率、简化日常例行工作，而

且降低 IT 环境的复杂度和管理成本。目前播出整备系统配备

了3台刀片集群服务器：刀片集群A配置一些信息服务器和媒

体服务器，作为主服务器；刀片集群C配置的相应的信息和

媒体服务器，作为刀片集群A的冷备份；刀片集群B配置来米

监控系统。

2.1.3 数据库

为了确保整备系统的信息数据安全，采用了双机热备方

式进行数据备份，我台根据播出整备系统的各个送播平台划

分，各布置了两台数据库。每个送播平台的两台数据库互为

主备，都配置了自动接管服务，从而保证不间断的数据读写

服务。其中高清/4K送播平台、新闻送播平台、广告送播平

台和编播管理平台，安装Windows7专业版系统、SQL Server 

2012数据库软件和NEC，可以通过NEC Web界面来查看主备

数据库连接状态。

2.1.4 转码/打包服务器

整备系统为了很好地适应全高清，高质量的播出，需要

高质高效的转码、技审、抽帧、打包、画面内容识别等服

务，采用了大洋LV视频转码打包处理系统。为了应对多频

道的工作量，播出整备系统中，配备两个转码服务集群包括

共48台LV转码服务器，为频道网络送播的节目素材文件提供

的转码支持；另外配备一个打包服务集群共14台LV打包服务

器，主要作用于新播控中心六楼缩编平台的打包上传任务。

LV转码服务集群和打包服务集群的系统构建相似，均以第一

节点服务器作为管理节点，运行着包括3个管理类服务和3个

执行类服务在内的6个服务；另外其他服务器作为业务节点，

仅运行着3个执行类服务，完成管理节点分发的任务。集群可

以通过Web管理页面，对集群系统进行设置与管理，并提供

方便快捷可视化的查看和监控的系统节点状态和任务执行情

况的界面。

2.1.5 存储服务器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对存储系统的诉求也随之而来,大

数据是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播出整备系统

配备了华为OceanStor 9000 V5共9个节点存储服务器，存储

容量共为1260T，按照平台业务和使用功能分成了6个节目素

材文件存储空间。播出整备存储采用分布式集群架构，系统

全冗余部署避免单点故障；存储节点的关键部件，如风扇模

块、电源模块、接口模块均采用冗余设计，有效提升硬件可

靠性；存储还具备灵活的扩展性，提供更丰富的接口，以应

对不同业务访问存储需求；支持高速以太网，还同时支持IB

（InfiniBand）网络，可满足更加苛刻的性能要求；整备存储

支持灾备，即使在毁灭性的灾难下，也能够保障数据安全，

从而使业务正常持续运行。

2.1.6 站点服务器

由于频道分布在主楼与新楼的不同制作区域，为了更高

的效率，在各频道办公区域都布置了频道的编单、FTP客户

端和交片签审站点。除了在频道办公区域之外，在主楼/副楼

制作部区域和播出中心副楼7楼/新楼六楼播整备区域也配置

相应的站点服务器，方便频道人员交片使用。

2.2 播出整备系统业务规范及流程

播出整备系统，作为核心播控系统的数据和业务支撑，

所有播出节目素材按照各平台划分，都汇聚到播出整备存

储。全新的文件化备播系统,打通智能化备播流程,针对不同送

播系统，采用不同耦合度送播手段，降低系统互连难度，针

对不同频道，制定不同的送播流程。

2.2.1 节目编播流程

编播采用先建条目后上载的编单模式，实现主楼三楼和

录制楼七楼播控中心的流程统一。对于在库节目，新系统支

持拖拽方式，直接实现在库条目的预播单编排；对于未能提

前备播的节目条目，频道在编单时候，使用播出信息门户创

建条目进行占位，方便规划编排各个频道节目的播出时间，

待交片和审核后，进行在线刷新节目。新播控系统支持节目

条目备播和在线改单，方便重要节目或特殊节目的灵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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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节目编播业务流程图如图2所示。

2.2.2 编播管理平台

编播管理平台主要业务包括条目创建、常规上载和应急

上载等。业务流程主要是：1. 首先需要在信息门户新建条

目，录入磁带信息和管理上载任务；2. 在常规上载站点或应

急上载站点进行磁带上载或文件交片；3. 节目交片后，节目

素材经技术审后备播入播出库。

2.2.3 高清送播平台

频道节目素材主要是通过高清送播平台把文件汇聚到整

备系统中，再自动有序地将要播出节目素材向播出二级存储

分发，通过技术审之后再迁移到播出集群。高清送播平台网

络图如图3所示。

通过高清送播平台的栏目交片方式主要有：网络交片、

导入交片和缩编收录交片。对于台内制作网编辑的栏目，通

过网络交片，完成素材节目的送播；非台内制作网编辑的栏

目，生成成品文件并上传到播出网，通过审签工作站进行导

入交片；其中还有一些影视剧或收录下来的节目素材文件是

经过缩编系统的编辑软件，对影视剧和节目素材进行编辑后

提交故事板形式自动完成节目交片。

2.2.4 新闻送播平台

新闻送播平台节目素材文件交片方式为导入交片：新闻

平台专题栏目，节目素材类似高清平台的导入交片方式，完

成素材节目的送播；新闻直播类栏目进行重播的素材节目，

通过播出整备系统配置的新闻直播收录系统，直接采集演播

室信号，采用边直播边收录方式收录视频文件，然后通过非

编软件进行编辑交片送播，从而提高新闻直播类栏目节目素

材的交片效率。新闻送播平台网络图如图4所示。

新闻平台业务流程说明：

1. 新闻专题节目剪辑后输出成品文件，通过FTP客户服

务器上传到播出整备网络，编辑人员通过导入交片软件，关

联节目条目进行导入交片；

2. 直播新闻类节目提前创建收录任务，在直播过程中进

行信号收录、文件分拆和输出，编辑人员通过导入交片软

件，关联节目条目进行导入交片；

3. 上述节目交片入整备库后，由节目交片人进行节目技

审，通过后节目直接急送入播出视频服务器。

2.2.5 广告送播平台

广告送播平台素材的送播包括介质上载交片和导入交片

送播两种方式。广告条目创建与其他送播平台不同，并非在

图2 节目编播业务流程图

图3 高清送播平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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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创建。广告条目以广告ID为唯一标识，基于导入的广告

编排单自动生成，或者提前添加上载或导入任务来生成。在

广告条目创建时，同时进行广告ID和广告条目名称查重，

确保不会出现相同ID和条目。广告送播平台网络图如图5 

所示。

广告平台流程说明：

1. 广告中心完成广告节目（磁带和电子格式）的审签，

送广告编播人员进行广告上载；

2. 支持添加任务上载和基于广告编排单导入生成的广告

条目上载；上载方式支持磁带上载，也支持文件导入；

3. 广告上载后由广告部相关人员进行技术一审。通过

后，广告节目备播入库。

3  总结

新播控系统设计采用的技术符合广电系统发展方向，具

图4 新闻送播平台网络图

图5 广告送播平台网络图

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根据全台网的网络规划，目前

我们电视播出中心新播控中心的改造升级建设完成了第二阶

段新楼六楼播控中心的建设，接下来将进行第三期主楼三楼

播控中心的建设与升级，支撑部分的缩编业务，并作为新楼

播控的灾备中心。根据业务要求，我们整备系统继续采用先

进技术，完成手机移动端建设。

新播控中心的建设，促进了我台播出技术系统和编播业

务流程的整合，推动我台电视播出事业迈上更规范、更高

效、更安全的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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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赛事直播音频系统的构建与实现

【摘  要】 本文以2020年“白沙杯”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暨女子拳击备战奥运拳王赛为例，介绍了全国大型重要拳击比赛中声

音的拾取与转播过程，以及在拳击比赛中声音如何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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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Live Audio System for Boxing 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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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Hainan 5702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2020 “Baisha Cup” National Men’s Boxing Championship and Women’s Boxing Preparation for Olympic Boxing 
Championship as the examples,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sound picking up and broadcasting in large national boxing matches, and how to make 
sounds in boxing 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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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年11月3日下午，由中国拳击协会、海南省旅文厅

主办，海南白沙县政府承办的2020年“白沙杯”全国男子拳

击冠军赛暨女子拳击备战奥运拳王赛，在海南白沙县文体中

心开赛。共有152名拳击运动员角逐本次赛事。本次赛事从

11月3日持续到12月30日一共持续九周，男子共设10各级别

的比赛，分别是：49kg。52kg、57kg、60kg、63kg、69kg、

75kg、81kg、91kg；在比赛的第七周开始增加了女子拳击

备战奥运拳王赛，其中女子共设有5个级别，分别是51kg、

57kg、60kg、69kg、75kg；央视五套体育赛事频道、央视

频、海南公共频道、视听海南等，分别对此次赛事进行了全

程直播。本次比赛的直播制作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4K转播车

担任，本文以此次比赛为例，旨在就拳击比赛直播中音频系

统的构建与制作经验与大家分享。

1  话筒的布局

在拳击比赛音频系统的搭建中，首先我们要先做好话筒

的布局，话筒如何摆放对声音的拾取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在

摆放话筒的位置前，有一些话筒摆放的原则与注意事项我们

要清楚。

1. 我们在摆放拾音话筒或者调整拾音话筒拾音方向时要

避免干扰到拳击运动员，不能影响到拳击运动员在比赛时的

发挥。

2. 摆放拾音话筒时应该要注意镜头的穿帮，避免将拾音

话筒入画。这样一来也保持了画面的整洁与美观。

3. 摆放拾音话筒时要将话筒放稳，如有需要可将话筒绑

牢，再将话筒放置于话筒架上，邦的过程要注意话筒松动避

免出现咔咔的杂音。

4. 摆放拾音话筒时要将裸露在外面的话筒线隐蔽好，避

免观众踩到，绊倒话筒，保护我们器材的同时也避免影响到

了观众与电视画面。

5.  摆放好所有话筒位置之后，要得到赛事组委会的 

许可。

在清楚话筒的摆放事宜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明确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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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筒需要拾取哪些声音？如何摆放声音的效果才会更好？

为此，我们需要做好话筒的布局。拳击冠军赛场地话筒的布

局如图1所示。

图1中拳击台围绳内的长宽都是2.45m，拳击台离地面高

约1m，拳击台上方4m高是一个环形大屏；我们从拳击台的

上方环形大屏处往下吊了4个416拾音话筒，位于拳击台围绳

范围内，每一个416话筒距离边缘的立体拳击柱是1m，每一

个416拾音话筒之间的距离是1.45m，话筒离拳击台台面距离

2.5m；我们将拳击台上的4个话筒定为MIC1—MIC4。这样吊

话筒既不会出现穿帮镜头，也不会干扰到比赛选手，更不会

因为某些物理撞击而收到杂音影响到声音，而且考虑到声音

是往上走的，吊起来的话筒更容易受到比赛选手的呼吸声，

拳拳到肉的击打声。

吊麦效果如图2所示。

在图1中的MIC5是拾取蓝角选手在中场回合休息间隔时

与教练谈话的声音，MIC6是拾取红角选手在中场回合休息间

隔时与教练的谈话声音，这两个话筒都是直接绑在摄像机上

面，话筒声音直接从CCU回到转播车的调音台。

MIC7是立体声拾音全场范围的观众话筒，MIC8与MIC9

是解说员的麦克风。

2  设备的选取与配置

给整个拳击赛用的话筒，我们需要根据用途还有性能针

对每一个收音环节选取不同的话筒。并充分考虑到整场比赛

需要达到的拾音效果。

1. 针对拳击台的拾音话筒方面：我们就选取了SENNHEI 

SER的MKH 416 P48的话筒，416是一款全指向性的电容麦克

风， 416话筒灵敏度较高，拾音距离广，频响宽，声音清晰

度高，能够很好的还原整个赛场的声音。比如：比

赛选手拳套击打声音，急促的喘息声，旁边教练的

指导声等。

2. 针对选取红角与蓝角的话筒方面：一开始

我们想就暂用摄像机机头麦ECM-NV1来拾取红

角与蓝角处的声音，但是考虑到ECM-NV1相对

于416来讲拾音距离短、灵敏度低、特别是在噪

杂的环境中很难声音不清晰，因此我们仍然选择

SENNHEISER的MKH 416 P48的话筒。

3. 针对选取两个解说员使用的话筒方面；我

们选取的是一套专业体育解说盒COMMENTNRY 

BOX，这款解说盒配备了五路卡农信号输入、

三路6.35信号输出，跟这个解说盒配套使用的是

SENNHEISER头戴式超心形指向的解说耳麦，这

款耳麦可说可听，而且麦头紧贴着嘴边，所以尽管

在声音非常噪杂的比赛现场，我们依然可以收到非

常清晰干净的解说员的声音。

4. 针对立体声观效话筒的选取方面：我们选取

了SENNH EISER的一款MKH 418的立体声话筒，

418是M/S制式，在拾音方面我们针对观众席中心

轴方向有意的偏斜一个角度，这样拾到的声音更加

的自然，具有空间感。

5. 针对裁判的收声问题，我们选取了SURER

的一款Q63领夹话筒，主要是为了拾取裁判的一些

指令以及低声跟选手叮嘱的口令。此次比赛场地音

频设备的配置表如表1所示。

在表1中，话筒架是用于整场比赛观众氛围的

图1 拳击冠军赛场地话筒的布局

图2 吊麦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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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话筒的固定，增加一个外接通话是

为了转播车上导播可以跟现场的主持人通

话，外接通话采用的是一套SHURE的通话

主机与腰包，主要是为了导播可以给主持

人口令，让主持人把握比赛的进度。

3  拳击赛音频系统的构建

3.1 音频系统的输入

拳击赛音频系统的输入分别由现场的

输入信号与转播车输入信号两大部分组

成；现场信号是由拳击台话筒、现场音响

信号、CCU路由信号、解说员话筒、裁判

话筒、观效立体拾音话筒、SHURE通话包

组成。而4K转播车的信号由AJIA播放机、

4500放机、360卡座播放机、导播的通话

组成；现场的输入信号是通过远程航空箱

接入转播车调音台，远程航空箱通过两

路光纤（一主一备）接入4K转播车的交换机，以IP流的方式

与调音台交互信号；而转播车上的输入信号是直接接入调音

台。这些输入信号都是通过转播车上的调音台统一混合、分

配到相应的路由。

4K转播车上的音频IP协议采用的是RAVENNA协议，选

择RAVENNA协议的优势在于RAVENNA几乎可以运行于所有

现有的IP网络基础设施之中，同时RAVENNA支持不同的数字

格式，多种不同的数字格式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网络上，不

同采样频率的视音频信号可在同一网络上传输。RAVENNA

根据网络基础设置、传输模式等特点，可以实现亚毫秒级别

的延迟。

值得说明的是：4K车的航空箱内配备了两台CISCO-

SG350的三层网络交换机，这两台交换机互为主备，并且通

过两条光缆分别接入转播车内核心主备交换机，核心交换机

同样是采用了主备两台CISCO-SG350的三层网络交换机来实

现音频流的数据交互，而4K车上的主备调音台也接入那两台

核心交换机，这样一来，调音台与航空箱上的信号就可以通

过核心交换机实现信号的收发，交互。并且所有的音频流都

遵循RAVENNA协议，同时收发、同步音频信号，从而实现

信号的无缝切换。音频IP流框图如图3所示。

转播车的主调音台是由LAWO-mc2²56来担任，LAWO-mc2 

56调音台是mc2²66的升级版，是一款集扩音、直播录制、声

音后期调音制作为一体的多功能调音台。其非凡的灵活性以

及多样人性化的控制界面让调音师对声音的处理能力大大增

强，其调音台支持多种母线分配、支持多种动态效果处理，

支持MADI接口、网络接口、ADAT接口、GPIO接口、以及

RAVENNA网络音频接口等；同时mc2²56支持立体声制作、

5.1/7.1环绕声制作、全景声的制作；其内部还集成了一个音

频矩阵NOVA73，NOVA73内部配置了第二代980/33路由卡、

981/61RAVENNA板卡；第二代的980/33路由卡不仅包含了

8192X8192交叉点的大型矩阵，而且在内部还配置了控制电

脑，并支持最新型的I/O子卡。其强大的功能，灵活多样的信

号配置能力，让mc2²56调音台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声音制作。

转播车的备调音台是由LAWO-RUBY数字调音台担任，

RUBY数字调音台通过以太网网线将系统核心、调音台界

面、与拓展面板串联，系统核心与Vistool电脑之间可通过交

表1 比赛场地音频系统主要设备配置表

名称 数量 型号 用途

SENNHEISER 6 MKH 416 P48 拳击台/红角蓝角拾音话筒

SENNHEISER 1 MKH 418 P48 整个比赛场观众氛围拾音

COMMENTNRY BOX 1 GS-CU001 MK Ⅱ 专业体育解说盒

SENNHEISER解说MIC 2 HMD 280 pro 主持人解说拾音

SURRE话筒接收机 1 ULXD4D 话筒接收机

SURRE腰包 2 ULXD1 拾取裁判声音

HERCULES话筒架 2 MS533B 固定话筒

通话主机 1 SHURE PSM300 通话腰包接收机

通话腰包 2 SHURE P3RA 主持人通话

图3 音频IP流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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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连接到一台PC电脑上集中进行配置、编写、系统监控等

等；并且RUBY调音台还支持虚拟推子的设置，可将调音台

界面的任意一个推子备份至虚拟推子，虚拟推子与物理推子

成镜像状态运行；在物理推子出现问题时可用虚拟推子做应

急备份，达到做节目的双保险，为直播安全提供了保障。

3.2 音频系统的输出

音频信号经过我们调音台混合、处理、分配之后就会送

往我们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需要将信号送往车尾板、卫星

车、远程航空箱等；音频系统的输入输出流程图如图4所示。

在图4中输出信号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航空箱送现场车

上的返送信号，一种是播出信号。而播出信号又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通过5G采立播信号送给视听网络直播，第二种是送

给海南台的公共频道播出，第三种是送给央视5套播出。4K

转播车拳击比赛音频间操作图如图5所示。

4  声音的制作

在将音频信号分配好了之后，我们需要将制作好的音频

信号直播或者录制到相应的目的地。正常比赛的音频信号我

们是以立体声方式制作的，都采用了AES/EBU音频信号标

准，音频通道的标准电平为–20dBFs。音频校准信号均采用基

准电平+4dBu（–20dBFs）的1000KHz正弦波信号。在直播的

线路传输中音频信号是采用加嵌方式直播的，比如：送给卫

星车的加嵌信号，再由卫星车送给海南台公共频道与央视五

套的直播信号；不过与以往不同的直播是：根据直播要求送

给央视五套的直播信号是加嵌的四轨SDI信号，第一、第二轨

声音是国际声，第三、第四轨声音是现场解说员的声音；因

为在央视直播间也另外增设了解说员的声音，因此第一第二

轨声音只是采用国际声就可以。而送给海南专题演播室的音

频信号是第一、第二轨是带有现场解说员的PGM声音信号，

第三、第四轨是国际声。而送给海南视听网络直播的信号是

第一、第二轨是PGM的声音信号。直播声音信号配置表如 

表2所示。

除了直播之外，我们在4K转播车上还分别用5个录像机

分别录制了正常比赛的信号，声音是通过调音台的AES信号

送出，分别录制了八轨声音信号，分别是：CH1:PGM立体声

左，CH2:PGM立体声右，CH3:国际声，CH4:国际声，CH5解

说员1声音，CH6解说员2声音，CH7:观效立体声左，CH8:观

效立体声右。

除了直播与录制的工作之外我们还另外用了一套Prtool音

频工作站分轨单独录制了比赛现场的每一轨的声音信号，这

图4 拳击赛音频系统的输入输出流程图

图5 拳击比赛音频间操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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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精准的录制每一轨的声音确保后期处理声音时更加方便与

精确。最后我们会准备将录制好的音频信号加载到视频信号

参与到全国广播电视技术“金帆奖”的评比中。为争取取得

好的成绩做一番准备。这次用到的音频工作站是由苹果笔记

本、电子加密狗、HD NATIVE声卡以及ProTools 64通道HD 

MADI设备组成。

音频工作站如图6所示。

5  音频系统构建的亮点

回顾此次拳击冠军赛的音频系统设计与制作中有几个比

较突出的亮点，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此次的音频系统的信号传输方面采用了远程航空

箱以两条互为主备的光纤将信号与4K转播车的交换机相连，

这相比于传统一对一的物理布线，此次的音频系统架构实现

了IP化， IP化之后的音频系统不管是信号的配置、或者信号

的传输都被大大的简化、方便。应该说IP是广电领域具有推

进作用的一个助力器，与传统的技术相比较，IP化能够让得

制播系统非常轻松的去繁为简。

其二：与以往的拳击台拾音不同的是：此次的话筒摆放

方面采用了将话筒吊起来拾取拳击台上比赛的的声音，这样

一来比赛内场四周的话筒既不会出现穿帮镜头，也不会干扰

到比赛选手，吊起来的话筒更容易收到比赛选手的呼吸声，

拳拳到肉的击打声。

其三：与以往音频分轨录制不同的是：这次的音频间的

声音录制采用了protool音频工作站单独分轨录制了比赛现场

的每一轨的声音信号，同时我们也用TASCAM DA-6400多轨

录音机将现场调音台分别给拳击比赛使用的6路暖场以及灯管

秀音乐都单独单独录制下来，而且也录制了两轨PGM信号，

这样精准的录制每一轨的声音给了后期处理声音时更加的方

便与精确。这样精确的分轨录制给我们参加全国“金帆奖”

制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其四：我们专门针对此次拳击赛事做了话筒布局方案与

话筒的选取；既拾取到了我们想要的声音又避免的话筒的穿

帮与影响到选手的比赛；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专门挑选最合

适的话筒，比如：解说员解说用的专业体育解说盒可听可说

的头戴式超心形耳麦让得解说员的声音在嘈杂的比赛现场依

然可以清晰的拾取到。

6  结束语

此次比赛的音频制作过程中，无论是从系统的构建、声

音的拾取还是声音的直播与录制，我们都从各个方面细化分

工，确保声音的拾取与录制做到完美。这三个制作的亮点无

论从IP架构或者拾音话筒摆放、使用、操作上来讲都非常迎

合当前IP化的4K制作方式。

同时在此次比赛声音的转播与制作过程中让我们对于大

型体育赛事的转播与制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大型拳

击赛的音频制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让我们积累了相当丰

富的实践经验，当然对于电视技术的制作手段与技巧我们一

直都在不断的探索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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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音频工作站

表2 直播声音信号配置表

录像机 央视五套 海南电视台专题演播室 海南视听网络直播  

第一轨 国际声 PGM声音信号 PGM声音信号

第二轨 国际声 PGM声音信号 PGM声音信号

第三轨 解说员声音 国际声

第四轨 解说员声音 国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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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转播车系统在新媒体直播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根据新媒体直播节目的特点，结合案例分析了使用高清转播车系统进行新媒体直播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新媒体， 网络直播， 高清转播车， 4G， 视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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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D OB Van System in New Media Live Broadcasting
Su Cheng

(Hainan Brodcasting Group, Hainan 57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media live programs and combined with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lutions to common problems 
of using HD OB Van system for new media live broadcasting.

Keywords  New-media, Webcasting, HD OB Van, 4G, Video transmission

苏程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  570100)

0  引言

随着广播电视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融合，越来越多

电视节目制作的技术手段应用到新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旗下三沙卫视作为南海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卫视

频道，在传统电视节目制作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科技创新和

新媒体技术手段制作直播节目，由单向传播向双向、多向交

流互动发展。自2020年起，三沙卫视将C波段卫星高清转播

车系统应用于新媒体直播节目的制作上。高清转播车机动灵

活、集成度高、系统稳定等特点，大大增强了新媒体直播节

目的专业性和观赏性。同时，节目制作中加入了新媒体直播

技术的优势，降低了直播成本，使直播节目更加常态化，加

强了节目的传播力。

1  新媒体直播的特点与需求

自从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新媒体直播的门槛大

幅降低。社交平台、APP直播等移动端应用掀起了一股全民

“自媒体”直播潮流。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利用移动互

联网设备，从单一受众转变成为了媒介。大众“自媒体”直

播为了便捷，通常使用一体化的移动互联网设备，即从摄录

到推流都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完成。这种制作手段存

在着明显的技术短板，例如画质较低、手动控制功能少、过

度依赖单一运营商网络信号等，并不符合广电媒体的制作标

准。为满足大型报道、大型活动的新媒体直播制作需求，将

传统电视直播的技术优势转移到新媒体节目制作中，无疑更

有利于高质量直播节目的生产。

新媒体直播节目有即时性、互动性、传播性强的特点。

观众通过观看直播，实时进行留言评论并转发到社交平台，

这无疑增强了节目的传播力。利用转播车系统对大型报道、

大型活动进行新媒体直播的应该考虑到以下方面：

1. 保证画面丰富，又可以开展迅速。在多机位架设好以

后，可以随时开始直播；

2. 加强临场感和互动感。导播可以根据观众互动反应，

利用通话系统对主持人话题、摄像师画面进行调度；

3. 直播系统稳定流畅。利用新型的网络设备，使直播过

程中减少画面卡顿、丢帧。

考虑到新媒体节目直播的特点，我们在转播车系统应用

上，应更贴合直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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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播车系统的设置

转播车相当于一个集成的移动制作系统，相较于电子现

场制作（EFP）系统，集成度更高，既满足多机位需求，又

便于开展直播工作。为满足直播节目多机位、高质量的要

求，我们会使用高清转播车系统进行新媒体直播。使用转播

车系统进行新媒体直播制作，有以下优势：场地适应性强。

不论是室内还是户外，转播车系统都有着机动灵活的特点；

设备达到广播级标准，扩展性强；系统稳定性强，有单独电

力供应，车厢为工作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高清转播

车系统凭借着技术参与制作条件的优势，对新媒体节目直播

有着良好的支持。

三沙卫视联合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制作了《海上看中

国》系列新媒体直播大型报道（见图1），将高清转播车系统

应用在节目制作当中。为了更好地展现海南发展的新风貌，

我们采用多地联动的理念，在海南多地设置直播点。我们把

高清转播车所在的三亚海边作为此次直播的主直播点。主会

场的摄像机信号通过光缆和无线图传输入视频系统，其他分

会场视频信号通过基于4G移动网络进行无线传输。

2.1 转播车车体及系统配置

前期策划过程中，选定了海南三亚海边直播点。对于在

海边作业，转播车需要有较强的抗腐蚀性，并且稳定的底盘

可以克服地形带来的困难。我们的转播车整车重量约18吨，

底盘坚固且轻便，车载发动机提供了320马力1650Nm的动力

满足了行动需求。在车体结构上，厢体选用的钢骨架铝蒙皮

大板夹芯结构具有质量轻、强度高、便于维护等特点，同时

有良好的隔温性能和抗腐蚀性能，车厢为节目制作人员提供

了一个舒适稳定的工作环境。

高清转播车系统主要设备都进行了主备配置，在执行

新媒体节目直播任务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直播过程中断

播出。所以在视频系统中除了切换台，还加入了一个视频矩

阵，既能作为信号调度，也能实现应急切换功能。

2.2 视频系统

转播车配备了高标清多格式切换台和视频矩阵作为互为

备份。切换台在高清或标清模式下可以有32路输入和16路输

出、目前配备了8部高清讯道摄像机和2部后挂微波发射器的

摄像机。视频矩阵提供了64×64的输入输出通道，采用紧凑

型操作面板节约空间，可以实现灵活的调度信号。此次新媒

体直播的摄像机位置分配上，3部讯道摄像机和1部航拍器摄

像机拍摄主会场的环境，2部无线图传摄像机拍摄船上的主持

人，其余3个摄像机通过4G移动网络的视频传输设备传输各

地分会场的情况。

由于此次直播涉及的视频设备较多，如果视频信号与

转播车系统设置不相符，可能会出现花屏、黑屏、色偏等

情况。多格式转换器较好地解决视频信号格式统一的问题。

航拍器、移动网络的视频传输本地服务器，在输出视频信号

后，都经过多格式转换器的统一转换，变成制式1080/50i的视

频信号，输出至转播车视频系统。

2.3 音频系统

转播车的音频系统中，配备了主备调音台。主调音台具

有48通道的处理能力，其中有32×32通道的模拟输入输出和

16×16通道的数字输入输出，满足中小型节目的录制及直播

需求。备调音台配备了数字扩展卡，能有效地完成主要信号

备份。HD-SDI信号通过解嵌板卡，将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分

别输出至切换台和调音台。经过调音台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

后，输出至加嵌板卡。

由于主持人在船上出镜，风噪比较大，所以在话筒上可

以加装防风毛罩降低风噪带来的影响（见图2）；在调音台

上，也可以通过门限、均衡、压缩等处理器，对声音进行处

理，提高主持人声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

2.4 通话系统

高清转播车系统直播信号流程如图3所示。在直播中，导

图1 《海上看中国》节目效果图

图2 加装话筒防风罩有效降低风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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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需通过通话系统，对现场摄像进行镜头调度，以保证画面

及构图的精美。在本次直播中，讯道摄像机可通过摄像机上

安装的有线耳机，与导播进行联络；无人机操作员则通过接

入通话系统的无线对讲机，收听导播员的指令。分会场的摄

像，则通过4G移动网络的视频传输设备上的通讯功能，与导

播进行通联。4G移动网络的视频传输设备本地服务器的通话

功能，与转播车的通话矩阵相链接，导播可以对各个摄像所

拍摄的画面进行统一调度。

2.5 配电系统

在转播车的供电系统上，主要分为三相380V市电/备份输

入、发电机供电、UPS应急供电、直流供电等几个部分。为

了保障直播用电，港口供电部门为我们提供了380V市电输入

三相供电，满足转播车用电需求。转播车还配备了静音发电

机组，若市电输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启用发电机组，保

障直播任务的完成。技术用电线路通过UPS接入，在应急情

况下UPS可以继续保障供电。

3  新媒体直播技术应用

3.1 基于4G移动网络的视频传输设备

此次分会场视频信号使用4G便携视频采集设备传输。

4G便携视频采集设备具有传输速度快、低时延、操作便捷等

特点，适用于4G移动网络信号覆盖良好的城市环境。在传输

时，设备会对各个移动运营商的网络情况进行预判，对自动

对数据分包进行传输。同时，设备具有自适应比特率、自动

前向纠错及其他丢包恢复算法等传输技术，可以更稳定第保

障视频信号的传输，尽可能避免直播过程中丢帧、卡顿的问

题出现。摄像机HD-SDI信号经设备转为TS流并用TCP/IP协议

进行分包，经4G移动网络传输至云平台服务器。本地服务器

从云服务器将数据拉流，并通过TCP/IP协议恢复为TS流，经

本地服务器中的视频卡采集编码转成HD-SDI信号，输入转播

车视频系统（见图4）。

经联网的本地服务器，可以通过云端管理平台对信号进

行监看和调度，查看前端设备状态、视频信号、带宽聚合情

图3 高清转播车系统直播信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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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G移动网络的视频传输设备信号流程图

况等详细信息。技术人员可以从平台界面直观地看到视频画

面，并根据画面的流畅程度，对码流进行设置。此外，在设

备带有低延时的通话功能，本地服务器通话系统接入转播车

通话系统后，可以实现导播对前方摄像的统一调度。

3.2 节目推流及网络保障

在转播车系统的末级配置了一个推流器。转播车系统

将制作好的PGM信号，输出至推流器。推流器将视频信号

经过RTMP协议封装后，将直播流推送至各个网络平台实现 

播出。

为了保障转播车在直播过程中有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

车上采用了聚合路由器对联网设备进行网络保障。聚合路由

器可以支持4张通讯卡。经过测试，在港口的中国移动4G信

号较为稳定，配备了2张移动流量卡，并1张联通、1张电信作

为备份。由于港口基本实现自动化，作业人员并不多，所以

可以将码流设置到4Mbps以保证画面的清晰与流畅。

4  结束语

高清转播车在以往传统电视节目直播的应用中，都

是以卫星、光纤作为直播信号的传输途径，使用成本较

高、准备周期也比较长。把高清转播车系统用于新媒体

直播节目中，由于成本较低、准备周期较短，使得新媒

体直播节目更加常态化，同时也为节目增添了创造力和

观赏性。主流媒体逐步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特点，

通过新媒体直播增加了与观众的互动感。希望本文作为

新媒体户外直播的解决方案，可以为行业同类应用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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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全国一网”整合一体运营是广电网络发展的

重大趋势[3]。其中，统一技术标准是实现高质量、高效率、

规模化运营的重要基础[1]。由于“四级建网”的历史原因，

前期在以省为单位进行广电网络一轮整合的过程中，各地平

台标准不一、网络制式各异、终端技术架构有别等问题仍在

很大程度上广泛存在[2]。以江苏为例，全省先后存在13套本

地自建平台标准、3类CA标准、5种EPG标准、6种接入网标

准、400余种机顶盒软硬件组合规格。在一定历史时期，这

种区域自治的发展模式确实带来过“小快灵”的发展优势，

但随着网络整合的逐步深入，技术标准体系的分散、独立极

易导致统一业务“下不去”、各地优质业务“传不开”，影

响广电网络规模化、一体化运营效率。本文以此为切入，对

以省级广电网络为单位进行统一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编目架

构、实施策略进行研究。

1  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的总体架构

省级广电网络的统一技术标准编目体系可以从技术规范

类别和技术专业领域两个维度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技术规

范类别，又可分为总体技术要求、外观（界面）设计规范、

业务规范、设备规范、集成（接口）规范、测试规范、工程

建设规范等7大类，如图1所示。

1. 总体技术要求

主要规定技术系统的业务能力、体系架构、组网方式、

编号编址方式、路由、安全、性能指标等方面的总体要求。

2. 外观（界面）设计规范

主要规定具有一定形态的硬件产品或软件系统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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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等设计风格、设计要素等方面要求。

3. 业务规范

主要规定业务实现的技术方案，包括对业务的定义、功

能描述、网络架构、功能要求、性能指标、业务流程、接

口、计费、开通激活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4. 设备规范

主要规定业务平台、网络设备、终端、支撑系统和信息

安全设备的功能、性能、接口及操作维护等方面的要求。

5. 集成（接口）规范

主要对技术系统间、系统内各子系统间、设备间的接口

技术要求进行规定，主要包括接口涉及的消息和参数、流

程、数据协议等。

6. 测试规范

对总体技术要求、业务规范、设备规范、集成规范中所

规定的技术要求提出测试要求，主要包括测试环境、测试工

具、数据配置、测试内容等。

7. 工程建设规范

对江苏有线各类技术系统和网络工程的勘察、规划、设

计、施工、安装、验收等提出的技术要求。

根据不同的技术专业领域，省级广电网络的统一技术标

准编目体系分为平台、网络、终端、信息化、器材设备、

工程建设等6个专业，主要专业领域间的关联关系如图2 

所示。

2  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内容

以江苏为例，根据业务运营发展的具体需要，以技术专

业领域分类“自顶向下”分解，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编目内容

可以分为35项二级分类、108项三级分类，共计182项技术标

准构成。

2.1 平台领域

平台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业务展现、业务应用、

服务能力、业务管控、内容管理、安全播出、通用资源等 

7个二级分类，融合门户、直播、点播等38个三级分类，共计

66项技术标准，如表1所示。

2.2 网络领域

网络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主要包括通用要求、核心网、传

输网、IP数据网、接入网、物联网、家庭网、政企网、网络

支撑等9个二级分类，5G、OTN、MSTP、1550等12个三级分

类，共计28项技术标准，如表2所示。

2.3 终端领域

终端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主要包括机顶盒、一体机、软终

图1 省级广电网络统一技术标准编目体系（技术规范类别）

图2 省级广电网络统一技术标准编目体系（技术专业领域）

表1 平台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平台

业务展现 融合门户

业务应用

直播 点播 新时代

乡村公益影院 健康江苏 5G业务

应急广播 广告系统 -

服务能力

编转码能力 CDN能力 人工智能能力

视频通话能力 消息能力 DRM能力

EPG能力 应用商店 资讯能力

业务管控

融合AAA 用户管理 产品管理

终端管理 详单管理 CP/SP管理

内容管理 内容聚合 内容生产 内容发布

安全播出 安全监管

通用资源

频谱 频道号 IP地址

通信码号 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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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移动终端、家庭网关、外设等6个二级分类，机顶盒软

件、机顶盒硬件等11个三级分类，共计19项技术标准，如表3

所示。

2.4 信息化领域

信息化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业务支撑系统域

（BSS）、运营支撑系统域（OSS）、决策支撑系统域

（DSS）、管理支撑系统域（MSS）、信息安全等5个二级

分类，业务运营支撑类系统、运维工单管理类系统、数据

仓库类系统等20个三级分类，共计31项技术标准，如表4 

所示。

2.5 器材设备领域

器材设备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主要包括线缆类、无源设备

类、有源设备类、箱体类、管材类、铁件类等6个二级分类，

同轴电缆、光缆、网线等27个三级分类，共计28项技术标

准，如表5所示。

2.6 工程建设领域

工程建设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主要包括机房、传输线路等2

个二级分类，共计10项技术标准，如表6所示。

3  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策略

根据上述技术标准编目体系，以江苏为例，梳理各技术

领域现有标准制定情况，如表7和图3所示。图3中，绿色为

标准已覆盖、黄色为标准部分覆盖、红色为标准未覆盖。目

表2 网络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分类

表3 终端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网络

通用要求 -

核心网 5G

传输网 OTN MSTP 1550

IP数据网 IPRAN IP城域网 -

接入网 有线网 无线网 -

物联网 -

家庭网 -

政企网 -

网络支撑

认证授权服务 DHCP服务 DNS服务

网络管理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终端

机顶盒

软件：操作系统、浏览器、序列号、IPLoader

硬件：4K DVB机顶盒、4K IP机顶盒、机顶盒网络模块、智能卡

外设 蓝牙遥控器 红外遥控器 蓝牙接收器

一体机 定制化 普通型 -

软终端 微信 APP -

移动终端 5G终端

家庭网关 融合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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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器材设备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分类

表4 信息化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信息化

业务支撑系统域

（BSS）

业务运营支撑类系统 无纸化管理类系统 电子发票类系统

短信网关类系统 集团客户管理类系统 电子渠道类系统

运营支撑系统域

（OSS）

运维工单管理类系统 客服呼叫类系统 资源管理类系统

服务开通管理类系统 综合网管类系统 -

决策支撑系统域

（DSS）
数据仓库类系统 经营分析类系统 营销支撑类系统

管理支撑系统域

（MSS）

企业门户类系统 财务管理类系统 物资管理类系统

项目管理类系统 合同管理类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类系统

信息安全 -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器材设备

线缆类 同轴电缆 光缆 网线

无源设备类

分支分配器 电缆接头 用户盒

跳线尾缆 光分路器 光缆接头盒

光缆终端盒 光纤配线架 -

有源设备类

光工作站 光放大器 光接收机

线路供电器 - -

箱体类

光缆交接箱 光缆分纤箱 光节点箱

室外机柜 - -

管材类 PE管材 PVC管材 硅芯管

铁件类

钢绞线 挂钩 地桩、扁铁

一字铁、七字铁 抱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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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省共计需要制定标准182项，已完成29

项（15.9%）的标准编制发布，尚有153项（约

84.1%）的标准需要制定。

对照样本省份的技术标准体系发展对标情

况，采取以下举措推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1. 统一布局，统筹推进

基于统一技术标准的完备性和科学性，加

强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明确标准化重点领域

和方向，强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的吸收与引入，统筹推进各领域标准编制工作

同步开展。

2. 急用先行，业务牵引

坚持以满足市场、业务和集采的需求为导

向，紧贴省级广电网络发展实际，分阶段进行

标准编制，优先编制需求紧迫的、支撑业务发

展的，不断完善标准体系。

3. 开放思想，交流合作

积极跟踪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强与科

研院所、标准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借助专业

力量，共同编制具有技术引领的标准，支撑企

业和行业发展。

4  总结

广电网络进一步整合一体运营是当前发

展的重大趋势，统一技术标准体系是实现后

整合时代高质量、高效率、规模化运营的重

要基础。本文以省级广电网络为研究对象，对

构建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的编目架构、标准组

成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样本省域标准建设现状

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具体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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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工程建设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分类

表7 样本省份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对标情况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工程建设

机房 -

传输线路 -

技术领域 共计制定标准 已制定标准 待制定标准

平台 66项 2项 64项

网络 28项 8项 20项

终端 19项 9项 10项

信息化 31项 0项 31项

器材设备 28项 6项 22项

工程建设 10项 4项 8项

总计 182项 29项 153项

占比 15.9% 84.1%

图3 样本省份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对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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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云桌面系统在广电网络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云桌面系统的建设工作，依托虚拟化技术，服务器端集中进行计算与存储，终端设备仅负责传输与界面

显示。该系统提供适合企业级大规模部署的高可用架构，全面集中的运维监控管理，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性能优化明显，总

体成本大幅降低。云桌面系统可支持多种应用发布，允许任意终端设备的应用访问，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办公与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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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desktop system. Relying on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server side is centralized for 
computing and storage, and terminal device is only responsible for transmission and interface display. The system provides a high-availability 
architecture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enterprise-level deployment, comprehensive and centralize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with good scalability, obvious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n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overall costs. Cloud desktop system 
can support multiple application releases and allow application access from any terminal device, which can meet most office and busines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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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清白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苏  215000)

0  引言

近年来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业务活动对信息系统愈加

依赖，而员工办公终端的规模也随之不断的扩大，在员工终

端管理、运维成本、能耗以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明显增

多，数据分散存储、缺乏高可靠性保障、缺乏移动和灵活性

等弊端也一一展现。在保证正常业务活动的同时，如何落实

公司集约化管理要求，提高对员工终端的管控手段，将是信

息化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系统概述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云桌面

系统已经逐步发展成熟，云桌面系统采用“集中计算，分布

显示”的架构，通过虚拟化技术，将所有办公终端的运算合

为一体，在服务器端进行集中处理，员工采用的终端设备，

仅负责输入输出与界面显示，不参与任何计算和应用，具有

高效、绿色的特点。

该系统基于我司的云计算策略，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和

建立适合于办公应用的云桌面运营和管理模式，通过试点建

立和丰富云计算相关的技术和服务人才，为最终实现终端统

一管控、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灵活便捷、购置及运维低成

本化等目标打下基础。

云桌面解决方案是基于云计算架构的桌面交付解决方

案，利用云计算的虚拟化技术，通过在云计算服务器集群上

部署虚拟桌面组件来对外交付桌面应用系统，可有效隔离企

业IT系统用户的物理终端和逻辑桌面（含应用程序和用户数

据），实现在数据中心集中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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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规划

2.1 整体设计

根据系统应用需求将使用环境划分为三类：终端用户，

虚拟桌面和后台应用，开放特定的防火墙端口，隔离终端和

后台服务器，营业厅用户和办公用户的虚拟机分别通过模板

部署相应的应用，系统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整个系统硬件以VMware VSAN超融合平台为基础，每台

服务器采用混合磁盘模式，降低了系统整体TCO，提供接近

实际物理服务器的体验。

2.1.1 基础硬件

本系统的基础硬件采用五台H3C UIS-CELL 3020服务

器，单台服务器具备768G内存，20T高速SAS硬盘，双路共

计40核心CPU，单块容量为3.2TB的PCI-E缓存卡，两块双端

口万兆网卡。在通用X86服务器上无缝集成计算虚拟化、存

储虚拟化、网络安全虚拟化、运维监控管理等软件技术，精

简硬件服务器数量，整合数据中心 IT 基础设施资源，提高管

理效率。

2.1.2 网络设备

网络服务层是数据中心网络的基础设施，提供业务承

载的高速通道，我司有800台左右的云桌面同时在线，对网

络设备的转发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系统采用两台48口

万兆全光交换机作为接入交换机，交换机采用堆叠配置，所

有服务器的两块双端口万兆网卡均交叉上联至两台万兆交

换机，保证业务带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得保持了整个系统的 

安全性。

2.1.3 管理流量

管理流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面向服务器

硬件的全生命周期的带外管理系统，提供硬件状态监控、部

图1 云桌面系统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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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节能、安全等系列管理工具，标准化接口构建服务器

管理更加完善的带外系统。另一方面是VMware vSAN的管

理流量，主要负责整个底层vSAN集群的管理，包括了HA，

vMotion，FT等高阶功能的管理，管理流量与业务流量完全独

立，物理上采用两台堆叠的千兆交换机，逻辑上采用标准交

换机的模式进行管理流量的转发，整个系统的链路连接图如

图2所示。

2.2 核心组件

本项目的软件基础架构采用Citrix的XenDesktop方案，包

括以下的核心组件：

1. 控制器

安装在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上，包含以下服务：对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管理用户虚拟桌面环境的程序集，以及代理用

户及其虚拟桌面之间的连接，控制虚拟桌面的状态，根据需

要和管理配置启动和停止。

2. 虚拟桌面代理

该代理安装在虚拟桌面上，用于启用虚拟桌面和用户

设备之间的直接ICA（Independent Computing Architecture） 

连接。

3. Machine Creation Services

根据需要从主桌面映像创建虚拟桌面、优化存储利用率

并在每个用户每次登录时为其提供原始虚拟桌面的协同工作

的各种服务的集合。

4. 安全交付

员工从公司防火墙外部连接时，XenDesktop可以使用

Citrix Access Gateway技术保护与SSL的连接。Access Gateway

是在隔离区（DMZ）中部署的SSL安全设备，用于通过公司

防火墙提供单一的安全访问点。

5. 单点登录

Citrix单点登录提供单一登录访问（无论公司用户以何

种方式在哪里连接），让员工重置其Windows密码或解锁其 

帐户。

2.3 终端插件

访问虚拟桌面需要基本的Citrix客户端插件，根据许可证

不同以及功能不同，终端设备上可以安装不同客户端插件，

最常用的Citrix客户端插件有：

1. Citrix WorkSpace for Windows：用于Windows系统的笔

记本、台式机、瘦客户机。

2. Citrix WorkSpace for Linux：用于Linux系统的笔记、台

式机、瘦客户机。

3. Citrix WorkSpace for MAC：用户苹果MAC笔记本或台

式机。

4. Citrix WorkSpace for iPad，iPhone，Android：用于移

动终端使用。

办公和营业所采用的瘦客户机均在本地预置了Citrix客户

端软件，允许终端与虚拟桌面之间建立ICA连接。

图2 云桌面系统链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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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的创新之处

3.1“云+端”模式全面推广

针对传统建设模式下的独立终端存在的费用高，耗能大

和管理复杂的问题，利用虚拟化技术，以分布式服务器为处

理核心，瘦客户机为终端的方式组建虚拟云桌面，研究虚拟

云桌面的系统架构，提出了优化方案。

在此基础上，虚拟云桌面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利

用GPU虚拟化技术，把物理GPU分享给多个桌面用户，

每个虚拟桌面通过虚拟化的GPU驱动程序，调用GPU的

运算能力，满足GPU算力灵活分配的应用需求。系统管

理员可以通过统一的资源管理对公司内的不同业务 /应

用 /部门进行不同等级的资源配额管理，更方便地对系

统内的资源进行整体规划，达到对资源进行灵活部署的 

目的。

3.2 软件与硬件解耦

公司内部部分老旧的业务软件仅能运行在XP和Win7上，

现在主流高性能PC已经不再支持这些老版本系统。本项目将

软件与硬件解耦，从而支持XP和Win7系统运行，分布式部署

的硬件服务器与品牌完全解耦，提供统一的资源管理与调度

策略，为公司节约大量的硬件投入。

3.3 分权分域的管理机制

根据三级管理架构，本项目覆盖江苏有线昆山、常熟、

太仓、吴江、张家港分公司，和苏州分公司虚拟云桌面平台

的所有物理资源整合管理，包括计算、存储、网络、运行状

态、业务流量等，动态监控整个虚拟云桌面平台的运行状

况，保证信息安全。通过配置相互隔离的虚拟桌面资源池，

最大程度降低管理的复杂性。

4  系统业务价值

4.1 随时随地的业务访问

用户在办公室、家里的不同终端上随时随地远程接入，

应用乃至桌面立即呈现。数据和桌面都集中运行和保存在数

据中心上，用户可以不必中断应用运行，实现热插拔更换 

终端。

云桌面系统的瘦终端支持使用各种终端设备接入，只要

有网络的地方，员工都可以通过网络进入到公司的办公环境

来处理工作。这种方式为企业提供了移动办公的能力。利用

云桌面系统，在业务拓展的时候，公司可以迅速地为分支机

构提供办公条件，不再需要花费很长的周期去准备IT基础设

施，快速有力地支持了公司业务拓展。

4.2 集中化的管理，提高运维效率

在使用传统桌面的整体成本中，管理维护成本在其整

个生命周期中占很大的一部分，相关维护工作基本上都需

要在每个桌面上做一次，工作量非常大。一旦出现需要升级

的文件或补丁程序，需要终端计算机用户手动运行，容易造

成管理上的漏洞，给内部计算机和网络安全造成隐患。云桌

面系统的管理是集中化的，管理员通过控制中心管理成百上

千的虚拟桌面，所有的更新，打补丁都只需要更新一个“基

础镜像”就可以了，这样就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提升运维 

效率。

4.3 节能减排，实现绿色IT

一般来说，每台传统个人计算机的功耗在200W左右，

即使它处于空闲状态时耗电量也至少在100W左右，按照每

天8个小时，每年240天工作来计算，每台计算机桌面的耗

电量在 400度左右。采用云桌面解决方案以后，每个瘦客户

端的电量消耗在16W左右，只有原来传统个人桌面的 8%，

所产生的热量也大大减少了。云桌面系统封采用低功耗、

低噪音的瘦客户机，有效解决密集办公环境的温度和噪音 

问题。

4.4 简化运维管理，降低总拥有成本

IT 系统的整体成本包括很多方面，初期购买成本只是其

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还包括整个生命周期里的管理，维护，

能量消耗等方面的成本，硬件更新升级的成本。实施云桌面

后，瘦客户端免维护，桌面操作系统免维护，前台与传统 IT 

基础设施分开来，简化了IT的管理、维护和技术支持，降低

了 IT 运营成本。云桌面系统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管理，维

护，能量消耗等方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整个系统的基础硬

件是高配置的x86服务器，初期一次性投资较大，单台x86服

务器可承担上百个虚拟桌面，所以采用云桌面方案总体 TCO 

大大减少。根据测算，云桌面的 TCO 相比传统桌面可以减少 

25%～30%。

5  系统明细设计

整个云桌面系统的架构主机主要包括桌面虚拟化控制

器、发布门户服务器、WEB接入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授

权服务器、域控制器等，如图3所示。

5.1 发布门户服务器

发布门户服务器提供桌面云的发布门户网站，用户身

份验证后可在门户网站中看到自己可用的虚拟桌面和虚拟

应用。部署2台StoreFront服务器虚机，用于用户接入。使用

Citrix NetScaler MPX设备提供负载均衡功能，其负载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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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服务器IP地址作为访问桌面云环境的入口。针对外网移

动用户的安全接入网关将由Citrix NetScaler MPX的AGEE模块

提供。

5.2 桌面虚拟化控制器

桌面虚拟化控制器是虚拟桌面基础架构的核心，提供

的XML服务负责发布门户服务器组件与虚拟桌面服务器

群之间的通信，验证用户身份，提供可用的虚拟桌面列

表，并生成相应的信息让终端能够连接到虚拟桌面；提供

的控制器服务负责虚拟桌面的注册并保持虚拟桌面状态；

提供的资源池服务基于服务器群配置，资源池服务联系虚

拟化基础架构来启动和关闭虚拟桌面，由于营业厅的打印

机外设种类颇多，以及云桌面的实际管理、安全需求等综

合考量，办公和营业厅场景均采用静态桌面方式交付虚拟 

桌面。

5.3 VLAN规划

因涉及多个网段对接，规划VLAN时充分考虑到共用

物理链路的目的。本项目中规划VLAN 100用于vSAN的

内部存储和vMotion，VLAN200用于五台服务器的带内管

理，VLAN300用于vSAN管理平台VCSA的HA功能，带外

管理VLAN根据管理网络的数量进行规划，本项目中保留

VLAN901用于服务器带外管理。

6  结束语

我司云桌面系统的成功上线，改变了过去分散、独立的

桌面系统环境，通过集中管理，运维人员在数据中心就可以

完成所有的管理维护工作，大大减少了人工劳动，切实贯彻

公司降本增效的经营理念，为统一监测，统一运维提供了技

术支撑，为公司业务进入更高更快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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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EPG的微信电视互动平台建设

【摘  要】 微信电视系统可针对大屏首页、二级栏目列表页、详情页、直播页等场景，提供个性化推荐、明星作品推荐、直播智能

EPG推荐等智能推荐能力。同时，为丰富用户的选择，微信电视系统还可提供移动端微信电视小程序作为大小屏互动的工具。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智能EPG的微信电视系统产生的背景、技术创新点、业务功能和技术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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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Wechat TV Interactive Platform Based on Intelligent EPG
Liu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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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chat TV system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tar works recommendation, live intelligent EPG recommendation and other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 capabilities for large screen home page, secondary column list page, detail page, live broadcast page and other scenarios. 
At the same time, wechat TV applet on mobile terminal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large and small screen interaction to enrich users’ choic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background, technical innovation, business functions and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of wechat TV system based on Intelligent E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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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

（中国广电辽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110011)

0  引言

随着有线网络运营商由传统广播电视向智能互动业务转

型，内容发现和大数据运营管理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而以

字幕为主的传统数字电视EPG系统成为了内容发现的最大瓶

颈。在以内容为王的互联网视频行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

有线电视运营商中有近半数观看有线电视的用户还在漫无目

的的切换频道，却无法找到自己想看的内容。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电网络运营商尝试了各种方法，

比如引入了多家SP内容，以专区形式丰富节目内容。但这种

形式缺少统一媒资和智能推荐能力。亦或者，利用手机APP以

多种媒体形式丰富用户的选择和观看方式，但问题是一样的，

同样缺少统一媒资标签和智能运营能力，同时缺少大小屏互动

能力，且无法充分利用具有庞大用户规模和天然社交属性的微

信进行营销推广和用户触达，推广和开发成本都相对较高。

因此，需要建设一种具备统一媒资智能推荐的微信电视

大小屏互动系统，可以针对大屏首页、二级栏目列表页、详

情页、直播页等场景，提供相关推荐、个性化推荐、明星作

品推荐、直播智能EPG推荐等智能推荐能力，同时提供移动

端微信电视小程序作为大小屏互动的工具丰富用户的选择。

1  微信电视平台的技术创新点

1.1 智能EPG

以节目和用户为中心，包括深度EPG（打通直播和点

播）、当前热播（实时的直播节目排行）、个性化推荐（与

用户兴趣匹配的直播节目）。

传统 EPG以频道为中心，只有节目名称、频道和时间三

个简单维度。视畅的智能EPG以节目和用户为中心（去频道

化），通过深度EPG打通直播和点播，为用户实时推荐当前

热播和个性化的节目。

智能推荐系统（如图1所示）通过对原始EPG信息经过交

叉验证、信息过滤、规则匹配，然后再与增强的元数据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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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匹配，生成深度EPG数据来扩展直播EPG数据。在此

基础上基于智能推荐引擎和社交发现引擎，实现直播关联推

荐、直播关联点播、直播当前热播、直播个性化推荐。

在用户价值分群的基础上，做了标签画像、进行内容分

群，大量的用户数据结合智能推荐引擎，生成个性化的点播

单、直播单，为用户推荐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节目；基于用户

偏好和观看历史的学习、在用户不知道看什么节目的时候，

为其推荐最符合其偏好的节目；结合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等综合分析收视偏好，深挖用户兴趣点，形成流量的留存价

值，牢牢把握用户对节目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做到更精细、

更精准的智能运营。

1.2 “7维”智能推荐     

该系统提供“7维”智能推荐服务，实现内容在电视端和

移动端的自动化编排和智能化运营。

1. 编辑推荐：精选/特色内容、网络首播（最新电影）、

同步追剧（最新电视剧）、获奖、专题。

2. 热点推荐（user-to-item）：热门排行（视频网站播放

量）、搜索推荐（搜索引擎热词排行）、影评排行（影评网

站排行）。

3. 关联推荐（item-to-item）：基于影视元数据和聚类算

法的关联推荐，综合考虑了类型标签、区域、年代、点击量

等因素。

4. 为您推荐（item-to-user）：个性化推荐，识别家庭成

员兴趣特征（interest profile），基于时间轴的个性化推荐。

5. 社交推荐（user-to-user）：好友推荐、好友在看、当

前趋势（trending now）、社交发现（social discovery）。

6. 明星秀推荐：人气明星榜，导演相关作品，演员相关

作品。

7. 智能EPG（以节目和用户为中心）：深度EPG（打通

直播和点播）、当前热播（实时的直播节目排行）、个性化

推荐（与用户兴趣匹配的直播节目）。

2  微信电视平台的业务功能

2.1 系统功能

本项目是一套具备统一媒资智能推荐的微信电视大小屏

互动系统，内容包括媒资数据标签补全、相关推荐、个性化

推荐、明星作品推荐、直播智能EPG推荐、统一智能搜索、

微信电视大小屏互动等。

通过提供微信电视门户系统、消息平台及多屏互动服务

客户端，实现内容展示、统一搜索、智能推荐、投屏和遥控

功能，作为电视大屏的互动和营销工具，吸引年轻用户回归

电视大屏。

同时把微信电视小程序集成到公众号作为大小屏互动和

新渠道运营工具。把智能推荐作为大屏内容在手机端的展示

门户，为用户精准推荐想看的内容，提升内容价值和订购

率。手机遥控随时随地遥控大屏，让看电视变得更加便捷，

提升用户体验。

2.2 微信电视小程序

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推进，未来将形成视频业务跨领域

的全方位发展。而不同用户终端之间，相同运营数据（视频服

务等）和应用服务的共享需求正逐步加大，该系统的运用正是

可以满足这一发展需要的。同步直播、回看和点播媒资数据到

统一媒资系统，媒资数据可从CMS内容管理系统获取，提供

底量和增量数据。把电视端的媒资在手机上呈现，让用户更方

便地发现、分享和购买内容，实现一键投屏到电视上播放。

2.2.1 微信电视小程序集成到有线公众号

1. 智能推荐：作为大屏内容在手机端的展示门户，为用

户精准推荐想看的内容，提升内容价值和订购率。

2. 手机遥控：随时随地遥控大屏，让看电视变得更加便

捷，提升用户体验。

3. 一键投屏：微信电视作为最佳的大小屏互动工具，可

将微信电视搜索和推荐的节目、公众号推文的节目、好友分

享的节目进行一键投屏，缩短用户观看路径，实现大小屏互

动和内容分享的无缝观影体验，提升机顶盒开机率，增加用

户黏性和订购转化率。

4. 节目预约和提醒：用户可在微信电视进行节目和活动

的预约，同时通过公众号消息进行通知提醒，为用户带来便

捷，提升用户感知。

5. 社交分享：用户看到喜欢的内容可以分享给好友，好

友可以一键投屏到电视上观看，实现无缝的好友分享观影体

验，提升用户黏性和活跃度。

6. 营销裂变：微信电视作为新的营销渠道，通过活动营

图1 智能EPG引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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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可更好的触达用户，提升用户增长和活跃度，提升订购转

化率。

2.2.2 集成微信电视小程序，支持推文一键投屏

用户可以通过此项功能实现大小屏轻松互动，使微信电

视可成为沉淀大屏以及公众号用户的重要流量入口和抓手。

根据我们在统计的运营数据，微信电视对公众号的用户关注

量提升超过65%，非会员付费转化率超过35% 。 

3  技术实现方式

3.1 技术路线

以广电公司的直播频道和节目数据、点播媒资数据为基

础，补充直播节目和点播媒资数据的标签信息。

1. 个性化推荐：运营商提供用户行为数据，基于影视内

容以及机顶盒用户行为提供个性化推荐。

2. 相关推荐：提供基于补全后的地区（如内地、港台）

和类型标签（如喜剧、武侠）等标签信息构造特征向量，进

行相似度计算，推荐同类节目。

3. 明星作品推荐：针对点播和直播节目数据进行演员和

导演标签补全，在此基础上提供明星相关作品推荐。

4. 直播智能EPG推荐：通过直播节目与点播进行匹配形

成深度EPG，打通直播和点播，为用户实时推荐当前热播的

直播节目和直播关联点播/回看节目。

5. 微信电视：提供微信电视门户系统、消息平台及多屏

互动服务客户端，实现内容展示、统一搜索、智能推荐、投

屏和遥控功能，作为广电网络电视大屏的互动和营销工具，

吸引年轻用户回归电视大屏。

3.2 系统架构

微信电视平台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黑色”标注为新建

的服务系统，主要包含：

1. 智能运营平台（关联推荐、个性化推荐、明星作品推

荐、直播智能EPG推荐、统一智能搜索、统一媒资元数据补

全等）；

2. 提供API负载能力；

3. 提供后台管理系统；

4. 提供微信电视系统；

5. 提供消息服务系统。

“蓝色”为之前系统及平台，主要包含：

1. CMS内容管理系统；

2. 用户管理系统；

3. EPG接口服务；

4. 增值业务平台（认证计费）。

3.3 统一媒资和智能推荐

系统提供统一媒资和智能推荐服务（如图3所示），汇聚

了互联网媒资数据和各家CP/SP媒资数据，包括全网影视库、

直播深度EPG数据、点播元数据、统一标签库、热点数据、

明星数据等，形成了完整的统一媒资库和统一标签体系，进

一步打造统一媒资大数据开放平台和行业标准，可为微信电

视小程序、大屏端提供统一媒资和智能推荐服务能力。

用户画像就是标签化的用户行为，完整的用户画像由

“兴趣图”和“社交图”组成。“兴趣图”来自用户的影视

观看行为，“社交图”来自微博微信的社交关系。智能推荐

的核心算法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算法推荐和社

交推荐为用户发现热点和个性化的内容。推荐结果被用户点

击观看的行为不断反馈给推荐引擎，通过机器学习生成更精

准的推荐结果，形成循环往复、持续优化的反馈闭环。

智能推荐系统构建于大数据运算平台和数据存储平台基

础上，进行数据的实时或离线加工、计算、分析，为不同领

域的业务系统提供多种维度的排行榜单、用户画像分析和个

性化内容推荐服务。服务模式灵活多样，可以提供数据的实

时按需响应，可以提供数据的在线批量查询，可以提供数据

的离线计算等服务。

图2 微信电视平台系统架构图

图3 智能推荐引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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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益分析

4.1 社会效益

提升用户感知，帮助用户更快更好的找到喜欢的内容，

提升内容片库的价值和资源利用率。改善EPG页面功能体

验，通过智能推荐完善首页、二级栏目、详情页、播放页等

内容编排，实现从“人找内容”到“内容找人”的观看体验 

提升。

该系统在正式上线以来，智能推荐效果显示，PV访问次

数和UV用户人数得到显著提升（如表1所列）。

效果对比方式：上线第一周关联推荐结果（本周）代替

原来人工编辑的猜你喜欢（上周）。

根据结果显示：推荐效果要远高于原来的人工编辑推荐

（如图4、5所示）。

影视推荐能够达到良好的基础上增长主要原因：推荐算

法的不断优化、引入优质影视内容、增加直播倒流点播功

能，优化了推荐效果。

4.2 经济效益

微信电视作为最佳的大小屏互动和营销工具，可沉淀电

视大屏和公众号的流量和用户，提供无缝的影片分享、投屏

和订购支付的观影体验，有效提升公众号关注用户量和绑定

量，提升机顶盒开机率、活跃度和付费转化率。针对智能机

顶盒用户，通过大屏智能运营聚合多家付费点播内容，通过

“数据+算法”驱动的“统一智能运营”（统一媒资、统一

搜索、统一推荐、统一订购和统一播放），提升用户感知，

帮助用户更快更好的找到喜欢的内容，提升内容片库的价

值和资源利用率，能够带来付费点播订购收入：以全省3万

（订购用户为例）*10元/月*12月=360万元。当形成了一定

的用户规模后，可从视频消费扩展到生活消费，带来更多的 

收入。

5  结束语

笔者认为微信电视作为最佳的大小屏互动和营销工具，

集“中心化”的智能分发（算法推荐）、“去中心化”的裂

变营销（社交推荐）和大小屏互动5G应用场景（手机作为电

视的“眼睛”和“耳朵”）于一体，是“双屏融合”（电视+

手机）的重要抓手，能够有效提升开机率、活跃度和付费转

化率。是提升传统广电活动能力的重要抓手，是广电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有效助力和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D. 史密斯, [印度]拉胡尔•特朗. 流媒体时代: 新媒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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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影推荐位收视时长对比

表1 PV访问次数和UV用户人数统计

访问次数环比 收视时长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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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自动倒换系统介入光纤放大器的 
方案设计与应用

【摘  要】 本文结合掺饵光纤放大器和拉曼光纤放大器的技术特点，提出了在DWDM系统上建设光纤自动倒换系统过程中介

入光纤放大器的设计方案，并对其应用方案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光纤自动倒换， 光纤放大器， 设计，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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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Fiber Amplifier in Fiber Automatic  
Switching System

Jin Guangyu

(Operation & Maintenance Department,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Ltd.,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EDFA and FRA, this paper proposes designs plan of fiber amplifier in fiber automatic switching 
system on DWDM system, and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scheme.

Keywords  OLP, Fiber amplifier, Design, Application

金广宇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播运维部，江苏  210000)

0  引言

近年来，广播电视数字信号干线传输从Ge扩容到10G，

并有向100G扩容的趋势，随着传统数字电视业务和多媒体

互动业务的发展趋势，干线安全传输等级也随之提高。在干

线传输上，很多运营商不仅在省级干线具备光纤自动倒换系

统，在市级干线上也开始部署光纤自动倒换系统，这极大的

提高了光纤自动倒换系统在干线上的应用范围，使得一些特

殊的光纤自动倒换应用设计也随之产生。

另一方面，目前单波100G×80波DWDM系统成为当前

传输主流趋势，波分系统对于光功率、平坦度的要求越来越

高，很多时候线路侧光功率±1dBm的上升或者降低，都会导

致全环波分平坦度质量下降，继而导致部分波长的信号出现

误码。

对于上述情况，本文针对传输系统在介入光纤自动倒换

系统后，备用路由由于全程损耗（全程损耗=插入损耗+线路

损耗）过大的原因导致传输系统产生误码的情况给出了介入

光纤放大器的设计方案。

1  光纤放大器的种类

目前DWDM传输常用的光纤放大器有两种：拉曼光纤放

大器（FRA）和掺饵光纤放大器（EDFA）。

1. 拉曼光纤放大器（FRA）是利用拉曼散射能够向较长

波长的光转移能量的特点，适当选择泵浦光的发射波长与泵

浦输出功率，从而实现对光功率信号的放大。

优点：光信号放大不依赖特殊光纤。

缺点：泵浦效率低，增益不高。

2. 掺饵光纤放大器（EDFA）是利用掺饵（Er3+）光纤作

为增益介质，使用激光器二极管发出的泵浦光对信号光进行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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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增益高。

缺点：光信号放大依赖于特殊光纤、噪声相对较大。

2  介入光放的两种方案

在传输系统介入光倒换前，我们需要核算介入损耗。设

当前路由线路损耗为A，第二路由线路损耗为B，光倒换插入

损耗典型值为3dB（收发两端），那么存在以下两种情况需

要介入光纤放大器：

方案一：第二路由质量较差，即B＞A且B-A≤5dB。这

种情况首先应当利用DWDM系统自带的电可调光衰减器或光

放可调增益抵消掉插入损耗3dB，再给备路增加拉曼光纤放

大器，如图1所示。

该案例激光器会向R2口反向输出一个500mW的泵浦

光利用光纤对信号光进行放大，当主用路由发生故障倒换

至备用路由时，使工作在备用路由的传输系统也能正常 

工作。

方案二：第二路由质量很差，即B＞A且B-A＞5dB。同

样这种情况首先应当利用DWDM系统自带的电可调光衰减器

或光放可调增益抵消掉插入损耗3dB，再给备路增加掺饵光

纤放大器，如图2所示。

    该方案接收侧先将光信号送进EDFA进行光信号放大，再将

放大后的信号送给光切换器。

3  两种方案的技术对比

两种方案选择上，应当优先选择方案一，方案一使用了

拉曼放大器。它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光信号放大不依赖特殊光

图1 方案一结构图

图2 方案二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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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这就使得该光放在掉电后的直通性能非常好，如果拉曼

放大器出现故障，牺牲了增益，部分波道可能产生误码，

但至少不会产生波道丢失；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增益效率

很低，不超过20%，对于泵浦光功率500mW的输出，增益

不到5dB，但是对于大多数二路由线路来说，5dB足够解决 

问题。

对于线路损耗极大的二路由才建议使用方案二，在采

用方案二时也要注意几个问题：1、增益不是无限制，也

要考虑全网的信噪比和倒换至二路由的增益平坦度问题； 

2、EDFA掉电后插损变大会导致二路由不可用（可理解为掉

电即断）。

对比两种技术方案，方案一较方案二更具安全性，但是

对于维护要求更高。

4  应用注意事项

方案一中采用了Raman技术，激光器会向R2口反向输出

一个500mW的泵浦光，如果在维护时操作不当会存在以下安

全隐患：

1. 在没有关闭泵浦光源的情况下，对R2端口至ODF侧这

段尾纤进行拔插操作时容易烧纤；

2. 在没有关闭泵浦光源的情况下，直视R2端口可能会造

成肉眼烧伤。

针对以上情况，建议在设计拉曼放大器时增加电可调功

能和泵浦指示灯功能。一方面，在网管上维护人员可关闭和

打开泵浦光源；另一方面，设备上的泵浦指示灯也可警示操

作人员是否可以操作。

3. 拉曼放大器的增益介质即是传输光缆本身，因此，传

输光缆的质量对拉曼放大器的性能有很大影响。光缆如果

质量较差，特别是近拉曼放大器一端（25km以内）的质量

较差：有大的损耗点或者有较大的反射系数，特别是机房内

接触不好的连接点，将严重影响增益性能，甚至造成线路烧

毁，因此，拉曼放大器开通前对光缆进行相应测试是必需的

步骤。

方案二中采用了EDFA技术，掉电即断，在采用该方案时

建议配置双路供电模块，并合理配置EDFA备件。

5  应用案例

应用一：江苏有线省干徐州-宿迁华为9800介入光倒换改

造方案

江苏有线省干徐州 -宿迁段有京福高速路由和架空路

由两条线路，高速路由于2010年建设，全长140km，损耗

32dB；架空路由于2012年建设，全长146km，损耗37dB。

省干100G波分华为9800系统于2019年建设并配套了光纤

自动倒换系统，在两年的使用中发现徐州-宿迁段倒换至

架空路由时会出现纠错前误码越限。徐州和宿迁是省干线

北环的两个重要节点站，故采用方案一作为改造方案，

将徐州-宿迁9800系统光切换器更换为带Raman模块的光

切换器。2021年6月在建党100周年前夕完成了该改造方

案，消除了纠错前误码越限的问题，提升了省干环网安全 

等级。

性能测试：增加FRA后该路由OSNR较主路下降≤2dB，

增益平坦度≤1dB，掉电直通性能测试通过。

应用二：江苏有线宿迁市干泗阳-沭阳华为6800介入光倒

换方案

江苏有线宿迁市干6800传输系统于2009年建设，2018

年完成市干二路由线路建设，并于同一年为其介入光倒换

系统。在介入方案的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泗阳-沭阳主

备路由差异过大，其主用路由线路损耗15dB，备用路由

损耗25dB，在压力测试中如果设备倒换至备路会产生波

道丢失告警，导致环网部分波道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选择给备路收端各增加一块增益10dB的EDFA解决了备

路损耗过大的问题，消除了波道丢失告警，提升了市干环 

网可靠度。

性能测试：增加E D FA后该路由O S N R较主路下降

≤3dB，增益平坦度≤2dB。

6  结束语

通信设备制造商在为运营商的DWDM系统做设计时一般

只考虑当前路由而不去为第二路由做规划，当备用路由不满

足光倒换介入条件的时候需要我们为其选择合适的光放大技

术。在选择光放大方案时，我们需要考虑在保障通讯的同时

将技术的介入对现有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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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互联网直播软件在数字电视 
系统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互联网在线教育业务与数字电视前端系统的融合直播方案，该方案采用自建的编转码系统，构建了

一套轻量化的开源互联网播出系统，内容涵盖直播流的配置、系统设计和日常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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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net Live Broadcasting Software in Digital TV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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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xi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Limited, Jiangsu 2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an integrated live broadcast solution of Internet online education business and digital TV front-end system. The 
solution uses a self-built encoding and transcoding system to build a lightweight open source Internet broadcast system. The paper covers live 
streaming configuration, system design and daily use method.

Keywords  OBS, Internet live broadcast, DVB-C, FFMPEG

赵志毅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江苏  214000)

0  引言

从新冠疫情开始，无锡电化教育馆承担了疫情期间无

锡全市中小学在线课堂教育—锡慧在线栏目的播出工作，

无锡电化教育馆与江苏有线无锡分公司合作共同运作疫情

期间教育助学直播间。该栏目借助互联网+广电机顶盒的模

式，提供两种直播观看的渠道，实现疫情期间覆盖全市的每

日教育播出。其中，互联网的方案是与阿里云对接，采用公

网流媒体的模式分发在线课堂的直播媒体流，支撑无锡中小

学在线直播教育服务；而广电机顶盒的方案是与江苏有线无

锡分公司的数字电视播出前端系统对接，为广大的有线机顶

盒用户提供观看课堂教育的通道。互联网的直播特点是技

术灵活、开放、更新速度快，传统的DVB前端播出特点是

画质可靠、安全、技术传承时间长。由于两种技术上的差

异，无锡电化教馆的直播码流和有线电视的传输码流有很大

的不同，为了能将锡慧在线的互联网直播信源兼容数字电

视播出平台，无锡分公司通过调整OBS软件播出模式，自建

信源对接系统，实现了互联网直播和有线电视播出的无缝 

对接。

1  系统总体架构

电教馆采用OBS（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软件的直

播功能作为播出平台，结合疫情期间的课表，将小学至高中

12个年级的内容编排进该软件，每天定时播出课程，通过软

件本身的插件功能，将每日的节目文件转换为TS组播流，利

用专网通道，同时将12个年级直播源传输至无锡有线网络公

司。经过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以后，实现了两个不同播出系

统之间的码流对接，数字电视播出系统接入电教馆的互联网

节目源，以高清的节目形式在机顶盒上实现锡慧在线的课程

同步播出。节目信号播出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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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方案

2.1 信源播出

“锡慧在线”演播室以12台工作站作为节目播出的硬件

平台，采用OBS系统+POTPLAYER的软件组合作为播出软

件，如图2所示，借助OBS直播软件自带的排片和推流功能，

通过每天安排专人排版12个年级的片源和播出列表，实现

高清片源的定期 

播出。

OBS Studio是

一款视频直播录制

软件，为用户提供

了视频、文本、图

像等播出和录制功

能。OBS Studio对

比其他直播软件的

优势明显：一是

操作界面友善，

界面简洁，上手

使用方便；二是

功能强大，编码

器的h.264开源编

码库，录制质量

好；三是多线程优

化系统稳定，占用

资源小；四是系统

开源免费，低成本

满足日常的播出 

要求。

2.2 网络传输

传输的通道需

要满足1 2套高清

IP码流同时直播的

低延迟要求，教育

直播间和有线电视

传输机房之间通过

光缆干线直传，两

端分别部署了一台

千兆交换机，传输

架构如图3所示。

干线传输采用裸纤

光缆和波分通道，其中一对采用光缆裸纤，另一对采用波分

通道，两端实现双路由1+1保护，保证链路的可靠，两个千兆

端口捆绑配置成Trunk模式，传输容量为2Gbps。为了进一步

提升网络交换安全，在直播间的接入交换机和中心机房的播

出交换机上采用VLAN方式区分，直播工作站电脑和解码器

部署在VLAN 100，编码器部署在VLAN 200，保证信源和广

播电视信号的广播域隔离，提高数据交换的安全性。

2.3 编转码对接方式

OBS studio的OUTPUT插件模块集成了RTMP和FFMPEG

库，自身具备输出RTMP格式和UDP TS格式的能力。经过前

期的码流测试和成本对比，本次方案通过成熟廉价的硬件解

码和编码设备，将OBS输出的TS流编码成符合数字电视标准

的广播级码流。OBS的OUTPUT编码器的FFMPEG输出见图4

所示。

直播系统的编转码环节部署了3台解码器和2台编码器，

解码器通过交换机接收源自电教馆传出的12路UDP格式的TS

流，并将其解码成12路HDMI基带信号，同时传输给下级的

高清编码器。编码器将12路HDMI的直播基带信号通过按照

H.264 high profile的编码方式编码成1080P的6Mbps码流的直

播节目流，以TS封装传输给数字电视前端系统。该环节解决

了从而保证了直播信号的高清画质和稳定的传输带宽。如图5 

所示。

2.4 射频网络

12套教育高清直播节目总计需要72Mbps的带宽，根据

DVB-C的技术模式，无锡分公司此次启用2个256QAM频点，

256QAM的频点最大带宽可以达到48Mbps，每个频点平均分

配6套节目，以开密的方式在HFC网络中传输。

2.5 网络安全

信源传输通道采用物理专线传输的方式传输直播码流，

两端采用交换机点对点互联，整个传输环节是物理隔离。该

专网架构的安全属性，相比较互联网，在带宽，延迟和稳定

性等方面都能做到独享。在传输环节，网络安全采用单向

传输的方案实现物理隔离。电教馆OBS的码流进入解码器以

后，解码为HDMI信号，进入编码器，这个信源环节可以阻

挡从外部网络发起的恶意网络攻击，保障了播出系统的网络

物理隔离的要求。

3  直播业务展现

无锡的高清机顶盒提供海报位和虚拟频道号两种观看

方式。第一种方式，机顶盒上点击首页海报位进入“无锡优

课”，点击“同步直播课”并选择相应课堂号（一年级：

图1 节目信号播出流程图

图3 信源传输VLAN示意图

图2 OBS软件操作界面

图4 OBS输出FFmpeg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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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二年级：903；……，高三：913），就可收看高清大屏

直播课，如图8所示。第二种方式，在直播界面，按遥控器，

按课堂号直接进入相应高清直播课，如图6所示。

4  系统对接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在对接的过程中，发现OBS studio用FFMPEG插件默认

配置播出的MPEGTS码流并不能被数字电视前端的DCM设

备兼容，虽然经过解码和再次编码，其码流的波动范围任然

超过了服务器设备的接收范围，会产生大量连续计数错误。

通过观察OBS生成的码流，每套节目的TS码流波动幅度较

大，虽然后续通过硬件编码器生成CBR的TS码流，但是码

流的稳定性达不到正常播出的要求，在部分高动态的画面

场景，机顶盒端会偶然出现画面卡顿。OBS的FFMPEG插件

的容器参数的设置灵活，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条件。通过研

究视频部分的容器参数，发现关键帧间隔（帧）--Keyframe 

interval(frames)的参数对于控制码流的稳定性起关键作用。

OBS程序通过对Keyfram interval(frames)的设置，对视频的关

键帧进行调整。 

通过码流分析仪对比，依次手动设置关键帧间隔为60，

30，25，关键帧间隔约小，OBS输出的码流的质量会更加稳

定，但是，即便关键帧设置到25，播放不同的课程视频文

件，也并不能长时间稳定画面质量。OBS的FFMPEG编码会

根据关键帧间隔参数和视频的运动场景，自动添加额外的I

帧，该I帧间隔长度并不匹配播出系统。我们通过将关键帧间

隔设为0，开启关键帧自动功能，由FFMPEG在编码之前根据

文件的码流参数自动计算关键帧间隔，卡顿问题解决，输出

画面质量稳定。

5  结束语

这次锡慧在线直播对接，是江苏有线无锡分公司向业务

创新方面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索。在疫情期间，该系统发挥了

部署快，效果好，成本低，结构简单的优势，为有线电视用

户获取互联网教育直播资源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随着互联

网直播应用的普及，在线直播和传统有线电视的直播有更

多的机会融合发展。而作为有线网络运营商，江苏有线无锡

分公司通过发挥数字电视前端直播平台和传输通道的多种优

势，结合互联网创新技术，带给用户更加丰富的体验，提升

了电视业务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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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摘  要】 本文基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应急体系的现行管理政策和技术标准，设计了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总体架构。同

时立足于辽宁省广播电视现有资源，阐述了我省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建设情况，为各地省级应急广播系统工程的规划建

设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 应急广播， 省级播发平台， 传输覆盖

【中图分类号】 TN93/94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10012015

【本文献信息】宋文娟.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12).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ial Broadcasting Platform for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ong Wenjuan

(Liaoning Provincial Radio&TV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Liaoning 110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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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辽宁  110000)

0  引言

近年来，各地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频发，如何及时发

布预警、抗灾、救灾信息，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民群众和

相关资源有效的统一调度和指挥，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

个重大课题。应急广播体系是打通应急信息发布“最后一公

里”，是实现精准动员的重要渠道。自国家广电总局正式发

布《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后，各地已相继开展

了省、市、县的应急广播工程建设。

我省于2019年全面推进全省应急广播体系的建设工作。

目前，已建设完成10个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示范系统，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战役的疫情通报、宣传教

育、心理疏导等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实现我省应急

广播系统的省——市——县——乡镇四级联动，纵向与国

家应急广播系统对接，横向与省应急管理部门应急指挥调

度系统对接，同时满足应急广播系统应急播发和指挥调度

的需求，我省积极开展了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建设与 

实施。

1  设计原则

1. 基于已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和覆盖资源广泛覆盖。充

分利用我省现有的有线电视、DTMB、无线调频和中波调幅

等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网络为基础，形成面向城乡的全面综合

信号覆盖。

2.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应急事件，根据应急广播

信息发布的具体需求，实现对区域内应急广播发射系统的按

需播发覆盖，具备较好的管控能力，确保在应急时期信息的

快速精准覆盖。

3. 基于高等级的安全防范措施，以确保应急信息在播发

和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严格遵循国家现行管理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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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实现对应急信息分发、传输等各环节全面和可靠

的管理，以及对信息传输全过程的有效监控。

4. 在考虑未来应急管理体系发展的基础上，基于“满足

当前、适度超前”原则，在省应急广播播发平台、传输覆盖

链路和远程终端等环节具备系统功能升级及扩展能力，可以

实现与时俱进。

5. 平战结合，“平时”，用于普及应急领域的相关知

识、党的政策宣传宣讲等，提高受众的防灾意识和应急处置

能力等；“战时”，可第一时间切换到应急广播信息，及时

准确地播出预警信息。

2  平台总体架构设计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建设，旨在实现省级层面利用

调频广播/中波调幅/地面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省融媒体/省

广播电视台等多种方式省级应急广播信息的覆盖，同时打通

省至现有县级应急广播系统联动环节，实现两级之间应急广

播消息的传递和播发，以及对县应急广播系统信息发布、运

行、维护、视频指挥等方面的有效管理。应急广播省级播发

平台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1. 上级应急广播平台指国家级应急广播平台，下级应急

广播平台指市、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

向上接收来自国家级应急广播平台的指令和应急信息，向下

对市、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发布指令和应急信息，同时接收来

自市、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的播发申请，从而实现统一联动。

2. 省应急信息源为省级应急信息权威发布部门。应急广

播省级播发平台接收省应急信息源发送的各类应急信息并对

信息进行处理和格式转换，按照省级应急信息权威发布部门

制定的应急信息发布预案在指定范围和指定渠道发布。

3.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主要实现应急信息的制作播发

和调度控制，同时包括支撑平台运行的管理及安全等。一方

面可以接收国家级应急广播平台发送的应急广播消息，另一

方面可以从省应急信息源接收应急信息，并按照标准格式制

作成相应的应急广播节目。一路推送到广播电视台，现有省

级广播或电视节目的播出系统作为省级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

出系统，第一时间播出应急广播音视频节目，普通终端如果

处于开机状态同时正在收听收看播出应急广播节目的频率频

道，则可直接接收到应急广播节目。同时接入县级融媒体省

级支撑平台，经数据格式转换后，通过县级融媒体渠道发布

应急广播消息。另一路发送至传输覆盖链路，相应的接收终

端接收节目并播出。

4. 应急广播传输覆盖网络通过有线数字电视、地面数字

电视、调频广播、中波调幅、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机动播

发平台、新媒体（包括门户网站、APP客户端）等一种或多

种来实现，达到应急广播信息单模或多模并发传输。

图1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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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效果监测评估系统用于监测评估应急广播信息的播发

状态、发布效果等，并将省级监管的状态、信息等上报至国

家级应急广播平台效果监测评估系统，以实现各级各自监

管，同时向上报至上一级。

3  平台建设与应用

根据平台的总体架构设计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

要求，配置了适合的软硬件设备，搭建了我省应急广播省级

播发平台。

3.1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建设

3.1.1 前置系统

前置系统旨在为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提供应急广播信

息。目前，平台配置了两套前置系统，分别部署在省气象局

和省应急管理局。考虑到应急广播体系的总体规划，下一步

还将纳入多个省级应急信息权威发布部门。前置系统配置了

台站工作站、硬件专用密码器、交换机、光收发设备、音

箱及配套的应急信息发布前置系统软件。其工作流程是应急

信息权威发布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前置系统录入或上传应急信

息，并按照标准制作成数据包采用专网送至应急广播省级播

发平台。平台根据应急信息的播发需求传送至相应的应急广

播覆盖网进行播发。同时，平台将应急广播信息的发布流程

及结果回传至前置系统。

3.1.2 云支撑系统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采用云架构，结合云计算的优

势，提升平台的敏捷性和稳定性，实现不同资源池、平台环

境的统一调度和管理。目前，利用我省广电部门现有的云平

台资源，通过虚拟化的软件，构建云计算基础的计算和处理

资源池，提供应急广播数据计算能力、音视频图像处理能力

以及数据存储能力。下一步，考虑到全省各市、县应急广播

系统全部建成后的承载数据量，将对现有云平台基础设施进

行升级扩容建设。

云平台以私有云适配系统为主，预留专属云和公有云的

适配接口，满足后期向公转私结合的整体云计算架构演进和

扩展，提供上层大数据和统计分析展示平台的调用。同时实

现基于云计算的应急广播软件服务能力，包括信息管理、综

合可视化、基础服务、告警服务等。

3.1.3 软件功能模块

1. 信息制播

信息制播实现应急信息的快速处理，将应急信息制作成

供平台播发的音视频节目和多媒体信息等，再传送至调度控制

模块或进行应急信息分发和策略建议送至下级平台进行播发。

由信息接入、信息处理、信息制作和审核播发等组成。

信息接入负责应急信息的综合接入、验证并将播发结果反馈

给应急信息来源单位；信息处理是按照标准的数据协议规

范，解析接入的应急信息并进行存储和信息提示；信息制作

一方面负责将信息处理后的数据通过自动文转语、人工读稿

实时录音、音视频采集、图片采集等方式制作成音视频节目

或多媒体信息等，另一方面根据播发需求及策略制作成待播

发的应急广播信息；审核播发是对应急接入信息以及制作完

成的应急广播信息根据应急事件级别采取人工或自动内容审

核播发。

2. 调度控制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核心，包含资源管理、生成播

发和资源调度。与省级应急信息权威发布部门、国家级应急

广播平台、下级应急广播平台、省地面数字电视前端、省有

线数字电视前端、调频发射台站、中波发射台站、应急广播

消息接收处理设备及发布效果采集设备间通过相应的接口实

现互联互通。

资源管理负责管理应急广播各级平台及广播台站资源，

实现定期同步采集，统一管控；生成播发负责应急广播指令

的生成、下发，接收到应急广播发布需求后，结合区域和终

端树选+分组广播+GIS地图直观展示+下发区域列表展示的方

式，通过资源管理模块内的实时记录进行综合评估，自动化

分析并生成最优传输覆盖方案按照需求自动下发，也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方案调优后下发；资源调度根据事件优先级别实

现应急消息的发布决策、控制和流程监控等。

3. 基础服务

基础服务包括效果评估、运维管理、安全服务及系统管

理。效果评估负责应急广播业务下发覆盖的效果呈现，包括

内容、资源、分发传输效果监测监管，应急信息、任务、设

备终端统计等；运维管理实现资源状态监控、应急演练、日

志管理、故障报警、同步数据、记录查询等；安全服务实现

人员、设备、业务等证书的管理以及应急广播消息在接收和

播发过程中签名并验证；系统管理是对平台的整体管理和支

撑，包括用户、角色、权限、敏感词等。

3.1.4 指挥中心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指挥中心主要包括大屏显示系

统、扩声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扩声系统用于指挥中心内

相关音频信号及视频显示系统音频信号的切换输出、信号处

理、噪声抑制等；视频会议系统用于实现应急广播指挥调度

视频化；大屏显示系统在利旧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建设，配

置输入节点机、输出节点机、分布式综合管理平台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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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制作播发、调度控制等模块的综

合展示。

3.1.5 机动播发平台

为针对重大突发事件深入现场开展应急广播指挥调度和

发射播出，我省同步建设了应急广播机动播发平台。包括应

急前导车、应急指挥车和应急广播发射车。机动播发平台软

件架构与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架构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

于增加了数据同步模块，主要实现省级播发平台和机动播发

平台之间的数据双向同步和灾备备份，形成集应急信息采集、

应急处置决策、应急资源调度、应急广播下发的立体体系。

3.1.6 与已建设县应急广播示范系统对接 

按照国家应急广播相关标准要求，通过预留的对接接

口，采用HTTP通讯协议，通过专有IP网络实现应急广播省级

播发平台与我省已建设的10个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示范系统

的对接和信息通信。省级播发平台向县应急广播示范系统下

发应急广播任务只需提供广播区域的行政区域编码、省级播

发平台编码、任务编码、播放方式（调频、数字电视等）等

参数即可。县应急广播示范系统接到HTTP请求后创建自动下

发应急事件以及对应此次事件的应急任务，根据广播行政区

域编码确定范围内的台站/前端、终端等并向它们下发应急广

播，过程中保存任务编码作为进行后续的操作的标识。接口

返回一个或多个地址，省级播发平台接收到返回的地址后向

这些地址发送需要播放的媒资流。

3.2 应急广播传输覆盖网

3.2.1 数据传输网络

依托现有数据专线，包括信息接入网、平台通信网和消

息分发网。信息接入网负责省级播发平台与省级应急信息发

布单位之间的数据传输；平台通信网负责省级播发平台与国

家级应急广播平台、省广播电视台、县级应急广播系统之间

的数据传输；消息分发网负责省级播发平台与省有线数字电

视前端、省地面数字电视前端、省直属调频广播发射台和中

波广播发射台之间的数据传输。

3.2.2 信号覆盖网络

依托我省现有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资源，一是在省直属

调频广播发射台、省直属中波发射台、省地面数字电视前

端、省有线数字电视前端配置相应的适配设备并进行技术改

造。二是将省广播电视台现有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

县级融媒体省级支撑平台纳入到应急广播体系。根据标准的

数据格式，通过适配设备接收、验证和解析应急广播信息， 

并将信息中包含的内容数据和指令数据转换成相应的传输数

据格式。同时按照指令数据进行切换及唤醒终端。

1. 调频广播

本次建设选择了我省直属7座调频广播发射台站，采用调

频同步广播的方式，即用一个频率（97.5MHz）组建调频同

步网，实现应急广播消息的调频同步广播网的覆盖。应急广

播省级播发平台与省直属调频广播发射台的传输通路为我省

数字微波网。每个台站配置了相应的调频广播应急广播适配

器、音频切换器，并对发射系统进行了相关技术改造。工作

流程如图2所示。

调频广播应急广播适配器接收、解析、验证省级播发平

台发送的应急广播消息，经相应数据转换和编码控制，一路

输出应急广播节目信号和控制指令至音频切换器，音频切换

图2 调频广播发射台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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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根据接收的控制指令切换原有调频广播节目信号，将应急

广播节目信号送至发射机发射。另一路输出应急广播RDS数

据包封装成的RDS数据帧，经基带编码和副载波调制，与应

急广播节目信号一同发射。正在收听该频点的个人终端，可

直接收到应急广播节目；锁定在指定频点的具备应急广播功

能的终端根据接收到的RDS信号切换到该频点，接收应急广

播节目。

2. 中波调幅广播

本次建设选择省直属1座中波发射台站，选择覆盖辽宁之

声节目所在频率作为应急广播消息切换频率。省级播发平台

与省直属中波发射台的传输通路通过光缆实现，配置了相应

的中波广播应急广播适配器和音频切换器，对现有中波广播

节目发射系统进行相关技术改造。中波广播应急广播适配器

接收、解析、验证省级播发平台发送的应急广播消息生成应

急广播音频和控制指令，经编码控制器形成具备控制指令的

应急广播节目，送至音频切换器切换原有中波广播节目，送

至中波发射机发射。

3. 地面数字电视

我省已建设省地面数字电视前端，旨在为全省无线发射

台站提供地面数字电视信源。省级播发平台与省地面数字电

视前端的传输通路采用光缆，通过省本级8套节目地面数字电

视频率播发应急广播消息。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在省地面数字电视前端配置相应地面数字电视应急广播

适配器，接收、解析、验证省级播发平台发送的应急广播消

息，形成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传送TS流，经地

面数字电视复用播出系统处理后播出，应急广播消息传输采

图3 地面数字电视工作流程图

用全频点指定PID透传方式。支持应急广播功能的地面数字电

视机顶盒对接收到的应急广播消息进行验证、处理，可通过

图片、音视频等方式播放。

4. 有线数字电视

我省有线数字电视网已经贯彻实施“全省一张网”的

规划，于2018年完成全省安全体系CAS整合。本次建设完

成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与省CAS前端系统的对接，传输

通路采用光缆。通过相关设置，实现了将应急广播信息通

过辽宁省北方广电CAS系统在一套或多套节目中播发，覆

盖传统有线终端。具体实现方式同上述，工作流程如图4 

所示。

5. 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

为实现利用省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应急广播消息，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配置了一套对接系统，部署于省广

播电视台，用来接收、解析、验证来自应急广播省级播发

平台的应急广播消息，并以界面、声音等告警方式提示告

警，工作人员根据制定的播出预案，通过主持人念稿、自

动文转语、音视频播放或字幕插入等方式实现应急广播信

息广播电视频率频道的第一时间播发。同时通过对接系统

将相应的应急广播消息播出情况回传至应急广播省级播发 

平台。

6. 县融媒体省级支撑平台对接系统 

在县融媒体省级支撑平台部署一套应急广播对接系统，

与现有融媒体平台进行对接，发送应急广播消息到融媒体平

台，通过融媒体平台实现应急广播消息的播发；同时，融媒

体平台可以向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推送信息，经应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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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播发平台解析、验证、处理后，调度相关资源播发。

3.3 安全系统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安全系统包括信息系统安全、

消息和指令安全。信息系统安全由现有云平台提供物理、主

机、数据等安全保障，并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实施安全防

御手段，建立完善的安全防御体系，在网络运维过程中通过

持续监控与验证，不断提升整体安全防御能力。消息和指令

安全采用国密算法的数字签名安全保护技术实现，分别在应

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部署了安全服务系统、应急广播适配设

备配置了安全模块等。通过证书安全管理和层层签名验签，

确保了应急广播消息的合法性，保障了应急广播信息在传递

及播发过程的安全。

4  结束语

我省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建设基于国家应急广播管

理体系最新框架标准，平台软件架构基于先进技术，采用多

种应急信息传输通道互为备份，通过标准协议接口，实现了

与已建县级应急广播系统的无缝对接，达到了实用性、安全

性、高效性和标准化的目的。未来，将在此次建设的基础

上，继续进行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升级扩容建设，以提

升我省应急信息的精准传播能力及水平。应急广播省级播发

平台的建设不仅对我省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起到了极大地推动

作用，同时对提高我省应急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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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多级异构应急广播平台建设

【摘  要】 本文以丽水市本级应急广播平台建设为案例，介绍了以国家广电总局2018年颁布的《应急广播平台接口规范》暂行

技术文件为规范，进行多级异构应急广播业务平台建设的方案。该方案通过统一各级应急广播平台接口规范，实现了跨平台、

跨厂家、跨标准对应急广播业务的指挥调度，使应急广播信息能分级、分类、分区域的精准播发，并对下级平台、网络和终端的

工作状态进行智能可视实时监测，实现了异构应急广播平台间的上下贯通、多级联动和可管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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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Multi-level Heterogeneous  
Emergency Broadcast Platform

Song Xinxin

(Lishui City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Zhejiang 323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in Lishu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struction scheme of a multi-
level heterogeneous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interim technical document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issued by NRTA in 2018. By unifying interface specifications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s at all levels, the scheme realizes 
command and scheduling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ervices across platforms, manufacturers and standards, so that emergency broadcast information 
can be accurately broadcasted according to levels, categories, and regions. Working status of network and terminal can be monitored intelligently and 
visually in real time, which realizes up-and-down connection, multi-level linkage, manage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among heterogeneous emergency 
broadcast platforms.

Keywords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Multi-level linkage

宋欣欣

（丽水市广播电视总台，浙江  323000)

0  引言

广电总局发布的《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要

求，“到2020年初步建成中央、省、市、县四级信息共享、

分级负责、反应快捷、安全可靠的全国应急广播体系”。浙

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农村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实施意见》要求，“依托现有的广电有线网络和中波无线网

络，构建省、市、县三级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农村应急广

播体系，有效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丽水市、县两级持续

开展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市本级和下辖的各个县（市、

区）以村村响为基础先后建成了9个县级应急广播系统，总投

资近5000万元，建设了9个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和9271个终端IP

音柱。因此，丽水亟需建设市级应急广播播控平台，以实现

省、市、县三级平台的上下贯通和市级平台与各应急部门间

的横向联通、形成全市的应急广播体系。

1  系统总体架构

为了构建省、市、县三级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农村应

急广播体系，在9个县级农村应急广播体系和省级应急广播指

挥调度平台都已建设完成的情况下，丽水市本级应急广播平

台既要能制作播发市本级应急广播业务，又要能接收和转发

省平台下发的业务，同时还要指挥调度、监测监管9个县级应

急广播系统，还要有能力横向接入市直应急管理和特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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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如市气象局等的应急广播业务。根据这些业务需求，设

计了基于有线数字电视传输网的市级应急广播综合业务播控

平台，整个综合播控平台由制作播出平台、调度控制平台、

监管监测平台、核心支撑平台和系统对接平台五部分组成

（如图1所示）。

1.1 制作播出平台

制作播出平台主要负责完成应急广播信息的制作，能

够实现实时喊话、音视频文件、IP电话、固定电话、移动电

话、短信、文本等多种信息形式的无缝接入，同时要根据各

个应急部门如应急局、气象局、防汛抗旱指挥部等不同传输

链路、不同终端的信息，完成格式和码率的转换、媒体资源

的制作和处理，并将统一格式的应急信息输出给调度控制平

台，以达到播发要求。因此，制作播出平台需具备完整的编

码转码、信息制作、媒资存储、信息播发等功能。

1.2 调度控制平台

调度控制是平台的核心功能，基于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

络和农村应急广播资源建立完整的调度控制体系，实现应急

广播信息发布的全流程控制和反馈信息的收集，对全市农村

应急广播资源进行统一管理。主要功能为：与浙江省应急广

播指挥调度平台对接，使其实现对丽水市各级应急广播系统

的统一调度和指挥；与丽水市下属9个县级农村应急广播控制

平台对接，以达到全市、全省应急广播体系的上下联通；与

制作播发平台对接，具备应急预警信息发布的接入能力，实

现制作播出和调度控制的横向联通。

1.3 监测监管平台

监测监管平台主要包含内容监测监听、县平台及其终端

在线离线监测、信息播发覆盖效果、统计报表、聚合展示等

功能。

平台可根据下发任务或区域对终端播出内容进行监听，

也可直接通过GIS地图点选相应的终端进行监听。在发现下

发内容有误或在播内容与下发节目不一致时，可通过监管监

测子系统进行停播操作。所有下发任务内容都将记录在系统

中，方便查询回溯。统计报表服务可根据设备、下发来源、

下发业务类型、下发覆盖等多种信息生成统计报表，方便、

直观地了解市内应急广播下发覆盖的各种情况；平台可根据

需求对GIS地图、实时任务状态、实时消息、下发效果、设备

状态等多种信息内容进行单独或聚合展示。

1.4 核心支撑平台

核心支撑平台负责整个信息全流程的安全认证，确保全

系统稳定运行以及应急信息安全、可靠、快速传输和播发。

平台可实现对应急广播平台的人员管理、权限管理、

系统管理等任务。平台还具备应急演练功能，既可满足应

急信息的快速发布，也可满足日常应急知识宣传、日常节目

传送等功能，并可在不影响日常播出的情况下，制订应急演

练计划，检验系统各个环节的可用性，确保“战时”的万无 

一失。

1.5 系统对接平台

市级平台以2018年10月总局《应急广播联动接口规范》

图1 丽水市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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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1项应急广播暂行技术文件为规范，与省应急广播平台、

市直各级应急部门、县级农村应急广播系统的各个对接环

节，均按照接口规范编写对接系统，从而具备了高效完备的

多级联动接口，有效兼容RDS、TS、IP等技术标准，能跨平

台、跨厂家、跨标准对全市范围内的所有终端音柱进行精准

调度、广播下发和音量调节，实现了多级异构应急广播平台

间的统一联动。

2  市县平台的对接

市平台要对接丽水9个县（市、区）多家村村响平台、多

种传输协议，并保留设备管理、应急事件、调度任务、GIS地

图、回传信息、运行状态、统计报表、参数配置、台站管理

等功能，使各地先期投入的5000万元农村应急广播建设资金

得以充分发挥效益。同时，还要完成应急、气象、水利等多

个市级部门的应急平台信息对接（如图2所示）。

2.1 对接方案

为了解决市、县农村应急广播平台对接问题，在丽水华

数机房部署协议对接服务器，注册对接平台、接收心跳、下

发广播、停止下发广播、终端基本信息上报和终端状态回传

等，由对接服务器进行协议转换，适配为各县级平台所能接

收的协议，无需操作，无人值守，自动转发适配。

市平台与县平台之间采用HTTP协议通信，根据OMSDR 

equestd请求的TAR文件响应回执及数据文件交换，文件中可

包含一个或多个XML文件，可实时直观显示数据的内容和格

式。消息播放、终端基础数据上报、终端播发记录上报等接

口均符合总局协议规范。

为保证应急广播的时效性，无论是手机短信、即时喊话

还是文件类视音频，方案均以流的形式下发。在对接服务器

发起下发请求后，县应急广播平台只需打开通道并返回确定

指令，对接服务器将相应的流发到县应急广播平台上播发，

有利于应急广播的实时监听、掐断控制等。

2.2 IP组网方案

市平台部署主、备系统，分别接入主路核心交换机和备

路核心交换机，组成平台核心局域网。主路核心交换机和备

路核心交换机向下与连接县平台的主备接入交换机连接。主

备交换机分别划分9个VLAN给9个县，县和县之间独立划分

VLAN和网段，建立统一的IP地址管理体系。

市平台与县平台通过丽水华数公司的中兴MSTP传输网络

系统来实现互联互通，各县均单独占用一个10M带宽的传输

通道，通道最大带宽可以便捷升级到100M，可满足各类业务

的带宽需要。

各县市的应急广播平台通过交换机与S385的以太口对

接，经传输网络传输到丽水华数中心机房，通过S385的一个

GE口与丽水市广电监测中心的S200对接，S200经交换机与市

应急广播平台对接（如图3所示）。

2.3 网络安全

为保证网络稳定性，每个县采用双上连接到主备接入交

换机区，主备接入交换机与主备核心交换机进行交叉互联。

为保证互联的可靠性，传输网络采用环路保护，整个网络分

为东、西两个环网，将所有网元站点（各个县市）均纳入至

少一个环网中，每个网元站点（各县）采用E、W两个方向的

光群路板来处理业务，当主用方向出现故障，系统在极短的

时间（毫秒级）切换到备用方向，保证业务不受影响。

根据网络现状情况，预防病毒扩散主要采取两个措施：

一是添置防火墙作为内网用户的网关设备，隔离市核心交换

机与接入交换机；二是通过在市平台主备接入交换机上进行

VLAN隔离，以控制县和县VLAN间互访，达到过滤病毒的 

目的。

3  关健技术的应用

在丽水市多级异构应急广播综合业务平台的方案设计

中，引入了国产密码算法、GIS地图技术、逻辑映射技术等多

项关健性技术。

3.1 国产密码算法应用

为确保信息安全，系统中用户和设备身份识别、数字签

名、传输存储加密等，应用了国内自主研发的数据加密处理

系列算法，以经过国密局审批的加密设备作为数字证书和密

钥的载体。

系统采用先进的数字签名验签机制，对应急广播消息原

文和UTC时间进行SM3摘要运算，然后通过SM2算法用私钥

进行加密运行，得出SM2数字签名数据，将签名数据和应急

图2 市县平台对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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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消息原文以及UTC时间一起打包发送，接收端通过安全

模块对应急广播消息通过公钥进行验签，如果验签通过说明

应急广播消息是合法且未被篡改的安全消息。

3.2 GIS地图技术

平台使用了一种全新的广播下发区域选择技术，该技术

结合GIS地图区域圈选和行政区域树选互动，能全自动匹配下

发区域，GIS地图可直观形象地展示操作员从区域树上选择的

下发区域；当操作员直接操作GIS地图圈选功能时，系统会全

自动匹配圈选范围包含的行政区域，同时自动更新区域树的

勾选情况，实现定向自动播发。

平台能对应急广播信息发布的全流程状态、监管反馈信

息、终端状态、地理信息及应急信息最终覆盖、影响效果等

信息，结合 GIS 地图动态聚合呈现出来，并具备气象雷达

图、热力图等信息自动接入功能，采用三维立体统计图表呈

现统计监测效果，能多样化展示应急事件影响区域等信息。

3.3 逻辑映射技术

平台采用自建区域分组和一对多逻辑映射技术，建立逻

辑虚拟业务组，在系统底层将接口中的AreaCode进行一对

多逻辑映射绑定。平台根据EBRDTInfo，智能化生成下发方

案，将终端和AreaCode匹配对应，从而将应急信息发送到专

属的区域终端，实现特定区域业务发布功能。

平台接收应急电话或者短信文字后，根据数据库中的白

名单信息，匹配发送号码的权限及区域；也可以根据业务需

求，建立特定的客户分组，信息发布时会根据分组信息匹配

到的区域，实现特定客户业务发布；还可以根据业务需求，

将特定区域绑定，广播消息可直接通过专有网络直接下达。

平台参数及预设的配置列表中的多种下发方案生成对应于每

种业务终端的控制指令，消息下发时会根据控制指令对应的

业务范围一键下发、直达终端。

4  总结

丽水市本级应急广播综合业务平台纵向与省、市、县

三级应急广播平台联动，横向打通了气象、水利、公安等

部门的应急消息发布，不但实现了应急广播的制作、播出、

调度、控制，还通过逻辑组网的形式，实现了大面积、全流

域、跨县区的应急信息分级、分类、分区域智能化精准播

发，并且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后在大屏上聚合呈现，较好地实

现了“统一联动、安全可靠、快速高效、平战结合”的建设

目标，项目建成后，在新冠疫情防控、极端天气预警（如今

年的“烟花”台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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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Broadcasting Self-supporting Tower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Under Speci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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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ally developing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self-supporting towers under special 
unfavor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collapsible loess), selecting effective design schemes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example for dealing with unfavor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self-supporting tower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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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单位所属某甲中波台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处，

具有独特区域位置优势。保障好广播信号的覆盖，一直是

该台中心工作。发射天线在整个发射技术系统中处于末端，

但其电气性能与工作效率，影响着信号最终传输效果与覆

盖范围。由于历史因素，某甲中波台现有的2副边宽0.5m的

传统76m桅杆型拉线对地绝缘发射天线（以下简称“拉线天

线”），存在建造安装制造标准低，主材选用不规范、塔体

扭曲变形情况，影响天线特性阻抗稳定性，拉低发射效率。

2017年，经相关权威机构检测鉴定，该台的拉线天线均属危

塔，建议拆除新建。

2018年7月，我单位开始逐步实施该台发射天线拆建工

程。为保障安全播出，发射信号不中断，工程分步实施：首

先拆除西旧拉线天线，原址新建76m三边绝缘自立天线（以

下简称“西塔”)。2018年9月，完成西塔建设区域地勘后，

经处理分析勘查数据，发现该建设区域的基础土层属“湿陷

性黄土中的自重湿陷性黄土”，该土质的典型特点是 遇到

水浸泡后，土壤的承载力大幅下降，土质塌陷，所以，在此

类土质区域施工，基础需特别处理加固。根据设计方多次论

证，西塔基础拟采用“紧密桩”方案。

中塔施工，新建一副120m三边并馈式自立天线（以下

简称“中塔”）。这次，考虑到塔体自重大，承载基础负荷

大，经实地调研，最终采用“人工开挖独立桩基础”方式设

计基础。 

目前，上述两幅自立天线均已竣工建成，投入使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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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观测，天线电气性能工作正常，天线整体垂直度和局部

垂直度均在国标范围限值内，基础部分未出现沉降、裂缝 

现象。

2020年，西塔和中塔先后通过省台组织的专家验收。专

家一致认为，在地处黄土高原边缘，湿陷性黄土区域内这样

不利地质条件下，能大胆使用不同处理应对措施，选取设计

基础方案，是充分尊重科学，细致调查了解，大胆尝试的成

功案例。

1  科学应对不良地质条件

在铁塔新建工程中，提前进行地勘，摸清地质条件是首

要环节。我们要尊重地勘分析结果，特别是遇到不良地质情

况时，在相信数据指标的基础上，邀请设计方一起，多走访

了解熟悉当地情况的施工队，多征询处理地质问题的好建

议，可行的土办法。设计方会根据摸排到情况，结合专业规

范要求，选取合适的设计方案。如果说，没用前期的调查了

解，一味地闭门造车，教条主义，生搬硬套，可能会事倍功

半。建设成本也会不易控制。

通过百科我们可知，湿陷性黄土是指因上部覆土层自重

应力影响，或者因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共同影响作用下，浸

水后土的结构破坏而发生显著附加变形的土，此类土性质特

殊，土质较均匀、结构疏松、孔隙发育，在未受水浸湿时，

一般强度较高，压缩性较小；当在一定压力下受水浸湿，土

结构会迅速被破坏，产生较大附加下沉，强度迅速降低，因

此，处理好基础，确保建筑物的坚固牢靠就是重要问题。作

为特殊土，还细分有自重湿陷性黄土和非自重湿陷性黄土二

种。自限土是当浸水湿润后，饱和自重压力下发生湿陷的湿

陷性黄土。

经地勘取样分析定性，某甲中波台土质属于自重湿陷性

黄土中很严重的Ⅳ级类别（以下简称“自限土”）。常用的

地基处理方法有：土或灰土垫层、土桩或灰土桩、强夯法、

重锤夯实法、桩基础。这么处理多应对方案，如何科学选

取？既安全可靠，又降低成本造价，便于施工。

1. 素土挤密桩

根据常用经验，参照规范，基础深度在10m以内，通常

采用“素土挤密桩”工艺方案。该方案成熟便捷，节省建设

投资。西塔正常基础在3m左右，所以采用“素土挤密桩”工

艺方案进行地基处理，可以实现部分消除土质的湿陷性。素

土紧密桩是一组工艺混凝土桩，此次工程设计桩长9m，桩径

 Æ400mm，桩之间孔心距D=900mm，根据铁塔基础占地及场

地现场情况，计算约需538根。详见图1，图2。

2. 桩基础

中塔因自重大，约130吨，经综合考虑，采用桩径 Æ
1600mm，桩末端2500mm，单根桩长24m。详见图3。

2  结合实际完善设计与施工工艺 

在中塔设计方案论证时，当地土建方提出，原设计打桩

工艺是采用机械打桩，但因湿陷性黄土与桩深影响，凭借以

往施工经验，机械打桩施工进展到一定深度后，湿陷性黄土

承载力不够，就会塌陷，造成桩孔废弃。在完善的安全防范

和保护措施完备的情况下，可考虑人工开挖的工艺。该工艺

对保护方案，人员技术要求很高，也是推进施工的一种有效

图1 素土挤密桩剖

图2 素土挤密桩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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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最终，设计方采用此建议，并应用在具体施工中。在

实施人工开挖的工序时，按照规范，对开挖的桩基孔壁进行

逐段加固支护，防止滑坡塌陷等次生事故发生。同时在底部

放置大功率的风扇，连续运行，保障好工人操作时正常通风

换气。

3  做好隐蔽项目检测

基础做好后，地下的桩基为隐蔽工程，为保障质量，万

无一失，确保采取的应对不良地质情况措施有效，需及时进

行检测。比如中塔，除了完成施工工艺进度所开展的钢筋配

比、混凝土指标、试块抽检等常规检测外，我们请第三方专

业机构，对4根桩基础，模拟铁塔负重抗压和剪力抗拔影响，

两两做了抗压与抗拔检测试验。 检测结果详见图4。

4  结束语

以上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特殊地质条件下自立塔基

图3 桩基础剖面图

图4 桩基检测报告节选

础建设的一些心得体会，文中不妥之处，还请各位同仁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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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馈电视发射系统中同轴馈管的更换方法

【摘  要】 为提高安全性，电视发射系统中多采用双馈管的形式。本文介绍了苏州台一根馈管故障后，进行更换新馈管的方法。

本文通过测试驻波比，得到计算误差小于一个波长的新馈管大概长度；再测量两个馈管的S11参数的相位，并消除其中的相位

模糊问题，精确计算出新同轴馈管的长度。最后通过调整新馈管长度，该方法使新旧馈管等长。

【关键词】 双馈电视发射系统， 相位模糊， 同轴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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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献信息】周灏，沈斌，王敏海.双馈电视发射系统中同轴馈管的更换方法[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12)

Replacement Method of Coaxial Cable in Double-fed TV  
Transmission System

Zhou Hao, Shen Bin, Wang Minhai

(Suzhou Broadcasting System,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safety,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systems always use double-fed system. This paper provides a method of replacing one 
coaxial cable of double-fe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system in Suzhou Broadcasting System, when one has some problems. Firstly, approximate length 
of a new coaxial cable is get by measuring VSWR, and calculation error is less than a wavelength. secondly, precise length of new coaxial cable is get 
by measuring the phases of S11 parameters for two coaxial cables and solving phase ambiguity problem. At last, by adjusting new cable’s length, this 
method keeps both new and old coaxial cables in the same length.

Keywords  Double-fe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system, Phase ambiguity, Coaxial cable

周灏，沈斌，王敏海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215006)

0  引言

苏州台电视发射系统采用开关板加双馈管连接上下两个

半副天线的模式，因电视发射频率较高，波长较短，该模式

要求上、下馈管严格等长，否则会造成上下半副天线的相位

不同，严重影响天线的场型和覆盖效果。苏州东吴发射塔上

的一根电视发射馈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驻波比偏大，存

在使用隐患，我台决定更换新馈管。本文就是以更换电视发

射馈管的工程应用为例，详细阐述并分析更换的步骤。

1  馈管更换前的准备

1.1 测试新馈管在使用频率范围内的驻波比

众所周知，驻波比是衡量天馈线阻抗匹配程度的关键指

标，其性能优劣直接决定新馈管是否能够使用。因此，首先

要测量新馈管在电视发射使用频率范围内的驻波比。根据仪

器测试结果，在频率范围490到514MHz范围内，驻波比最大

都在1.025以内，达到国家标准，在该使用频率范围内阻抗匹

配良好，馈管本身不会形成较大的反射。

1.2 测试新馈管的长度

要求新馈管的长度不能明显短于双馈系统中另一根馈管

的长度，否则硬馈管也无法补偿。若新馈管长度明显长于另

一根馈管就必须截断一部分，确保两者等长。

新馈管连接硬馈，接入系统，根据仪器测试结果，

如图1所示，该新馈管长度为153.6米，同样测试条件下， 

如图2所示，另一个旧馈管长152.8米，两者之间存在约0.8米

左右的长度差。考虑到使用频率为490、514MHz，其中心频

率为502MHz，对应波长约为0.6米。目前两馈管的长度差大

于一个波长，必须锯短一截，重新做接头，确保上下馈管长

度差小于一个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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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必须关注测试馈管在全部长度内是否存在某些地方

的驻波比过高，若存在某个长度的地方驻波比过高，就可能

是馈管存在硬伤，不能投入使用。

2  锯短馈管进行长度粗略补偿

在截短馈管时，首先需要根据测量结果把两个馈管的长

度差控制在一个波长之内，之后再用相位测量的方法，由相

位差精确计算出硬馈管需要补偿的长度，这时的误差可以控

制在厘米量级。

在该系统中，旧的上馈管不动，以此作为参考，新的

下馈管长度测量值为153.6米，比上馈管的长度152.8米多出 

0.8米，考虑到物理长度和测试得到的长度有不同，先把馈管

截短0.98米的物理长度，重新做接头后再次测量得到下馈管

的长度为152.48米。又比上馈管的长度又短了0.32米。根据使

用的中心频率是502MHz，对应波长约为0.6米，此时两个馈

管测试长度之差肯定小于一个波长。

必须说明一点的是利用故障定位的长度测量值和真实值

之间必然存在误差，即两馈管之间的长度差不能这样计算，

152.8米–152.48米=0.32米。

为了得到精确计算长度，计划通过测试两个馈管的反射

系数的相位差，并由相位差反推算出两个馈管的长度差。

当上馈管长度测量值为152.8米时，对应的S11参数相位值为

–119.14°，如图3所示。

下馈管长度测量值为152.48米时，对应的S11参数相位值

为136.3°，如图4所示。

此时，会存在一个S11参数相位模糊的问题，即两个相位

差在360°范围内，可以是255.44°，也可以是104.56°。

3  确认相位差并进行硬馈长度精确补偿

为确定该相位差，以均匀无耗的传输线为例，分析展开

如下：

在均匀无耗长线传输时，假设ZL = R + jX，则负载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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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馈管加上硬馈的长度是Z1时，反射系数相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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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下馈管连开关板故障定位测试图

图2 上馈管连开关板故障定位图

图3 上馈管连开关板的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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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硬馈截短一截，且截断长度小于一个波长时，此时长

度为Z2 = Z1 – ΔZ，此时反射系数相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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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截短一截硬馈管，且截断长度ΔZ小于一个

波长时，反射系数的相位反而会增大2βΔZ。所以，以反射系

数近似代替S11参数时，当下馈管锯短0.98米后，其测试长度

为152.48米，对应的反射系数相位为136.3°。作为基准的上馈

管测试长度为152.8米，对应的反射系数相位为–119.14°，如

果下馈管测试长度由152.8米变短为152.48米时，其反射系数

相位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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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119.14°=255.44°

因为馈线加硬馈管测试长度存在一定误差，为了精准计

算目前两根馈线加硬馈的实际长度差，必须用反射系数的相

位差推算出长度，计算方式如下：

中心频率是502MHz，则其对应的波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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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短ΔZ后的馈管加硬馈长度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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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式和反射系数相位差测量值，得：

2βΔZ= 255.44°

其中，β = 360°/λ，则ΔZ = 0.21m

所以，新下馈管硬馈比之前长0.21米就可以达到上、下

馈管加硬馈的长度相等，其反射系数的相位也相等，经过实

际测量，如图5、图6所示，结果与计算相符合。

4  结束语

本文以苏州台更换电视发射馈管的工程作为例子，详细

阐述了在开关板双馈条件下更换其中一根馈管的方法，并详

细推导了几个关键参数的计算过程。希望能给其他单位做类

似的工程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作者简介：

周灏，男，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发

射工作，参与调频电视发射搬迁改造、地面数字电视市级

单频网建设、苏州停模转数改造等多个大型项目。

图4 锯短一截的下馈管连开关板的相位图

图5 硬馈补偿后的长度测试图

图6 硬馈补偿后的反射系数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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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研究

【摘  要】 现代广播电视台所承担的宣传和文娱任务越来越艰巨，所以其发射台站运行的稳定性就成为研究的重点。鉴于广播

电视发射台站的停播大多因供电环节所引起，所以就需要各台站加强智能化低压配电系统的建设。本文主要对智能低压配电

系统进行了介绍，并提出基本设计思路，进而对其中的各设计要点展开分析。

【关键词】 智能低压配电，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中图分类号】 TN93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10012019

【本文献信息】闫本芳.现代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1,Vol.48(12)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Low Voltage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Yan Benfang

(Station 7606, Program Transmission Center,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Xinjiang 83200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as the propaganda and entertainment tasks undertaken by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become more and more heavy, the 
stability of station opera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went off the air mostly caused by power supply 
link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station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intelligent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design idea. Then we analyze the main points for the proposed design idea in this 
paper.

Keywords  Intelligent low voltage distributio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闫本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节目传输中心七六〇六台，新疆  832000)

0  引言

广播电视发射台是广电媒体运行的基础，其工作的稳定

性直接关系到广播电视台各类节目的播出时长和信号传输稳

定性。如地处边远地区的中波发射电台就常因供配电问题而

呈现出较高的停播率。同时，以往广播电视发射台的运维工

作需要专门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由工作人员来监控发

射台各设备的运行状态。但随着广播电视发射台建设规模的

不断扩大，人工值守已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容易出现管理

不到位问题，进而造成如供配电不稳定，影响到发射台的持

续不间断稳定运行。此外，国家对广播电视台的停播率一直

都有较高要求，而供配电则是造成高停播率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在现代广播电视发射台运维工作中，构建智能化低压配

电系统就成为重点工作之一。

1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智能低压配电系统概述

在广播电视发射台的运维工作中，供配电系统的供电稳

定性一直都是重点管理环节，这一工作在以往是依靠人工来

完成的。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广播电视发射台逐渐开始

向无人值守台站方向发展，即依托现代计算机通信、大规模

集成电路、自动控制和视频监控等技术来实现针对低压供配

电系统的远程操控，从而使整个系统可以智能化的完成供配

电控制以及相关运维工作。

智能低压配电系统一般由发电机、低压配电柜、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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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控设备等组成，其在技术层面解决了传统低压配电系

统开关柜多、分布散、技术落后等问题，实现了保护功能的

多样化和系统监视的智能化。

智能低压配电系统中的主备发动机、UPS输入低压配电

柜，切换后再输出给各负载。在监控数据的传输介质上，一

般可以使用光纤，其能够有效防止台站电力机房与网络机房

远距离传输过程中的引雷问题。其中电力主控制器负责对数

据进行整合，然后再传递给总中心。此外，智能低压配电系

统还通过专门的UPS对配电柜智能监控设备实施供电，以此

来防止因机房停电而导致电力监控系统通信停摆，从而最大

程度上保障电力监控的持续运转，保证供电系统的稳定。整

个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的架构方案如图1所示。

2  智能低压配电系统各部分设计思路

低压配电柜和智能监控系统是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的两个

关键部分，为满足智能化要求，其设计可参考以下思路。

低压配电柜的电源可以设计为由ATS进行的二选一电

源，运行中外电和主油机可以自动切换来完成对UPS的不间

断电源输出。在系统的正常运行中，主要负载电源输出主要

由UPS来完成，而附属设备的供电则从UPS电源之前进行供

给。此外，配电柜内设置的备油机主要用于应急情况下的电

源输出，其需要通过远程控制K3与K7开关完成切换输出，日

常运行中不会自动切换电路。

智能监控系统的通讯可采用RS485接口，其中的ATS开

关、断路器、电气火灾检测和仪表等都按类别通过这一接口

连接到多串口交换机上，再通过光纤向监控平台进行输出。

在负载开关的设置上，可以将微型断路器作为负载开关，并

对其配置电动操作机构、辅助触点以及无线电能管理模块。

上述组件都需要与专用智能网关模块进行连接，然后再经

网口输出接入到工业交换机，用以实现监控信号的回传。此

外，系统中的各状态量参数也可以接入到专用智能网关上用

以进行数据的回传。

3  智能低压配电系统设计要点分析

鉴于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的技术性与复杂性，其实际设计

中还需要把控好关键要点，以确保低压配电系统更为稳定可

靠的不间断运行。具体而言，智能低压配电系统在设计时的

要点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 对配电柜接入规范加以统一

现代智能低压配电系统所涉及的功能更为多样，且需要

进行大量远程操控，这其中就牵涉到线路与负载的接入问

题。如果配电线路与负载接入规范不统一，就将为远程控制

工作带来诸多阻碍，所以在现代广播电视台站建设过程中，

必须在设计时就考虑到其接入规范问题，然后对其规范进行

统一。如针对一般的电视调频转播台站，就需要严格按照统

一方案来对台站负载进行接入，同时根据电视台实际的节目

顺序来做好发射机电源的接入。

2. 对输入电力实施四合一直通控制

在低压配电系统运行中，其ATS开关或UPS的故障，都有

可能导致停电问题，进而影响广播电视台节目的播放。所以

图1 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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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低压配电系统设计过程中，还应该考虑使用电操作的

断路器，并将其组成一种电气互锁的四合一开关，如此就可

以在某些关键节点出现故障时仍可以对各输入电力进行电力

的直通输出，从而形成一种本地与远程的双重控制效果。这

一做法的好处还在于不会因出现多开关同时闭合而引发安全

事故，保证系统的安全性。这种电气互锁具体是在塑壳断路

器合闸按钮线路上串联四个塑壳断路器的辅助反接点，这种

连接方式将会使开关的电控受到限制，即只有在所有塑壳开

关断开后才能控制其中一个开关闭合。

3. 优化电气火灾远程监控

在广播电视发射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各关关键电气

节点的火灾防范也是不可忽视的。电气系统运行中本身就

容易因各种原因而发生火灾，进而造成电气系统故障，导致

台站停播。而智能化系统的设计，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对系统

各节点运行的智能化监控，从而规避各种风险隐患，所以在

实际设计时，也需要做好电气火灾的远程监控。这一功能的

实现可以考虑在出线柜支路上装设专门的火灾探测器，用

以对各种漏电和温度异常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此外，还可

以应用电流互感器，并设定剩余电流报警门限与温度报警

门限，如此就可以在剩余电流或温度异常时自动脱口，从

而避免火灾的发生。整个电气火灾远程监控过程中的记录

反传、报警以及远程设置等所需的通讯可以采用R485通信 

方式。

4. 实现电量、状态的监测与控制

     智能化低压配电系统的远程监控是其重要优势之一，这也

是其能够帮助发射台实现无人值守运维的关键所在。尤其是

系统链路中的电量、状态等数据，更是系统运行中监控的重

点。因此，在设计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的过程中，就需要对此

项功能加以合理设计与实现。具体而言，智能低压配电系统

中的塑壳断路器、微型断路器以及ATS开关等都具有通讯功

能，所以能够满足系统内的远程监控要求。这些组件用于系

统内基本能够实现对进线、出线支路的电压、电流、频率等

的监测与控制，同时对断路器开合状态以及故障状态等进行

监测。此外，系统内还应安装一些紧凑型传感器，用以对负

载用电情况实施远程精细化监测与管理。上述这些监控功能

所需组件在系统设计时都应合理布置，以确保其远程监控功

能的实现。

5. 确保通讯设计的合理性

从上述分析可知，智能低压配电系统内的数据通讯是十

分关键的，各系统功能的最终实现都离不开数据信息的传

递，因此，通讯部分的设计也是系统构建过程中的关键点，

同时通讯部分更能够体现出低压配电系统的智能化特点。为

了保证整个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必须保证系统通讯部分的可

靠行，这就需要对此进行合理设计。这其中需要重点解决好

几个问题，一是要运用光纤通讯来沟通系统与外界，二是要

在通讯线路上安装数据浪涌保护装置，用以对数据传输进行

保护，三是必须保证通讯终端的质量与性能符合实际应用要

求，四是要利用UPS来辅助通讯终端的供电。

6. 配电柜的自动灭火与视频监视的设计

配电柜的自动灭火与视频监视功能也是低压配电系统智

能化的重要体现，其中自动灭火能够实现无人状态下各种火

灾情况的处理，而视频监视功能则可以使工作人员更直观的

了解到配电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而实施针对性的远程操控。

自动灭火功能的实现可以利用探火管自动灭火装置来实现，

设计中需对探火管进行合理设计。此外，视频监视功能的实

现可通过在配电柜上方或前方安装专业高清球型摄像机来完

成，并将摄像机与远程控制中心相连，从而使摄像机获取到

的画面信息可以直接呈现在远程控制中心上，供工作人员进

行实时监测。

4  结束语

基于现代计算机通信技术、集成电路技术、自动控制

技术以及视频监控技术的智能化低压配电系统能够有效解

决广播电视台传统运维上存在的问题，实现其系统的智能化

远程监测与控制，同时对配电系统实施多元保护，如此就在

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低压配电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性，有助于

实现长时间的不间断供电。但这一系统的设计与构建需要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原有配电系统

的改造升级，以切实提升系统的供电水平，保证台站的稳定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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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便携式“黑广播”智能监测系统设计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我中心在建设“黑广播”监测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介绍了一种“移动便携收测前端”与“全维度、大数

据、强扩展的监控平台（云平台部署）”智能监测方案，方案改变传统广播频率定点分布式监测系统的不足之处，实现“轻前端

-重中心”的变革性思路来构建非法调频监测系统的模式。取得了部署成本低，方便维护，易于使用等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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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obile and Portabl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for  
Illegal Broadcast

Li Jun, Lei Yun, Wang Wei, Chen Zhuo

(Gui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Monitoring Center, Guizhou 5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main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of “Illegal Broadcast” monitoring system in our center, introduces a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cheme of “mobile portable reception and measurement front-end” and “full-dimensional, big data and strongly-extended monitoring 
platform(cloud platform deployment)”, which chang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frequency fixed-point distributed monitoring 
system, and realizes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of “light front-end and heavy center” to build the mode of monitoring system for illegal FM. It has 
achieved main results of low deployment cost, convenient maintenance and easy to use.

Keywords  Illegal broadcasting monitoring, Mobile portable, Big data, Cloud platform

李军，雷赟，王玮，陈卓

（贵州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贵州  550000)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无线电通信设备市场

不断开放，使得我国的无线电行业迅速发展，各种基于无

线电技术的新应用、新型化和小型化设备不断增加。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新型设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通过非法调频进行

虚假宣传，骗取钱财，牟取暴利，且具有愈演愈烈，逐年

上升的趋势，这不但干扰了无线电管理秩序，而且还严重

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一些敌对势力利

用非法调频谈论国家政治，宣传邪教，试图破坏我国社会 

稳定。

然而，针对新形势下“黑广播”存在的形式，传统的定

点分布式监测设备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监测方案理念与形

态不适用；中心监控平台缺乏大数据处理能力，监测数据不

能有效地挖掘利用，不能通过数据分析对“黑广播”进行预

测、预警和对前端工作进行有效管理；传统监测系统监测覆

盖范围比较小，不能使“监测任务有效下沉”；传统监测系

统还有部署成本高昂，性价比低、部署场地要求苛刻、数据

回传难度大、运维复杂和运维成本高等诸多不足。所以传统

监测系统实际上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的“黑广播”监测需

求。因此，亟须设计一套创新性的监测系统来满足当前形势

下我省的“黑广播”监测需求。

1  监测系统架构设计

本设计是基于效利用互联网思维，采用“轻前端-重中

心”的全新架构，设计成为“移动便携收测前端设备”与

“全维度、大数据、强扩展的数据中心/监控平台”组合方

案，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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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端收测设备

前端监测设备采用普通移动手机。手机本身有内置调频

信号接收芯片，可以和普通收音机一样接收本地的调频频

率。手机具有天然的GPS能力，可以定位工作位置和收测到

的“黑广播”位置。同时手机SIM卡有4G/5G移动网络，就能

实现前端数据得以回传。上述功能通过定制开发集成在手机

App中，便显现了前端调频广播的接收、录制、初步研判和

数据上传到等能力。

1.2 监测数据回传

前端监测设备通过对所在区域进行频率扫描，形成监

测数据，每个手机装有SIM卡，直接通过运营商已搭建好的

4G/5G网络与中心平台联通，通过手机App设置进行监测数据

回传，这种数据回传通路设计简单，部署成本极低廉，后期

几乎没有运维成本。

1.3 中心监控平台

中心监控平台（也是数据中心）是本设计的重要部分，

本监控平台通过需求定制进行开发，对前端数据进行集中分

析、研判、处理和呈现。同时中心平台端能通过公网IP，实

现web server访问，展示监测系统。中心平台也可分级部署

与呈现，根据账号的不同，省、市、县三级都可以看到自己

的分平台界面展现。全省域收测前端的数据均汇聚到监控平

台，因此，监控平台具备天然的大数据属性，支撑后续对黑

广播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前端采集回传的数据通过

监控平台利旧我中心现有的云资源，部署在云端虚拟服务器

上。这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我省的云资源优势，而且能大大节

约采购物理服务器的成本。

2  监测系统主要功能特点

监测系统包含收测前端和监控平台（数据中心）两部

分，它们分是基于GPS应用技术、Android开发、web开发技

术和网络通信等技术进行整体开发。底层支撑的功能模块，

包含FM处理技术（频率扫描、调频接收、解调、数模转换、

数字音频录制与播放等诸多技术）、大数据、数据挖掘，以

及潜在的内容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具体系统功能模块设

计，如图2所示。

2.1 收测前端

移动便携式收测前端，即手机App，是针对目前分布定

点式黑广播监测系统存在的不足之处，重新设计的新方案。

主要特点是移动性、便捷性，维护简单，同时满足黑广播发

现，并取证、上传的需求。其主要功能有：

图1 系统架构与网络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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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独立的黑广播发现功能

监测设备通过区域扫频，并根据系统设置自动清除合法

频率，收测本地非法调频。收测到的频率通过定制开发具有

收听、内容识别、噪声识别等功能的App初步筛选，再通过

人工回听方式进一步判定这些被扫描频点的属性，进行数据

保存。

2.1.2 “黑广播”收录取证与上传

发现非法调频后，收测前端能对该频率进行接收、解

调、播放，并且可以进行音频录制和保存，录制音频的时

长支持手动设置，以便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不同的录制

存证时长。同时，对于黑广播频率、类型、内容、内容的

关键字、收测位置、收测时间、收测设备与人员信息以及

对应的音频存证等这些数据通过App上传到中心平台（数据 

中心）。

2.1.3 自动工作能力

监测设备可设置成自动模式，在该模式下，监测设备

可自行发现、收录、存证、上传黑广播的信息来完成监测 

任务。

2.1.4 移动、便捷、易维护的特性

工作人员对其手动操作或是将其放在移动载体上，都能

稳定、有效地工作，保证工作质量。同时，对于收测前端的

设备维护量简化，设备损坏直接更坏即可。且普通操作人员

也可迅速掌握使用，使用和学习成本大幅降低，这就能有效

控制系统部署成本，达到“监测任务下沉”的目标。

2.1.5 GPS定位和管理能力

监测设备具备定位能力，在发现黑广播时就能准确获取

其准确的地理位置，实现精准打击，同时中心平台能实时监

控监测设备所在位置、工作状态，也可以对其工作历史轨迹

进行绘制，从而达到对其历史工作的评估。同时，收测设备

要具备必要的管理功能，比如连接中心平台的地址设定，各

种工作模式设定，各种收测动作设置等；收测设备通过设备

管理操作接口或者人机交互界面进行本地差异化定制，这样

就能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操作者，不同黑广播特性的差异化

需求。

2.2 中心监控平台

收测前端更多作为数据获取源，主要完成黑广播的发

现与存证、上传，整个设计方案的主体运营集中在中心服

务端，也就是“中心监控平台（数据中心）”部分。中心监

控平台除具备主旨信息的实时动态呈现外，还具备大数据能

力，设备管理、人员管理、系统管理等诸多能力。

2.2.1 主旨信息实时动态呈现

平台中可以直观监看到黑广播正在哪里发生，如何分

布，并且可以选择具体某个收测的黑广播，立即可查看到实

图2 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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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物理位置，精确点位，以及对应的收测设备信息等。同时

展现收测前端的实时动态，包含当前有多少前端正在执行收

测任务，它们各自所在的物理位置，实时定位，从而反映收

测前端的实时工作状态。

2.2.2 中心平台具备大数据分析统计能力

各收测前端数据均汇聚到中心平台形成数据库（包括黑

广播数据、其前端监测设备数据和员工工作数据），中心平

台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挖掘出新的知识点，现实监测平台

的智能化。中心平台在前端设备离线时可以从历史数据中进

行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生成黑广播热力图，从热力图可以

直观看出黑广播的分布情况统计；系统中可以根据是实际监

测需要设置成几个维度（时间维度、地域维度、内容维度、

频率维度、覆盖维度）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根据设置维度

进行黑广播的发现统计，实时在平台中呈现，以便中心对全

局信息进行掌控，并作支撑决策制定；对于各收测前端，中

心平台需要能汇总其工作情况，并在特定时段内在地图上绘

制出其工作轨迹，统计其收测的成效，包含黑广播数量、黑

广播标识是否全面等，从而达到对收测前端较为全面的工作

评价；中心平台通过前端员工工作数据分析，对前端工作人

员的工作进行量化和评估，评定员工工作质量，效地调控和

规划前端监测工作。

2.2.3 统一管理前端设备

收测前端是本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心平台需要对其

进行统一管理，包含收测前端的纳入、信息管理、设备与人

员分配管理、设备所属区域划分与维护等；同时，针对设备

的工作、返厂维修或更替等，也都进行统一的平台管理。此

外，根据设备运行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可获知各设备的历史

工作状态，由此，可在平台中进一步按照最新情形，调配各

收测前端的工作规划。

2.2.4 系统管理

平台整体运行，不能缺少必要的系统管理功能，它包含

平台行为动作的所有设置，资源的输入与管理，各信息的检

索等功能。系统管理需求中，根据项目本地化的实际需求进

行升级与调整，以达到本地化执行效果最大适应性的目标。

2.2.5 系统可拓展性 

当前，国家对广电监管部门在黑广播监测领域的工作定

义是“及时发现”，并未对定位并打击其发射源做明确工作

定义。在新的设计中，预留相关的扩展接口，后续在需要进

行“黑广播发射源测向与定位”时，可以快速响应并支持。

同时，当黑广播内容发生新的变化趋势时，平台需快速响应

并支撑对其进行内容分析与挖掘。

3  结束语

“黑广播”一般比较零散且隐秘，覆盖范围相对较小，

大多针对一些人群比较集中，或者特定针对某一部分人群进

行部署，“黑广播”发射设备一般都比较轻便，容易安装和

撤走，游击式部署方式给监测部门进行监测带来极大挑战，

这使得传统的定点分布式监测手段已经不足以应付，而且

要全面达到监测覆盖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本设计针对“黑

广播”种种特点进行创新设计，设计了一套基于互联网思维

的移动便携式智能监测系统，能够全面、高效、灵活地打击

“黑广播”为现阶段遏制“黑广播”猖獗势头提供了有效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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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比对智能监控技术在电视台的应用

【摘  要】 本文从新疆广播电视台安全播出发展出发，就新疆广播电视台电视播出传送中心安全播出监测系统从初始建设到

后续补充信号一致性监测建设的必要性、设计理念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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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  830001)

0  引言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电视节目内容的安全播出和安

全传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2号令的颁布更是对安全播

出做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为确保电视播出系统可靠运行，

及时发现和解决系统出现的问题，系统监控尤其是智能监控

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立健全的播出监测系统为安全播

出保驾护航就格外重要且必不可少。

一直以来新疆广播电视台播控中心的监测系统是通过

实时监测的方法如监测播控系统运行时的视音频信号质量

等重要参数指标，对整个播出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

问题由工作人员及时处理。为了适应新形式下的安全播出

工作，我台于2018年在全台12个频道进行高清改造的同时

对播控中心监测系统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建设。本文将概括

叙述新疆广播电视台原始监测系统、新增加的一致性比对

系统、视音频比对的安全播出监测系统的意义以及设计 

理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原始监测系统

新疆广播电视台播控中心于2014年进行了数字硬盘播出

系统的升级改造，同时建立了一个原始的安播监测系统。这

一监测系统原理是：通过在几个关键的信号节点处设置视音

频信号监视器，然后由播出值班员一天24小时人工监听监看

视音频信号状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从而达到安全播出监

测目的；同时在关键节点处设置设备监测系统对播出设备进

行实时监测，设备监测系统针对播出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实时

监测，对设备故障进行实时报警。而我台从成本因素考虑在

几个关键节点设置了设备状态监测。其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来自主备视频服务器信号、主备切换台

预监信号、从卫星上接收的cctv-1主备信号、从矩阵调度的任

意外来信号，甚至包括台标字幕垫片等都连接了视音频信号

监控客户端。播出值班员随时可以在监视器上看出这些信号

是否存在任何异常，一旦发现立即在播控切换台上切换信号

源进行应急处理，第一时间切换备用信号进行播出以确保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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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全，然后再根据设备状态监测屏上所监测到的情况进行

信号故障排查处理。

这套原始的节目信号监测系统自2014年建成至今确实在

安全播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避免或挽回了很多重大事

故的发生。但是对值班人员来说需要长时间监看屏幕信号，

尤其在夜间值班员极度疲劳或一人需要关注多个频道信号的

情况下，发生事故值班员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或

者在紧张状态下应急处理也容易发生人为操作失误，从而导

致问题严重化。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一致性比对监测系统

为了避免重大安全播出事故的发生，新疆广播电视台于

2018年在原播出监测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致性比对监测系

图1 新疆广播电视台原始监测系统

表1 视频检测状态结果参数表

参数名称 说明

图像高度 被检测视频的图像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图像宽度 被检测视频的图像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帧号延时 在已经匹配的情况下，两路视频信号的帧编号延时，该参数依赖于采样点计数，可能受丢帧影响

时间延时 在已经匹配的情况下，两路视频信号实际的时间延时

水平偏移 目前已经匹配的最后一帧图像之间存在的横向偏移

垂直偏移 目前已经匹配的最后一帧图像之间存在的纵向偏移

队列长A/B 目前待检测的图像数据队列长度

统。这一系统能及时发现问题并报警，值班人员能第一时间

进行反应处理，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2.1 视频的一致性检测功能

检测程序提供视频的一致性检测功能，可以检测2路视频

信号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延时等。检测状态结果各参数的说

明如表1所示。

2.2 音频的一致性检测功能

检测程序提供音频的一致性检测功能，可以检测2路音频

信号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延时等。检测状态结果各参数的说

明如表2所示。

2.3 一致性检测的通信、阈值设置

工程人员在一致性比对监测系统的程序中针对不同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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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状态设置不同的阈值，系统检测是

否达到设定阈值范围，判定信号是否

异常。不同的异常信号可判定出黑

场、静帧、静音等故障。确认信号异

常则监控服务器通过网络发送结果到

一致性比对监测系统客户端；在一致

性比对监测系统接了灯光报警界面和

音箱进行语音报警。则对该异态进行

报警。其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根据总局62号令相关规定避免发

生安全播出事故，根据62号令重要保

障期重要时段3秒的要求，设置了相

关阈值，如表3所示。

2.4 加入一致性检测设备

在机柜中空余位置进行一致性检

测服务器安装，在播控机房操作台空

余槽位安装一致性检测控制面板，

由于需要重新排线需要对原信号进行

确认检测，并且对备切换器调整线序

与主切换台线序保持同一路互为主备

信号。一致性检测服务器设备如图3 

所示。

每个面板同时与2台检测服务器

进行交互。面板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每个部分分别与一台检测服务器进行

交互。检测服务器与面板之间采用

UDP通信，需要在面板中分别配置2

台将检测服务器的IP地址以及通信端

口。另外，检测服务器需要将检测的

状态反馈到面板上面，检测服务器需

要设置控制面板的左侧部分或者右侧

部分。

我们在切换台输出、备切换器输

出经过键混器后，分别进入一致性检

测系统服务器主备路，同时对主备硬

盘信号、高标清主备PGM信号进行

监测，能够实时检测主、备路信号的

状态，根据相关逻辑自动判定主备

路信号的故障现象。一旦发现主路信

号异常，并同时判定备路正常，随即

会自动触发毫秒级静/净切换，极大

图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一致性比对监测系统

表3 一致性检测阈值设置表

场景内容 时长 场景切换

A路黑场 2秒 A路报警，B路正常，切B路

A路静音 6秒 A路报警，B路正常，切B路

A路静帧+静音 2秒 A路报警，B路正常，切B路

A路静帧有声音 6秒 A路报警，B路正常，切B路

AB路黑场 6秒 AB路报警，切C路

B路黑场 2秒 B路报警

B路静音 6秒 B路报警

B路静帧+静音 2秒 B路报警

B路静帧有声音 6秒 B路报警

A路恢复 没有黑场2秒、静音5秒、静帧2秒 A路恢复，切A路

B路恢复 没有黑场2秒、静音5秒、静帧2秒 B路恢复

表2 音频检测状态结果参数表

参数名称 说明

采样精度 目前正在检测音频的采样位数，例如16位、8位等

通道数 目前正在检测音频的通道数

采样率 目前正在检测音频的采样率，即每秒的采样点数目

时间延时 在已经匹配的情况下，两路音频信号实际的时间延时

采样延时
在已经匹配的情况下，两路音频信号的采样延时， 

该参数依赖于采样点计数，可能受丢帧影响

队列长A/B 目前还未处理的采样点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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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致性检测服务器设备图

图4 改造后系统框架图

地先于值班人员发现故障并实现应急无缝切换，效果非常明

显，安全系数成倍提高。与此同时为值班人员预留了应急手

动干预手段，当前两路均有问题时候，可以通过面板切换到 

第3路信号，并且在切换过程中，不发生画面的抖动，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处理故障的效率。改造后的系统构架如图4所示。

一致性比对监测系统能起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告警的

作用，作为原来监测系统的补充，这一监测系统给值班人员

减轻了不少压力。即使在夜间值班员极度疲劳或一人需要关

注多个频道信号的情况下，值班员也能在听到报警提示或看

到播控台上灯光闪烁报警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从而避免问

题严重化。当然偶尔也有误报的情况出现，比如我们现在的

技术水平还无法对某些特定的画面静止但语音播报正常的情

况，例如卫视频道中出现通知类节目，画面静止但主持人在

念通知内容，这时候我们的报警系统会出现“卫视视频静帧

故障”的告警，这种情况就需要值班员在听到报警的第一时

间人工辨别报警是否为误报。即使有技术欠缺，但仍然改变

不了它提高了值班员的反应速度，减轻了值班人员压力，从

容应对，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3  结束语

良好的监控系统能更好的为播出安全保驾护航，能够避

免很多重大播出事故的发生，能够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

和压力，并且能够协助解决系统问题，是播控中心实现安全

播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广播电视台播出系统的

建设处于数字电视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一致性智能监控技

术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要求的不断变化而完善和提

高。随着进一步的发展，相信新疆广播电视台智能监控系统

将更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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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语音识别技术在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AI辅助值守中的开发与应用

【摘  要】 本文对实时语音识别技术在广播电视安全播出AI辅助值守中的开发与应用进行了阐述，针对语音识别技术应用的

难点和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关键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对颠覆性改变传统语言节目安播值守现状，引入基于实时语音

识别技术的AI人工智能辅助值守具有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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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AI-assisted Duty for Safe Broadcas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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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AI-assisted duty for safe broadcas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discusses difficulties and main problems in application of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y, proposes key technical solutions, which 
is of enlightening value to subversively change current situation of safe broadcasting duty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programs and introdu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xiliary duty based on real-time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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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对

于承担主流舆论宣传任务的有关单位而言，“不间断、高质

量、既经济、又安全”十二字方针始终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

和贯彻的业务目标和政治任务。

面临新兴技术的崛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出了“智慧

广电”“融合发展”等具体的发展要求和任务目标。对于安

全播出值守这一长期而传统的任务目标上，目前国内已从单

纯人工值守逐步转向了设备辅助值守上。相应出现了“音频

比对防插播”“音频控制单元中断报警”“音频控制单元自

动切换”“发射设备自动开关机”“发射设备越限报警”等

机器辅助值守的探索。

但针对节目内容、语义的监测，针对节目源的错播，针

对节目单的错播，针对节目数据的挖掘、分析、监测则处于

较为空白的状态。而通过引入实时语音识别技术，基于算法

革新，通过AI人工智能辅助值守，能够颠覆性改变传统的语

言节目安播值守现状，大大减轻安播值守压力，大幅提升安

播值守效能。

1  需求分析和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传统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值守系统主要关注和监测信号的

“有、无”“通、断”及幅度等指标，而引入实时语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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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则主要是为了解决节目内容、语义监测的问题。为此，

基于实时语音识别技术深度运用的安播值守系统开发，主要

须解决以下问题：

1.1 实时语音识别引擎的开发选型及调用问题

语音识别（ASR）是语音交互中最基础的一个AI技术环

节，就是将一段语音信号转换成相对应的文本信息[1]。

语音识别引擎的开发选型主要须考虑两个问题，即识别

率和实时性的问题。

在识别率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深

度学习的声学模型，如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等，已

使行业头部语音识别引擎的通用语音识别率达到97%。而通

过自主算法开发和声学模型深度学习训练，优秀的识别引擎

能达到85%左右的通用语音识别率。

在实时性上，目前行业内主要分短语音识别、语音文件

识别和实时语音识别（Real-time ASR）。前两项门槛相对较

低，而实时语音识别相对具有较高的门槛。

语音识识别引擎的调用主要分本地调用和远程调用。一

般来说，使用行业头部语音识别引擎的，一般需远程调用；

使用自主语音识别引擎开发的，一般可实现本地调用。

1.2 语音识别结果存在准确性缺陷难以进一步利用的问题

继2017年6月Google语音识别率达到95%后，目前行业头

部识别引擎通用语音识别率虽已高达97%，甚至结合语义理

解实现中间结果纠错之后个别引擎宣称能达到98%，但针对

非通用语音及专有名词、非标准名称等的识别率则较低，须

采用专有库训练、专有词添加纠错等手段进行一定限度的弥

补，属非通用手段，难以满足基于语音识别的高敏感、高可

靠性智能研判操作。

1.3 语音识别大数据的采集、清洗、挖掘、运用问题

语音识别出的节目内容数据，是数据挖掘、运用的基

础，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巨大价值。但其中有大量的“脏

数据”（无用数据），如果对“脏数据”不加必要的清洗处

理就直接分析，那么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的最终结论或规律必

然是不准确的[2]。如何做好大数据的采集、清洗、挖掘、运

用，是丰富和完善AI人工智能辅助值守效能的关键。

2  项目开发实践

2.1 主要功能模块

根据安播值守的实际功能需求，本项目主要实现五个功

能模块，即：全方位内容监管功能模块、深度语音交互功能

模块、动态数据可视化功能模块、安播值班辅助功能模块、

高度可配置功能模块。从用户视角看，即具备图形化UI界

面、数据图表可视化、核心业务功能、语音交互控制、灵活

的配置功能，以及用户管理、值班记录、值班调度等辅助功

能。具体功能模块细分，详见图1。

2.2 技术架构

本项目的开发主要基于自研逆还原对碰（Reverse Restore 

Collision）、逆还原耦合（Reverse Restore Coupling）算法

（以下简称RRC2）等几个关键性算法及一批辅助算法、引

擎库的支撑，引入人工智能计算框架、开发平台和工具，优

化和提升实时语音识别技术在项目运用中的基础性、关键性

图1 主要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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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作用，从而高效实现对语音信息的提取、甄别、响应。

同时，依托数据管理，基于对数据的收集、清洗、分析、运

用，实现各功能模块的技术需求。具体技术架构，详见图2。

2.3 开发、运行环境

鉴于Python语言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和广泛运用，结

合本项目的需求特点，本项目软件开发基于Python 3.x语言。

针对项目图形界面开发需求，采用Qt图形视图框架进行UI界

面开发。在数据源的选型上，项目一期支持单机版及MySQL

数据库。在服务架构上，本项目原生支持C/S架构，可通过

配置Flask、Tomcat等WEB应用服务器实现支持本项目远程调

度、驾驶舱等功能，并实现基础的B/S架构功能。

2.4 通用技术实现

2.4.1 基于hamming窗的实时音频振幅 （波形） 监测

音频信号是一种非平稳的时变信号，要体现在监测窗口

中一般须尽量满足平稳连续的可视化要求以利于观测。我们

引入hamming窗，构造如下函数：

 2( ) 0.54 0.46cos 0 1
1

nn n M
M
π = − − − 

≤ ≤ω  

对音频数据加窗，使能量集中在主瓣，实现主瓣宽度增

加，而旁瓣能量大大衰减的幅频特性。

本项目通过调用scipy.signal.hamming信号处理库函数，

结合Matplotlib绘图库，绘制实时音频振幅（波形），嵌入Qt

图形化界面，直观上获得两端固定，居中实时展示音频瞬时

振幅（波形）的音频监测窗口。

2.4.2 基于信号&槽机制的对象间安全通信

本项目采用信号&槽机制，通过构建槽函数响应信号emit

操作，实现GUI程序Widget组件等的对象间通信，避免GUI

及信号死锁、丢失、冲突等问题。同时，实现灵活匹配信号

与槽函数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连接，构建强大的组件编

程机制。此外，避免了使用回调函数（Callbacks）造成的指

针类型安全问题，实现类型匹配检测，保障了完全的类型 

安全。

2.4.3 关键进程存活检测及守护机制

本项目针对关键功能进程构造进程存活检测函数，启用

进程守护机制（Process Daemon），及时恢复、重启意外退

出、意外中断的功能进程，提升项目运行的可靠性，以满足

高可用性H.A.（High Availability）要求。

2.4.4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的信息抓取、同步机制

目前，主流舆论宣传单位的语言类节目，特别是广播节

目的节目单更新和下发至安全播出保障单位（部门）一般仍

通过文件下发的形式，存在实时性不足，智能辅助播控系统

调用不便的问题。

针对没有节目单下发渠道的不利环境，本项目基于

Beautiful Soup网络爬虫技术，定期同步宣传单位官网节目

图2 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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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通过节目排期监测机制实现防错播监测。同时，运用网

络爬虫技术实现新闻、调度信息等动态信息的抓取，为安全

播出保障值守提供良好的信息辅助。

2.4.5 基于PyAudio的多通道音频I/O实时、并发拾音、播放

本项目各功能模块涉及大量的语音硬件I/O接口调用，I/

O须满足跨平台、多通道、分通道、实时、并发输入/输出等

要求。项目通过调用PyAudio库，参数化音频格式、通道、码

率、设备号等，满足了跨平台实时并发分通道音频流读取拾

音、音频流输出播放等关键性底层功能需求。

2.4.6 基于OS实时语音合成 （文字转语音） 引擎的语音报警

报警功能是机器辅助值守系统不可或缺的功能模块。

传统报警功能一般采用文字、警报音、蜂鸣器等形式。本

项目基于操作系统（OS）内置驱动（SAPI5：Windows，

NSSpeechSynthesize：Mac OS X，eSpeak：other platform），

调用pyttsx3库实现语音合成（文字转语音），以语音形式提

示具体报警内容，使报警更加直观、有效。

2.4.7 基于分级唤醒及逆还原耦合算法的语音指令控制

语音指令控制流程图如下：

语音指令控制技术的主要技术难点主要集中在最大化节

约系统资源开销、语音指令的鉴别及提升应用体验上，控制

指令的下发实施则基本不存在技术难点。

针对节约系统资源开销的开发需求，本项目采用分级唤

醒机制，过滤非指令控制语音输入，仅当准确拾取和甄别到

指令控制语音时才启动二级语音指令识别。

针对语音指令的鉴别及提升应用体验上，本项目主要

解决了语音指令识别的准确度问题。通过自研逆还原耦合

（Reverse Restore Coupling）算法，基本解决了语音指令识别

的准确性问题，做到指令一次性识别，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同时，指令语音采用直接连续一句话识别，克服行业内主流

的须先采用唤醒词唤醒，待系统回应后才能发出指令语音存

在的等待、影响体验问题。

2.5 关键技术实现

针对前述需求分析中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本项目关键技

术实现主要有五项。

2.5.1 基于WebSocket协议的实时语音识别长连接调用

WebSocket协议是一种全双工通信的协议，在OSI七层模

型中，被应用于应用层[3]。

本文项目选型行业头部实时语音识别引擎，基于 WebSocket 

API，通过一次握手，创建持久性连接，将分通道输入的连续

音频流发送至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调用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

神经网络框架的实时语音识别（Real-time ASR）API，实时

识别返回对应的文字流内容，很好地满足了识别率和实时性

的要求。同时，使B/S模式具备C/S模式的实时通信能力，克

服了传统Web基于请求-应答模式的轮询（polling）和Comet

技术难以满足实时语音识别实时、连续、可靠的长连接流式

调用需求的弊端。

2.5.2 革新源音鉴别力的逆还原耦合算法及逆还原对碰算法

通过理解语音识别技术中的语音特征算法（MFCC、

FBank、LogFBank等），分析传统（混合高斯模型、隐马尔

可夫模型HMM、EM算法、维特比算法、GMM-HMM模型

等）和基于深度学习（DNN-HMM模型、TDNN模型、CNN

模型、RNN模型、基于CTC的模型、基于注意力的模型等）

的声学模型，通过逆还原语音识别结果到特定级别原音，结

合耦合、对碰机制，实现语音原义的精准捕捉，较完美地解

决了基于语音识别的结果运用准确性不足的天然缺陷。基于

上述机理自研的逆还原耦合（Reverse Restore Coupling）算

法、逆还原对碰（Reverse Restore Collision）算法（合称RRC2

算法）为高层级的数据智能运用开发提供了算法支撑，如非

法信息识别、频道识别、节目识别、语音控制指令识别等。

2.5.3 基于语言节目播报特征的频道和节目识别算法

语言类节目在播报时存在具有频道和节目特征的特征词

汇、特征语句和特征语义，这就为频道和节目的识别提供了

可能。

通过构建频道、节目等特征“字典”数据结构，基于自

研RRC2算法，基于层叠印证内联算法，构建跨维解构、感

知、研判模型，精准捕捉和识别频道和节目特征，高精度实

现在播频道和节目识别。

2.5.4 基于大数据运用的热点词云可视化及敏感信息监测

词云是一种对文本进行总结概括的可视化方法[4]。本文

项目通过实时采集运行数据，实施数据清洗，运用“词云

（Word Cloud）”“图片生成”技术动态生成可视化热词自

图3 语音指令控制模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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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轮廓图，实现时段热词可视化展示；通过数据挖掘，结

合逆还原对碰（Reverse Restore Collision）算法，实时监测敏

感信息，实现“非法插播”等安全播出风险智慧辅助管控。

2.5.5 基于PyEcharts的实时数据动态可视化图表生成

相比人们被动地接收信息的方式而言，信息可视化图形

与交互技术的集合使繁杂的数据开始被大众所接受[5]。本项

目动态采集进程集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数据筛选、数据整

合，动态生成图表配置项，链式调用PyEcharts库API接口实

时绘制生成数据动态可视化图表，通过QtWebEngine引擎加

载，流畅展示数据态势及数据逻辑。

3  项目应用展示

本项目系统经批复同意，1.0版从2020年9月份开始在浙

江省中波发射台站试运行，1.2版从2021年初开始扩大试运

行。项目试运行以来，BUG不断得到修复、功能不断迭代升

级，目前运行稳定，功能日趋完善，尤其是安播异态识别精

准，很好填补了行业安播值守中的空白，大大提升了安播保

障能力。

3.1 项目运行界面呈现

项目系统的运行界面如图4所示，实现的主要功能如下：

节目信号实时AI语音识别；节目信号实时敏感信息（防插

播）监测；节目信号振幅、中断、恢复监测；节目排期自动

同步、节目智能识别、频道智能识别；时段节目内容热词

统计、数据挖掘，图表展示；时段节目信息量统计，图表展

示；AI监测分析，图表展示；数据展示：中波频率覆盖分

布地图、节目单展示；实时新闻、预警、监测、诊断信息推

送；音频外放、语音指令控制、图灵机器人；基于WEB及基

于短信云接码的远程调度信息推送；实时短信报警功能；上

班登录、签退、值班记录功能；用户管理、权限管理等。

3.2 全方位内容监管功能呈现

除传统的音频幅度监测、音频实时外放等基本功能外，

本项目在内容监管方面的功能覆盖了从节目排期自动同步到

实时节目内容语音转文字、实时节目识别、频道识别（见 

图5），以及实时节目排期（防错播）监管、频道（防错播）

监管、内容敏感性（防插播）监管等方面。出现任何异态信

息，系统将给出报警信息推送和仿生语音播报报警。

3.3 动态数据可视化功能呈现

项目实时采集运行数据，基于数据清洗、数据挖掘算

法，对节目内容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并通过数据图表生

成技术，进行多维数据可视化展示：如通过驾驶舱集中展

示播控全局信息（见图6）；或是直接在播控界面相应模

块展示图表信息，如信息量、热词等。同时，合理运用运

图4 项目系统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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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态数据，展示监测态势信息等。此外，对本部门传统

技术数据进行图表化、可视化存储，并提供数据图表展示

接口服务，直观展示技术数据信息，如全省中波频率分布 

图等。

3.4 安播值班辅助功能呈现

项目针对安播值班全流程监管功能进行了针对性开发，

集成了用户管理、上班登录、用户信息、下班签退、权限控

制等基本功能。同时，开发了值班记录、远程调度信息（可

实现远程统一调度指令、调度信息的下发，见图7）、短信报

警等安播监管辅助功能。

3.5 高度可配置功能呈现

本项目具备高度的可配置性，配置功能较为全面，能

够灵活适配和便捷定制以适合不同的环境及安播保障值守 

部门。

项目针对几乎所有功能模块，都具备相应的设置功能，

如：信号源设置中的输入来源、输入设备；信号源监测中的

振幅阈值和时间阈值；语音识别引擎；监测选项中的频道监

测、节目监测、内容监测；基本功能中的音频外放、信息推

送；语音控制中的引擎、信号源；图灵A.I.机器人引擎；远程

调度功能中的启用/禁用、刷新频率；短信报警中的接收人、

引擎，以及系统UI界面更换等配置选项。

4  结束语

实时语音识别技术是实现传统语言类节目安全播出监

测从单纯物理幅度监测转向智慧监测的关键环节。以逆还

原耦合（Reverse Restore Coupling）、逆还原对碰（Reverse 

Restore Collision）算法为关键转换环节的源音还原机制，是

实现语音识别结果准确运用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综

合运用数据采集、清洗、挖掘、运用等技术，实现AI辅助值

守，是对“有人留守，无人值机”模式的有益探索，上述技

术实现和经验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值守模式转变具有较高的

开发、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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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的设计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调频广播技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非法调频广播的监管对

于整个广播行业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基于此，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非法调频广播智能监测以及安全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地

提升各个辖区调频广播频率的安全实时监测，并且还可以有效地对非法调频广播进行精准、严厉的打击，促进广播电视传播

的规范科学化，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 非法广播，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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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Illegal Broadcasting
Li Yueying

(Jiangxi Radio and Television Monitoring Center, Jiangxi 33004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M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today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great challenges, 
so the regulation of illegal FM broadcast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oadcasting industry. Considering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it needs to establish and enhance th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illegal FM broadcasting. Base on this 
system, it will improve the real-time security monitoring of FM broadcasting within jurisdictions, and precisely and strictly ban those illegal FM 
broadcasting in meanwhil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will make broadcasting normalized and scientific; and maintain our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Keywords  Illegal broadcasting, Monitoring

李月萤

（江西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江西  330046)

0  引言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主要是对非法广播自动识别、

白广播内容违规监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检测技

术，在频谱扫描的基础上对语音识别、分析、敏感词语匹

配，达到自动发现疑似非法频道和频道的内容识别与智能

判定，并达到监测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可视化展示的效果。

该系统的主要实现非法广播频道与合法广播频道内容的违

规监测，将实时化、实现监管机构对非法违规内容的监管 

要求。

1  调频广播

调频广播与传统的有线广播不同，调频广播主要采用的

是无线科学技术，其辐射范围更为广泛，音质更为清晰，而

且维护以及运行成本较低。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等的发展，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有效的推

动力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

2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监管系统组成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监管系统主要实现扫描全频道、发展

非法频率、录音取证及时以及内容识别与敏感信息判定等功

能。该系统由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中心平台与非法广播监

测前端组成。可通过GIS实时地图的信息显示将黑广播的发生

位置进行定位并可利用及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例如频谱与

广播记录等，得出统计信息。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的另一项具体功能表现在频道

对比分析上。该系统通过将87～108Mhz频段上所查询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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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广播信号实时全频率扫描，显示出各个频点的射频指

标，例如电平与信噪比。系统实现在线监听随意频率并对

频率的可听度做出较为客观的评析，可以更加及时地对辖

区范围内合法、非合法广播频率信号的覆盖情况做出全盘 

掌握。

报警呈现功能作为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中体现快狠准

的功能，主要利用GIS地图呈现方式，将辖区内的监管情况做

出概览并实现精准的报警定位。该功能在展现形式中就具有

实时性，利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辖区的运营状态，对监测前

端所发现的一切非法频率信息做出颜色状态调整并做出声光

电报警反应，所属辖区监管工作人员则可通过报警信息及时

处理非法频率以及黑广播内容等信息。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中的审核处理功能拥有方便快捷

的报警审核流程页面，能将报警信息及时传达，包括前端进

本信息、频率、录音文字等，刻画报警时的频谱图像，从而

对违规原因进行判定，值班员即可依据信息判断报警信息的

真假，由此决定是否提交信息或永久收录，为历史信息展示

存档。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中具备历史监测的功能，该功能

主要针对前端上报的各种信息进行储存，充分发挥系统前端

上报信息的集中化储存与可视化特点，达到有效保存并可时

候追溯的能力。且针对历史报警信息，系统也可提供快捷审

核处理页面以供操作。

3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中心平台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的中心平台在接收前端上报内容

时，会从语音识别、语义分析以及敏感词匹配等方面进行智

能分析，并达到识别结果精准分类、标签化管理的效果，做

到对非法广播、呼号违规频道自己内容违规频道实时性监

控，同时监测系统中心平台还具有数据存储、挖掘、统计分

析功能，方便人工核验与二次审核。对辖区内广播进行全时

段全频段的广播频点扫描，实现对不合法广播业务的监测，

包括非法广播、非法使用频率频道的广播。

3.1 非法广播监测

非法广播监测功能包括：全景监测、监测任务和历史 

查询。

全景监测：该模块主要建立在GIS地图功能基础上，对所

监测区域实现情况概览与精准定位。同时GIS地图功能会将所

有监测站点信息与状态进行标识，当前端发现新的频点，在

GIS地图对应前端位置进行报警提示，并列出具体监测信息，

主要包括：新频点频率、发现前端名称、发现时间、取证进

度和人为判断。

监测任务：该模块实现对每个前端的任务设置，包括：

频点白名单、任务类型、任务时间。

历史查询：该模块实现对监测数据和报警历史进行查询

和处理。可以根据时间、前端、任务状态、敏感词匹配进行

查询检索。每条报警详细记录了发现非法广播的前端名称、

地点、开始和结束时间、频率。可以实时监听和回放录音。

可以展示语音识别后的文本，敏感词会标红显示，能够显示

信号频谱，可以人为判断并填写处理意见。

3.2 呼号监管

呼号监管模块主要实现已知频道的呼号监管功能。在

设置的监管时段中，系统实现整点与半点的录音取证、语

音识别功能，利用识别引擎可将语音转为文字并于呼号模板

相对比，通过算法得出呼号播出时间，进而判定呼号是否 

违规。

3.3 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模块实现对前端上传的录音进行语音识别及语

义分析，快速、准确、智能识别非法广播。分析结果可以人

工判断，并填写处理意见。敏感词管理模块提供大量的敏感

词库，并支持对敏感词进行自定义。对敏感词可以根据暴

恐、色情、贪腐、反动和其他进行分类。支持对敏感词进行

标签说明。

3.4 统计分析

能够对监测结果进行大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支持

通过多途径信息发布，其内容基本囊括所有数据呈现内

容，能够为台领导提供详实的非法广播统计信息，提供有

力的数据支撑。统计分析的内容包括：白广播频道、非法

广播频道、呼号异常、内容违规、处理报警数和违规频 

道等。

4  非法广播监测前端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系统接收到监测前端系统上报的录音

图1 非法广播智能监测监管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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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经过语音识别、语义分析、敏感词匹配等智能分析手

段，将识别结果分类、标签化管理，对非法广播、呼号违规

频道、内容违规频道实时监测，同时监测系统中心平台还具

有数据存储、挖掘、统计分析功能，方便人工核验与二次 

审核。

非法广播监测系统前端，通过多路径实时监测，使得发

现新增频点的速度与准确率得到提升，从而通过录音取证，

利用有线或无线4G网络实时传递至中心管理平台。

设备自发现：该功能只需配置一次即可，中心平台便可

收到所有开机的采集监测前端地理位置、工作状态采集信息

的相关参数。

频谱扫描：该功能可与台站及样本库进行比对，通过对

一段或多段呈连续间隔一致的频率进行测量，查看各频率信

号的基本信息，例如强弱、占用度等。

频谱分析：对某一频率进行测量与生成频谱，通过计算

对所监控的频谱特征做出分析。

信号锁定：通过对信号强弱和方向等信息进行监测分

析，精准定位非法广播频道并进行信号锁定。

信号录制：设备具有解调射频信号功能，并提供流媒体

服务，可实现广播语音录制，上传至中心监管平台按需调用

对应的实时广播或者录音。

信息上传：对所有监测数据如：信号指标、音频数据、

报警数据等上传至中心平台。

远程控制：设备可被远程重启、复位、监测指标设置，

并可接收中心平台远程命令，并执行。

5  结束语

为了有效地对黑广播进行严厉打击，相关部门必须要建

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加强对非法调频广播危害的宣传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从而有效地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可

以设置专门的非法调频广播打击学习周，提升全民对非法调

频广播危害的认知，让全民意识到其存在的危害同时引导其

如何正确的进行防范，进而阻止非法调频广播传播途径。通

过建立健全相应的非法调频广播监测监管机制以及安全管理

系统，可以有效地提升对广播电视频道中各个辖区电视频道

频率的安全实时监测，并且还可以有效地对非法调频广播进

行精准、严厉地打击，促进广播电视传播的规范科学化，进

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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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发射台站智慧化建设思路

【摘  要】 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协同性发展是建设智慧广电的重点任务。本文对无线发射台站智慧化建设的途径作了一些探

讨，分析了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VPN等新技术，构建智慧化台站的平台管理应用系统，并进一步提出了设计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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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internet thinking and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ask of building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s of smart construction of wireless transmitting stations, analyzes how to use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VPN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to build platform management application system for smart stations, and further puts forward desig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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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茶宗

（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  850000)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传统广

电产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科技不断发展

的背景下，缺乏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

个商业生态的时空维度和向度上进行重新审视和构建的互联

网思维[1]。在过去三十多年的信息化革命浪潮中，我国的广

电机构因对新技术的敏感度不够、对市场变化的速度和趋势

把握不准等原因，导致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2]。2019年10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

合作论坛的贺信中明确提出，要“打造智慧广电媒体，发展

智慧广电网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广

播电视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随着西藏

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

对广播电视服务需求不断升级，智慧广电建设正是以全面提

升广播电视业务能力和服务能力为目标，以有线、无线、卫

星、互联网等多种手段为依托，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信息计算为支撑，实现广播电视智慧化生

产、传播、服务、监管，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广播电视服

务。让广播电视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本文阐述的无

线发射台站智慧化建设就是响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出的

“深化广播电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广播电视

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发展，”号召，结合笔者的一点

实践经验，提出了建设智慧化无线发射台站的途径和设计 

思路。

1  智慧化台站建设的意义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

族分裂的重点地区。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重要

的意识形态阵地。2020年1月，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

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同志在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工作

会议上指出：“主要针对边疆一线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策划实施智慧广电固边工程，提升边疆广播电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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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44座发射台站均已经基本完成智慧化台站1.0版的建设。

下一步，在有条件情况下，可考虑在区、各地(市）、县的调

频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发射台、应急广播站点建设播出系

统自动化平台。

2.2 智慧化台站建设2.0版（网络化）

智慧广电建设中，最为基础的是可靠、全面、高质量的

图1 智慧化台站建设目的

图2 智慧化台站建设的途径

图3 台站播出系统自动化平台建设内容 

服务能力，合力强边固防，维护边疆和谐稳定和意识形态

安全”[3]。无线覆盖是广播电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基本的方

式，尤其在西藏这种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很低的地区，中、

短波无线发射台站是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出去的主要载体。

西藏局直属中、短波无线发射台站共有44座，由于历史原

因，均为孤立运行的台站，在安全播出监管、业务调度管理

等方面均未实现全区联网。因此，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分

析、云计算、VPN等技术手段实施智慧化台站建设、加强广

播电视监测监管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意

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体现。智慧化台站建设的目的如图1 

所示。

2  智慧化台站建设的途径

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智慧化台站建设可以采取三

步走（如图2所示），第一步：数字化。将单个台站的模拟量

全部转换为数字量，将台站从传统的直观、现象管理升级到

数字化管理。第二步：网络化。将局直属44个台站进行网络

连接，建设监测监管中心，中心对每个台站可以实时指挥调

度。第三步：智能化。建设大数据运营平台，通过对44个发

射台站数据的存储、备份，尤其是故障现象、故障处理的存

储，为今后的大数据分析判断台站设备运行状态走向、故障

预判提供数据基础。

2.1 智慧化台站建设1.0版（数字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

展，SCADA系统（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监督控制与数据采集）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该系统

是一类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主要用于测

控点分散、分布又非常广泛的生产过程或设备监控[4]。智慧

化台站建设1.0版就是主要运用该技术，在每个台站建设播出

系统自动化平台（如图3所示），实现对信号源信道监测、发

射系统的自动化控制及管理，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报警、应急处理等，为发射台站提供一个先进的综合管理平

台，提升台站安全播出保障能力，为将来接入上一级监控管

理平台的信息采集、监测打下基础。该平台主要涵盖3个应用

管理系统：安全播出监测系统、安全播出保障系统、综合办

公信息系统。主要功能模块包括：信源节传监测、发射机自

动控制、天馈系统监测、播出质量监测、动力环境监测、视

频安防监控、值班人员日志管理、备品备件管理、固定资产

管理、各类报表统计功能等（详细架构如图4所示），把台站

的安播、维稳、日常管理等工作结合，实现在同一系统平台

统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维护。在总局的支持下，西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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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技术。智慧化台站建设2.0版是1.0版的延

续和升级，新建监测监管中心平台，采用30M的带宽，网络

连接局直属44个台站（如图5所示），通过云计算、VPN、

算法加密等技术手段，对所有台站送来的视频、音频、文本

等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维护，获取并保存、查询各台站播

出、监控信息，在中心大屏进行实时、多画面、动态图形化

显示，及时获得重大故障报警信息[5]。在遇到紧急突发情况

时，可以通过指挥调度平台进行视频、电话调度，并通过预

警信息发布平台自动发布调度指令、通知等信息。从而提升

局直属44个发射台站台的专业化、智能化管理水平。目前，

监测监管中心平台主要涵盖5个应用管理系统及众多功能模

块。5个系统分别为：安播信息监控系统、安防维稳监控系

统、中心大屏显示系统、应急指挥调度系统、综合办公信息

系统（详细架构如图6所示）。功能模块具体内容包括：各台

站的发射、动力环境、智能流程监控；播出数据的接收、查

询、处理、分析、统计；台站播出故障实时报警等；全景电

子地图显示台站地理分布，通过系统拓扑图显示各台站的运

行状态；台站视频监控信息的统一管理，可随意查看任意台

站任何一路视频摄像头实时监控数据、进行事件查询；召开

视频会议、可视频/电话实时调度44个台站、自动发布预警信

息；台站的报表、技术档案管理，公文收发自动整理汇总；

权限、日志、设备设施、公告管理等实现办公自动化。该平

图5 中心-台站网络拓扑图

图4 台站播出系统自动化平台框架图

台具有可扩展性，在有条件情况下，可考虑把调频发射台、

地面数字电视发射台、应急广播站点纳入监测监管范围。

2.3 智慧化台站建设3.0版（智能化）

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对信息时代的“智慧广电”建设至关

重要，包括从4K、VR等与广电行业传统业务密切相关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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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到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人等关系行业和产业未来

发展走向的关键性、支撑性技术。智慧化台站建设3.0版是

在2.0版基础上，增加建设大数据运营平台，通过对全区发

射台站数据的存储尤其是故障现象、故障处理的存储，为今

后的大数据分析判断台站设备运行状态走向、故障预判提供

数据基础。同时，深化融合发展，在监测监管中心平台上融

入社交媒体技术手段，如无线爱好者微信公众号、BBS论坛

等，传递工作动态、感想体会、技术专题专栏等，提供区内

直属44个台站干部职工的交流园地，深化各台站之间的交流

合作。笔者臆测，未来的智能化无线发射台站将可以采用无

人机巡检，发现故障后中心平台进行故障智能诊断，派智能

机器人进行故障处理，完全脱离人工干预，真正实现智慧化

（如图7所示）。

3  结束语

智慧化台站建设能够强化安全播出保障能力，提升无线

发射台站智能化管理水平，推进广播电视传输覆盖领域专业

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广播电视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发

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推动广播电视又一轮重大技术革新，

让广电业务在新时代获得新拓展，提供新动能起到很大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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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内容价值多维度评估方法

【摘  要】 本文提出一种媒体内容价值的多维度评估方法，综合考虑影响媒体内容价值的诸多因素，采用数据描述、数据分析、

趋势预测的技术路线，基于线性回归分析、舆情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构建评估模型，实现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媒体内容

价值的动态评估，为高品质内容创作形成更强的预测力、决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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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thod of Media Content Value
Guo Xiaoxia, Guo Peiyu, Zheng Ru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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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thod of media content value, which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lue of media content, adopts technical route of data description, data analysis and trend prediction, and constructs a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technical means such a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 model can implement dynamic 
evaluation of media content value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which provides stronger predictive power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for high-quality 
content creation. 

Keywords  Media content, Multi-dimensional, Content value, Evaluation Model

郭晓霞，郭沛宇，郑蕤荻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866)

0  引言

文化产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是我国的朝阳

产业，占我国GDP比重逐年增加。创造高品质的内容，实现

媒体内容的商业价值是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内容产业的重要诉求。

回溯历史票房可以发现，媒体内容的商业价值与制作成

本并没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制作团

队，商业价值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差异。我们不禁疑惑，票房

的成功可以复制吗？内容的价值仅与内容本身相关吗？ 

黄凯明等在申请发明专利“内容价值属性的评估方法

和装置、版权交易平台”中提出了一种思想，基于待评估

内容的交易价值属性和与待评估内容相似的内容的交易价值

属性，估计待评估内容的价值。基于同一用户支持不同创作

者的内容所产生的价值属性，计算不同创作者的权重，并根

据待评估内容的创作者的权重，调整待评估内容的价值。赵

艳等以成本、版权、市场、服务四方面构建价值评估指标体

系，评估京东电子书的内容资源价值。总体而言，国际上对

于媒体内容价值评估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创作者、成本、内容

属性、运营等内容强相关因素的作用，忽略了社会环境和消

费主体等非内容强相关因素对内容价值的影响，而后者对内

容价值的作用远远多于前者。

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需要把握文化产业发

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如果扩大我们思考的边界至

内容以外，重新回溯历史就可以发现，优秀票房都是时代的

产物，必然完美契合了彼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人的价值

观。然而世界不会静止不前，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幻、科学技

术迭代更新、互联网的发展不间断地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

图景，消费主体“人”的消费习惯、价值观念、思维、喜好

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幻而变迁，抛开外界因素去研究内容本身

属性的过往案例并不能准确预测出当前和未来的价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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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媒体内容价值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面理解外部环境、消费主体及内容自身属性之间的叠加作

用关系，才能准确评估内容的潜在价值。

1  媒体内容价值多维度评估思路

对媒体内容价值的评估，实际上是对媒体内容价值及其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分析。我们尝试采用机器学习、舆情分

析、社会科学分析等方法，寻找内容价值与内容自身及其外

在环境的映射关系，构建价值评估模型，实现对媒体内容价

值的预测评估。

1. 媒体内容价值评估方法的研究，采用数据描述、数据

分析、趋势预测的技术路线，从技术上实现内容价值的动态

评估，为高品质内容创作提供预测力、决策力。

2. 媒体内容的描述，采用包含客观外界环境、主观消费

需求、内容本身属性等多个维度的描述模型，实现媒体内容

描述信息的标准化、可管理、可扩展。

3. 媒体内容价值评估模型的构建，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和

机器学习结合的策略，基于线性回归关系解释影响内容价值

波动的相关因素，基于机器学习模型实现价值预测。

2  媒体内容价值多维度评估模型的建立

媒体内容价值多维度评估模型包括数据收集、多维度描

述、维度筛选与相关性分析、内容价值评估四个模块，如图1

所示。

数据收集模块收集国内外播出的电影、电视剧、网播剧

的票房或运营收入数据，数据源需具备官方权威性，并达到

一定的数量级。

多维度描述模块构建具备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媒体内容描

述模型，包含内容强相关维度和非内容强相关维度，全面呈

现媒体内容及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全貌。

维度筛选与相关性分析模块接收多维度描述模块的输

入，采用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筛选适合的自变量、因变量，

分析自变量与内容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强弱关系，输出强相关

维度集合和最优量化策略结果。

内容价值评估模块根据输入建立价值评估的机器学习模

型，输出内容价值的预测结果。对于有充足数据量、充足算

力的情形，也可由多维度描述模块直接连通内容价值评估模

块，实现端到端的内容价值评估模型。

本模型中的维度筛选及相关性分析、内容价值评估等模

块在经过充分的数据训练之后，基于阶段性评估结果，通过

向前反馈机制促进前序模块的迭代修正，获得更接近于真实

情况的内容价值评估模型。

3  媒体内容价值的评估

基于本文第2节得出的内容价值多维度评估模型，输入当

前的环境变量和待评估内容，可以实现对媒体内容价值的评

估，如图2所示。

当前环境变量从社会宏观环境、热点事件及舆情、消费

者群体特征等多个维度收集特征数据，与待评估内容的自身

属性共同形成内容价值评估模型的输入，从而实现对媒体内

容价值的评估预测。

在媒体内容价值的评估的过程中，应注重以发展的眼光

描述当前的环境变量，重点考虑消费主体的情感需求变迁，

将消费群体基于特征细分族群而不是看作一个整体考虑。

图1 媒体内容价值评估模型

图2 媒体内容价值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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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展应用

本方法中将维度筛选的功能独立出来，形成维度筛选前

置模块，可以实现内容相关领域不限于价值评估的通用评估

模型，如图3所示。例如可通过维度筛选模块筛选不同的维度

集合，实现内容传播影响力的评估。

通用评估模型中，维度筛选前置模块根据评估的类型和

应用场景对多维度描述模块的输出结果进行适当的筛选，形

成内容特性强相关维度集合，输出到相关性分析模块和内容

评估模块。

相关性分析模块接收维度筛选前置模块输出的内容特性

强相关维度集合，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各维度最优量

化策略，输出量化颗粒度与量化区间。

内容评估模块可以采用两种输入模式，分别为相关性分

析模块输入和维度筛选模块输入模式。相关性分析模块输入

模式中，内容评估模块根据相关性分析模块输出的各强相关

维度最优量化策略，建立内容特性评估的机器学习模型。维

度筛选模块输入模式中，内容评估模型在内部联合优化相

关性强弱判断、量化颗粒度和量化区间判断、内容评估等环

图3 通用评估模型

节，建立内容特性评估的机器学习模型。

相关性分析模块、内容评估模块均可基于阶段性分析评

估结果，向前对上级模块迭代修正，以便更好地适应特定应

用场景的分析评估。

5  结束语

在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持续颠覆的浪潮中，保持创新、

拥抱科技、创造高品质内容是媒体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本文

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媒体内容价值多维度评估方法，采用线

性回归分析、机器学习等方法建立媒体内容价值评估模型，

基于媒体内容价值评估模型实现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媒体内

容价值的动态评估，为高品质内容创作形成更强的预测力、

决策力。

本论文受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课题“媒体内容多维度描

述方法及价值评估模型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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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技术变革对广电行业的影响 
分析及对策建议

【摘  要】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我国广电行业已经逐渐步入高新视频时代，互动视频、沉浸式视频、VR视频、云游戏等四种新

兴视频技术日益成为现阶段打造高新视频业态重要的发力点。本文基于视频技术变革的典型表现，分析了视频技术变革对广

电行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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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era of high-tech videos in our country. 
Four emerging video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nteractive video, immersive video, VR video and cloud gaming,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point for building high-tech video formats at this stage. Based on typical performance of video technology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video technology reform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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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5G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广电行

业已然进入了高新视频时代。高新视频就是高格式、新概念”

的视频，“高格式”是指视频融合了4K/8K、3D、VR/AR/

MR、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高新技术格式；“新概

念”是指具有新奇的影像语言和视觉体验的创新应用场景，能

够引发观众兴趣并促使其产生消费[1]。在后疫情时代，线上娱

乐体验逐渐成为常态，5G技术不断普及，互动视频、沉浸式

视频、VR、云游戏等在内的高新视频形态正在蓬勃发展。

1  视频技术变革的典型表现

1.1 互动视频

互动视频发展历史较早，早期内容较为粗糙，仅仅是通

过观众的选择，播放不同的视频，没有真正做到人与视频的

深度互动。随着5G技术的不断普及，其“大带宽、低时延、

广连接”为互动视频带来了新的机遇，解决了互动时的延迟

问题，带来了更好的体验。针对内容层面，5G＋AI的方案，

也让互动视频的内容真正做到个性化，把每个细节与剧情走

向连接在一起，实现深度的交互。

1.2 沉浸式视频

沉浸式视频是大视频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沉浸式视频

是指采用裸眼观看的方式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呈现画面覆

盖人眼至少120°（水平）×70°（垂直）视场角的视频系统和

具备三维声的音频系统。目前大多应用在参观游览领域，在

不远的未来，随着技术的普及，沉浸式视频也即将走进家庭当

中，在私人空间中随时体验沉浸式视频强烈的视听冲击。

1.3 VR视频

VR视频更是高新视频变革的重要方向。5G高速网络的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128

论述·点评  ︳  Elaboration & Commentary

普及，可以让4G时代不可能实现的超大数据实时传送成为现

实，VR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保障。5G＋VR/AR的模式目前在

很多大型活动的转播中已被采用。在VR设备进一步普及后，

信息与人的交互形式从“观看”将深入到“体验”，视频本

身也将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信息交互形式，对人们的生

活习惯、工作方式、消费思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1.4 云游戏

云游戏是新视频技术变革带来的重要产物，云游戏以云

计算为基础，本质上为交互性在线视频流，游戏通过云端运

行、渲染和网络传送，使用户通过输入设备对游戏进行实时操

作，获得即时在线游戏娱乐体验。5G技术的低延迟特征，对

云游戏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使得用户可以脱离昂贵

的设备进行游戏体验，国内外各大厂商都在布局云游戏产业。

2  视频技术变革对广电行业的影响

2.1 创作方式的改变

视频技术的变革带来了广电领域新的革新浪潮，随着传

播方式的改变，广电行业的创作方式也随之改变。4G时代

的视频，在5G时代将进化成具有高分辨率、高稳定性、容

量巨大的新一代交互形式，这意味着创作方式也要满足这些

特点。原先用文字、图片表达的信息，很大一部分会被视频

取代，甚至是被“慢直播”取代。2020年央视频对火神山医

院建造过程的直播，就是用“慢直播”传达信息的重要标志

点，在未来会越来越普及。

2.2 视频领域设备更新

为了满足新的创作方式，传统的设备也需要更新换代。

目前我国已经在转播活动中应用了5G＋8K超高清视频全业务

转播车，更基层的广电行业中，新的4K显示屏、8K摄影机

也将逐渐普及。同时，VR/AR的技术设备也将迎来新一轮更

新，更加体现新技术的优势。

2.3 视频制作流程优化

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还有视频制作流程的优化，过去

1080p的视频录制必须写好分镜、做好构图，后期空间较小，

但是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后期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广泛起来：

8K超高清视频为后期裁剪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可以裁剪16倍

的1080p的高清视频；4K直播通道除了输出4K信号外，还可

以同时直播4路1080p信号；全景360°视频记录，完全省去后

期合成的繁琐。

3  对策建议

3.1 坚持内容为王

视频技术的变革在不断前进，我们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

同时，要努力创作适应新时代视频传播需求的精品力作，始

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内容为王，

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那些真正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

作品，其优秀的内容才是关键之处，技术在一代一代不断变

化，可优秀内容依然历久弥新。我们要努力创作生产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喜闻乐见、能够留下时代精神印记

的优秀作品。结合新时代视频传播特征，不断提升广电行业

和网络视听领域服务人民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广播电视领域

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

3.2 媒体融合实践中主动应用新兴视频技术

面对接踵而至的视频技术革新，广电行业应积极适应，

大胆尝试，在媒体融合中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到来。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充

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

制高点。”[2]要迅速转变观念，树立新时代视频创作思维，

大胆创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开发的

TVOS4.0近期发布，应用了大量新兴视频技术，把超高清、

智能化、万物互联等新兴技术从媒体融合的角度结合起来，

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建立起全新的融合媒体视频平台，把传

统广电行业分散的生态圈子聚拢合一，深度融合。

3.3 加强新兴视频技术人才培养

传统广电行业在内容创作领域的人才储备较有优势，视

频技术的不断革新带来了更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互动视

频、沉浸式视频、AR/VR、云游戏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对于专

业技术要求较高，目前人才缺口也较大，需要逐步健全新兴

技术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工程，优化人

才结构，与职业教育紧密结合，从根本保证人才供养，形成

良好用人环境。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加强国内外科技创新资

源交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培养与引进相辅相成，建立起

科学合理、后备力量充足的人才储备梯队，促进广电行业新

兴视频技术人才全面发展。

4  结束语

视频技术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变革的过程，广电行业应采

取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去适应。新变化带来的机遇种种，

但是不变的一点在于内容，我们要在认真创作内容的基础上

努力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改变，把内容、技术相结合，成为复

合型人才，才能跟上时代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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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遥不可及的地方

倒不如放慢脚步

去亲近身边最自然的风光

大美不言 | 用EOS C500 Mark II 
绘制一幅意蕴悠长的大自然画卷

Mark II具备强大的稳定性，确保输出高品质画质，最终协助

团队圆满完成拍摄任务。

相较于其他大体积、重量级的摄影机，EOS C500 Mark 

II在原生态自然环境下拍摄，其高机动性、易操作以及机器

灵活机动的使用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交通不便且时常需

要面对长达三四个小时的转场中，机身紧凑轻巧的EOS C500 

Mark II让摄制组实现更加快速方便的移动；在不同场景的光

照环境下，得益于其内置ND滤镜的加持，画面效果得到了有

效保障，更是高效地完成了户外项目的拍摄。

打造电影感画面，助力色彩盛宴

“美丽的色彩会产生沁人心脾之感！”张伟老师跟我们

分享道，“佳能的色彩是有温度的，会让人心生感动的。”

在洪雅形象宣传片中，画面色调舒适自然，充满电影感，这

正是因为EOS C500 Mark II搭载了5.9K全画幅CMOS影像传

感器和DIGIC DV 7新影像处理平台，配合佳能特有的色彩

科学共同带来了令人满意的色彩效果，同时实现了对细节更

为优秀的处理，更加广阔的动态范围，带来了丰富的影像表 

现力。

摄影机EOS C500 Mark II

片场中的EOS C500 Mark II

工作照

摄影机EOS C500 Mark II

伴随洪雅城市形象宣传片的镜头，坠入山水之境，领略

着山水洪雅——“中国养都”的自然风光；温柔的背景音乐

及女声念白在耳边轻轻回响，目之所及是一片安宁之景；竹

林中日光弥漫，少女在溪边嬉戏，忘却焦虑和愁绪，在镜头

的引领下，我们仿佛已置身于洪雅原生态自然胜地。洪雅形

象宣传片携佳能EOS C500 Mark II共同绘制了一幅意蕴悠长

的原生态自然画卷，带领观众进行了一场纯粹的心灵放松 

之旅。

EOS C500 Mark II的自然奇遇之旅

四川第四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此次洪雅形象宣传片的

制作策划团队，担任本次摄影指导的张伟老师告诉我们，在

收到洪雅形象宣传片的拍摄委托后，四川第四城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迅速拟定了“自然”这一核心拍摄理念，而后基于性

能、色彩表现力及轻巧便携性等综合性考量，最终选择EOS 

C500 Mark II作为此次宣传片的拍摄设备。由此，EOS C500 

Mark II的自然奇遇之旅正式拉开帷幕。

洪雅形象宣传片包含大量户外拍摄场景，而户外拍摄经

常会遇到极端环境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宣传片拍摄团队在瓦

屋山取景拍摄时，由于天气潮湿多雨，拍摄地杂草丛生、雨

雾浓厚，在极端环境中很难完成理想拍摄效果，而EOS C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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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蕴含青羌文化特色的婚礼画面时，对红色的表达

就显得尤为关键，需要更加恰当的处理手法，以避免色彩偏

差。EOS C500 Mark II改进的图像处理算法应用了新的色域映

射技术，提高了红色被摄体的色彩还原度，避免了红色的偏

色，能较好的还原出新人的红色衣着服饰以及环境中的青羌

文化特色装饰品的色彩，给观众带来更直观的感受。

无惧低光环境，尽显人像魅力

在宣传片拍摄过程中，无法携带过多的灯光设备，因而

常常面临低光照拍摄难题，这也是令无数拍摄团队头疼的一

大问题，而EOS C500 Mark II的出现则让低光照拍摄不再困

难。在槽渔滩拍摄僧人点灯画面时，现场光源只有烛光和一

盏小小的补光灯,镜头中人物皮肤细腻、质感真实，在这样的

低光照环境下最终呈现的效果让人非常满意。

EOS C500 Mark II搭载了5.9K全画幅CMOS影像传感器和

DIGIC DV 7新影像处理平台，实现了高感光度时的低噪点效

果，真正做到“无惧低光”。并且因其具有相当于最大15+档

的动态范围，更是于拍摄中提升了整体画面的质感，实现了

更加自然的饱和度变化，凸出了氛围感，增添了人像魅力。此

外，EOS C500 Mark II与具有平滑、柔和、美丽虚化效果特性

的Sumire Prime系列进行搭配，具有独特的电影感，恰到好处

的焦外成像带来丝滑的柔和肤质，更是让人像拍摄尽显美感。

宣传片拍摄得力助攻，LUT与升格大展身手

到惊喜。通过对升格的合理运用，团队拍摄出汽车飞驰而过

带起树叶纷飞的动态场景，更为宣传片增添了艺术美感。

有效“减负”，身心舒畅

本次洪雅形象宣传片团队采用了EOS C500 Mark II摄影机

的Cinema RAW Light格式进行拍摄，确保画质的同时还可以

保持较小的视频文件体积，保留更大的图像数据，从而为后

期剪辑减轻了不少负担。

工作照

工作照

工作照

画面色彩需要精心策划，特定色彩会给画面故事营造特

殊基调，EOS C500 Mark II可通过指定端口查看套用LUT的输

出影像，将画面的色彩效果进行预设，是实现后期画面调色

风格的基础。EOS C500 Mark II具有独立的LUT按键可以配合

输出目标进行设定，实现了更便利的快捷设置。洪雅形象宣

传片的拍摄时间较为紧张，EOS C500 Mark II便利的LUT功能

使后期画面调色简单化，为整个拍摄团队节省了大量时间，

最终成功在较短时间内交付成片。

此外，EOS C500 Mark II强大的升格能力也让拍摄团队感

除了减轻后期剪辑的负担以外，EOS C500 Mark II同时还

实现了摄影师的有效“减负”。EOS C500 Mark II采用小型、

轻量、紧凑型设计，科学合理的机身比例让肩扛拍摄时可随

意调整重心位置，有效解决了摄像师以往受到前后重心不平

衡的影响而导致肩酸手疼的问题。其次机身上设计了拍摄时

所需使用的快捷按键，即便在黑暗的场景中机身上的按键灯

也更便于识别与操控。

写在最后的话

跟随EOS C500 Mark II的镜头，我们漫步于洪雅的林间小

道，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洪雅形

象宣传片给我们带来一场心灵的净化之旅，让我们共同坠入

了“中国养都”的魅力之中。

好的宣传片让人产生共情之感，好的设备助力佳作的

诞生，佳能永远支持优秀宣传片的创作，永远期待下一

部优秀影片！（关注【影像佳园】公众号了解佳能产品及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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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7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举办的《佳作•

镜选》——2021全民影像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成功举办。大

赛参赛作品投稿截止日期前，组委会共计收到了120部参选

作品，包含故事片、纪录片、广告片、宣传片等多种类型。

经过观众和专家评审三个多月的票选角逐，最终赵卜导演

的作品《涅槃》获得“大师组”一等奖、曾贺强导演的作品

《红庙子春节》获得“精英组”一等奖、周侯衡导演的作品

《096》获得“创作组”一等奖。

《佳作·镜选》 2021年佳能全民影像大赛 
颁奖典礼在京成功举办

团评委嘉宾出席颁奖典礼，为获奖团队颁发了奖杯并针对获

奖作品进行了精彩点评，现场观众也共同见证了新生代影像

大师的诞生。

佳能（中国）影像信息产品BtoB产品解决方案中心总经

理今井英樹先生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佳能作为专业影像设

备的提供商受到了行业众多专业从业者的关注并赢得了广泛

支持，佳能也一直致力于影像技术提升以及影像产品研发，

力求以专业、全面的产品及服务不断为影像行业发展做出贡

献。同时，佳能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我们坚信思想与才华

是自由且没有止境的，因此举办《佳作•镜选》活动，并且只

根据作品拍摄设备的应用领域差异来区分不同组别，希望能

够为影像爱好者们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更希望从中挖掘优秀

的人才并着重培养，让技术与艺术协同，在影像发展的长河

中留下更多精彩佳作。”

《佳作•镜选》——2021全民影像大赛由“大师组”、

“精英组”和“创作组”三个组别构成。其中，“大师组”

需要使用佳能Cinema EOS系列EOS C700、EOS C500 Mark 

II、EOS C300 Mark III/II设备拍摄；“精英组”需要使用佳
佳能（中国）影像信息产品BtoB产品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 

今井英樹先生为颁奖典礼致辞

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会长穆德远 
和佳能（中国）影像信息产品BtoB产品解决方案中心副总经理 

桑原 優等嘉宾为“大师组”一等奖获奖团队及作品颁奖

现场评委及嘉宾与获奖团队合影

《佳作•镜选》——2021年佳能全民影像大赛，是由中国

影视摄影师学会（CNSC）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专家指导举

办的一场影像作品评选活动，旨在激发全民参与热情，为影

像爱好者们搭建一座连通彼此的桥梁。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

会长穆德远、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专家、佳能（中国）影像

信息产品 BtoB 产品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今井英樹等终审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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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数码单反相机及佳能全画幅专微相机等机型拍摄；“创作

组”需要使用XF系列、XA系列、XC系列等佳能专业摄像机

设备拍摄。经过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环节，最终主竞赛单

元颁发24个奖项，杜比视界HDR特别组颁发1个奖项。

“大师组”一等奖获奖作品《涅槃》使用佳能EOS C500 

Mark II搭配Sumire Prime系列CN-E24mm T1.5 FP X定焦镜

头拍摄，EOS C500 Mark II采用了5.9K全画幅CMOS影像

传感器，能发挥全画幅影像传感器的浅景深及大范围虚化

特性，展现出令人屏息的美丽影像和丰富表现力，支持以

5.9K/60P、4K/60P等多种分辨率及帧速率进行记录，能很好

地辅助影视作品营造仪式感和氛围感。Sumire Prime系列电

影定焦镜头采用了大直径非球面镜片和异常色散玻璃等光学

技术，并置于自有的光学布局中，在保持镜头主体坚固可靠

的同时，也能呈现出令人愉悦并具有艺术感的影像表现，

Cinema EOS系列与Sumire Prime系列配合，在《涅槃》的创

作及拍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作组”一等奖获奖作品《096》使用佳能XA55专业

数码摄像机拍摄，它搭载了1.0型CMOS影像传感器、15倍光

学变焦、DIGIC DV 6高速影像处理平台和佳能全像素双核

CMOS自动对焦技术，更加注重经济性与专业性的平衡，在

《096》的拍摄中，其轻便易携带、灵活的操作性和细腻画

质表现为主创团队提供了很大支持。“精英组”一等奖获奖

作品《红庙子春节》使用佳能EOS 5D Mark IV单反相机搭配

EF变焦镜头EF 24-70mm f/2.8L II USM和EF 70-200mm f/2.8L 

USM拍摄，最终呈现出的精彩画面再次印证了思想与才华不

受限于设备的理念。

们借助技术和设备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艺术梦想，希望未来佳

能不断研发新产品，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影视创作

中，让我们共同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壮观的影像。”

作为行业技术支持，佳能在现场展示了多样化的专业影视设备

《佳作•镜选》活动覆盖了多平台、多领域，在众多专

业组织、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首次举办赢得了广泛关

注。颁奖典礼现场，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会长穆德远对大赛

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发表致辞，他表示：“中国影视行业发

展离不开技术的驱动，更离不开每一位热爱这个行业的从业

者和观众。在这次《佳作•镜选》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

的影视从业者和精彩的作品，感受到了青年一代的创作热情

也见证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

佳能的中国事业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从最初的技术合

作到独资建厂再到成立销售公司，经历了多种经营模式的探

索。1997年3月，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全面负责佳

能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各项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截至2021年 

7月，已基本建成包括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域总部在内的

13个分支机构以及展厅、快修中心、快捷服务站等，形成了

覆盖全国的销售和服务网络。目前业务范围涉及影像系统产

品、办公产品、产业设备以及智能IT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

并在不断拓展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新业务。

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会长穆德远在颁奖典礼现场致辞

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会长穆德远在颁奖典礼现场致辞

佳能始终坚持以不断精进的技术为影像行业发展注入活

力，同时也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致力于年轻一代的培养

和传承。《佳作•镜选》活动为影像爱好者们提供了交流平

台，更为有才华的大众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今后佳能还

会继续坚持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技术与才华不断碰撞出新的

火花。

注：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中佳能可指代：佳能（中国）有限公

司，佳能股份有限公司，佳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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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总目次
(前一个数字为期号，后一个数字为页码)

特别报道

2020 年（第 25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圆满收官

........................................................................................   〔1-10〕

2020 年（第 25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一等奖（监测

监管专业）获奖选手风采 .................................................   〔1-17〕

2020 年（第 25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一等奖（有线

网络专业）获奖选手风采 .................................................   〔1-20〕

2020 年（第 25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一等奖（网络

安全专业）获奖选手风采 .................................................   〔1-25〕

2020 年度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十大科技关键词 ...................   〔3-11〕

2020 年度《广播与电视技术》十佳优秀论文奖正式揭晓

......................................................................................   〔12-11〕

特约刊载

深化创新驱动 加强引领支撑 奋力开创智慧广电发展新局面

——在CCBN2021 主题报告会上的主旨演讲 ........朱咏雷 〔6-10〕

中国广电·5G广播专栏

5G  NR组播广播技术（一）——中国广电引领世界 5G广播

...................................................................曾庆军，李爽 〔8-13〕

热点·论点

大家之言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广西智慧广电固边工程试点建设的探索

............................................................................韦凤云 〔12-12〕

广电5G

广电 5G  NR覆盖性能研究 .............................罗沛，刘光 〔1-29〕

中国广电 700M频段 5G近海覆盖项目实践

........ 诸葛一鸣，冯光，刘敬刚，王卫征，阚中瑜，丰竹松 〔1-35〕

应急广播

基于国家、市、县三级平台联网联动联播的全域应急广播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庄奇斌，陈起来 〔2-10〕

地震预警应急广播快速发布机制研究 ........... 马艳，傅雪鹏 〔2-15〕

基于广电网络的应急广播运维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李稚萱，马蕤 〔2-21〕

广电智慧运维

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平台智慧运维实践

.........................................................梁栋，李龙，王云升 〔3-15〕

监测台基础设施智慧管理系统设计和应用分析 ........白文涛 〔3-19〕

IPTV标准解读

《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用户“双认证、双计费”接口规范》

解读 ............................................................何晶，孙海波 〔4-10〕

《IPTV监管系统接口规范》 解读 ..................彭泽良，齐威 〔4-15〕

智慧广电示范案例研究

加强组织管理  推动智慧广电建设提质升级

..................................................... 张苗苗，孙可，张庆男 〔5-13〕

技术创新促进内容创新，融合生产推动流程再造

....................................孙琳，肖婧，孙可，邓向冬，牛睿 〔5-16〕

5G网络通渠道，传输覆盖强发展

.............................欧阳峰，李楠，李婷婷，杨琪，梁相君 〔5-23〕

科技赋能广播电视运行监管 .........................拜路，李纪涛 〔5-28〕

加快培育智慧广电生态，推动服务方式转型升级

....................................陈德林，何剑辉，张智军，覃千洛 〔5-33〕

超高清视频

基于AVS3的 8K超高清压缩编码技术研究与应用

...................................................................朱易，潘晓菲 〔6-15〕

超高清电视主观评价用测试图像研究

........................................张乾，邓向冬，宁金辉，王惠明 〔6-22〕

超高清视频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探究 ......................汪芮 〔6-25〕

“高新视频创新应用大赛”专栏

基于 5G的自由视角交互直播视频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许步扬，汪滟，崔贤浩，胡涛 〔7-14〕

720 胶囊形全景沉浸式动感体验视音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林华，吴姜澔，欧阳玥 〔7-18〕

基于 5G的 VR融合制作关键技术设计与实现 ........范晓轩 〔7-23〕

阿里巴巴云游戏PaaS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郭旷野，宋扬 〔7-29〕

广电超高清 IP融合制播应用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吴英露 〔7-35〕

“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专栏

人工智能算法在融合媒体业务中的实践应用 ...............靳巾 〔8-2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视频指纹计算与比对系统

.................................常江，夏泳，党海飞，薛静宜，易鹏 〔8-29〕

5G高新视频AI 智能剪辑平台建设及场景应用

.................................王学哲，姜里，李蓉，陈昌健，马俊 〔8-32〕

基于人工智能的TVOS  4K 超高清智能电视终端研究及应用

...................黎政，杨广辉，白伟，李勇，王明敏，盛志凡 〔8-38〕

广电5G网络建设与应用

5G  NR高塔高功率广播系统研发与外场测试

..........................吕锐，杨占昕，徐伟掌，余心乐，侯亚辉 〔9-12〕

广电 5G  MEC应用与部署方案研究 ...............罗沛，刘光 〔9-17〕

广电 5G（700MHz）海面超远覆盖关键技术与测试

..............................................................................许瑜超 〔9-21〕

4K超高清

4K超高清HDR向高清SDR转换的播出技术研究

.....................................................................杨升，孙威 〔10-14〕

4K超高清图像质量客观评价工程实践

.......................................................王红胜，徐超，曹凯 〔10-19〕

基于云架构的 4K超高清播出分发系统设计与实现

.................................................................蒋晓敏，李娜 〔10-25〕

广播电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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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晓东 〔11-11〕

贯彻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构建坚实有力的广电行业

关基保障体系 ...................................................... 齐立欣 〔11-13〕

深入实施关基保护条例，强化广播电视关基保护工作

...............................................................................肖辉 〔11-15〕

融媒体平台建设

基于国际传播需求的融媒体业务集成平台设计与建设

........................................................................... 朱雨涵 〔12-18〕

媒体融合发展下的综合业务互动直播服务平台建设与实践

..............................................................徐书朗，刘永明 〔12-24〕

长江云融媒体内容生产平台技术架构和业务详解

................................................王向前，张小林，蔡宏伍 〔12-29〕

网络视听

基于本福特定律的短视频播放量合理性验证研究

...................................................................李金龙，史惠 〔1-39〕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 · 第48卷 · 第12期〕 135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1年总目次

融合·创新

广播电视传播影响力研究中的微场景与多维数据关联分析

.............................................. 徐杰，何晶，施玉海，张伟 〔3-25〕

数字音频水印技术在跨屏互动中的应用 ........王旖旎，邸娜 〔5-41〕

广播电视台移动融合管理平台APP的设计及实现

.................................................................金小健，芮浩 〔10-32〕

内容制播

标准动态范围和高动态范围转换方法研究与测试

..................................................... 周芸，郭晓强，王亚明 〔1-43〕

4K超高清电视远程制作应用研究

..................................................... 马正先，李动，范年辉 〔1-49〕

“中国蓝云”支撑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探索与实践

..................................................钱永江，闫燕勤，俞定国 〔1-54〕

安全可靠传输（SRT）协议在 5G直播中的链路分析和部署策略

..............................................................................张博力 〔1-58〕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专题宣介会融媒体直播技术方案设计与应用

.................................张建强，张林，王灏，李超，周士勇 〔1-63〕

文件化制播下电视节目送播方式的重构与实践

...................................................................方钟鸣，马军 〔1-69〕

4K超高清转播车通话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符致明，陈巧璘 〔2-25〕

多分场地联合直播传输方案设计与实施

...........................................赵品政，黄征海，周义，徐胜 〔2-31〕

广播融媒体直播系统建设 ..................... 谢科，刘维，栾寅 〔2-37〕

广电应用系统“信息孤岛”解决方案研究 ..................石伟 〔2-42〕

综艺互动类节目外场直播连线技术多方案对比研究

..............................................................................葛婷婷 〔2-47〕

基于云平台的地市级电视台全台文件化送播的探索与应用

..............................................................................张天亮 〔2-52〕

基于CycleGAN的 4K超高清电视色域及动态范围转换算法研究

.........................................................魏娜，郭晓强，饶丰 〔3-30〕

AoIP 编码和传输研究与应用 .....................................罗攀 〔3-35〕

IP 备播系统数据同步接口的设计与实现

...........................................唐思腾，毛品莉，李超，张林 〔3-40〕

“中央厨房”式融媒体生产平台设计与实现.................詹翌 〔3-44〕

智慧广电背景下融合传播综合应用与实践 ..................罗斌 〔3-49〕

中小型广播电视台低成本空调智能化改造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梁志立，陈春林 〔3-55〕

H.266/VVC残差编码关键技术研究

...........................................周芸，胡潇，郭晓强，李小雨 〔4-20〕

电视制播平台数据智能驱动系统设计与实现 ...............郑磊 〔4-28〕

二青会 IBC信号传输系统及 5G技术应用 ..............田仁辉 〔4-32〕

融媒传播背景下智慧资讯编播系统的设计、实现与应用

.............................牛嵩峰，黎捷，肖柳，邓骁特，徐顺暖 〔4-37〕

实时媒体制作的智能存储系统在省台的实践与探索

..............................................................................张亚鹏 〔4-42〕

广播电视台光纤信息分层结构的设计与实现

..........................李瑞民，王史荣，高哲明，姚力，张毓鸣 〔4-47〕

基于SDM集群实时流转码设计的传输系统建设

.........................................................龙小燕，张林，李超 〔4-51〕

5G+4K+VR高新视频生产的技术实现 ......................郑磊 〔5-47〕

SDI+IP 混联互备框架下全频道全高清电视播总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江立宇，郑沈海 〔5-51〕

融媒体高清新闻演播室系统设计与实现 ...................方莉萍 〔5-56〕

广播电视台移动端运营监管平台设计 ......................刘汉武 〔5-61〕

基于广播电视播出节目单的自动技审辅助系统设计与实现

...................唐思腾，毛品莉，于含迪，全伟，姚琥，吴鹏 〔5-64〕

县市级大数据网络融媒体平台应用研究 .........李晓磊 , 赵宇 〔5-69〕

基于 5G与多协议的全媒体“云采访”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胡滨，龙小燕，张林，李超，全伟 〔6-30〕

电视台融合媒体私有云 IaaS建设分析 .............王宇，芮浩 〔6-35〕

融媒体大数据运营平台设计方案研究 .........................励琦 〔6-42〕

广播电视制播领域PTP同步系统冗余设计

................................................................张建东，欧臻彦 〔6-46〕

4K超高清播出系统建设思路的研究与实践

..................................................滕建新，何杰锋，袁锦春 〔6-52〕

基于网络安全融合的跨业务融媒平台设计与实现

................................................................叶佩文，宋志坚 〔6-56〕

县级台融媒体演播室建设实践 ....................................吴刚 〔6-61〕

融合AI 能力的智慧直播系统设计研究.....................罗列异 〔7-40〕

广播电视台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化舆情线索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陈家佳，林海健，陈文豪 〔7-46〕

建设大型 4K超高清全媒体新闻制播系统的方案设计

.........................................................詹磊，代译辉，金艺 〔7-52〕

世界一级方程式电竞赛事直播的技术方案与实现 .....陈纬宁 〔7-57〕

融合制播在异地协同创作中的设计与运用 ...............钱学武 〔7-63〕

电视台基于运维数据分析模型的主动运维体系建设 ....柴焱 〔7-68〕

中国广电蓝云AI 智能处理中心的设计与实现 ..........朱浩路 〔8-42〕

基于广播融媒体演播系统的视频业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武开有 〔8-46〕

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融媒直播室升级改造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聂金华 〔8-50〕

AVS2预测模式快速决策算法研究与实现

..................................................周芸，李日，胡潇，廖义 〔8-55〕

2020 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传输系统及新技术的应用测试

..................................................... 何育尧，翔宇，黄征海 〔8-61〕

广电融媒体演播室可移动多模块大屏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韩志明 〔8-67〕

视频连线系统在传统演播厅中的应用 ........陈正威，徐喜洋 〔8-72〕

基于深度学习的AVS3视频编码技术研究

.........................................................胡潇，周芸，郭晓强 〔9-27〕

基于AI 的语音播报系统设计及在电台中的应用

.........................................................张永书，孔勇，谢军 〔9-32〕

敏捷型融合媒体制播云平台的设计及应用

..................................................... 周建威，唐炜，唐彭卉 〔9-36〕

广播融媒直播车的设计与实现 .................................陈卫华 〔9-43〕

全媒体新闻融合服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全东宁 〔9-49〕

市县级广播电台全媒体直播间的应用可行性分析及建设实践

................................................................邱海生，张玉娟 〔9-53〕

电视台视频流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贺斌 〔9-56〕

基于AVS2的编码单元快速划分算法研究与实现

.........................................周芸，李日，郭晓强，朱建国 〔10-37〕

4K  IP 基带视频码流中的PTP同步信号解析研究

.................................................................卢玥，杨盈昀 〔10-42〕

城市电视台 4K  IP 与 SDI 混合架构转播车设计

..............................................................陈大可，范天立 〔10-48〕

跨地区多通道直播及 5G技术在移动直播的应用分析

........................................................................... 马汉斌 〔10-53〕

区块链在融媒体平台上的安全策略与架构探究 ..... 杨景华 〔10-57〕

IP 高清机顶盒视频会议系统设计与实现 ............... 周忠瑞 〔10-62〕

基于API 平台的电视台智能语音播报系统设计与实现

........................................................................... 罗晓群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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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昌，马俊 〔11-21〕

负载均衡技术在广播融媒生产网络中的应用研究

.....................................................................杨阳，徐昫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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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G-XS编码标准及主客观评价方法研究和实践

............................................................................周联群 〔11-32〕

4K超高清 IP传输架构的比对研究 ..........................林凡 〔11-38〕

融媒体网络直播车的设计与集成 ..............................董伟 〔11-42〕

AVS技术发展以及AVS2编码优化与应用探索 ... 潘晓菲 〔12-34〕

云转播系统测试方法研究

...............................方霁，王红胜，刘伟东，徐超，李晨 〔12-40〕

全媒体新闻发布平台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实践 .............王强 〔12-44〕

广播电视台播控中心整备系统的构建与实现 ......... 麦航宇 〔12-50〕

拳击赛事直播音频系统的构建与实现 ................... 陈巧璘 〔12-55〕

高清转播车系统在新媒体直播中的应用 ....................苏程 〔12-60〕

有线网络

基于广电网络的人工智能语音能力系统建设

..........................胡俊，占亿民，冒海波，王世祥，潘彩霞 〔1-75〕

广播电视信源 IP化后对网络传输架构适应性的研究 ...李婧 〔1-80〕

广电网络 IT 支撑及业务管理云平台建设 .................施清白 〔1-83〕

基于广电网络光缆线路监测保护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张月华 〔1-89〕

有线电视直播及离线转码的整合设计研究 ....印涛，郝文月 〔1-93〕

基于DOCSIS 网络的全 IP化演进的探讨与实践

..................................................李海波，伍裕华，段敬敏 〔2-56〕

广电网络虚拟化云平台的方案设计与实现 ....熊磊，刘建兴 〔2-61〕

基于用户行为大数据的广电宽带网络调优 ....袁钊，孙玉闯 〔2-66〕

网络丢包对SDI 信号 IP 化传输链路影响评价研究与实现

..................................................... 王红胜，佘方毅，徐超 〔2-72〕

有线市县波分网广播通道的设计和应用 ......................蒋超 〔2-78〕

移动优先战略下有线网络多屏业务功能设计思路

.........................................................张欢，刘晨，姚辉军 〔3-58〕

基于广电网络的多渠道统一支付平台建设与应用 ........陈超 〔3-62〕

有线网络城域光传送网的一种新型架构设计和应用

...................................................................陈建忠，蒋超 〔3-66〕

基于MSTP技术搭建AoIP 信号远程传输网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周琨 〔3-70〕

一种分配网主动运维技术在HFC网络优化中的应用

..............................................................................赵志毅 〔3-75〕

基于“一云六屏一播”架构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设计及实现

....................................... 冒海波，栾书鹏，袁弼桓，陈杰 〔4-56〕

基于广电网络的智慧养老系统设计与建设 ..................张宇 〔4-63〕

广电融媒体智慧街道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现 ...............孙桢 〔4-67〕

基于有线网络的多业务接入系统设计与实现 ...............陈超 〔4-71〕

广电云平台容灾备份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赵明 〔4-76〕

基于广电网络的多厂商PON设备综合网管系统设计 ...邱丰 〔5-73〕

广电城域MSTP网骨干环的优化和应用 ....................蒋超 〔5-77〕

IP 播出架构下的有线前端传输平台建设 ...........陈军，张辉 〔5-82〕

有线双向业务质量拨测解决方案研究与实践

..................................................... 曹卫明，韩晓非，杨洋 〔5-87〕

基于广电综合业务网的公安智慧交通系统建设 ........杨文涛 〔5-92〕

基于边缘云的CDN部署方案研究

..................................................... 姜昊，欧阳峰，汤新坤 〔6-67〕

基于广电网络的智慧政务电视云平台的建设和创新

..............................................................................钟发松 〔6-70〕

基于有线网络的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平台设计

........................................杨晨，贺乐厅，季小康，吴欣强 〔6-75〕

广电综合业务运营支撑系统与物资管理系统对接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王汉锋 〔6-79〕

基于广电网络的电视教育融合云平台设计及创新应用

...................................................................张剑，邹飞非 〔6-85〕

广电网络AI 微信智能客服系统的开发.....................肖慧娟 〔6-90〕

基于广电机顶盒的行业用户个性化门户平台设计与实现

................................................................戴广辉，白久君 〔7-74〕

广电综合自助服务终端网络体系的设计与实践

......................钟发松，徐鸿乾，王晨明，毛俊豪，顾叶丹 〔7-79〕

开源监控软件在有线双向业务运维中的研究与应用 ....葛雨 〔7-84〕

广电宽带网络开源监控系统建设与应用

..................................................刘羽丹，朱基发，肖湃隆 〔7-88〕

有线电视网络安全体系设计与实践 ...............肖锋，董升来 〔7-93〕

基于VOD视频用户行为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优化

...................................................................余杰，李一凡 〔8-76〕

基于广电网络的企业微服务小程序的设计与实现

..................................................... 万敏雪，冯毓翔，王辉 〔8-79〕

基于 I-PON方式的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方案研究

...................................................................肖锋，杨木伟 〔8-84〕

新型双向HFC有线电视网络方案设计与实施

....................................王瑞良，王合坤，徐科化，刘松山 〔8-90〕

广电 5G+智慧农村建设实践 .....................................赵明 〔8-97〕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广电多屏融合系统设计与实现

.......................................................................余岚，夏招 〔9-62〕

广电“蓝莓云超市”融媒电商小程序平台设计与实现

.................................................................................丁煜 〔9-66〕

一种广电业务协议分析软件框架的开发与应用 ........石鑫鹏 〔9-70〕

基于广电数据传输网络 IP寻址的应急广播系统设计与实施

...................................................................罗旭，戴亚晶 〔9-75〕

基于主动运维质量评价体系的精准网络优化设计 ........陶琦 〔9-79〕

基于广电机顶盒的分离式网络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 冒海波，陈杰，栾书鹏，袁弼桓 〔10-66〕

大数据赋能 IPTV智慧运营方案研究与应用 .............王峻 〔10-70〕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应用研究 ................................. 薛静宜 〔10-76〕

广电双中心大容量传输系统的设计与实践 ............ 杜岳良 〔10-80〕

公共广播系统与应急广播有线覆盖网对接技术研究

........................................................................... 袁为民 〔10-83〕

基于 TVOS实现 IP 与 DVB协同快速频道切换的方案研究

...........................张定京，王颖，赵良福，牛泰龙，脱玲 〔11-46〕

基于智能终端的市域智慧广电融合支撑平台设计与实现

........................................................................... 戴鸿高 〔11-52〕

广电宽带网络资源智能调度的设计与实现

.................................................................孙玉闯，袁钊 〔11-57〕

有线电视数据库安全防护系统设计与建设 ......栾捷，刘诚 〔11-61〕

基于有线电视业务的便捷式安装维护工具开发与应用

........................................................................... 张月华 〔11-65〕

省级广电网络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的规划与实践

............................................ 沈燕，戎麒，孙圣安，陈益 〔12-64〕

虚拟云桌面系统在广电网络中的应用 ................... 施清白 〔12-69〕

基于智能EPG的微信电视互动平台建设 .................刘锐 〔12-74〕

光纤自动倒换系统介入光纤放大器的方案设计与应用

........................................................................... 金广宇 〔12-78〕

一种互联网直播软件在数字电视系统中的应用 ..... 赵志毅 〔12-81〕

无线覆盖

中波发射台自动化播控系统研究 .............................朱兴华 〔1-97〕

基于射频数字化处理的地下停车场多频点调频覆盖系统

........................................................................... 赵宏杰 〔1-104〕

利用并联加载与补偿网络技术提高中波天调网络带宽及稳定性的应用

探讨 ................................................肖涛，宋庆欣，王威 〔1-110〕

自适应功率合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的设计与实现

.....................................................................黄瑶，覃晖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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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频率迁移中数字电视发射机的主要技术要求 ........陈雪梅 〔2-82〕

省级无线数字化覆盖备用信号源微波传输方案与建设

..............................................................................弓彦伟 〔2-87〕

调频频段模数同播系统在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中的应用实践

.......................................................................闭涛，黄瑶 〔2-91〕

备用调频发射机远程快速启动系统设计与实现 ...纪辉，张勇 〔2-95〕

基于 LoRa通信的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温度监测系统设计

........................吴廷昊，陆海源，赵小寒，宋经雄，唐丽 〔2-101〕

面向广播电视的 5G网络规划研究及仿真分析

...................................................................陈颖，李薰春 〔3-80〕

用于地面电视广播的 5G  NR MBMS物理层技术跟踪研究

....................................... 徐博源，夏治平，杨方正，胡军 〔3-87〕

省级节目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建设方案与实践

................................................................杨学哲，赵永珺 〔3-93〕

广播电视 IP数字微波网应用部署和可持续性分析

........................................................................... 金晓霞 〔3-101〕

高山发射台机房水循环降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军 〔3-106〕

FeMBMS与DTMB关键技术指标比较研究

....................................... 夏治平，徐博源，孟祥昆，张宇 〔4-81〕

智能发射机日志管理技术的探索研究 ......................迟晓峰 〔4-87〕

圆极化天线应用于DTMB的试验与测试

..........................徐博源，王义林，卞国荣，袁翔，王世签 〔4-92〕

一种具有应急抢通功能的广播信号切换器的设计与实现

..............................................................................党伟荣 〔4-99〕

DTMB节目传送系统设计与改造实践 .....................杨志平 〔5-96〕

广播电视微波传输 IP化改造方案与实践

..............................................................孙照学，周景春 〔5-100〕

微波传输中心机房UPS电源割接方案探析 ..............陈玮 〔5-107〕

智能一体化电源在高山转播台的应用

................................................... 黄克元，肖辉，兰祥君 〔5-111〕

广电 5G承载网技术分析与建设方案探讨

..................................................汤敏健，伍裕华，徐江山 〔6-95〕

AI 和 5G技术在应急广播中的应用 ...................... 王建军 〔6-104〕

自适应加权最小二乘法在中波发射机阻抗测量与匹配的应用

........................................................................... 许晓春 〔6-107〕

中波发射机常见故障汇总及分析与处理 ......周银海，张宜 〔6-111〕

数字微波电路 IP化改造技术方案设计与实践 .............安琦 〔7-97〕

基于态势感知的中波发射台智慧化运维管理系统设计

..............................................................许晓春，陈子勇 〔7-101〕

中波天线网络阻抗匹配在线监测研究 ................... 朱兴华 〔7-105〕

新型短波角形天线的设计与实现 .............毛吉燕，潘胜伟 〔7-113〕

基于 FPGA的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链路测试仪开发与应用

........................................................................... 陈雪梅 〔7-116〕

调频数字广播（FM-CDR）码流质量分析与检测

................................................叶伟明，李建威，张伟峰 〔7-119〕

中波广播信道地震信息速报应用技术实验研究

..................................... 张忠翔，马艳，刘春江，李晓鸣 〔8-101〕

广播电视微波传输通道保护的技术要求及快速计算方法

..................................................................薄蔚 , 赵永珺 〔8-105〕

一种多刀多层多位切换开关在中波发射台的应用分析

.......................................................石岩，宋庆欣，陈杰 〔8-109〕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双馈智能切换系统设计

.......................................................闭涛，唐丽，韦于倩 〔8-112〕

基于极化码的广播信道传输性能分析

..................................... 刘志城，李树锋，蔡铭宇，谭钰 〔8-116〕

中央节目无线发射台站自动化系统设计与实现 .........李丰 〔8-122〕

DTMB与 5G地面广播对比研究

.............................肖婧婷，洪凡，张国庭，徐胤，黄一航 〔9-87〕

应急广播系统多网络协同方案研究

...................姜贵膑，周蔚，古今，李健铭，谢龙，王明铜 〔9-93〕

基于ARM  Linux 的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主备切换控制器设计

...................................................................黄军飞，覃晖 〔9-98〕

广播电视发射台办公无线网设计 .............徐正先，郑健飞 〔9-102〕

广播电视发射机房智能供配电系统的构建 ...王诚忠，华文 〔9-106〕

应急广播快速传送通道应用分析 ...马艳，李晓鸣，刘春江 〔10-89〕

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重叠区信号分析与仿真 ......... 徐玉辉 〔10-92〕

UHF电视频段多极化天线系统的设计 .......... 石岩，王昭 〔10-98〕

基于DSP的 LMS自适应均衡器的实现 ................秦伟 〔10-104〕

同轴馈线额定平均功率研究 ...........远晓峰，陈洁，隋强 〔10-109〕

一种基于高功率合成的CDR发射系统改造方法研究

.................................................盛国芳，闭涛，赵长青 〔10-114〕

高山电视调频发射台大型UPS电源建设的探讨

..............................................................沈士宁，卢剑锋 〔11-70〕

复杂地形条件下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覆盖优化与工程实践研究

...............................................................................郭嘉 〔11-75〕

数字化广播在我国海上的应用探讨 .............王晓峰，蒋玮 〔11-81〕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无缝射频切换系统设计 ..... 唐丽，闭涛 〔11-84〕

混合极化天线在调频无线发射系统中的应用

..............................................................李红英，许生权 〔11-87〕

应急广播省级播发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 宋文娟 〔12-84〕

市级多级异构应急广播平台建设 .......................... 宋欣欣 〔12-90〕

特殊地质条件下广播自立塔基础工程建设实践

.......................................................宋庆欣，肖涛，石岩 〔12-94〕

双馈电视发射系统中同轴馈管的更换方法

.......................................................周灏，沈斌，王敏海 〔12-97〕

现代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智能低压配电系统研究 ... 闫本芳 〔12-100〕

卫星传输

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高并发设计与实现

........................................................................... 张新强 〔1-120〕

C频段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抗 5G基站干扰兼容性评估及技术指标分

析 ....................杨帆，代明，刘飞飞，高洋，高杨，屈娜 〔1-126〕

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省级推进方案设计与实施

.......................................................张雪冬，王麟，杜虎 〔2-107〕

卫星地球站标清上行系统技术迭代的设计思路 ......余立新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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