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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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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总体架构研究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电总局《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助力总局加快推进传统广电向

智慧广电演进迭代，2021年3月广播电视规划院成立智慧广电研究项目组，开展智慧广电总体架构研究。本文

重点对项目组的研究思路、工作原则，以及研究提出的智慧广电目标、特征作了介绍，并详细阐述了研究提

出的智慧内容生产、智慧内容传播、智慧安全保障、智慧监测监管、智慧服务供给、智慧生态和智慧引擎等

七大领域的智慧广电总体架构内容，值得业内同仁参考借鉴。

〔27〕   基于5G通信技术的低延时网络直播解决方案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应用，新闻媒体也利用网络直播作为重要的传播手段

和拓展舆论阵地的有效武器。为使网络直播更适应新闻媒体的实际应用和安全需求，河南广播电视台研发了

一套基于5G通信技术和超高清视频编码技术的超高清视频直播解决方案，有效降低了新闻资讯类直播的录制

成本，提升直播效率，提高与用户的互动性，可供同行借鉴。

〔33〕   融媒体背景下广播电视台全文件化制播系统设计与实现

随着广播电视节目采、编、播等生产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广播电视节目制播方式已发

生了根本性变革。带式记录、线性编辑、录像机上载送播等传统节目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应数字媒体时代发展

要求，需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建立全文件化制播生产系统，以紧跟融合媒体发展步伐。本文介绍了融媒体背

景下广播电视台全文件化制播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相关做法可供广播电视台开展同类项目建设时参考。

〔66〕   基于“一云多屏”架构的广电融媒体平台建设实践

伴随媒体融合的纵深化发展，重庆广电新媒体在技术融合、平台融合、业务融合、终端融合等方面持续

创新，着力建设综合性融合媒体应用平台，构建了“一体化平台、多资源汇聚、统一内容管理、多渠道分

发、多终端服务、全媒体运营”的融合制播体系，对推动广电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文主要

介绍了建设实践的相关内容，可咨业界同仁借鉴。

〔105〕   省级安播监管系统设计与实现

按照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要求，江苏有线建成了省中心集中汇聚，分中心独立管控的三级安播监管体

系，实现了数字电视信号传输、监测信号回传、控制信号操作有机结合的数字电视信号安全播出网，有效地保

障了数字电视信号安全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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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esearch on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Upgrade Plan for Intellig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issued 
by NATR and further help NATR accelerate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to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Planning established a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research project team in March 2021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overall 
structure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search ideas and working principles of project team, as well as obj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posed in the research, and expounds in detail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seven fields proposed in the research, such as smart content production, smart content dissemination, smart security, smart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smart service supply, smart ecology and smart engine,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colleagues in the 
industry.

〔27〕  A Low Latency Live Streaming Solution Based on 5G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live streaming in Internet industry has become a phenomenon-level application, and news media also use live 
streaming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an effective weapon to expand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In order to adapt 
live streaming to actual application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of news media, He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as developed 
a set of UHD video live streaming solutions based on 5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UHD video coding technology,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recording cost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live broadcasting,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live broadcasting and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with user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33〕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ull File-base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in the Times of Media 
Converg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networked production systems for acquisition, editing, and broadcasting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fundament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method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Traditional program production modes such as tape recording, linear editing, and uploading and broadcasting on video recorders no 
longer meet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media era.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required to establish a full-file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so as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rged media. This paper introduce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ull file-base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verged 
media. Relevant practice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to carry out similar projects.

〔66〕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Based on “One Cloud and Multi-
screen” Architecture
With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New Media Group of Chongq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continues to innovate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latform integration, business integration, terminal integration, etc., and focuses 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converged media application platform. It builds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of “integrated platform, multi-resource 
aggregation, unified content management, multi-channel distribution, multi-terminal services and omni-media operation”,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convergence.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relevant content 
of construction practice,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colleagues in the industry.

〔105〕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e-level Security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safe broadcasting manage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JSCN has established a three-level 
security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entralized gathering of provincial centers and independent control of sub-centers, 
which has realized digital TV signal safe broadcasting network with organic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V signal transmission, monitoring 
signal return and control signal operation. It effectively ensures safe broadcasting of digital TV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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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论点 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研究 （上）  ︳  Research on Upgrade Scheme for Intellig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struction （Part I）

编  者  按

自国家广电总局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广电行业掀起了建设

智慧广电的热潮。到2021年8月，全国已有16个省（区、市）发布了省级智慧广电建设实施方

案，并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智慧广电案例。2020年11月，总局科技司组织评选

出优秀、先进、入围3个等级共计141个智慧广电示范案例，对全国的智慧广电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2021年3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助力总局加快推进传统广电向智慧广电演进迭代升级，广播电视规划院专门成立了智慧广

电研究项目组，围绕智慧广电开展总体架构研究，完成了《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大纲研究

报告》，提出了各相关领域的建设目标、具体能力要求和实施方案纲要建议。为加强行业内

外的沟通交流，共同打造智慧广电媒体，发展智慧广电网络，助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

量创新性发展，广播电视规划院智慧广电研究项目组特将研究报告（原文共121页）中的主要

内容精减成文，在《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1期、第2期开设“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研

究”热点专栏，分上、下两期进行连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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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总体架构研究

【摘  要】 本文对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的总体架构进行研究，介绍了项目组研究细化的智慧广电主要特征，并概要阐述了研

究提出的智慧内容生产、智慧内容传播、智慧安全保障、智慧监测监管、智慧服务供给、智慧生态和智慧引擎等七大领域的智

慧广电总体架构。

【关键词】 智慧广电， 主要特征， 总体架构

【中图分类号】 TN9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20001001

【本文献信息】广播电视规划院智慧广电研究项目组.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总体架构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1).

Research on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Upgrade Plan for Intellig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Research Project Team of the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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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overall structure of upgrading plan for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introduce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studied and refined by project team, and briefly expounds overall framework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seven fields proposed in the 
study, including intelligent content production, intelligent content dissemination, intelligent security,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intelligent 
service supply, intelligent ecology, and intelligent engine.

Keywords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Main characteristics, Overall architecture

广播电视规划院智慧广电研究项目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北京  100866)

0  引言

智慧广电建设工程是广电总局重点工作，也是广电行业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加快推进传统广电向智慧广电演

进迭代，2021年3月广播电视规划院成立智慧广电研究项目

组，开展了智慧广电总体架构的研究，以及提出各领域的能

力要求、指标体系和实施方案纲要。本文重点对项目组的研

究思路、基本原则，以及研究提出的智慧广电主要特征、总

体架构进行介绍，供业内同仁参考。

1  研究背景

2018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

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智慧广电发展应强化互联网思

维、推动协同性发展、突出移动优先策略，推动广播电视从

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发展，实现广播电视从功能业务型向

创新服务型转变。

随后，全行业开启了建设智慧广电的诸多探索实践，截

至2021年8月已有16个省（区、市）发布了省级智慧广电建设

实施方案。一些地区和单位结合当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

努力打造智慧广电建设的新亮点、新范式，涌现出一批特色

鲜明、形态多样的智慧广电相关案例。

2020年6月，总局科技司面向全国征集智慧广电的示范

案例，对各地的成功经验和路径模式进行总结归纳。按照组

织管理、生产制播、传播分发、运行监管、生态建设5类进

行了评审。2020年11月共评选出优秀、先进、入围3个等级的 

141个智慧广电示范案例，对全国的智慧广电建设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2 0 2 1年1月，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围绕开局

“十四五”、开启新征程，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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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继续深入实施“六大工程”，着力构建“一五一”工作

格局。智慧广电建设方面，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广播电视

主流媒体，加快发展新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加快培育智慧广

电生态。”

综上，智慧广电已成为广电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要

求，并已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实践和探索，而

随着各地智慧广电实践逐步丰富，智慧广电本身的理论体系

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内涵外延、体系目标、实施路径等内

容可进一步研究和明确，一些实践中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例

如：数据治理体系、内容生产和内容传播联动、覆盖网络协

同等应如何构建；另外，面对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广电行

业在发展模式、服务能力、业务生态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新旧技术体制换挡的制约，需要对相关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加以明确，形成指引参考。

为此，规划院项目组围绕智慧广电建设工程的实施，通

过分析智慧广电的内涵外延，研究提出总体架构，并形成实

施路径和方案纲要的建议，从而为促进行业转型，实现高质

量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2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1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意见》，遵循总局关于《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

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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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大技术革

新与转型升级，从功能业务型向创新服务型转变，开发新业

态、提供新服务、激发新动能、引导新供给、拉动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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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本原则

紧紧围绕“五个坚持”开展相关工作，一是坚持系统

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

性推进，按照全媒体传播体系对内容制播、传输覆盖、安

全保障、监测监管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进行谋划；二是坚持

创新理念，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变革思维视角，充

分借鉴互联网思维；三是坚持面向媒体融合，将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通盘考虑，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将智慧

广电作为践行媒体融合的发力点；四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解

决问题，围绕智慧广电建设发展目标，充分考虑传统广电

运转体制和技术设备如何有效过渡的实际问题；五是坚持

可落地原则，细化分类，分步骤实施，达到技术解决方案 

深度。

3  智慧广电总体目标与研究思路

3.1总体目标

2018年，广电总局在《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指出，智慧广电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用3～5年时

间，广播电视在内容制作、分发传播、用户

服务、技术支撑、生态建设以及运行管理等

方面的智慧化发展协同推进，智慧广电发展

的广度、深度显著增强，智慧广电发展取得

突破性进展，广播电视在国家数字经济总体

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智慧广电发

展模式基本形成，试点示范取得显著成效，

初步形成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特色鲜明、

形态多样、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广电新格局，

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更加丰富、更加优质、

更加便捷的广播电视服务。

3.2 研究思路

根据智慧广电发展目标，研究从“现

状”与“未来”两方面贯通式开展研究（见

图1）。图1 项目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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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根据智慧广电总体目标，研

究细化内容制作、分发传播、用户服务、

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目标，提出相适

应的能力要求及能力评价模板，并形成

重点解决方案，利用PDCA的思想和方法

（即：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

Act处理），形成“目标-能力-评价”闭环

的评估改进机制。

另一方面，针对所涉及的广电业务模

式、技术体制、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运

维体系等方面现状进行调研摸底，结合智

慧化发展的目标和能力要求进行优劣势

分析，对照评价模板梳理差距短板，采

用SWOT的思想和方法（即：Strengths优

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会、

Threats威胁），形成“目标-现状-方案”相呼应的重点工作

清单。

最后，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研究的综合，项目将针对行业

发展中的问题短板和重点方向，结合未来用户需求、技术演

进的发展趋势，研究形成实施方案纲要，为实际工作的开

展、技术系统的革新、运营维护的升级、数据赋能的实现形

成相关指引和建议。

4  智慧广电特征与总体架构

4.1 特征

规划院项目组认为智慧广电中的“智慧”包含“智能”

和“慧”两个方面。“智能广电”的核心是基于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跨流程、跨渠道、跨业态、跨主体”的

资源发掘和灵活调度的智能化，全媒体业务和全新流程的智

能化，内容服务和精准投放的智能化，问题发现和高效解

决的智能化，效果预判和同步调控的智能化等。为“智能广

电”赋“慧”的过程就是通过优化算法，在技术上让广播电

视业务迭代、流程再造，在内容上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优秀作品得到更多资源、更广泛传播，确保“正能量是

总要求”。

由此可见，智慧广电的主要特征是：充分利用数据、

科学驾驭算法，实现内容生产、传播、服务、监管的智慧

化。这是广电行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所在。同时，是否具有充分运用数据和算法的能力，

实现相关流程的智慧化，也是智慧广电和传统广电的显著 

区别。

4.2 总体架构

规划院项目组根据智慧广电相关单位的职能业务和机构

设置，充分考虑行业上下游的业务贯通性和工作联动性，认

为智慧广电体系可分为智慧内容生产、智慧内容传播、智慧

服务供给、智慧监测监管、智慧生态、智慧引擎和智慧安全

保障七大板块（见图2）。这七大板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指导，全程服务于数字经济国家战略。

七大智慧板块中，智慧引擎和智慧安全保障全程支撑和

服务于其他五个智慧板块。智慧引擎通过数据治理和智慧算

法，为其他板块提供支撑，使得各板块智能化、自动化、精

准化。智慧安全保障通过技术系统安全保障和网络安全保

障，为其他板块提供支撑，使得各板块确保安全播出和网络

安全。

智慧内容生产板块，通过智慧引擎驱动，采用大数据与

智慧算法提升智慧化内容制播能力，实现制播机构提质增

效，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促进高清超高清视频产业，以高产

优质的内容服务用户。

智慧内容传播板块，通过智慧引擎驱动，采用大数据与

智慧算法提升网络承载能力、协同传播能力和业务运营能

力，以更好服务用户、传播内容、承载智慧业务。

智慧监测监管对其他板块进行监测监管，以保障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的良好运行和健康发展。由于安全保障支撑着

内容生产、内容传播、服务供给等版块，需要相关机构提升

安全保障能力，而监测监管职能相对独立，因此在本文中，

为便于不同机构阅读，将安全保障和监测监管作为两个板

块，分别表述。对于安全保障和监测监管内部的监测放至智

图2 智慧广电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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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安全保障版块。

智慧服务供给板块，在智慧广电内容生产、网络传播的

功能承载能力升级、算法充分优化、安全保障和监测监管能

力增强的前提下，通过聚合广电视听类服务、融媒体类服务

和综合类服务等多业态，服务家庭、党政、民生和商业等多

场景，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业务需求，实现精细化、精准化 

服务。

智慧生态板块，由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以及利益相

关方共同构建，以形成政府机构、科研单位、生产企业、内

容生产机构、内容传播机构相互联动、循环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为目标，通过生态中各有机单元的贯通联动、有机融合、

一体发展持续助力国内高端制造产业发展、繁荣国家数字经

济、增强广电服务能力。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规划院智慧广电研究项目组的研究思路、

基本原则，以及对智慧广电主要特征的思考，并概要阐述

了智慧广电总体架构，专栏内的其他系列文章将按照本文总

体架构中涵盖的各板块，分别介绍相应架构和目标、实现

目标所需的能力要求、指标体系以及为提升能力的实施方

案纲要，希望本文对行业内外相关单位推动智慧广电工程

建设具有启发意义，不断开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新 

局面。

本文受广播电视规划院科技项目“智慧广电实施方案研

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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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制播能力体系构建研究

【摘  要】 智慧广电在广电行业的不懈努力下已取得显著成果，但随着科学技术、业务应用不断发展，智慧广电的理论体系需

不断的动态迭代更新，本文聚焦智慧广电中的智慧制播能力，通过对当前我国制播机构应用的各项智慧制播技术、成果进行

概括和凝练，总结出一套智慧制播能力体系，该体系不仅可对媒体机构的智慧化制播水平进行综合评估，还可为智慧广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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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智慧广电体系的整体架构，智慧广电体系由智慧内

容制播、智慧内容传播、智慧服务供给、智慧监测监管、智

慧生态、智慧引擎和智慧安全保障七大板块组成。本文将针

对智慧广电中的智慧制播，从架构、目标、能力和实施方案

举例等方面进行阐述。

1  智慧制播能力架构和目标

智慧制播能力是指内容制播机构利用新技术推动内容创

新、转变内容生产方式、创新节目内容形态、加大高质量节

目供给的能力。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制播机构应用的各项智

慧制播技术、成果进行概括和凝练，总结出一套智慧制播能

力体系。

该体系由智慧制作、融合播出、智慧管理、智慧感

知和智慧运维五个板块组成，智慧制播能力架构图如图1 

所示。

智慧制作：利用大数据分析辅助选题策划，提升选题

科学性、精准性；通过智能汇聚工具进行素材搜索、素材

汇聚、素材筛选、智能拍摄，提升素材汇集能力和效率；利

用智能写稿、智能拆条、智能剪辑、智能配音、智能字幕、

虚拟主播等人工智能算法，提升节目制作效率；利用智能审

核工具实现自动节目技术审核和内容审核；构建内容互动能

力，实现节目源端与用户端的互动；以数据统计为基础进行

流程再造，提升节目制作水平、质量和效率；利用智能手

段，制作高质量长视频的同时，快速生产发布短视频，形成

长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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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播出：媒体机构/电视台在发展广播电视业务同时，

应优先通过互联网手段将内容传递给移动终端用户。需要

媒体机构/电视台具备融合播出能力，即生产的节目既可通

过传统广电传输覆盖网络传递给用户，又可通过互联网传

递给用户，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更好的服务人民 

群众。

智慧感知：主要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制作、播

出、反馈等环节的全流程数据进行采集感知，并基于数据和

算法分析，监测系统运行状态、调控设施资源部署、洞察用

户收视喜好，为节目选题优化、编排策划和精准推荐提供有

力支撑，帮助媒体机构/电视台进行业务模块规划、系统运

维管理以及辅助决策，助力主流媒体更好发挥主流舆论引导 

作用。

智慧管理：主要对内容生产体系中的人员、节目、流

程、系统资源等进行智慧化管理。管理的智慧化主要体现

在充分利用可用资源，结合内容生产的需要，高效合理

地进行各种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 

用率。

智慧运维：主要对内容生产体系中业务系统的运维数据

进行采集汇聚、综合分析，实现智能问题诊断分析、智能故

障发现定位、智能事件处置修复、智能风险预测预警、智能

值班、模拟演练等功能。

在智慧内容制播体系中，智慧管理统筹协调智慧制作、

融合播出、智慧感知和智慧运维；智慧感知为智慧制作、融

合播出、智慧管理、智慧运维提供数据支撑；智慧运维保障

智慧制作、融合播出、智慧管理、智慧感知运行。

2  智慧制播能力

上一节对媒体机构的智慧制播能力建设按照业务流程和

智慧能力建设需求进行板块的划分。本节根据业务系统中每

一个板块的智慧需求提出了具体智慧能力并加以定义。

2.1 智慧制作能力

智慧制作能力主要包括节目策划能力、节目方案呈现或

预演能力、素材汇聚能力、AI生产能力、AI节目审核能力、

制作统计分析能力、AI媒资管理能力。

2.1.1 节目策划能力

节目策划能力是指通过对宣传政策理解领会与对舆情热

点的收集分析，根据节目的用户定位，对比同类节目的收视

数据及详细分析，结合嘉宾特点等，进行节目总体策划，达

到策划的节目既符合宣传政策又符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策

划能力。

1. 舆情热点分析应用

对舆情热点进行搜集、分类、分析，发现舆情热点的传

播路径、参与人群等，形成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指导节目

议题设置、策划编排，生产正能量节目并引导舆论。

2. 目标用户的判断和细分

根据智慧感知模块提供的用户数据和分析结果，构建用

户和节目关系模型，并结合节目定位，确定目标用户画像，

再进一步细分用户群。

3. 同类节目收视数据及分析

节目制作前，应掌握上一期节目或同类节目收视数据，

并结合节目内容深入收视分析，为节目策划、立项提供参

考。节目播出后，应掌握本期节目收视数据，并结合历史收

视数据为节目选题优化、编排策划提供决策参考。

2.1.2 节目方案呈现或预演能力

节目方案呈现或预演能力是指对于大型节目或重大活

动，可根据节目方案利用虚拟资产进行系统建模，以渲染一

定呈现效果的节目的能力。

1. 虚拟资产

可设计、积累包括虚拟场景、虚拟角色、虚拟观众席、

虚拟灯光、虚拟大屏、包装模板等虚拟资产，可提供原始建

模信息，模型丰富，贴图清晰。

2. 系统建模

可根据节目策划方案，利用虚拟资产元素进行可视化的

系统建模，为虚拟资产配置合适的属性，构建符合节目策划

场景的时间逻辑、空间逻辑关系，使虚拟前景和虚拟背景之

间能够协调联动，模拟节目实际场景。

图1 智慧制播能力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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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目渲染

根据系统建模，对根据节目策划方案构建的模型进行渲

染，并按策划方案输出相应的视频与相关数据。

2.1.3 素材汇聚能力

素材汇聚能力是指除通过现场摄录手段获取节目素材

外，还可通过互联网搜索下载、媒资检索下载、计算机图形

渲染生成等手段提供节目制作所需的素材。

1. 外部节目素材获取

通过节目交换平台、收录系统、互联网素材搜索下载系

统，获取外部节目素材，并进行分类存储管理和版权风险标

注，便于引用。

2. 媒资检索下载

具备智能手段，可从本机构媒资系统检索、下载所需素

材的能力。

3. 计算机图形渲染生成

具备计算机图形设计、渲染生成（CG）能力，可生成相

应的节目素材。

2.1.4 AI生产能力

AI生产能力是指在传统节目制作工具、手段基础上，有

效运用人工智能算法，转变制作模式、重构制作流程、创新

内容形态，提升内容制作效能的能力，现阶段可用但不限于

以下常见AI能力。

1. 智能写稿

支持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以节目立意，

根据指定关键词或文字描述，自动化撰写输出稿件草稿。

2. 智能拆条

支持利用图像识别、视频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使机器

进行内容理解和价值判断，从而对节目内容按事件、人物等

不同维度进行自动拆条。

3. 智能剪辑

支持利用模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对节目中的人物、

台词、主体内容等进行识别和分析，自动剪辑输出片段、场

景、镜头。

4. 智能评分

支持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综

合节目内容立意、内容质量、演员/嘉宾等多维度因素，自动

化对节目进行评分。

5. 虚拟主播

支持利用自然语言处理、面部表情制作等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提取真人主播的声音、唇形、表情、动作等特征，

运用语音合成、唇形合成、表情合成以及深度学习技术，自

主化、定制化开发虚拟主播人物。

6. 智能配音

支持利用机器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智能将文稿转化

为配音，实现模拟真人声音的智能配音。

2.1.5 AI节目审核能力

AI节目审核能力是指运用数据和算法，对节目进行自动

技术审核和内容审核，保证节目符合播出条件，并形成审核

反馈机制的能力。

1. 技术审核

通过计算机视觉等算法，对节目中的技术异态进行发现

并自动标注，反馈给人工审核和节目制作。常规节目异态包

括静帧、黑场、花屏、彩场、彩条、静音、爆音、音频反相

等；非常规节目异态可包括节目质量过低、节目元数据标识

错误、节目编码语法错误、节目封装格式异常等。

2. 内容审核

通过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算法，对节目内容问题进

行发现并自动标注，反馈给节目制作，包括涉政、涉黄、涉

暴、违反意识形态、版权问题等，需配置异常数据库并进行

更新。

2.1.6 制作统计分析能力

制作统计分析能力是指按照人员、节目、设备、素材等

维度，对制作效率、被引用量、制作成本等指标进行自动统

计分析，为管理提供参考。

1. 制作效率统计

通过节目制作时长、审查通过率、素材使用量、成片比

等维度统计节目制作效率。

2. 被引用量统计

对素材被引用量进行统计，分析素材的价值。

3. 节目制作成本统计

统计节目前期拍摄、后期制作的设备及机房等资源消

耗、人工成本、版权成本、差旅成本等因素。

2.1.7 AI媒资管理能力

AI媒资管理能力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各类媒体资产

进行智能化管理，通过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内容结构化识

别等智能编目工具，实现高效化、智能化管理媒体资源的能

力，现阶段可用但不限于以下常见AI能力。

1. 文字识别

支持对视频图像中的文本字幕、印刷体文本、敏感词等

进行识别。

2. 语音识别

支持对视音频素材中的汉语（含各类方言）、英语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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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内容进行识别。

3. 图像识别

支持对媒资库中的人脸、视频图像中的血腥暴力、恶心

惊悚、暴恐、色情等元素进行识别。

4. 节目结构化识别

支持对视音频节目按节目、片段、场景和镜头等维度进

行划分，支持对视频内容进行分类及自动提取视音频节目内

容摘要。

5. 标签识别

支持对人物景别、拍摄角度、摄像机动作、地标和同期

声标识进行识别；支持提取视频内容实体，包括出现在文本

或语音中的人物、地址/地点、组织机构、职务和时间等；支

持对视频内容中的音效进行判定，并给出具体音频分类。

2.2 融合播出能力

融合播出能力是指媒体机构的节目播出可适配不同分发

渠道触达用户的能力。

2.2.1 多渠道播出能力

多渠道播出能力是指媒体机构既要有广播渠道播出能

力，为卫星、地面、有线和IPTV多播等渠道提供频道内容，

还要有非广播渠道播出能力，可通过互联网或云平台直接把

内容传输给用户。典型的非广播渠道播出方式为视频APP、

视频网站等可以直接触达用户的播出方式。

2.2.2 多终端适配能力

多终端适配能力是指媒体机构的节目播出具备适应不同

屏幕的能力，同一个节目能够在电视大屏、PC、PAD、手机

等不同尺寸、不同分辨率、不同亮度的终端设备上呈现，支

持不同压缩算法及基于通道能力的码率自适应伸缩，并具有

良好的用户观看体验。

2.2.3 日常用户支持能力

日常用户支持能力指对于非广播渠道，媒体机构日常为

多用户有效提供服务的能力。根据系统近三个月日活跃用户

数平均值（ADAU），设计ADCU支持能力，并兼顾同时观

看用户数（DCMU）的支持能力。

2.2.4 扩容能力

扩容能力是指对于非广播渠道，实际用户数达到系统

预设支持用户数时，通过迅速扩容资源以服务更多用户的 

能力。

2.3 内容互动能力

内容互动能力是指媒体机构就节目内容与观众进行互动

的能力，内容互动能力包括互联网视频互动能力、广播渠道

视频互动能力和多屏互动能力。

2.3.1 互联网视频互动能力 （小屏互动）

互联网视频互动能力（小屏互动）是指可在互联网渠道

上提供剧情选择、视角切换、画面交互等互动能力，该能力

一般针对点播类视频，需要播放器适配支持。

2.3.2 广播渠道视频互动能力（大屏互动）

广播渠道视频互动能力（大屏互动）是指采用应用数据

带外传输、终端融合的构架，不对现有播出、传输、覆盖的

系统进行改造，利用高、中、低处理能力的双向机顶盒，结

合广播渠道播放的节目内容进行投票、打分、购物、抽奖等

节目情景互动的能力；为媒体机构提供更精准、更细致的用

户反馈能力，为节目评价、收视分析提供精准数据。

2.3.3 多屏互动能力（大屏+小屏互动）

多屏互动能力是指媒体机构提供给用户多屏互动的能

力，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和电视大屏正在播放的节目进行互

动（如：通过渲染在视频内二维码、摇一摇等手段进行 

互动）。

2.4 安全播出保障能力

安全播出保障能力是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为了保

障安全播出，在管理制度、运行环境、系统配置、灾备与应

急、运行维护和网络安全等方面所具备的支撑能力。

2.5 智慧管理能力

智慧生产体系中的智慧管理能力是指对内容生产体系中

的人员、节目、流程、系统资源等进行智慧化管理的能力。

2.5.1 人员管理

通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身份验证、内部通联等系

统，基于人员的相关数据和内容生产的需要，高效合理地进

行各工种各岗位人员的管理和调度。

2.5.2 节目管理

通过统一节目代码、收视数据、舆情数据等，在节目的

全生命周期进行智慧化的管理，包括节目的选题策划、节目

的生产、节目的综合评价、节目的价值预测（用于采购、交

易等）。

2.5.3 流程管理

针对全媒体内容制播的需要，基于模块化的系统设计部

署，根据制播系统数据分析，具备流程优化、流程再造和灵

活调度流程的能力。

2.5.4 系统资源管理

根据内容生产的需求，基于可用资源和使用数据，智慧

地分配系统资源，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

通用资源，以及摄像机、演播室、转播车、编辑站等专业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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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智慧制播中的智慧感知和智慧运维将分

别在本专栏的智慧广电数据治理建设升级方案研究和智慧广

电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升级方案研究中详细阐述。

另外由于篇幅所限，项目组对每一项智慧能力均提出了

相应的能力要求评价等级，具体的能力要求评价等级见项目

组编制的《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大纲研究报告》，目前形

成的可量化、可考核的二级能力要求已达到了19项。

3  实施方案举例

上节按照板块对智慧制播能力体系进行了分解定义，

项目组还就智慧制播能力给出了3个实施方案示例，分别是

IP化实施方案、智慧化制作实施方案和节目影响力综合评

价方案，分别实现媒体机构的制播系统IP化，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基于智慧算法的制作云平

台，构建多维度、多层级的“视听节目影响力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 

3.1 IP化实施方案

广播电视制播系统多年来一直以SDI架构为基础，传统的

基于SDI采集制作、调度分发的方式成本高、效率低，已经不

能满足技术更新的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通过IP传输

大码率的实时信号并进行分组交换成为可能，可降低系统部

署成本，提高交换能力和灵活性。因此，需要实现SDI到IP化

的转变。

媒体机构的制播系统IP化，应以基带视音频IP化标准协

议为框架，推进IP化视音频制作系统、IP化调度分发系统、

IP化播出系统的建设应用，实现高质量视音频信号的实时传

输和灵活管理，以及制播域与传输分发域的高效对接和互联

互通，为制播系统的智慧化奠定基础。

3.2 智慧化制作实施方案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基于智慧

算法构建采用视听媒体微服务架构的制作云平台，提供智能

写稿、智能拆条、智能剪辑、智能评分、智能审核、虚拟主

播、智能配音、智慧媒资管理等服务，提升媒体机构制作 

效能。

3.3 节目影响力综合评价方案

围绕媒体融合发展形势下提高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引

导力、公信力的总体要求，结合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媒体发

展情况，构建视听节目影响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

多维度、多层级的“视听节目影响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评价视听节目跨平台、跨网络、跨终端、跨时段的融合

传播效果，为做大做强正面思想舆论、提高网上议题设置能

力和舆论引导水平提供有力支撑，为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传播资源配置优化提供决策依据，助力主流媒体更好

发挥主流舆论引导作用。

4  总结与展望

智慧制播能力体系一方面是对我国智慧广电建设的先进

智慧能力现状的概括抽象，另一方面也是按照智慧广电业务

需求、发展趋势提出的能力要求。媒体机构可通过构建智慧

制播能力提升其制作、播出、分发、互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行业需求动态发展，技术也在不断进

步，智慧广电能力项也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制播机构

可根据智慧制播能力体系进行自我评价，规划制播能力 

建设。

本文受广播电视规划院科技项目“智慧广电实施方案研

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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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智慧广电体系的整体架构，智慧广电体系由智慧内

容生产、智慧内容传播、智慧服务供给、智慧监测监管、智

慧生态、智慧引擎和智慧安全保障七大板块组成。其中，智

慧内容传播是智慧广电体系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全面提升基

础网络建设水平，融合有线、无线、卫星、5G等多种网络传

输路径，推动建设高速、泛在、智慧、安全的新型综合广播

电视传播覆盖体系和用户服务体系，发挥网络传输数据价值

以驱动业务升级，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质量水平，

共同促进智慧广电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

1  体系架构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在广播电视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

化发展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满足了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业务及其他综合业务智慧化、融合化的网络承载需求，

通过用户端和网络系统的数据采集，实现用户需求、体验效

果、网络资源和运行状态的全方位感知，借助用户、业务、

平台系统的多维数据，协同数据算法实现系统资源的智能集

约调配，优化提升业务体验。智慧内容传播体系的架构如图1

所示。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需要协同智慧内容生产、智慧服务供

给、智慧生态、智慧监测监管等手段，全力提升网络承载能

力、协同调度能力、智慧感知能力、业务运营能力和安全播

出保障能力，促进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和有线、无线、卫星和

5G网络多渠道互联互通，助力基础公共服务、家客业务和集

客业务服务品质升级，合力优化运营支撑能力，为广电行业

内容传播体系的规范化、便捷化和智能化以及新时代下广电

网络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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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内容传播的能力要求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是内容传播机构基于高速、泛在、智

慧、安全的新型综合广播电视传播覆盖网络，通过“云、

网、端”资源要素相互融合和智能协同，实现面向智慧广电

业务全生命周期的、不断自我优化改进的智慧化内容传播服

务体系。有鉴于此，项目组研究提出了智慧内容传播的关键

技术和能力要求，认为应在基础网络承载、多渠道内容调度

分发、业务运营支撑、安全播出保障等方面具备可靠能力，

以可靠设施保障、智慧网络传输、个性化内容分发、便捷化

业务运营支撑智慧广电服务供给，促使形成安全、可靠、智

慧的广电新生态。

2.1 网络承载能力

智慧广电网络承载能力涉及云平台、CDN、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卫星、广电5G网络、终端等方面，重点在于强化

广电网与互联网的互联互通能力、服务广电媒体融合业务的

云平台及内容分发能力、IP化全光化的有线宽带网络能力，

增强信号传输和交互能力、卫星和地面的无线网络传输能

力、泛在协同的广电5G网络覆盖能力以及适配不同业务场景

的智能终端能力。

智慧广电网络承载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云平台、内容

分发和调度、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卫星网络和智能终端共

六个方面。1）云平台。智慧广电云平台是智慧内容传播体

系中的基础服务平台，利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施级服务

能力和平台级服务能力，为媒体融合相关的业务系统、媒体

内容调度分发以及各类智慧广电服务的就近交付提供资源和

能力支撑。2）CDN和内容调度。智慧广电CDN和内容调度

利用广电融媒体和互联网内容分发、互联网内容缓存以及分

发两中核心能力，合理配置视听内容，实现广电融媒体与互

联网内容间的互联互通，为用户提供更加海量个性的视听内

容。3）有线网络。智慧广电有线网络承担有线广播电视传输

任务，提供互联网宽带接入、专线/专网服务的广播电视基础

设施，利用国干、省干及接入网络等基础网络覆盖能力，提

升用户接入带宽、用户覆盖率、业务隔离承载能力、业务配

置能力、宽带升级能力等关键技术指标，优化国干、省干及

城域的光传输网能力和IP数据网能力，不断推进端到端光纤

网络设施的覆盖，提升光传输网互联和业务保护能力以优化

网络链路拓扑，提升数据网络转发交换能力和网络互联互通

能力，提高接入网的宽带综合业务接入能力。4）无线网络。

智慧广电无线网络利用频率资源利用、双向交互服务和覆盖

网智慧化管理等关键技术能力，实现视听内容系统化的运营

管理、智慧化内容调度和数据化的内容传播统计。5）卫星网

络。智慧广电卫星网络利用传输星和直播星的高清超高清高

图1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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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承载、双向交互服务和用户支撑能力等关键技术能力，

实现高品质全覆盖的广电业务服务。6）智能终端。智慧广

电智能终端应以智慧家庭服务为中心，利用视听软终端、家

庭智慧终端等关键技术支撑，提供以广播电视业务为主的全

媒体业务、宽带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家庭和智慧社区等业

务，通过优质体验、多样化服务，提升服务品质，增强用户

黏性。

2.2 协同调度能力

智慧内容调度协同能力主要包括网络调度、台网协同

和网络协同三个方面。建立网络调度能力，要面向业务需

求对网络功能和资源实现自动化部署，利用网络控制的软件

定义化、网络功能的虚拟化、网络调度的智能化等关键技

术，实现支持服务能力的弹性伸缩；建立台网协同能力，要

实现内容生产机构和传输覆盖机构一体化，利用高品质节目

点播/直播、电视节目情景互动等专属能力，实现发展大屏

连小屏、小屏回大屏、多屏连用户等新模式；建立网络协

同能力，要统筹有线、无线、卫星、5G等不同传播方式的

网络能力，利用网络覆盖协同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节

目的覆盖需求，利用不同传播方式有机结合满足多样、多

元的业务协同，利用共享网络资源和用户数据支撑服务协

同，实现支持业务的灵活调度和用户需求的敏捷适配。通

过多端调度协同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点

播、直播节目，增加用户交互的活跃性，全面提升用户使用 

体验。

2.3 业务运营能力

智慧内容传播的业务运营能力是在立足广电媒体融合，

结合智慧广电乡村和固边工程的建设需求，服务数字社会、

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支撑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发挥广电网

络传输覆盖的优势特点，运用在基本公共服务、家客业务和

集客业务场景下的业务服务能力，持续探索形成与不同业

务场景相适配的行业特色鲜明、体验优势明显、服务精准高

效、品质持续改进的综合运营能力，重点强化业务深度服务

能力、业务决策支撑能力、业务创新拓展能力、高效运营支

撑能力、可靠管理支撑能力和定制决策支持能力，积极挖掘

并响应用户需求，实现主动式服务、专有化服务和贴心化 

服务。

2.4 安全播出保障能力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承担着视听内容传输的重要作用，在

保障安全播出任务上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用运行环境

保障、设备设施保障、信源与链路保障等能力，提升网络智

能安全响应处置能力和运营技术及管理能力，协同安全相关

数据采集、资产及脆弱性自动识别管理、威胁和攻击智能

感知与分析、安全协同联动纵深防护、智能安全应急响应处

置、自动化与知识化安全管理等技术保障机制，共同保障广

播电视业务安全传输和稳定运行。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和能力要求均有细

化指标和对应的能力评价等级建议，共包括云平台、CDN和

内容调度、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卫星网络、智能终端、网

络调度、台网协同、网络协同、业务服务、业务支撑、运营

支撑、管理支撑、决策支撑共14个大项的能力要求。如：云

平台能力又细分为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施级服务、平台

级服务3个分项能力；有线网络能力细分为网络基础、宽带接

入网、光传输网、IP数据网4个分项能力。每个分项能力给出

了不同的参数和细化指标，共有33个分项指标。由于篇幅所

限本文不做展开，详情见《智慧广电建设升级方案大纲研究

报告》。

3  智慧内容传播实施路径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的建立，旨在发挥网络业务承载和覆

盖能力优势，强化有线无线综合服务效能，推进广播电视传

输网络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功能业务型向创新服务型转变。

项目组结合当前广电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目标，将“支

撑智慧内容传播的能力要求”进行解构，提出了典型智慧内

容传播的具体实施路径及方案，为进一步增强广播电视运营

支撑和服务能力，助力培育“智慧广电”生态，探索新型广

电服务模式提供方向和思路。

3.1 基础设施升级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以基础设施升级为根本点，在全国范

围内部署分级分层的广电媒体融合服务云、广电融媒体内容

聚合分发平台、广电互联网内容缓存及分发网络，全面升级

改造宽带固网接入网络，提升多网络协同覆盖水平，提升智

能终端软硬件水平，增强网络双向交互能力，采用大数据

与智慧算法提升网络承载能力、协同传播能力和业务运营能

力，以智慧内容生产和智慧引擎为驱动，以更加智能完善的

基础设施推动基础公共服务、家客业务、集客业务的发展，

实现更好地承载智慧业务、服务用户、传播内容，深化智慧

广电发展。

3.2 服务品质提升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以助力服务质量提升为目标，结合

广播电视覆盖网升级，拓展基础公共服务、家客业务、集

客业务的服务范围，细化服务颗粒度，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

高清、超高清电视节目的同时，增加台网协同能力、用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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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感知、多维呈现效果和交互体验设计，以智慧服务供给

为支撑，全面提升用户体验，构建服务体系打造广电服务 

品牌。

3.3 运营能力优化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从业务场景出发，构建与之相适配

的精准服务运营能力，实现能力的持续优化提升，如建立

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规模化、模块化、模板化的集客业务

服务机制，引导运营机构共同提升网络建设和服务水平，助

力实现“全国一张网”；以“访问量”、“日活量”、“盈

利模式”等作为切入点，构建可推广、可借鉴的融媒体机构

长效运营机制。运营能力的优化，以智慧监测监管和智慧安

全保障为前提，通过智能数据驱动运营管理模式革新，推

动业务运营能力全面升级，实现服务品效的整体提升，推

进行业服务运营向智能贴心、高质高效、安全可靠的方向 

发展。

4  总结与展望

智慧内容传播体系作为智慧广电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

于广电网络服务质量升级、用户服务智慧化以及新型服务业

态形成的意义尤为重大，智慧传播体系的建立不仅仅依赖于

网络升级改造和协同覆盖，更需要发挥数据驱动和算法推动

作用，将智慧融合、创新驱动的理念融入网络升级改造、内

容协同调度、业务运营支撑等方面，以5G技术发展为契机，

厚积薄发，打造高速泛在、有线无线融合、智能协同、安全

高效的智慧化广播电视传输体系，为智慧广电发展提供坚实

的网络支撑。

本文受广播电视规划院科技项目“智慧广电实施方案研

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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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升级方案研究

【摘  要】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随着广播电视业务模式、载体形态更加多元多样多变，迫切需要构建主动、动

态、自适应的智慧化安全保障体系，以安全促发展。本文将对智慧广电安全保障体系的体系架构、能力要求进行剖析解读，并

提出建设升级重点考虑的实施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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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to build an active, dynamic and adaptive intelligent security system to promote development with securit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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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构成智慧广电体系的智慧内容生产、智慧内容传播、

智慧服务供给、智慧监测监管、智慧生态、智慧引擎和智

慧安全保障等七大板块中，智慧安全保障通过技术系统安

全保障和网络安全保障，为其他板块提供支撑，使得各板

块确保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本文将对智慧广电安全保障

体系的体系架构、能力要求进行剖析解读，并提出建设升

级重点考虑的实施方案建议。在研究过程中，针对各项能

力要求形成了对应评价模板，相关部门可根据不同的基础

条件，逐步从低级别向高级别发展，限于篇幅本文不做 

介绍。

1  体系架构

智慧广电安全保障体系是安全播出责任单位以保障安全

播出为目标，面向智慧广电内容生产、内容传播和服务供给

等业务流程，通过感知、学习、预测、决策、协同应对等方

式，建立主动、动态、自适应的智慧化安全防御体系，完善

广播电视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持续推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建

设，做到事前安全检查与防护、事中应急处置、事后审计分

析与整改。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安全保障能力与智慧广电的智慧

内容传播、内容生产、服务供给、监测监管等息息相关，从

安全播出的角度上看，为达到上述目标需要改进提升基于智

慧运维的技术系统安全保障能力和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智慧

广电安全保障体系架构如图1所示。

2  能力要求

2.1 技术系统安全保障能力

指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播相关业务技术系统的保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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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包括运行环境保障能力、设备设施保障能力、业务运行

保障能力、智慧运维保障能力、灾备与应急处置保障能力和

规范管理保障能力等六方面能力。

2.1.1 运行环境保障能力

指为业务系统提供具备防恐、防暴、防盗、防火、防

雷、防水和可靠电源等安全物理环境的能力。涉及安防系

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消防系统、防雷接地系统、防水防

汛系统、机房空调系统、新风系统、供配电系统等。

2.1.2 设备设施保障能力

指为了保障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与设备和设施相关的保

障能力。

2.1.3 信源与链路保障能力

指为保证业务系统稳定运行，与信源和传输链路相关保

障能力。

2.1.4 应急处置能力

指发生破坏侵扰事件、网络安全事件、自然灾害事件、

技术安全事件、其他事件等五类突发事件时，根据应急预案

处置突发事件，降低影响，保障业务系统安全运行的能力。

2.1.5 规范管理能力

指为了保证业务系统连续运行，组织制定并实施运行维

护规程、安全播出相关的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等相关保障 

能力。

2.2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指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播相关业务系统的网络安全保

障能力，包括安全相关数据采集能力、资产及脆弱性自动识

别管理能力、威胁和攻击智能感知与分析能力、安全协同联

动纵深防护能力、智能安全应急响应处置能力、自动化与知

识化安全管理能力等方面保障安全播出所具备的支撑能力等

六方面能力。

2.2.1 安全相关数据采集能力

指除了采集安全系统的数据外，采集相关的漏洞信息、

配置信息、身份与访问信息、用户行为信息、应用信息、业

务信息、外部情报信息等的能力。

2.2.2 资产及脆弱性感知与分析能力

指通过脆弱性工具发现信息系统存在的一切可能被攻击

者利用从而造成安全危害的缺陷或漏洞，以及通过发现的漏

洞/漏洞进行资产分析的能力。

2.2.3 威胁和攻击智能感知与分析能力

通过大数据安全分析技术、借助智慧算法体系对采集的

安全数据进行智能地洞悉信息与网络安全的态势，主动和弹

性应对新型复杂的威胁和未知风险，从而洞察系统正在面临

的威胁和攻击行为，在发生过程中及时响应预警，事后可以

根据相关安全数据还原攻击细节。

2.2.4 安全协同联动纵深防护能力

指将安全设备的各维度能力进行深度聚合，建立健全联

防联控机制，按照以防为主、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的原则，实

现纵深防护及自动化响应处置的能力。

2.2.5 智能安全应急响应处置能力

指在发生网络安全威胁和攻击行为时，通过已制定好的

应急预案，进行智能应急处置的能力。

2.2.6 知识化与自动化安全管理能力

指通过智慧化的知识库、工具共享平台进行运维分析，

对网络安全进行支撑的能力。

2.3 智慧运维能力

指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运维数据的采集

汇聚、综合分析、融合计算、智能匹配，实现辅助运维、故

障自愈、智能值班、模拟演练等功能，具有运维数据规范化

采集、故障智能发现定位、问题智能诊断分析、事件智能处

置修复、风险智能预测预警的能力，包括运维技术能力和运

维管理能力等两方面能力。

2.3.1 运维技术能力

指通过利用先进运维技术、智慧化运维工具，结合相关

运维标准，实现系统运行状态自动化收集、自动巡检、智能

化故障预测预警、故障定位、故障自愈等功能的能力。

2.3.2 运维管理能力

指根据广电运维组织自身管理需要，将传统运维模式转

变为基于IT技术的体系化运维管理能力。

智慧运维需要面对多元化的业务承载方式、多样的技术

系统、异构的网络体制、复杂的运行环境，通过数字化、智

图1 智慧广电安全保障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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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的技术应用，降低运维成本，提高维护效率，确保网络

和系统更加稳定。通过建设全链条运行跟踪能力、构建运维

知识体系、应用智能化运维分析和决策工具，形成人工+机器

智能互补，被动与主动结合的智能化运维支撑体系。在运维

层面形成PDCA的闭环能力提升机制，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提高人员的运维能力水平。

在智能运维模式下，一方面利用机器替代人工完成大量

重复性的运维工作，包括服务开通和外线管理等场景，通过

自动化、智能化，大幅减少重复的、无效的人工作业，降低

问题/需求处理闭环时长，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团队规模，减

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另外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和

AI技术，实现网络故障的预测预防，降低因网络复杂带来的

故障数量以及投诉数量，让被动故障处理转向预测预防性维

护，消除故障隐患，最小化网络中断和用户报障，提升网络

可用率和性能，进而改善服务体验和用户感知，建立预测/预

防管理+自动化的智能运维模式。

3  实施方案建议

3.1 建立智慧广电安全大脑平台

利用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

图谱等技术，实现智慧广电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分析与汇聚，

充分利用国家级的网络安全情报信息，针对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的技术特点，研究基于安全威胁情报和大数据智能分析

的安全技术，并逐步构建适用于媒体融合发展和智慧广电网

络多应用场景的智慧广电安全大脑平台，汇聚行业网络安全

漏洞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应急预案、安全处置操作记录等

信息，构建广电行业的网络安全知识库，为行业运营单位提

供智能化安全威胁情报和应急处置方案定制化服务。

3.2 建立安全播出保障能力认证评估体系

依据总局62号令《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及相关

实施细则文件，面向不同级别不同业务类型的广播电视机

构，构建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和业务升级的新时代下安全播出

监督管理新模式，并针对管理制度、系统配置和运行维护等

安全播出能力的诸多方面制定出一套完整高效的认证服务评

价体系，对各级各类广播电视机构的安全播出能力建设和管

理情况进行客观的认证评估和评价，为健全和完善安全播出

管理规范提供技术支撑和工具。

3.3 建立智慧广电智慧运维体系

以广播电视运营机构为建设主体，建设智慧运维大数据

平台，通过对运维数据的采集汇聚、综合分析、融合计算、

智能匹配，实现辅助运维、故障自愈、智能值班、模拟演练

等智能运维功能，逐步建立运维数据规范化采集、故障智能

发现定位、问题智能诊断分析、事件智能处置修复、风险智

能预测预警的智慧运维能力，最终建成“数据互通、能力共

建、知识共享、资源协同”的智慧运维体系，实现广播电视

台、网络公司、发射台站等机构运维的标准化、智慧化，并

定期开展智慧运维能力成熟度评估，不断加强广播电视业务

稳定运行和安全传输保障能力，间接提升广播电视服务的用

户体验和服务品质。

3.4 建立网络安全预警和态势感知平台

建立主动探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的全方位安全预警及态

势感知系统，掌握广电行业重要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基本情

况，实现网络安全管理信息化，并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网信办、公安部等对接，及时获取可能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

信息，对可能引发网络安全事件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判

断，开展行业网络安全重特大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做

到事前预警、事中响应、事后加固。

3.5 建立仿真演练平台

建立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仿真演练平台。该平台应

具备各业务系统的关键设备，预置安全播出相关业务的数据

模型、故障模型、干扰模型、攻击模型等，且可使用户结合

自身实际的业务流程，在该平台自行构建真实业务流程，进

行安全播出的仿真演练。用户可通过该平台的仿真演练排查

系统风险，学习高效快速的处置方法，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4  总结与展望

面向全新的广播电视生产、传播和服务方式与业务流

程，安全播出责任单位要结合广电总局62号令及实施细则

要求，构建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立体化、系统化的安全保障体

系，不断提升智慧广电安全保障水平。同时，各级监测监管

机构应与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加强合作，通过全方位资源共

享、事前预测事后评估，形成智慧感知、智慧研判和应急处

置等三要素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推动安全保障

体系不断发展升级。

本文受广播电视规划院科技项目“智慧广电实施方案研

究”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周兴伟，男，1983年生，正高级工程师，就职于广播电视

规划院无线研究所，主要从事广播电视频率规划、广播电

视系统和覆盖测试、安全播出与监测监管、电磁兼容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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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通信技术的 
低延时网络直播解决方案

【摘  要】 在媒体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是融媒体生态体系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结合媒体直播的行

业背景与所面临的实际挑战，介绍了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自主研发建设的大象图传超高清信号传输制播平台。平台基于5G通

信技术和超高清视频编码技术，实现了广播级超高清视频直播与互动，为媒体直播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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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w Latency Live Streaming Solution Based on 5G Technology
Chang Zhiming

(Henan Radio & Television Station,Henan 45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way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industry,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key driving force for converged media ecosystem. Based on context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edia indust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UHD signal 
transmission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 platform of “DAXIANG TUCHUAN”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constructed by Henan Radio & Television 
Station. Based on 5G and UHD video encoding technologies, the platform realizes broadcasting-level Ultra HD live streaming and interaction, and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in media industry.

Keywords  5G, Network technologies, News media, Converged media, Live streaming

常智明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  45000)

0  引言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终端设备和应用场景的不断

扩展，我国互联网行业出现了每年都是“直播元年”的现

象。这个有趣的现象充分说明了网络直播业务虽然已经经过

了十多年的发展，但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支撑其飞速扩

张。作为新闻媒体重要的传播手段和拓展舆论阵地的有效武

器，网络直播在全力推进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过程中发挥

着突出作用。发展网络直播相关技术与平台是新闻媒体在新

时代潮流中必须持续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将媒体融合发

展上升为中央决策和国家战略。特别是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自主掌握先进技术、核心技

术，把“技术引领”上升到战略层面。在新形势下，河南广

播电视台为更好地展开舆论宣传工作，结合自身媒体融合业

务的发展，着力实现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尤其在网络直

播产品研发领域，提出了“贴近媒体需求、符合播出规范、

技术安全可靠”的产品建设目标，积极发展结合新闻媒体实

际应用场景的相关技术平台。

“大象图传”超高清信号传输制播平台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和需求下，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技术研发团队研发并不断迭

代更新的一套基于5G通信技术和超高清视频编码技术的超

高清视频直播解决方案。“大象图传”平台具有高可用性、

高扩展性、高安全性、低时延性的主要技术特点，可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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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专业新闻媒体机构和网络直播平台，能够有效降低新

闻资讯类直播的录制成本，提升直播效率，提高与用户的 

互动性。

1  媒体网络直播的发展背景与技术挑战

1.1  移动网络的兴起与传统媒体的转型

自1994年5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中国

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开始，我国互联网技术

产业便迈开了迅猛发展的步伐，以一种令人惊叹的速度广

泛深入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国

网民规模已经高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0.4%[1]。尤

其对于年轻人而言，互联网更是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根据数据显示，90后上网人群日均网络使用

时长已接近7.5小时 [2]。这样的现象也印证了网民的评论：

“从十多年前“网瘾”一词被发明，到现在已经很少人再提

“网瘾”的问题，因为大家发现如今的生活已经没人离得开 

网络”。

在越来越多用户涌入互联网海洋的同时，众多传统行业

却面临着时代巨变带来的猛烈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传统媒

体相关产业。相比互联网平台的生机勃勃，传统电视与报纸

的受众人数在近十年间则呈现出断崖式下跌的态势。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数据显示，仅2015年一年全国报业用纸量便下

跌了18%，足以体现传统报纸企业在新媒体时代下的经营困

境。如今，在音视频制作与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中，即

使再优质的内容也离不开更便捷、更高效、更流畅的传播技

术土壤。突破移动互联网市场性竞争所带来的困境，拥抱互

联网生态环境、发展融合型新闻媒体传播技术，已然成为了

新闻媒体转型的必然选择。

1.2 网络直播的浪潮与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网络直播市

场规模已高达约1930亿，具有相关经营资质的互联网经营单

位共计5966家，互联网直播相关用户规模高达6.17亿[3]。从

“秀场直播”到“游戏直播”，从“日常场景直播”和“电

商带货直播”，网络直播经历了从PC端到移动端产品的设

备便携化和从单一社交到多元商务应用的场景丰富化的过

程，目前已经形成了“直播+”的格局。相较于传统录制视

频的方式，互联网直播不仅支持了更为丰富、灵活的内容创

作与表达形式，同时为观众提供了更强的实时感与互动感，

使观众沉浸式地同步参与到音视频内容的生产与创作过程中

来，更充分地满足用户释放情绪、娱乐消遣等多元化体验的 

需求。

互联网直播的发展不单单丰富了人民群众中的娱乐生

活，对社会群体关于讯息的认知与期待也带来了革命性的巨

变。结合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这

一思想来看，网络在线直播作为21世纪具有突出特点的媒介

形态之一，颠覆了以往文字报道以及音视频录制等信息传输

媒介自身所具有的记录性与转述性。尤其对于新闻资讯类内

容而言，网络直播通过迎合受众群体“眼见为实”的心理期

待，强化内容的可信度，无疑将会成为21世纪新闻媒体舆论

宣传的主战场主渠道。

1.3 新闻媒体网络直播的优势与技术瓶颈

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众群体基数大、未来前景广阔的

互联网直播技术为新闻媒体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基于互联网信息发布门槛低，信息内容混杂

的现状，传统主流媒体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是其在互联网

舆论生态下发展的突出优势。例如在2020年1月27日央视新

闻推出的24小时不间断直播《共同战“疫”》中，通过为

受众提供直击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信息渠道，各平台累计获

得了26亿次的总观看量，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权威性

新闻媒体网络直播的期待与需求。此外，在具有时代意义

的重点活动中，新闻媒体通过网络直播互动的方式，满足

了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的见证感与仪式感。例如2017年

央视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全程融媒体直

播中，专门增加了受众实时互动环节，将网友和新媒体用

户的言论以弹幕形式在电视大屏上呈现，媒体互动的人数

从阅兵直播开始时的30多万人跃升到临近结束时的110多 

万人。

但是在另一方面，相较于个人才艺展示、游戏类的网

络直播，新闻媒体对直播的流畅性与可控度有着更高的要

求。一般互联网直播中信号中断的后果最多是粉丝流失或是

经济性损失，但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尤其是在直播重要会议

或是活动时，直播的技术性问题甚至可能引发群众对于其

呈现内容真实性的质疑，造成不良舆论影响。尽管许多媒

体可以通过和目前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第三方网络平台进

行合作，但在这种方法下，直播的流程与内容则不再受到

自身的完全控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一是商业平台

存在内容驳杂、权威性不足的隐患；当内容版权管理机制

不完善时，容易出现内容被盗用或侵权的情况。二是新闻

媒体生成的内容存储于第三方平台中，存在编辑加工难度

大、二次传播难度高等诸多问题。因此，结合自身需求进行

技术创新与相关设备开发，才是新闻媒体未来发展的长远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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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设备为例进行参数和方案介绍。整个终端以CPU为控制核

心，接收并响应平台的控制，每个不同的外设完成不同的功

能，然后通过数据总线与CPU进行交互（见图2、表1）。

2.2.2 终端设备嵌入系统工作流程

如图3所示，开机引导及内核文件系统加载。当设备在

通电状态下，检测到电源键被触发后，系统将进入BOOT阶

段，当前阶段会初始化各个外设，包括GPIO功能复用，以及

相应的电平状态；各个存储设备状态，以及内核和文件系统

检查，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启动外设初始化进程和主进程加载阶段，负责监测其他

各应用程序是否正常工作。设备在上电开机后，升级程序会

根据联网状态进行远程升级检测，若需升级，程序会自动下

图1 大象图传平台总体设计

图2 终端硬件平台构成

2  基于5G通信技术的低延时网络直播解决方案

2.1 平台整体系统架构

大象图传超高清信号传输制播平台（以下简称为：大象

图传平台）针对专业新闻媒体在全媒体建设中的实际需求和

业务痛点，将直播业务、剪辑业务、编辑业务、发布业务单

独设计，同时又有机衔接，是以模块化结构进行建设的包括

软件产品和硬件终端产品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平台中各功能

可单独或组合使用，以方便在更多的场景灵活应用；提供多

种款式便携采集传输设备，并支持其他终端接入，能够满足

不同条件下的直播业务需求。

整体而言，大象图传平台以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为参考，

进行产品和功能设计，安全可靠；平台所提供的便携传输终

端设备，信号时延小，传输速度快，且小巧易用；平台中

的软件服务，涵盖媒体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的需求，功能 

丰富。

在平台系统架构设计上，针对网络条件、内容形式、业

务范围的差异，以混合云架构为基础，以有线网络、WIFI无

线网络、4G/5G网络聚合使用为接入场景，以硬件终端采集

传输设备和软件系统相结合的模式，依托“控制协议-编解

码”的双重技术优势，构建了安全可靠的广电级直播解决方

案的完整思路（见图1）。

2.2 硬件终端设备技术方案

2.2.1 终端硬件平台

在硬件终端设备技术方案方面，主要以5G网络便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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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对应的升级包，完成后自动退出。设备在下次启动时会自

动加载最新的程序。

执行编码应用程序。编码应用程序负责将前端采集到的

视音频信号进行压缩编码，输出两路不同的码流，其中一路

用于实时存储，另外一路用于实时传输至平台；通信进程发

送码率，分辨率，帧率，关键帧间隔，编码方式和编码模式

等参数配置指令。

启动通信主控程序。作为主控与控制平台进行远程交

互，接收并响应平台下发的配置指令，响应平台所有的指

令，当设备在平台成功注册后，通过心跳协议发现设备主要

的状态，包括设备5G信号质量、信号强度、接入方式、运

营商、位置信息、设备温度、前端视频连接状态、存储卡状

态、SIM卡状态、WIFI状态、有线网络接口状态等信息。

开始设备与平台之间的业务交互。注册认证成功后，等

待服务器下发工作指令（关机、状态信息、配置信息、禁用

服务等）。

2.2.3 硬件设备功能

网络聚合功能：支持4G/5G/有线多网聚合，网络聚合采

用基于多通道多路流的智能策略，保障实时互动的低延迟，

保障大流量高码流的稳定性；支持ARQ（自动重传）、FEC

（前向纠错）等纠错技术，能够抵抗30%左右的网络丢包；

支持网络自调整适应，自适应任意网卡掉线、信号变弱、网

图3 终端设备嵌入系统流程

表1 硬件设备相关功能参数 

项目 参数

CPU 双核 ARM Cortex-A7 

编解码 H.264 / H.265

视频输入接口 SDI、HDMI

WIFI模组

支持2.4G+5.8G 
支持IEEE 802.11 a/b/g/n/ac/ax
支持最高传输速率1200MBPS

5G模组
※5G / ※3GPP

※支持双SIM卡热切换

网络接口

支持RJ45有线网络接入；

支持DHCP和静态IP；
自适应1000/100/10网络交换机

存储单元 SD卡最高支持256G，用于存储录制视频

通话单元
4芯3.5耳麦接入，可用在与后端双向语音对讲， 

或者作为视频的伴音输入

显示单元 显示单元主要以OLED点阵屏构成，显示设备各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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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模式切换等变化；支持多网络、多运营商、多链路捆绑聚

合传输，多卡聚合传输效果高于单卡传输效果。

视频直播功能：支持一键开启互联网直播，基于UDP

协议的流媒体推送，高效率、低延时（延时低至800ms以

内），支持远程配置推流地址，平台支持直播视频预览；支

持采集设备传感器状态和传输参数，例如：分辨率、码率、

帧率。可通过传感器获得设备工作温度与环境温度，实时上

报设备地理位置等基础信息；支持视频直播本地录制，支持

录制文件导出、删除等操作。

视频互动功能：支持终端设备与视频互动服务器进行低

时延的实时双向音频互动，视频支持云服务平台组合后画面

反向推送到终端设备，终端设备HDMI输出到显示器；支持

硬件设备快速分组互动。根据不同的场景配置不同的互动区

域；支持设置互动、采集和传输参数，例如：视频分辨率、

帧率、码率、编码制式、传输策略。支持1080P60分辨率，最

大视频互动码率不低于8M；支持本地图像的预览，以及本地

与远程图像同时预览，支持选择关闭预览画面；支持通过蓝

牙耳机进行互动声音监听与本地收音。

2.3 软件系统服务技术方案

大象图传平台的软件系统以河南广播电视台自主研发的

大象流媒体服务平台为核心，通过封装UDP传输包，在确保

通信安全、传输稳定、信号低延迟的前提下，增加了权限管

理及内容生产相关的服务及功能。平台服务包括多协议信号

接入功能、编码解码功能、云导播功能、视频内容筛查审核

功能、用户权限功能、流信号在线剪辑功能、视频文件在线

编辑功能、云收录功能、发布管控功能、传播数据收集功能

等项目。

2.3.1 信号接入服务

信号接入服务支持多终端设备采集到的现场画面的信号

回传，对多路画面的PGM混屏后返推到视频互动服务器。除

终端设备信号外，还可以设置外来互联网视频流信号、本地

视频文件播放信号，上述信号可混屏设置延时后通过SDI接入

本地演播室或其他可视化大屏加以呈现。终端设备结合本地

视频互动服务器也可单独运行。本地视频互动服务器可直接

接收本地终端设备现场画面及外来互联网信号、本地SDI信号

并设置延时后推送到本地演播室系统或平台指挥中心可视化

大屏呈现系统。

2.3.2 云导播服务

云导播服务通过将现场画面进行视频矩阵切换，可对参

与各方的画面进行灵活的布局组合，并形成可返推给参与

连线场地的PGM信号。云导播服务支持通过云平台网页远

程配置背包的工作参数，包括直播和互动的分辨率、码率、

帧率等信息，实现背包的远程管理和视频直播的集中管理。

云平台导播可通过内部通话，从而调度参与场地的资源。

此外，云平台导播可灵活禁用或启用参与直播的设备的音

频通话，也可以进行快速指挥，配置视频连线参与方进行 

互动。

2.3.3 云收录服务

云收录服务通过终端设备双向互动系统，支持自动将回

传的音视频进行收录。在直播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可随时拆

条形成直播收录文件。收录的素材可用于直播回看或者素材

内容的深加工，系统接入平台和预设的媒体资源库。

2.3.4 权限控制服务

终端设备双向互动系统按照实际需求和用户组织结构，

进行详细的关联性权限访问控制。平台级权限，支持管理本

地的终端设备状态、云导播、互动音频控制、画中画场景组

合、直播推流、延时配置等，支撑日常的、外出的互动采

访；组级别权限，支持对所辖的组内终端设备进行管理和画

面引用互动，形成采访联动。

2.4 创新技术优势

综合对比国内现有的同类产品，大象图传平台具有安全

性高、配套完备、适用性强、使用便捷、可管可控的五大特

点。在项目实现和需求解决方面，平台还具有以下三方面主

要优势。

2.4.1 融合优势、基于混合云结构设计

大象图传平台以混合云架构进行设计，确保能够灵活

进行业务承载能力和处理能力的资源配置。尽管公有云计

算凭借弹性、成本低等优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系统使用，

但对于业务庞大且复杂的系统而言，全部业务上云仍然面临

涉及数据安全、运营成本等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且由于媒

体单位，特别是广电行业的政策、规定等要求，大象图传

平台利用私有云承载平台业务运行和关键数据本地存储，

公有云负责更高计算能力和带宽吞吐能力的支持。通过结

合公有云在网络出口、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明确优势，和私

有云在安全、私密性方面的主要特征，大象图传平台的混

合架构既能满足直播业务对带宽、分发以及编解码能力对

计算能力的需求，又能实现关键数据、核心算法的安全 

保障。

2.4.2 安全可靠、使用国产产品及方案

大象图传平台的关键硬件及自有数据中心均采用国产产

品及方案，有效避免了因国际关系局势变动而导致技术设备

不可用、不可控的潜在风险，同时大大增强了平台系统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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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与可靠性。大象图传平台相关的采集传输终端设备，采

用华为海思芯片的嵌入式方案进行设计，华为海思方案具

备低功耗、高可靠性等优点，能够支持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模

式，目前已广泛用于网络直播、视频会议等领域。从而为产

品在芯片层面实现国产化、可靠性和供应链的安全性上提供

保障。

在私有云平台建设方面，大象图传平台目前主要是使用

华为及新华三的设备和方案进行数据中心建设。关键数据、

核心服务以及与内部音视频内容生产服务的安全策略、摆渡

对接等服务全部部署在私有云相应节点。通过加密连接与公

有云进行通信、与公共网络进行联接，从而实现多地之间、

安全可靠的超高清视频传输与分发。

2.4.3 自主开发、以播出级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

大象图传平台中所有的相关终端设备与业务平台均由河

南广播电视台独立设计并自主完成开发。其中，终端以CPU

为控制核心，接收并响应平台的控制，每个不同的外设完成

不同的功能，然后通过数据总线与CPU进行交互。以自主研

发的DXMQ协议作为主控通讯协议与控制平台进行远程交

互，接收并响应平台下发的配置指令。

大象图传平台系统通过对流媒体推送，达到高效率，低

延时的目的，延时能够控制到800ms以内。同时，在信号传

输侧结合用户鉴权和流量、信号分配等安全策略，能够确保

平台的安全性。通过安全策略及硬件防护，可以满足播出级

的安全标准要求。在设备和相关导播、剪辑功能设计开发

时，大象图传平台的设计充分考虑到现场以及流媒体信号的

特点，以预设功能、一键操作等方式来满足快速、简便操作

的需求。通过实时转录、云剪辑功能，能够快速完成内容生

产环节音视频信号的快剪快编需求。

2.5 平台实际应用情况

大象图传平台建成后已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大象新闻

客户端、都市频道，乡村频道等多个平台和频道应用。在

商用机测试环节，平台参与了河南省“两会”的多路现场备

用信号保障工作。在正式商用服务阶段，为大象新闻客户端

提供了多台设备，先后承担或参与了2021年“两会”直播、 

2021年“五一”假期全媒体直播活动、2021高考直播、河南

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等多项重大活动的报道工作。因

其设备小巧、功能丰富、操作简单的特点，得到了一线记

者、编辑的广泛好评。

目前，大象图传平台相关的软件系统已经完成了软件著

作权登记工作、硬件产品质量检测和3C认证登记工作，并通

过与华为的战略合作机制，完成了芯片等关键硬件的供应链

体系的保障健全工作。大象图传超高清信号传输制播平台以

及相关硬件终端设备已经具备了以定单化生产方式大批量投

放市场的生产能力和相应的服务支撑能力。

3  总结与展望

广播电视作为重要的传播平台，在高带宽和终端便携

化的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开展工作、

提升质量，无疑是媒体融合发展和平台建设中的重要研究

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就是人工智能、物联网、5G和超高

清视频的融合创新，落脚点就是要充分利用和挖掘音视频产

业的潜力、活力、动力，使其有更强的信息承载能力和更具

潜力的应用价值。大象图传平台就是为解决这样的需求研发

并推出的解决方案。而新闻媒体相关产业技术研发与平台建

设也应当将以上需求作为重点，不断融合多项新技术积极 

发展。

目前，在5G技术的支持下，音视频产业、直播行业正

经历着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迎来新的增长期。更高的带

宽，更高的速度，更强的体验，音视频产业会有质的飞跃。

或许，不久的未来会形成个人网域的全数字音视频服务生

态。随着媒体融合工作向深度推进，直播业务必将广泛地开

展。相关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的需求也将成为世界性行业

的需求方向，其直接经济效益和带动的总量规模十分可观。

因此，相关高新技术和设备创立信息化产业链的建设更应当

受到重视，建立新媒体直播产业技术生态体系，将为我国

新媒体在未来世界舞台上的发展争取主动地位，谋求广阔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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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背景下广播电视台全文件化 
制播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带式记录、线性编辑、录像机上载送播等节目生产方式已不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发展要求，本文阐述了通过对采、编软

硬件升级和制播网安全改造，建立广播电视台全文件化制播系统的实践，该系统的建成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频道节目生

产效率，促进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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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ull File-base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in the Times of Media Convergent

Qian Jianping, Luo Bin, Xu Feng, Ni Changgen

(Yangzhou Broadcasting System, Jiangsu 225200, China)

Abstract  Program production methods such as tape recording, linear editing, video recorder uploading and broadcasting are not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converged media er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a full-file syste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through upgrading of acquisition and edit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and safety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networks. The system 

improves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hannel programs and promotes continuous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Keywords  Convergent media, File-based, High definition, Compression format

钱建平，罗斌，许峰，倪长根

（扬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225200)

0  引言

随着广播电视节目采、编、播等生产系统的数字化、智

能化、网络化发展，节目制播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一

方面，信息、通信技术融合为节目创作提供了多种生产平

台，提高了创作量、创作效率；另一方面，各媒体组织之间

的融合，也使得电视画面和广播声音能在网络、智能手机等

新媒体传输发布，实现跨媒界传播，新兴网络媒体的“无限

空间”，让广播电视突破覆盖界限，扩大了传播面。广播、

电视、互联网互为融合，使其功能、价值得以全面提升，竟

争激烈的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发展越来越紧密。

频道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当前节目生产以磁带摄像机和

SD卡摄像机外拍、性线编辑和非线性编辑的混合采编模式，

非编用户成品片段素材仍需磁带录制，出像室采用线性编辑

合成成片节目，并借助录像机以SDI信号1：1上载送播，制作

平台与播出平台相对独立。频道当前节目生产模式已不再适

应数字媒体时代发展要求，需技术改造升级，建立全文件化

制播生产系统，以紧跟融合媒体发展步伐。频道原制播系统

和文件化改造后制播系统如图1所示。

1  系统设计目标

原外拍采用磁带记录的Sony DSR-PD198P、MSW-93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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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W-7P等标清摄录机和Sony PMW-EX1R高标清摄像机；节

目编辑采用标清有卡大洋非编和2对1线编（由RM-450CE编

控器、SONY DNW-A65P和DSR-1600P放机、SONY DNW-

75P录机组成，信源通过HQ422视音频切换器切换）；演播

室采用由PVE-500编控器、MSW-A2000P放机和SONY DNW-

A75P录机组成的线编合成节目。频道播出系统已完成数字化

改造，建立以MagiStream视频服务器为核心，包含上载工作

站、播出控制工作站、二级素材存储盘塔和数据库服务器等

功能模块的全硬盘标清播出网络系统，8T二级存储可存储约

1600小时成品标清素材。

如引言所述，节目素材采集、编辑仍存在磁带记录和线

性编辑等较落后生产方式，需进行技术改造，数字化升级主

要从生产网架构改建、采集设备提升、计算软硬件升级、制

播安全保障等方面着手。系统改造目标一是实现频道制、播

网数据安全快速交换，优化节目制播流程，全面提升节目生

图1 文件化制播改造示意图

图2 文件化制播结构图

产效率，达到全文件化安全制播目标；二是完成

频道电视节目生产支撑网基础架构，建立可扩展

的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服务资源，提高节目

制作、包装、存储、送播等服务能力，并为后期

节目高清化、IP化生产建设作准备；三是成片节

目文件既能安全导入播出平台存储库待播，又能

满足各新媒体平台生产需求，不断实现传统媒体

与各新媒体生产深度融合，电视节目文件化制播

结构如图2所示。

2  采、编升级

2.1 ENG外拍提升

录制事业部对以磁带记录的S o ny  D S R -

PD198P、MSW-930P、DNW-7P等标清摄录

机更换升级，留用Sony PMW-EX1R高标清摄

像机。选购Panasonic高清手持摄录一体机AJ-

PX298MC，采用松下的3MOS成像系统，搭载3

个1/3型全高清1920*1080感光元件，提供高感光

度、高灵敏度以及优秀的动态范围，还原生动鲜

活的自然色彩，同时大大降低了噪声的影响，即

使在昏暗的灯光下也能够产生卓越的图像。

该款高清手持摄录一体机AJ-PX298MC采用

全新压缩方式AVC-Ultra和更高性价比的MicroP2/

P2存储卡，可录制AVC-Intra、AVC-LongG和

DVCPRO HD编解码器组合格式的HD（1080P、

1080i、720P）信号，以及DVCPRO50、DVCPRO

和DV编解码器组合格式的SD（480i、576i）信号，带有

3G-SDI、HDMI、有线网口、USB3.0、遥控等接口，配64G 

MicroP2/P2存储卡，满足用户外拍采访和单机录制需求，素

材通过松下AJ-MPD1或AJ-PCD2读卡器采集入大洋非编。

2.2 演播室非编合成

新闻、专题等自办节目演播室成片合成，采用PVE-500

编控器、MSW-A2000P放机和SONY DNW-A75P录机的线编

合成，技术改造建立基于非编合成模式，主持出像视频、音

频分别由SDI信号和调音台采入有卡工作站，站点通过千兆网

线与制作网通信交换数据，栏目编辑人员从制作网指定路径

导入本栏目记者已编素材，完成节目最后合成，并按规定格

式打包输出至送播平台。

2.3 非编网络

2.3.1 工作站升级

频道现有非编工作站投入使用已有十多年，主机硬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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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酷睿2双核 E8400 CPU，2×2G DDR3内存，老化严重，

编辑易死机或大洋闪退，硬件配置需要升级。 工作站硬件升

级采用联想P320，该工作站搭载Intel Core i7-7700K 4.2GHz 

CPU、SKhynix 2×8G DDR4内存和AMD Radeon RX560D显

卡，每台工作站外配256G SSD作系统盘，单机工作站另配4T 

HDD数据盘。

非编工作站硬件升级同时保留标清版大洋V2.82.1.5，增

配高清版大洋V3.4.1.2_50i，满足节目实际制作需求。

2.3.2 网络非编

新闻、民生、综艺等周播率高、节目量大的栏目，建

立网络版非编模式，共用数据库和存储系统，本栏目内实

现素材共享，用户凭账号可任意选择工作站登录，减少拷

贝次数，故事板调用方便，提高制作合成效率。网络存储

设备选用Synology DS1817+，集成Intel Atom四核CPU和8G

内存DDR3，20T存储容量，可扩充至80T，安装DSM操作 

系统。

2.4 音频采集

自办栏目配音采用M-Audio FireWire Solo便携式音频接

口，它提供专业的XLR话筒输入口和24-bit/96kHz的数字接

口，具有突出的高品质声音表现，完全胜任音频制作需求。

3  格式及导入

全文件化制播对格式、码率选取，一方面尽可能降低

视频码率，提高二级素材库存储率和迁移带宽利用率，同

时也要兼顾到电视节目画面质量的诉求，选取采、编、播设

备同时兼容支持的格式，以寻求采集的素材以直接导入方式

上载，尽可能避免二次转码导入所带来的质量损失，成品节

目文件应以满足MagiStream视频服务器的格式和码率打包送

播，避免导入素材技审报错。对于外来广告、视频监控等素

材，格式如不符合制作域要求，可借助视频转码工具或第三

方在线转码服务完成格式转换。

3.1 采集格式

3.1.1 高清格式  

Panasonic AJ-PX298MC摄像机高清拍摄设定系统格式

1920×1080/50i，记录格式AVC-Intra100；Sony PMW-EX1R

高标清摄像机高清拍摄设定高清HQ模式MPEG-2MP@HL，

1920×1080/50i。

3.1.2 标清格式

Panasonic AJ-PX298MC摄像机标清拍摄设定系统格式

DVCPRO50，Sony PMW-EX1R摄像机标清拍摄设定系统格式 

DVCAM，720×576/50i。

3.1.3 音频格式

素材配音选PCM编码、48kHz采样率、16bit量化及WAV

格式封装。

3.2 文件格式

3.2.1 再编格式

已编好故事板如需要二次编辑，打包格式标清选视音

频分离DV50格式，高清选MPEG2_I视频编码，100M码率，

PCM音频编码，采样率48kHz，采样精度16bit，AVI格式。

3.2.2 送播格式

MPEG-2标准具有高的图像质量、更多的图像格式和传输

码率的图像压缩标准，是针对标准数字电视和高清晰电视在

各种应用下的压缩方案，已用于无线数字电视、DVB、数字

卫星电视、DVD等技术中。对MagiStream视频服务器技术参

数了解，以及市场主流高标清视频服务器厂商广告和官网调

查发现，MPEG-2压缩格式得到这些视频服务器厂商支持，是

视频服务器普遍都支持的压缩格式。

频道MagiStream视频服务器属标清播出系统，高清标

清工作站送播成片文件打包统一标准：PAL制式，分辨率 

720×576，视频编码为MPEG2_IBP，音频编码为PCM，采

样率48kHz，采样精度16bit，总码率10M，以mxf或mpg文件

格式封装。非编软件调音台1、2、3、4声道必须同时输出到

左声道，正常声音电平应在–15 dBFS 左右，高电平不应超过 

–6 dBFS。文件名选取必须与播出表一致，包括电视剧集数，

以便播出字幕机准确读取播出。

3.2.3 外送格式

H . 2 6 4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 S O）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共同提出的高度压缩数字视频编解码器标准，与其

他现有的视频编码标准相比，在同等图象质量下，H.264的

压缩效率比MPEG-2提高了2倍左右，节约了网络带宽和存储 

空间。

外送新媒体或客户成品文件打包统一标准：高清为

1080/50i制式，分辨率为1920×1080，标清为PAL制式，分辨

率为720×576，视频编码均采用H.264，音频编码为AAC，采

样率48kHz，采样精度16bit，总码率8M，以mp4格式封装。

3.3 转码导入

自办节目成品文件少，容量小，但时间紧迫，尤其新闻

类节目需及时送播，电视剧文件多，容量大，但时间宽裕，

导入时间长。技术改造采用双送播和导入平台策略，电视剧

以晚间时间段自动搜索导入为主，给自办节目导入节约带

宽，各自办节目打包成品文件由送播平台手动推送至导入平

台，同时导入路径设定为视频播出服务器，节约导入二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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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需迁移服务器时间，所有导入播出素材均需通过技审方可

待播。成品节目文件导入及迁移实景截图如图3所示。

4  制播安全策略

播出安全是广播电视节目安全生产重中之重，技术改造

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同时，必须把播出安全

置于首位。为此，外网与制作网再到播控网部署二级网闸防

护，网内采用360天擎终端管控方案，建立数据安全交换，重

点节目应急备播。

4.1 制播网闸 

网闸采用黑白文件名单机制，不同网闸设置不同策略。

外网与制作网隔离网闸允许wav、mp2、mp3、avi、mp4、

mpg、mxf等制作常用文件通行，制作网与播控网隔离网闸仅

允许mpg和mxf两种格式文件交换。

4.2 360天擎防护  

360天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是奇安信公司推出的全方位终

端安全解决方案，能够有效抵御已知病毒、未知恶意代码攻

击，提供安全统一管控、终端准入管理、终端安全审计等诸

多管理类功能。安全控制中心选择离线升级，制定例外管控

策略，仅允许工作站使用松下AJ-MPD1或AJ-PCD2读卡器导

入素材，其他移动存储禁止数据读取，保护网内各终端站点

安全。

4.3 非编应急

MagiStream视频服务器播出系统部署应急备播有卡非

编，所有打包成品节目文件除导入播出库外，重点节目文件

需及时手动调入应急有卡非编，并备份30分钟应急素材，每

日提前新建好故事板，与视频服务器对应节目同步播放，作

应急切换。

5  总结与展望

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蓬勃发展，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媒体争先打造出多样化、个性化、可视化的融合产品，创

作出让观众更满意的视频节目。录制事业部从采、编硬件提

升，到提高计算网络安全，实现全文件化制播，全面提高了

节目生产效率，促进了与各新媒体融合。当然对于传统媒体

而言，需积极引入新兴媒体技术，推动广电创新，努力建成

观众喜爱的崭新媒体。下一步将关注并积极参与频道制播高

清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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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台核心播控系统平台建设

【摘  要】 核心播控系统平台作为广播电台采、编、录、播、发、监流程中的核心环节，承担广播信号的调度、交换、分配、传输、监

测等功能，是全台安全播出的核心。本文主要对核心播控系统平台的建设情况进行介绍，建成后的核心播控系统平台能满足

北京电台传统播出需求和新媒体融合发展需求，是一个汇集了全面应急、全面监测、信号调度控制等诸多功能的大型集中式

智能总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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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献信息】曹桔香.广播电台核心播控系统平台建设[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1).

Construction of Core Broadcasting Control System Platform of Radio Station
Cao Juxiang

(Beijing People’s Radio Station, Beij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Core broadcasting control system platform, as core link in process of acquisition, editing, recording, broadcasting, transmission, and 
monitoring for radio station, undertakes the functions of dispatch, exchange, distribution, transmission, and monitoring of broadcast signals, and is 
the core of entire station’s safe broadcas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broadcasting control system platform. The completed 
core broadcasting control system platform can meet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needs of Beijing Radio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eds of new media. 
It is a large-scale centralized intelligent general control system integrating many functions such as comprehensive emergency response,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and signal dispatching control.

Keywords  Broadcast system, Control System, Emergency switching system, Sub-matrix, Monitoring system

曹桔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  100022)

0  引言

北京电台拥有十套开路广播、十六套有线调频广播以及

两套上星广播，需要向中央发射塔、皂君庙发射台、804中

波发射台、京广中心小调频发射机房、建外21层微波机房、

歌华有线、监测台、听听FM、北京广播网以及台外直播机房

等传送节目，发射频率多、播出平台大、安全播出任务重。

为解决旧播控系统在技术和规模上无法满足我台智能播控分

发和全流程监控等问题，我台实施了核心播控系统平台升级

改造。本文主要介绍核心播控平台，从技术层面阐述总体设

计、系统构成及功能实现。

1  系统设计

结合北京电台实际需求，核心播出系统以先进性和安

全可靠性为设计原则，遵循“主备双路由+冗余路由”、音

频传输网络和矩阵控制网络分离、多层应急切换联动的设计 

思路。

主、备播出链路采用将子矩阵终端放置到远端发射台的

一体化设计，微波链路采用机房直通的传输方式。建立了独

立于主、备矩阵的交换矩阵，用于负责各个系统之间音频信

号的调度与交换。这样既保证播出链路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又保证节目交换系统的灵活调度。此外，系统还在备播出链

路上配置了二选一智能切换器与远端三选二切换器构成多层

智能切换联动应急机制，并通过AOIP将远端三选二应急操

作、状态等同步到主控，实现了对广播节目在开路之前的所

有流程环节的统一管理、调度，有效提高了播控信号通路的

安全性和系统管理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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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播出系统架构

2.1 主控音频同步系统

数字音频同步系统采用星型结构，通过MasterSync同步

信号发生器产生精准的AES和WordClock字时钟信源，为调音

台、主矩阵、备矩阵及交换矩阵等数字设备提供音频信号同

步源，保证直播间系统、主控播出系统及传输系统数字音频

信号之间的高质量信号传输，实现整个音频系统的同步。

2.2  核心播出系统架构

音频播出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信号播出与调度系统由

Studer Route 6000三套矩阵构成，播出链路由两套相互独立

的主、备播出矩阵构成，另一套交换矩阵用于音频汇集、转

播、接收及监测信号的交换，独立于播出链路，播出矩阵与

交换矩阵之间通过MADI进行音频交互。

2.2.1 主备播出系统

播出通路采用主控和发射台延伸设计，通过主备通路及

微波送信号至远端三选二的输入源，三选二输出2路至发射机

主、发射机备，输出3给远端监测系统，所有音频都通过三

选二DANTE回传至主控，可实时监听监看及控制。备矩阵通

路二选一配合远端三选二实现智能级联切换。播出通路音频 

路由：

主通路：直播机房延时主-主矩阵-音频处理器主-返送主

矩阵-远端子矩阵-三选二输入1；

备通路：直播机房延时备-备矩阵-音频处理器备-二选一

A路-返送备矩阵-远端子矩阵-三选二输入2；

直出信号：直播机房直出-21层微波-远端微波接收-三选

二输入3。

整个播出通路：1、自动切换系统完整，二选一与三选

二切换器串联，无自动切换漏洞；通过最优化切换设置组

合，如有空播，保证8S内有音频输出。2、直通微波通路，

只要直播间有音源，即使所有总控设备有问题的也不会空

播，远端切换器在检测到前2路无音频信号时，直接切换至

输入三。远端子矩阵设计了测试信号，通过矩阵环回，这

样在主控内矩阵监测面板可以监测远端矩阵音频信号是否 

正常。

图1 核心音频播出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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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音频调度系统

如图1所示，音频系统主要包括音频播出系统、音频汇

聚、交换、调度、分发传输系统及其他辅助系统。从台内

可以统一调度及监测各个发射台子矩阵的通路及设备状态，

播出系统除了远端子矩阵结构，还有调频同步系统、上星

系统，以及监测台、歌华以及听听FM、慢录、监测等辅助

系统。音频格式除传统AES格式，有MADI、LIVEWIRE、

DANTE等满足不同系统需求。

    交换矩阵系统以转播信号调度和电台内部音频信号交换为

主要目的，完成音频汇集调度切换分配等功能。所有直播间

信号的监听监控、日常重点时段的转播、台外现场转播、交

管局、交通委等转播等都离不开交换矩阵。

3  核心功能及技术实现

3.1 矩阵硬件系统架构

音频矩阵作为信号分配和传输的核心，是保证系统稳定

和安全性的关键，我台三套矩阵都选用ROUTE 6000矩阵。

ROUTE 6000矩阵为模块化系统，每套系统包括矩阵核心机

箱、D21扩展机箱、主备控制服务器、VSM手动控制面板及

彩条监听监测站等，其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主、备矩阵及

交换矩阵的设计和实施采用相互独立又互通的功能规划，使

用物理独立的交换机、控制软件、硬件控制面板及主备服务

器；各矩阵通过MADI实现音频互通，实现控制独立、音频

互通。主、备矩阵控制服务器负责与矩阵硬件交互控制信

息、数据库信息实时镜像备份，避免了单一服务器故障。

主、备VSM物理按键控制面板功能互不影响，互为备份。

彩条站负责监听监测矩阵信号，能显示信号的PPM彩条、相

位、节目表等信息。每台彩条站监测的32路立体声信号均由

矩阵的MADI光纤传输给彩条电脑的MADI声卡。操作台设置

了三台多选一监听音箱，用于信号选择监听。

3.2 音频矩阵控制系统

整个矩阵系统的软件控制、切换面板及矩阵彩条监测等

位于五层总控操作室。控制系统是对矩阵进行实时控制、状

态监视、按时间编排切换计划的软硬件系统，工作流程如 

图2 音频矩阵硬件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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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所示。本项目配置了两类控制系统：基于PC的控制软件

及支持多种控制协议的按键式切换面板VSM。两者相互独立

并互为补充，为不同工作场景提供了不同的操作手段。每种

控制系统都配置了主备机4台设备，两两互为备份，又可单独

运行，实现了控制系统的多重备份。

1. 控制软件

基于PC的控制软件包括Web端管理软件及矩阵实时切换

软件QT客户端，可对矩阵进行实时切换和硬件状态监视，可

管理所有输入输出通路，按功能定制分组，还可以按时间编

排切换计划，具备日志管理及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2. 矩阵控制面板：VSM切换面板

控制面板主要用于主要通路的监听切换、现场转播信号

或需频繁应急调度的通路进行快捷选择及应急切换。VSM

矩阵切换面板，使用TCP/IP协议，支持RS422串口、SNMP

协议。可实现一键最多16通路的切换。可自由定义按键的信

号路由、显示内容等，实现一键监听以及应急切换功能。我

台设置为监听主用和应急主用VSM面板，制作应急宏切换按

钮，当空播出现时，只需点击相应宏切换和宏确认按键即完

成将应急音频源送至指定目的地，完成应急切换。

3.3 矩阵监测系统

矩阵系统监测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矩阵硬件系统本身的

监测、二是矩阵系统对音频信号的监测。

矩阵的硬件状态监测由矩阵自带的Remote Console核心监

控模块负责，该软件能配置底层硬件接口、显示时间、通道

状态等。报错信息包括：矩阵电源、板卡故障、MADI光纤

传输状态、风扇状态等。如图4所示，矩阵的信号状态监测由

彩条监测及报警软件负责。主、备矩阵各有一台彩条站，监

测各机房主、备及一播四信号。交换矩阵配置两台彩条站，

监测各机房主处理器后、二选一切换器后、FM、AM接收及

外转信号等。可把常用的音频信号设置在界面上，也可添加

删除修改显示的音频信号。软件能设置音频通路的静音、相

位、削波、落差等报警类型，还可配置报警时间、门限等。

可将任意通路分配至PPM表头进行监听、监看，并可对重要

通路进行自动切换、循环监听、分组显示等，使系统具备自

监功能。

3.4 应急切换系统

除矩阵系统配置VSM应急切换面板外，在播出链路的关

键节点配置切换器，智能切换系统由应急音源、备矩阵前级

二选一切换器和远端三选二智能切换器共同构成。

1. 切换系统

应急音源有一播四工作站节目源和应急CD。备通路前

级的二选一和远端三选二切换器构成两级切换模式，当通路

音频故障时，两级切换器会分别根据预先定义好的、合理的

切换逻辑自动选择信号源，保证8秒内必有播出音源送至发 

射机。

根据北京电台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应急体制，除常态应

急外，专门针对重要保障期和重点时段，采取了矩阵手动切

换和智能切换器自动切换结合的应急手段。在重点时段开始

时，技术人员将会把二选一的B路输入源由备一播四节目源

切换成相应重点时段的音频信号。重点时段内若出现直播间

停播或主路故障等情况，二选一切换器将8秒切换至转播信

号，三选二切换器8s同时送出。

2. 三选二监控系统

三选二是单节点播出设备，设计了完备的监控系统和跳

线系统。如图5所示，远端三选二切换器通过双AOIP冗余网

口连接至远端交换机，通过光纤回传至建外监测核心交换

机，再进入主控IASP监控及EQM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听、

监看切换器输入输出音频状态、告警信息，并可远程切换输

出通路及控制每一路音频信号的电平幅度、相位等音频参

数。三选二切换器使用AOIP网络传输、监测和控制数据，可

用一台PC机对多台切换器进行集中控制和音频信号的监测。

此结构打破了原有播控通路中总控与发射端应急、监测各自

图3 矩阵控制系统工作流程

图4 彩条监测及报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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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的局面，实现了全通路的闭环监测和应

急，提高了安播的保障性、安全播出自动化

并解放人力。

4  系统优势

主控播出系统还包括AM32音频监测系

统、全台标准时钟系、动环系统、EQM智

能监测系统、慢录系统及节目监审等辅助

系统。核心播控系统，经过不断完善、改

进，保留AM32音频监测系统，采用嵌入式

设计，运行稳定延续老主控风格，对整条播

出链路的关键节点，均可立即告警，便捷灵

敏、稳定可靠，是最直观监测系统。

核心播控系统具有的优势如下：

1.  采用“主、备播出矩阵+远端子矩

阵”的一体化播出链路，配合无线微波传输

方式，保证了播出全链路无单故障节点。独

立于播出链路的交换矩阵负责大量非播信号

的调度与交换。

2. 相互独立的音频播出链路和矩阵控制

网络，具备较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3. 音频播出链路、矩阵控制网络、VSM控制面板及控制

服务器等均采取冗余配置的方式，系统从传输链路、网络、

数据层面均不存在单溃点。

4. 新系统依托具有AES3和AES67音频标准的数字音频矩

阵、智能切换器等设备，融合了基于Dante协议的AOIP音频

传输网络技术，使得整个系统很好地和监测系统兼容，实现

了全通路的闭环监测和应急。

5. 基于PC的矩阵控制软件和VSM物理按键控制面板二者

配合使用，最大程度地提高了矩阵控制系统的实用性、灵活

性和容错性。同时根据我台特殊需求，新增了“临时计划任

务”等功能，适合大型重大事件转播活动。

6. 播出系统的两级切换模式，依靠合理的切换逻辑组

合，再针对重点时段的手动和自动结合，实现了各种异态情

况下的自动应急，形成了无应急漏洞的全播出通路。

5  结束语

北京电台核心播控系统平台投入使用运行至今，运行稳

定，大大提高自动化播出水平及安全播出质量。系统的配置

和各项技术指标满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标准规范的

要求。系统的设计适应新媒体融合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了

对台内外节目信号资源交换和调度的灵活性。构建了全面智

能监控的主控系统，我台播出事件应急处理速度和质量更加

智能化、标准化、流程化，提高了我台核心播控系统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大大解放人力。

课题来源于“北京电台核心播控平台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来源于北京市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168304_ 

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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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域架构设计在HD与4K制作 
共存阶段的实践应用

【摘  要】 为了解决高清与超高清共存制作阶段的问题，同时兼顾传统广电与IP化转型需求，贵州广播电视台超高清（4K）全

媒体转播车通过双域架构设计，采用IP+基带的双链路双冗余系统设计，实现多种场景模式制作方式，既能满足现阶段传统

广电制作习惯，也能适应4K以及将来8K的IP制作和升级需求。

【关键词】 双域架构， IP域， 基带域， ST2110， 双链路， 双冗余， 多种制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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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ual Domain Architecture Design in Coexistence 
Stage of HD and 4K Production 

Zhao Xi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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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existence stage of HD and UHD production,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and IP transformation, UHD (4K) Omni-Media OB Van of Gui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s designed through dual-domain 
architecture, adopting IP + baseband dual-link and dual-redundancy system design, and realizing production methods for a variety of scene modes. It 
not only meets the custom of tradi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but also meets the demand of IP production and upgrade 
needs of 4K and 8K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ual domain architecture, IP domain, Baseband domain, ST2110, Dual link, Dual redundancy, Multiple production modes

赵兴刚

（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  550002)

0  引言

贵州广播电台超高清（4K）全媒体转播车项目调研期

间（2017.11～2018.3），国际国内主流4K制作技术系统有

4X3G、12G、IP三种模式。IP浅压缩方式是当时市场主流的

技术，而SMPTE ST 2110 4K无压缩标准尚处于研讨和逐步

完善阶段。通过对若干国际技术联盟，如SMPTE、IEEE、

AMWA、AIMS、NMOS等组织技术发展规划的分析，并结

合国际主流厂家的产品发展路线，对相关产品进行严格测试

对比。我们认为，在SMPTE ST 2110构架下，视频、音频、

系统时钟、辅助数据和控制信号全部通过IP网络进行传输，

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带传输方式，而且通过一种

开放的统一技术标准，提高技术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扩

展性、灵活性，实现了节目的高质量制作，还可以充分利用

IP化的技术优势与全媒体制作进行很好的融合，满足未来节

目制作发展要求。结合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最终我们在

业界率先选择了符合SMPTE ST 2110 4K无压缩标准的IP系

统架构。并结合当前高清与超高清共存制作阶段的问题和

传统广电与IP化转型的需求，率先采用IP+基带的双域架构 

方式。

1  总体系统架构

贵州广播电视台超高清（4K）全媒体转播车采用SMPTE 

ST 2110 4K无压缩标准，以全链路IP架构方式为核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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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的SDI基带冗余备份链路，构成IP+基

带的双链路双冗余平台架构。

系统总体上划分为IP制作域、基带制作域

两大功能区域。系统在运行中既可进行分域独

立工作，也可以实现跨域联动或平行工作，构

成具备4K/HD、HDR/SDR、新媒体制作生产能

力的多形态多模式的复合型制作系统。音频系

统采用AOIP构架的智能化制作系统为主，基带

音频制作系统作为备份的设计方式，具备5.1环

绕声制作能力，如图1所示。

1. IP制作域

IP制作域以100G接口主备双核心交换机为

数据调度处理中心，采用叶脊架构模式。采用

主备SDN进行网络管理。4K IP流和HD IP流均

采用SMPTE ST 2110标准，IP系统设备均支持

ST 2022-7无缝倒换网络冗余备份。采用目的地

端净切换方式。所有视频类IP信号源全部接入

主备核心交换机，主备核心交换机与两台切换

台形成IP信号交互连接。切换台制作后输出的

各类视频IP信号返送至主备核心交换机。音频

交换机系统输出ST2110-30/31格式信号接入核

心交换机，在核心交换机内实现IP音频加嵌，

如图2所示。

2. 基带制作域

基带制作域采用传统的切换台+矩阵架构

模式。所有的基带信号源均接入矩阵和两台切

换台，切换台和矩阵的输出信号通过2×1倒

换器形成基带制作域的主备链路。音频系统

具备传统基带传输制作，采用AES基带音频加

嵌。独立完整的基带制作域能安全稳定地完成

节目制作，确保整个系统的制作安全，如图3 

所示。

3. 混合跨域

除了IP信号在IP制作域、基带信号在基带

域的独立制作以外，跨域的混合制作则能够将

各类IP或基带信号源通过转换，再跨域至切换

台相应的IP或基带接口，实现跨IP/基带域的

转换制作。方案设计要求系统中两台视频切换

台均具有IP/4X3G/HDSDI接入能力，具备SDI/

IP、UHD/HD混切功能，配有多任务双操作面

板，满足大型复杂节目制作需求。使得整个系

图1 总体架构示意图

图2 IP制作域示意图

图3 基带制作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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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安全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得到极大的提升，充分满足各

种场景的节目制作复杂需求，如图1所示。

2  系统规模

超高清（4K）全媒体转播车采用SMPTE ST 2110标准的

IP全系列系统解决方案和设备。整个视频系统以100G接口核

心交换机为数据调度处理中心，采用SDN进行信号管理。IP+

基带双链路架构设计，形成IP域+基带域的双域制作，采用

HDR多格式转换器和IPG板卡实现4K HDR与HD SDR之间的

曲线色域格式转换、信号在IP域和基带域间转换。基带域采

用独立SDI架构，矩阵采用128×128多格式基带矩阵，所有

信号源分别进入切换台与矩阵，形成互为备份关系。在基带

域制作系统中，即使IP域出现故障，SDI基带域也能独立正常 

工作。

系统包括超高清（4K）摄像机讯道，含标准摄像机、

超高速摄像机、无线微波摄像机等共计18个4K常驻讯道，

最高可扩展到24个4K讯道，具备4K超高速和4K无线微波

制作能力；切换台系统采用两台4K IP切换台，主制作切换

台具备40路4K（160路HD)输入能力，第二制作切换台具备

12路4K(48路HD)输入能力，两台切换台都能提供多格式处

理能力，具备SDI/IP、UHD/HD混切功能；配备2套超高清

（4K）视频服务器，每台服务器支持4通道4K播放/录制，

可支持高清4X，6X，8X速，4K 2X速等功能；监视器采用

OLED为主的监视系统，包括4K/HDR制作的OLED制作监视

器和OLED技术监视器，实现4K HDR与HD SDR的准确信号 

监看。

系统具有完整HDR/SDR同步制作能力。制作高质量

4K HDR节目的同时实现HD SDR的同播制作。4K图像格式

为3840×2160、50P、BT2020色域，HDR EOTF曲线采用

HLG，1000%动态范围标准。HD SDI采用1080 50i ITU-709

标准。系统以HLG/BT.2020为核心进行4K HDR高质量节目制

作，并支持所有HDR/SDR/2020/709格式。

超高清（4K）转播平台的音频系统采用AOIP构架的智能

化制作系统为主，基带音频制作系统作为备份的设计方式。

系统满足5.1环绕声制作要求。主调音台内部矩阵具备5128个

矩阵交叉点，192路DSP处理通道，144条输出母线。

3  视频系统

1. 双链路系统架构

该转播车的4K视频制作系统采用了全新的IP架构，系统

采用使用SMPTE ST 2110无压缩标准的4K IP信号作为系统内

部的IP传输协议，从摄像机至切换台再到记录设备和最终输

出，整个信号制作链路全部采用IP信号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

和信号调度，可实现全流程4K信号制作。我们除了设计以IP

架构为基础的4K制作系统，还创新设计一套独立并行的高清

基带系统，形成双链路双冗余的架构系统。

所有4K视频IP信号交换通过两台华为CE8850 100G核

心交换机完成，完全符合SMPTE 2022-7标准定义的安全架

构。摄像机、服务器和切换台等自带SMPTE ST 2110光口输

出，其他诸如EVS等基带相关视频设备及预留通道则使用IP 

Gateway板卡转为SMPTE ST 2110信号接入交换机。系统可

在终端实现4K视频信号的净切换。基带信号传输采用3G 2SI 

LEVELA标准，同时支持SQD及3G LEVEL B。

系统具备多种格式外来信号的接入能力，包括HD SDI

信号、通过4路3G SDI进行传输的4K基带信号、使用SMPTE 

ST2110标准的4K IP信号；系统具备HDR/SDR及宽色域制作

及监看能力，系统架构如图4所示。

2. 双冗余系统可靠性设计

该转播车在设计上使用了大量新技术来保证系统运行

的可靠性，视频IP系统在设计上完全支持SMPTE 2022-7标

准，每个视频IP信号接口实际上都是符合SMPTE 2022-7标

准的双接口，通过分别接入两个100G核心交换机形成完整

的主备链路，可以实现主备信号链路之间的无缝倒换。当其

中一个核心交换机故障时，系统的信号传输和制作完全不受

影响。系统同时使用交换机代替了传统的基带矩阵，与切换

台输出一起构成了传统的主备系统输出链路。此外，控制

系统拥有主备服务器，两台服务器之间使用心跳连接，可

以在其中一台服务器宕机的情况下由另一台完全接管全车 

控制。

3. 4K与高清多种制作模式

现阶段，高清节目制作和播出仍是主流，高清和4K制作

并行的阶段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如何同时进行一个节

目的4K制作和高清制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系

统架构、监看、光圈调整和HDR信号处理等一系列系统设计

和制作环节。

该转播车在系统采用IP+基带机构，使用4K与高清信号

并行进行节目制作，IP制作域设计为采用纯4K信号制作，

对于外来的高清或4K基带信号，都可通过网关卡变换为IP

信号，再通过核心交换机进行信号调度和切换；高清采用

基带+高清IP流进行制作，高清与4K可进行平行/跟随的节目 

制作形式。

我们在系统设计中采用IP+基带双域双冗余架构，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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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双核心设计，切换台具有IP+基带 多格式输入输

出和IP、基带混合处理的能力。因此，我们根据

不同的制作需求，依托系统整体结构功能，设计

出四大类场景制作模式。

1.  场景一：全4K HDR制作模式。我们以

100G接口的核心交换机为信号调度处理中心，以

2110的4K IP流信号格式在IP域完成4K HDR制作，

以双切换台双核心4K制作模式，实现4K HDR节

目制作。

2. 场景二：4K与HD平行、跟随制作模式。平

行制作模式是IP域与基带域分别独立进行制作；

跟随模式是IP域与基带域相互联动、同步跟随 

制作。

3. 场景三：多版本节目制作模式。我们将每

个切换台虚拟成两台主机，切换台系统可以变成4

个切换台，即可通过IP和基带混合跨域实现4个版

本的节目制作。

4. 场景四：是全HD制作模式。我们将整个IP域设置为

ST-2110HD模式，实现全系统的高清IP流和高清基带混合跨

域制作。

4  音频系统

该系统主调音台采用Lawo公司的MC256，内部矩阵

具备5128个矩阵交叉点，192路DSP处理通道，144条输

出母线；并包含两个本地接口箱及两个远程接口箱用于

图4 视频系统架构示意图

图5 音频系统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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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车外音频信号的输入/输出，如图5所示。备份调音

YAMAHA QL1调音台。该系统完全支持5.1标准的环绕声节

目制作。整车音频系统（包括调音台主机与接口箱之间）

均使用符合AES67标准的IP音频信号进行信号交换，并使

用交换机作为信号调度的核心。音频系统使用两台SG550X

交换机，与转播车系统核心交换机级联，实现了SMPTE ST 

2110-30/31音频流的互通。主调音台配备了64路AES I/O用

于接收外来解嵌信号和VTR、EVS等设备的音频信号，IP

信号和基带信号可并行工作，互为备份。另外，音频系统

除了传统转播车上均配备的效果器、还音设备之外，还配

备有多轨录音数字音频工作站，可以满足更高的节目制作 

需求。

5  今后改进的方向

随着未来ST2110系列标准的逐步完善，IP技术系统将更

加成熟，未来我们将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应用。

5.1 IP域内实现互联互通

该车所使用SMPTE ST 2110接口协议在IP域内无法完

全与其他公司的SMPTE ST 2110 IP接口协议实现互联和

互通。随着新的SMPTE2110标准集发布，IP传输接口协

议和网络控制协议将有统一的标准，各个广播电视设备公

司已经开始依据新的标准进行产品的开发，未来的IP系统

将能够实现在IP域的信号和控制的完全互联互通。对于用

户来说，在产品的选择、研发和系统设计上将带来更大的 

自由。

5.2 从IP和基带混合设计过渡到纯IP系统

该车在系统设计上遵循着以下原则，即4K信号制作的视

频和音频处理流程完全使用IP制作系统，监看部分使用基带

系统。随着统一IP标准的发布，在下一步的设计中也可以将

监看全部IP化，充分利用IP网络的双向、多路、多格式的传

输特性，使系统的结构大大简化，线缆大大减少。

5.3 多系统深度级联

该车在4K视频制作和音频制作流程中都使用了 IP系

统，通过这种设计，具备了可以和其他使用相同控制系统

和协议的转播系统的深度级联能力，可以通过网络干线连

接将多个系统合并为一个整体系统。此种合并并非传统意

义上的信号级联，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架构和传输特性的优

势，使多系统从控制和信号调度上真正合并为一个系统。

在未来IP传输协议和网络控制协议实现统一后，就可以实

现不同厂家、不同设备、不同控制系统之间的深度级联和 

合并。

6  总结

贵州广播电视台超高清（4K）全媒体转播车通过对超高

清发展的研究判断，在全球率先采用最新的SMPTE ST 2110

无压缩标准的IP系统架构，实现了4K视频制作、音频制作、

通话及控制的全IP化。通过科学规划、大胆创新，使贵州

广播电视台超高清（4K）全媒体转播车成为全球首辆使用

SMPTE ST 2110无压缩标准视/音频IP制作系统进行4K节目制

作的转播车。项目也投入使用2年，已完成贵州省内多项重大

活动和贵州广播电视台内大量节目的转播工作。双域架构设

计体现出了高度的先进性、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良好的适

应性、灵活性。制作能力和制作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

全满足最初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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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超高清视频载荷识别信息的 
表达与传输

【摘  要】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是4K超高清视频系统中设备传输和处理视频信号的重要参考信息，本文分析了该信息表达错误

带来的影响，概述了表达该信息的国际标准及其在SDI、IP信道的传送方式、查看方法，还介绍了视频文件中载荷识别信息的

修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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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deo payload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evices to transmit and process video signal in 4K UHD video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brought by errors in information expression, provides insight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VPID and various 
ways of VPID transmission and observation in SDI and IP channels. In addition, it also introduces how to modify VPID in video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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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广东  518026)

0  引言

在4K超高清视频制作、播出时会遇到视频画面的亮度和

色彩严重失真的情况，大家可能会认为节目拍摄或者制作的

技术质量有问题，大多数是视频流输出的设备或者视频文件

打包的软件生成的视频载荷信息（VPID）不准确导致画面的

亮度和色彩不能准确映射还原造成的。4K超高清视频的分辨

率、帧率、动态范围、色域与高清系统完全不同，尤其是动

态范围、色域都大大扩展，显示亮度扩大到1000nit（HLG）

甚至10000nit（PQ），在剪辑、解码、显示时相关设备需要

依据该信息视频的亮度和色彩才能被正确处理、还原，所以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的准确描述与传输就变得非常重要。本文

将分析错误的视频载荷识别信息所造成的后果，详细介绍视

频载荷识别信息的传送、查看和修改，确保画面亮度与色彩

的准确呈现。

1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表达与传送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是指视频流或者视频文件的分辨率、

帧率、逐行/隔行、宽高比、取样结构、量化比特、单链路或

者多链路、色域、动态范围等信息，它会打包在视频流/视频

文件中一起传送/存储。

SMPTE组织早在2011年就发布了有关视频载荷识别信息

（VPID）的标准：ST 352-2011，它规定了在SDI系统中如何

表达与传送视频载荷识别信息（VPID）。

标准中规定用3个字来描述视频流的分辨率、帧率、逐行

/隔行、宽高比、取样结构、量化bit、单链路或者多链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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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动态范围等信息，在2013年又发布了新的版本，与2011

版相比增加了2020色域、HLG/PQ伽玛曲线和窄域/全域量化

的描述。这3个字会作为辅助数据放在HANC中，下游设备通

过解读VPID可以准确处理视频。

图1是SMPTE ST 352-2013中规定的UDW1-UDW4字中各

比特位的定义。

不只是SDI接口信号，IP流信号、视频文件也有VPID信

息的描述标准，且封装方式也不同。

ST2110-20 IP流结构如图2所示，本身只传输未压缩的视

频信号，设备发送的每个RTP流都遵循IETF RFC 4566标准生

成一个SDP文件，SDP分为3个部分：会话描述、时间描述、

媒体描述，媒体描述的信息包括采样率、取样结构、位深

度、画面的宽和高、色彩空间等。

SDP并不和视频数据一起封装在RTP流中，而是按照

AMWA IS-04标准利用设备的管理网口在发送方注册时一

同传递到注册管理服务器。当发送方修改格式配置时（分

辨率、颜色空间、音频流中的信道数等），发送方应通过

IS-04发出更改信号，通知注册管理服务器更新信息，接收

方应支持AMWA IS-05 NMOS设备连接管理规范，可以接收

控制管理服务器发送的SAP信息，接收方根据SAP信息和已

图1 视频净荷识别信息数据包

图2 2110流结构

注册的发送方建立连接，接收并处理RTP流，其工作机制见 

图3。

除了通过SDP传送，还可以依据ST2110-40标准是把SDI

信号的VANC（Vertical ANC）或HANC（Horizontal ANC）中

提取出辅助数据包（VPID、TC等），并将它们放入带有自定

义标头的RTP数据包中，作为一个单独的DATA流传送。

视频文件的封装格式不同，视频载荷识别信息的描述格

式也不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以我们常见的MXF封装格

式为例，把图像、音频的实体描述符等组成的结构元数据放

在文件头的头部部分，MXF文件结构见图4。

2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不准确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不少设备生成的文件或输出视频

的色域和动态范围信息描述不准确，这在传输环节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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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显示、编辑软件剪辑、播出服务器播放时会按照错误

的信息处理视频数据导致视频的亮度和色彩会出现偏差。

以100%彩条为例，REC709彩条和符合GY/T330-2020

《超高清高动态范围视频系统彩条测试图》的HLG窄域彩条

的标准亮度、色度样值见表1，100%白的样值均为Y-3ACh、

Cb-200h、Cr-200h，其他黄、青绿、绿、品红、红和蓝的样

值不同，但相差不大。 即便相同样值，在同一台监视器上

采用不同的参数映射显示的亮度和色度也不同。比如BVM-

HX310监视器，如果输入REC709彩条，色域和传输矩阵采

用REC709、EOTF采用2.4，（Y样值3ACh）的映射亮度是

100nit，色域和传输矩阵采用REC2020、EOTF采用HLG，

100%白（Y样值3ACh）的映射亮度则是1000nit。色彩呈现效

果也不同，后者的色彩饱和度明显高。

如果一个4K HLG/REC2020视频的动态范围和色域描

述为REC709，在一条4K HLG/REC2020的非编线上软件

（SOBEY EMAX11\PREMIRE14.5\Final cut 10.4）一般会将其

做色域转换和动态范围转换，按照ITU-R BT.2408，REC709 

100%白电平映射到HDR 100%参考白的电平为75% HLG，

在1000nit监视器上的亮度为203nit，远低于1000nit，表2是

元数据描述为REC709 的100% HLG彩条在sobey EMAX非编

上变处理后的亮度、色度样值，与表1相比有明显减小，在

监视器上按HDR显示的效果是亮度会降低，相应地色彩也会 

变淡。图3 SAP传递

图4 MXF文件结构

表1 不同EOTF的100%彩条采样值（单位：h）

100%白 100%黄 100%青绿 100%绿 100%品红 100%红 100%蓝

709 HLG 709 HLG 709 HLG 709 HLG 709 HLG 709 HLG 709 HLG

Y 3AC 3AC 36D 378 2F2 2C5 2B3 291 139 15A 0FA 126 07F 073

Cb 200 200 040 040 267 27D 0A7 0BD 359 343 199 183 3C0 3C0

Cr 200 200 229 224 040 040 069 064 397 39C 3C0 3C0 1D7 1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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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出域，为避免播出文件的视频载荷识别信息不准确

的影响，较稳妥的办法是播出服务器忽视元数据强制按照

HLG、REC2020参数来输出，确保播出安全。

3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查看

SDI格式信号的VPID一般使用PRISM、WFM8300或者

LV7600/5600示波器来检查。以PRISM为例，根据信号类型

把示波器的输入信号配置为12G SDI或者4×3G SDI，显示

类型选择Video Session，选择VPID 352项就可显示出VPID

信息，如图5，该信号格式为3840×2160/50P 4∶2∶2 HLG  

REC2020。

通过SDP传送的媒体参数元数据也可以使用PRISM，选

择IP SESSION-NMOS-VIDEO，点击the last SDP received，界

面如图6所示，其中

a=fmtp：96 sampling=YCbCr-4∶2∶2；width=3840；

height= 2160；

exactframerate=50；depth=10；TCS=HLG；colorimetry=  

BT2020；

PM=2110GPM；SSN=ST2110-20：2017；TP=2110TPN

即为VPID信息。

通过2110-40数据流传送的VPID信息可以通过LV5600

查看，在IP SETUP1中”SDI Out PID Insert”后的ST2110-

40选项打勾，配置好 IP地址和端口，然后选择STATUS-

ANC Packet-packet analysis-payload ID，即可看到如图7所示 

信息。

视频文件的VPID信息检查比较简单，我们日常工作中最

常使用Mediainfo，视图模式选择“树状图”，打开所要检查

的文件，其视频信息如8所示页面。

4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更改

SDI流或者IP流的载荷识别信息不准确是信源输出格式不

规范造成的，在仅有透传功能的设备上不可修改，有信号再

白 黄 青绿 绿 品红 红 蓝

Y 2D8 2C0 298 280 1C8 1A0 100

Cb 200 14C 220 160 294 19C 310

Cr 200 20C 1B0 1B4 29C 2B9 210

表2 上变换后100%HLG彩条采样值（单位：h）

图5 UHD-SDI信号VPID信息

图6 UHD IP视频信号VPID信息

生能力且视频载荷识别信息与其配置一致的设备才可以纠正

过来。

视频文件的载荷识别信息无法在播放器或者播出服务器

上直接修改，只能通过重新编码或者非编软件修改。下面就

大家经常使用的Premire、Final cut和Sobey软件来简要说明载

荷识别信息如何修改。

1. Premire pro：选中素材-点击右键-修改-解释素材，出

现图9页面后选中色彩空间覆盖，在下拉框中选择正确的色彩

空间参数即可准确还原素材的动态范围与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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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输出信号、记录打包的文件载荷识别信息与信源的设置

一致。无论是前期制作还是后期制作时都要注意检查输出信

号和生成的文件是否规范，避免给下一道工序带来不可预计

的后果，影响播出质量或播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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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ST2110-40 VPID信息

图8 mediainfo界面

图9 Premire pro

图10 Final cut

2. Final cut：选中素材，点击信息栏 ，可以看到素材

的分辨率、帧率、色彩空间，如果色彩信息不准确，在素材

信息栏的左下角选择“编辑元数据视图”，见图10，然后将

“色彩空间覆盖”的选项勾选，重新回到信息栏，就可以手

动选择色彩空间参数。

3. Sobey：在选中素材，然后点击右键，选择色彩管理，

就可修改色彩空间参数了。

5  结束语

视频载荷识别信息是4K超高清视频系统正确处理视频信

号的重要参考，在4K超高清设备还不是非常成熟的阶段我们

在设备选型、验收测试等环节一定要严格把关，认真检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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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新闻大数据智能辅助 
生产系统平台建设

【摘  要】 本文采用多模态检索、向量数据库等能力驱动新闻大数据价值挖掘，在线索发现、选题策划、素材准备、发布效果分

析、内容策划评估等方面推动生产流程机制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媒体工作者工作效率和新闻内容效果评估能力，可使

媒体工作站更专注新闻媒体产品的策划思考和高品质创作。

【关键词】 向量数据库， 多模态检索， 非结构化， 新闻制作， 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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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献信息】陈超，盛国林，张得军，陈永泽.广电新闻大数据智能辅助生产系统平台建设[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1).

Construction of News Auxiliary Production System Platform Based on  
Big Data and AI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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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New blue Network Media Co. LTD, Zhejiang 310007, Ch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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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multi-modal retrieval, vector database and other capabilities to drive value mining of news big data. It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mechanism in the aspects of clue discovery, topic selection, material preparation, communication effect analysis and 
content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which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of media workers and the ability of news content effect evalu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way, media workers c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planning thinking and high-quality creation of news media products.

Keywords  Vector database, Multi-modal retrieval, Unstructured data, News production, Effect analysis

陈超1，盛国林2，张得军2，陈永泽2

（浙江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310007)1

（杭州联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10052)2

0  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大数据在许多领域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利用能使各行业

获得巨大的利益。媒体行业每天产生着海量的新闻数据，新

时代的融媒体要求媒体工作者能从“用户”角度去策划和生

产有吸引力、有深度的新闻内容，但面对全媒体渠道多样

化的内容传播和媒体工作者“人少事多”之间的矛盾日益增

长，亟需结合当前的工作流程，有效帮助媒体工作者从线索

发现、选题策划、素材准备、发布效果分析、内容策划评估

等方面创新，全面提升媒体工作者工作效率和新闻内容传播

效果评估能力。

新闻大数据智能辅助生产系统以AI驱动新闻数据的价值

挖掘，推动生产流程机制创新。系统采用自然语言理解和向

量数据库技术，使机器读懂文章，看懂视频，听懂音频全方

面的解读新闻信息，帮助媒体工作者快速发现新闻线索，发

掘用户真正关心的热点问题，用数据客观分析媒体、专家、

用户等不同观点；在新闻报道后，通过AI技术分析传播数

据与洞察评估传播效果，实现舆论导向分析。从而真正实现

“全网新闻线索价值挖掘、一键选题总结分析、多模态线索

发现、精准度效果评估、非结构数据传播效果分析”，把媒

体工作者从日常繁琐的“找线索、找选题、找素材”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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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更专注新闻媒体的策划创作和快速制作，并从“用

户”角度去思考如何生产有吸引力、有深度的新闻产品，全

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1  系统架构设计

1.1 系统架构

新闻大数据智能辅助生产系统基于自然语言理解和向量

数据库技术，采用数据服务层、AI数据中台层、应用服务层

的分层架构设计，通过统一的数据交换规则形成的数据总线

能力完成三层架构之间的交互，实现各层之间的数据交换及

业务应用互通，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1.2 基础数据服务层

基础数据服务层，支持通过不搬迁数据方式汇聚离散的

文字、图文、音视频等全媒体数据，包括媒资系统数据、互

联网公开数据和个人网盘数据等，利用文件扫描方式增量发

现新增的数据文件（或者历史文件）信息，支持对多个目录

的同时扫描和监测，实现内容汇聚。

1.3 智能数据中台层

智能数据中台层，基于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机

器深度学习技术一体化集成多种智能模型底层算法，包括文

本摘要、机器阅读、语义分析、人脸识别、OCR识别、目标

识别、语音识别等核心技术。并结合全球领先的向量数据库

技术，对新闻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和向量化管理，通过接口

的方式为应用服务层提供数据服务支撑。

1.4 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借助AI数据中台层能力，围绕新闻大数据生

产业务场景需要，提供新闻追踪、选题策划、态势感知、智

能写作、内容发布、发布分析等SaaS化智能应用，同时结合

生成制作需求持续完善和更新大数据辅助生产应用能力，赋

能新闻内容生产制作的中各环节。

2  平台功能设计

系统功能采用模块化的方式与底层服务相互独立，主要

包括新闻追踪模块、选题策划模块、多模态搜索模块、写稿

辅助模块、发布分析模块等，同时根据后续需求场景增加可

随时进行功能扩展。

2.1 新闻追踪模块

新闻追踪主要包含目标追踪和信息订阅两个模块。目标

追踪模块基于自然语言语义理解技术的，通过设置问句或者

关键词等方式进行多维度追踪新闻事件描述，涉及的内容来

源有新闻、视频、图片、音频，帮助新闻工作者更全面、更

精确地了解追踪目标；目标追踪结果可溯源，实时动态归集

和更新最新动态。信息订阅模块可添加感兴趣的新闻素材，

通过智能推荐算法自动推荐最新动态素材，帮助新闻工作者

快速的收集和整理素材，如图2所示。

2.2 新闻选题策划模块

新闻选题策划模块可以对选题相关的结论、详情信息、

核心词云、相关对象、事件要素、媒体观点、专家观点、观

点聚类、情感分析、关联分析、依存分析、行动分析等进行

智能分析，通过多维度分析形成选题策划分析报告，快速理

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获知事件关键信息；同时收集相关新

闻、图片、视频等素材内容，为新闻工作者整理和梳理可使

用的素材。通过对素材内容进行分析和抽取，生成选题策划

切入点，如图3所示。

2.3 多模态新闻检索模块

多模态新闻检索模块是基于自然语言理解和视觉识别技

术，将音、视、图、文信息向量化处理后，提供跨模态新闻

素材检索能力，主要包括以文搜文、以文搜图、以文搜视

频、以图搜图、以图搜视频等。多模态新闻检索模块还内置

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深度学习模型，可实现从千万数据中

实时进行自然语言问答，让用户在检索的时候突破关键词描

述问题的局限性，通过自然语言提问就能获得精准答案以及

关联信息，实现所搜即所得。同时多模态检索利用向量化引

擎，在音、视、图、文入库阶段自动完成了对音、视、图、

文信息中关键时间、地点、人物、机构、场景、文件大小、

资源类型等数据的智能索引，让用户在检索后可以再次通过

人物、机构、地点、标签、类型等条件筛选，进一步缩小所

需资源范围，让新闻检索变的简单高效，如图4所示。

2.4 新闻写稿辅助模块

新闻写稿辅助模块主要分为创作主题素材推荐、智能纠

错、智能改写。新闻素材推荐主要是通过与主题相关新闻热

图1 新闻大数据智能辅助生产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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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闻追踪界面

图3 选题策划界面

点和创作大纲相关内容的智能推荐，使用户不仅可以在创作

构思阶段通过热点看板快速发散写稿主题，还可以在写稿过

程中自动推荐与描述内容相关的音频、视频、图片快速引

入写稿编辑器中，辅助完成高质量的多媒体稿件制作，彻底

让用户摆脱在多个网站搜索复制素材的繁琐工序。新闻写稿

编辑器模块是轻量化的写稿工具，满足用户在写稿创作的同

时，可以对音频、视频、图片进行快速剪辑和修改，实现新

闻稿件制作全流程辅助，如图5所示。

2.5 新闻传播效果评估模块

新闻传播效果评估模块是通过对写稿辅助模块生成的

稿件进行管理和分析，实现对发布后的新闻被其他媒体转

载分析、用户情绪分析、以及在互联网传播的溯源分析，综

合评估媒体、专家、用户针对发布内容的态度分析；同时

结合部分用户行为数据做进一步的可视化图表对比分析，

让用户可以轻松感知数据变化趋势，可以针对性的做好舆

论导向。系统自带基于社交媒体的新闻发布功能可针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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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新闻传播链路进行溯源，深入了解新闻传播情况，

以及用户阅读习惯，可辅助评估新闻创作的效果，如图6 

所示。

3  关键技术运用

3.1 向量数据库技术

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向量化算法，搭建分布式、高可用

的非结构化AI向量数据库。通过向量化算法，向量数据库既

能在表述一个对象的同时蕴含这个对象的各种特征，也能将

对象与对象之间抽象的联系转换成可被计算的数学相似性。

而且由于向量数据本身占用空间小，能够极大地节省存储空

间和运算负担，降低运算成本，如图7所示。

3.2 多模态检索技术

通过多模态检索技术可以有效的将各类数据（文字、音

频、视频、图片）类型的关键信息进行抽取和管理，并结合

向量数据中生成特征向量实现跨模态数据检索。同时基于

SPARTA的大规模文本到图像检索模型和向量数据库提供的

特征向量，构建多模态数据检索聚类模型。并通过Knearest 

Neighbor算法即能实现对于海量亿级向量的秒级召回，有效

提升多模态检索效率。

图4 多模态检索界面

图5 写稿辅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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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发布分析界面

图7 向量数据库的存储和能力

3.3 自定义维度降维向量分析技术

降维向量分析技术在原有的高维度数据基础上进行降维

向量化分析，以形成有效数据的可视化呈现。用户可以拿到针

对一个对象的成百上千个维度的特征描述数据，而以往最容

易被用户感知的维度仅仅只到三维数据，通过降维向量分析

技术，利用向量数据库的独特性，用户可自定义维度进行降

维分析，系统在保证所设定维度数据完整性的同时，可过滤

掉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从而提升向量分析的效率，节省计算 

成本。

3.4 AI能力扩展技术

通过采用算法模型插件化开发的架构设计模式，系统底

层引擎支持动态增减智能模型，确保系统智能算力相互独

立，有效保障系统业务应用的多样性，不会因为缺少某个智

能模型而导致系统无法提供相对应的业务应用；独立的引入

和剔除智能模型不会影响不相关的业务系统宕机。智能模型

自带学习能力，可实现业务应用与AI能力的有机结合，针对

差异化需求，可以通过小样本训练提升系统对业务应用的智

能适配能力。

4  结束语

新闻大数据智能辅助生产系统主要是为了满足针对新闻

大数据分析和新闻内容辅助生产，从新闻线索、内容制作、

传播渠道一直在不断变化，使新闻制作和传播需要积极主动

的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因此新闻大数据辅助生成系统建设

需要充分考虑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和管理能力；同时不断与

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激发新闻

创作，不断完善新闻内容生产系统功能和使用便捷性，提升

新闻工作者单兵作战的能力，实现给每个新闻工作者配备一

个智能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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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直播车的设计改装及实践

【摘  要】 本文通过东营市广播电视台几代广播直播车的车型比较，遵照车辆轻改装重实用预留扩展功能的原则，设备删繁就

简建造了第四款直播车，并对实际测试效果做了整体评价。

【关键词】 广播直播车， 系统设计， 改装， 集成，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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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od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n Outside Broadcast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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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outside broadcast (OB) vans in Dongy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he paper follows 
design principle that focuses on practicality with minimized vehicle modifications, and builds a fourth-generation OB van with simplified equipment, 
and also makes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actual tes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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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坚，刘海英

（东营市广播电视台，山东  257091)

0  引言

广播直播车作为广播电台的必需装备，业界同仁对车

型的选取、功能的设计等方面较为关注。2021年，我台改

装完成了一辆柯斯达（COASTER）广播直播车，这是我台

第四款直播车车型，本文结合广播电台实际工作需要，重点

介绍下这款新直播车的设计思路及对功能模块所做的取舍 

考虑。

1  车型选择及设备演变

1997年我们自己改装了第一款依维柯广播直播车，2004

年通过政府采购由专业厂家改装了第二款奔驰直播车，2008

年又使用别克商务车加装设备启用了第三代直播车。针对前

三款车型的不同优缺点，结合广播直播车主要用于在行进中

播出的实际，今年我们选择柯斯达23座中巴车进行了改装。

新车设备删繁就简，在满足播出需要的前提下预留部分扩展

功能。新车核载9人，相比前两款车型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

乘坐舒适性也得到了大大提高。

广播电视技术飞速发展，数字设备代替模拟设备成为趋

势。前两款车基本全是模拟设备，后两款车的调音台，音

频处理器等使用了数字设备。几代车型主要部分对比如表1 

所示。

2  系统设计

2.1 新车的改装要求

1. 车辆改装后不能改变原车性能，车内设备分布均匀，

前后轴配重及左右平衡合理，设备和机架具有可靠的安全接

地系统，电气系统具有安全接地系统并符合国家相关行业 

标准。

2. 整车改装及系统集成能满足车辆行驶过程中进行直播

的要求，保证持续供电不低于8小时，保证车内噪音不影响播

音员播音，保证车辆震动不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3. 车内布线要合理、安全可靠。合理安排设备布局，便

于操作和维护，保证足够的设备安装空间和人员空间。

4. 供电线路与信号线路间无干扰，并能监控各机柜设备

的工作电压、电流。电气接地与信号接地应严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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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车辆改装集成完毕，厂家负责取得改装合格证，并协

助用户在当地办理机动车行驶牌照。

2.2 播出系统设计

播出系统分为音源输入、混音、信号切换、音频处理、

表1 几代车型主要部分对比表

N代车

项目
1 2 3 4

车型 依维柯 奔驰414 别克商务 丰田柯斯达

核载人数 12 6 6 9

功能模块 扩声、直播、转播 扩声、直播、转播     直播 直播、可扩展融媒、转播

隔声处理 否 是 否 否

音频设备 模拟 模拟 数字+模拟 数字+模拟

发射天线 双偶十字 升降、圆振子 鞭状 鞭状

电力供应 电瓶+UPS 电瓶+UPS+发电机 电瓶+UPS 电瓶+UPS+逆变电源

图1 音频系统功能简图

信号发射及监听几部分，系统框图如文中图1

所示。

2.2.1 音源输入

配备2只动圈手持话筒和2个头戴耳麦，供

主持人选择使用，话筒信号通过无源话筒分配

器送至主调音台和备用调音台；线路输入有4

路，可以选择CD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和手持音乐播放器等，信号通过无源线路分配

器送至主调音台和备用调音台。

2.2.2 混音台

主调音台选择使用小型数字调音台，8路

物理输入推子，桌面放置。该款调音台内置2

个USB输入接口，PC直接连接无需使用专业

声卡，相当于又增加了两路信号通道，接驳笔

记本还是非常方便的；备用调音台选择模拟设

备，12路输入，机架式安装。

需要说明的是，本车使用的这款调音台的

部分音频接口是RJ45的网线接口，为了对信号

进行屏蔽保护，施工时选用了带屏蔽线的超六

类网线作为音频线。网线硬度很大，跟台子连接后，对台子

的接口板有很大的拉力，尤其插拔时得小心用力。

2.2.3 音频切换

用于选择主、备调音台信号送至后方设备。该设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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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键，实现一键A/B通道切换，非常方便实用。

2.2.4 音频处理器

选则常用品牌和型号的处理器，用于处理送至发射机的

信号，对信号进行限幅、音质补偿等。

2.2.5 音频分配器

把信号分别送至主备发射机，耳机监听、音箱监听、信

号录制等设备。

2.2.6 跳线盘

考虑设计在调音台后和发射机前，可以在音切前、音分

后跳接，用最简单的设备完成广播任务。

2.2.7 发射部分

发射机选用多年使用认为可靠性比较高的一款调频激励

器两台，二者互为备份。车顶天线为鞭状可调，可设定在不

同频率。发射机和天线各自一套，相互独立。天线频带宽

度6 MHz/驻波比<1.5/阻抗50Ω/增益2.15dBi/垂直极化全方位 

辐射。

2.3 供配电系统设计

移动的车辆完全靠车载电瓶或者发电机来给设备提供电

力。由于设备除了发射机用电量大以外，其他都是小用电设

备，我们根据设备总耗电量匡算来配置后备电源完全可以满

足要求。这次我们采用电池组通过UPS逆变成220伏供电。另

外又做了一个备份，单独配备1节100安时电瓶与原车电瓶并

联，通过原车发电机给电瓶充电，再通过一逆变器补充UPS

电池组，以延长待机时间。配电系统示意如图2所示。

配电盘选用静态双电源自动切换器，加220V市电时，自

动吸合，切换到市电状态。配电盘配备了电流表、电压表、

频率表，交直流分开控制，便于观察电源参数。

市电接入时，经过UPS处理后送给系统设备；当市电

切断后，UPS可不间断为系统设备供电。本车配备的是一

台3KVA UPS电源，8块100安时免维护电池串联组成电池

组。系统设备按满功率计算，电池充满状态下，可延时约5 

小时。

车辆行驶中，汽车发动后，打开隔离控制开关，附加电

瓶与原车电瓶接通，利用汽车自身发电机可为附加电瓶充

电。同时，逆变电源可送出交流电，为UPS补充电力，起到

延长UPS为系统设备供电时间的作用。

2.4 辅助功能设计

虽然广播直播车多数时间是在移动中使用，但也不能不

考虑驻车使用的场合，比如某频道活动的信号回传等。我们

在车尾机箱后部设计了卡侬、RJ45接口板，便于引入或输出

信号，可以连接热线电话系统或者4G、5G传输设备。现在广

播通过手机直播已融入了互联网，图声并茂，媒体融合已成

常态化趋势。频道在社会上举办活动时，通过传输系统可以

方便的把信号传回直播间，通过手机直播传入互联网，观众

可以参与现场互动，听众可以感受现场气氛，视频观众通过

手机感受现场的氛围。

机柜顶部设计了维修照明，方便了光线不佳时设备的 

维护。

由于车辆没有安装外置固定扶梯，特意配备了伸缩的铝

合金梯子，便于登顶放置和检修天线。

后轴处安装两个电动支撑，在驻车时，升起车身一定高

度，减轻车辆摇摆和长久停放因负重对车轮弹簧板的压力。

车后部安装了静电释放接地带。直播时，接触地面，释

放车上静电，减少对设备和信号的干扰。

3  车辆改装和设备集成

3.1 车辆改装

由于车内座椅的调整和机柜的安装，原车地面需要重新

铺设胶革地板；车内设备电缆和电源电缆采用明线暗装的方

式，所有互连电缆均经专用走线槽，在外部看不见明线。电

图2 配电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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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按类别分开走线。走线槽采用铝板制做且分层以达到一定

屏蔽作用。走线槽盖板可方便拆卸。机架设备供电采用接线

排的方式连接。走线槽安装在车壁底部。

本车设计所有设备和电池放置在车体后部，占用两排座

位共7个位子。电池组放置在机柜底部，后部机柜设备总重量

和7名成人重量相仿，配重基本合适。

车顶安装了一个小型平台，放置天线或其他后加设备附

件。省略了扩声喇叭，电视摄像头，警报灯、升降天线、顶

置空调等设施。

车身基本没有涂装，只有我台的台标logo，基本考虑还

是尽量融入车队低调完成重大活动直播。

3.2 设备集成

设备的安装和集成，就按上述框图和提到的设备为主。

后部安装三个1米高标准机柜，左侧放置电源系统设备，中部

机柜放置发射机方便观察，右侧放置备份调音台、音频处理

器、跳线盘等。前控制桌放置调音台并安装一个信号输入和

电源插座接口板，后播音桌安装了话筒、耳机接插板和照明

台灯。

上文曾经提及过，调音台的输入接口是RJ45的网线接

口，考虑到防止信号被干扰的因素，选择了带屏蔽层的超六

类网线。

4  设备试验运行

4.1 设备运行及播出噪音测评

系统运行中的切换包括主备调音台切换，用音频切换器

来实现；主备发射机的切换，通过一个发射机热备待机时开

一个关一个来实现；再就是甩掉调音台后部故障设备的切

换，通过跳线盘来实现。

使用前，调整好主备调音台大体一致的电平高度，在切

换调音台时，避免让人感觉声音变化幅度太大。

高速行进中的直播车的播出信号，不管在直播车上还是

在听众车上，环境噪音都比较大，所以这种听音环境对音质

的要求就不是我们的主要考虑因素了。原来奔驰414车我们

曾经单独隔出了播音区，结果是听众听到的声音并没有因

此改善多少，反而使得播音室内的工作人员很憋闷。比较第

二代车型后这款车取消了隔音室。柯斯达中巴本身就是舒

适型的客车，车内隔音不错。实际情况表明，播出噪音与

听众的听音环境相比，噪音完全可以忽略，听觉效果让人 

满意。

4.2 供电耐久性试验

供电是这款车重点考虑的设计。车内所有设备全开，发

射功率调至30W，输出播送音乐信号，后备电池组可以持续

供电9小时。随着电瓶使用日久，电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供电

时间会有缩短。但由于有逆变电源会持续补充，供电时间一

年内或许不会察觉出来，可使用时间更久以后会有觉察的。

我们必须早有心理准备，毕竟逆变补充的只是一小部分电

力，而且单独使用逆变供电不能太久。

4.3 覆盖测试

第一种试验，是驻车发射。用移动车辆在四面八方收听

效果，在较好的收听效果情况下，城里的收听距离根据接收

环境从1.5km到3km不等。

第二种试验，是车辆行驶中发射，并在空旷处固定收

测，收听距离明显加大，4～5km内可以有效收听。

需要说明的是，移动广播是根据所处的服务区域设定不

被干扰的频率，加大功率显然是不合适的。再者，移动广播

主要的用途就是覆盖局部，一个车队高速路上行驶时最长也

不过3公里，适当的发射功率完全可以做到有效覆盖。实际收

听效果完全可以以车队最后一辆车收听良好为标准。

5  结束语

现在政府讲究工作提质增效，各地也在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自己城市的知名度。在很多会议的现场观摩活动中，在车

队行进时宣传推介城市的方方面面，广播直播车就发挥出了

其积极作用。在服务好党委政府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利用我

们的广播直播车进行宣传，我们也为此获得了可观的经济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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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VOS机顶盒的业务平台 
自动访问脚本的开发与应用

【摘  要】 有线网络业务平台需要割接或者出现异常时，往往需要从TVOS机顶盒侧来访问或定位问题。然而业务平台大都采

用了负载均衡的网络架构，需要TVOS机顶盒能直接访问平台的实体服务器，却缺少相关的访问工具。本文研发了一个基于

TVOS机顶盒的自动访问脚本，可根据需求访问业务平台指定的或所有的实体服务器且无需人工操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确

认业务平台是否割接正常或者定位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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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Access Script  
for Business Platform Based on TVOS STB

Shi Xinpeng, Zou Feifei

(Suzhou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When business platforms of cable network needs to be cut off or is abnormal, it often needs to access business platform or locate problems 
from TVOS STB. However, most of business platforms adopt load-balanced network architecture, which requires TVOS STB to directly access 
physical servers of business platform,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access tool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utomatic access script based on TVOS STB, 
which can access specified or all physical servers of business platform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 without manual operation, so as to confirm whether 
business platform cutover is normal or find out abnormal physical server in the shortest time.

Keywords  TVOS STB, Business platform, Automatic access, Script

石鑫鹏，邹飞非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苏  215006)

0  引言

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有线）众多业务平

台的访问模式是C/S或者B/S，即在TVOS机顶盒侧既有APK又

有浏览器用于访问业务平台，而这些业务平台的网络部署有

不少采用了负载均衡设备。

负载均衡是一种分布式网络部署架构技术，它包括负载

均衡设备和服务器集群，通过负载均衡设备将客户端发来的

请求按照既定策略重定向到服务器集群中某个实体服务器，

对于TVOS机顶盒而言只能感受到负载均衡设备的存在。图1

中TVOS机顶盒访问应用分发平台时，实际访问的是负载均衡

设备，再由负载均衡设备将TVOS机顶盒的请求按照“轮询”

策略重定向到某个实体Portal服务上。

当业务出现概率性异常时往往需要从TVOS机顶盒侧遍历

实体服务器集群以精确定位故障实体服务器。另外，当业务

平台完成割接后也需要从TVOS机顶盒侧遍历实体服务器集

群，以确保所有实体服务器均正常运行。对于采用负载均衡

分布式网络部署方式的业务平台就需要一个方法，可以使得

TVOS机顶盒的访问请求直接落在实体服务器上；如果实体

服务器集群规模较大，则需要TVOS机顶盒能够自动完成遍

历以代替人工手动遍历，以提高工作效率及降低人工出错的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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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TVOS机顶盒使用Linux Shell脚本开发了一个业

务平台自动访问脚本（以下简称脚本），通过在机顶盒的/

etc/hosts文件中自动添加指定域名与IP地址，将TVOS机顶盒

APK端及浏览器端的访问请求直接落至实体服务器集群中的

指定实体服务器，最终确定所有实体服务器运行正常或者定

位出异常的实体服务器。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提高相关人

员业务平台割接效率或者问题定位效率，也为国内广电行业

有同样需求的同行提供技术参考。

1  脚本流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1.1 脚本流程设计 

脚本流程设计主要考虑如下几点：

1. 如何使得TVOS机顶盒的请求访问直接落在业务平台的

实体服务器而非负载均衡设备。

2. TVOS机顶盒侧访问端包括APK和浏览器，脚本流程需

要考虑启动哪一种客户端遍历实体服务器集群。

3. 如何将APK端或者浏览器端的启动参数传入脚本。

图1 脚本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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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停止APK端或者浏览器端。

5. 脚本执行时的异常处理。

基于上述几点，一个供参考的脚本流程设计如下：

1. 运行脚本，同时输入所需参数；

2. 判断参数是否符合要求，若符合要求则跳转至第4步，

否则跳转到第3步；

3. 给出错误提示，脚本终止；

4. 备份TVOS系统相关的网络配置文件；

5. 根据参数判断如果启动APK端则跳转到第6步，如果启

动浏览器端则跳转到第13步；

6. 对每一个实体服务器的IP地址而言，按序执行第6、

7、8、9、10、11、12步；

7. 修改TVOS系统有关网络配置文件，添加当前IP地址；

8. 根据APK包名参数、主Activity参数等启动APK端；

9. 根据需要停留指定时间，相关人员观看操作APK端访

问业务是否正常；

10. 停止APK端；

11. 恢复TVOS系统有关网络配置文件；

12. 根据需要停留指定时间，跳转到6步。若实体服务器

群遍历完成，则跳转到第20步；

13. 对每一个实体服务器的IP地址而言，按序执行第13、

14、15、16、17、18、19步；

14. 修改TVOS系统有关网络配置文件，添加当前IP地址；

15. 根据浏览器包名参数、主Activity参数以及业务URL

等启动浏览器端；

16. 根据需要停留指定时间，相关人员观看操作Web页面

是否正常；

17. 停止浏览器端；

18. 恢复TVOS系统有关网络配置文件；

19. 根据需要停留指定时间，跳转到13步。若实体服务器

群遍历完成，则跳转到第20步；

20. 脚本执行结束。

整个流程设计如图1所示。

1.2 关键技术

在上述流程设计中涉及到几项关键技术，只有实现了这

些技术脚本才可应用。关键技术如下。

1.2.1 兼容APK端与浏览器端

由于TVOS机顶盒侧可以是APK端访问业务平台，比如

苏州有线TVOS机顶盒应用分发APK访问应用分发平台，也

可以是浏览器端访问业务平台，比如苏州有线TVOS机顶

盒的浏览器访问本地云媒体业务平台、孝乐神州业务平台

等。因此脚本需要能够包含这两种客户端形式并且能够按需 

启动。

实现此需求的技术可以使用Shell脚本的传参技术和判

断技术。对于传参而言，脚本的参数形式可以设计为如下 

形式：

脚本名 客户端标记 APK或者浏览器包名 APK或者浏览器

主Activity 业务平台URL

其中：

第一个参数“客户端标记”对应“$1”。当“$1”是

“C”时表示启动APK端；“$1”是“H”时表示启动浏览 

器端；

第二个参数“APK或者浏览器包名”对应“$2”；

第三个参数“APK或者浏览器主Activity”对应“$3”；

第四个参数“业务平台URL”对应“$4”，仅当“$1”

是“H”时生效；

对于判断而言是启动APK端还是浏览器端，可通过Shell

脚本的if..then..elif..then..fi实现。一个示例如下：

if [ $1 == ‘C’ ]；then

启动APK端

elif [ $1 == ‘H’ ]；then

启动浏览器端

fi

1.2.2 配置/etc/hosts

TVOS系统在访问业务平台前需要知道主机名与IP地址

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记录在/etc/hosts文件中。TVOS

系统运行的网络进程都会查询hosts文件以知晓一个主机名对

应的IP地址。苏州有线TVOS机顶盒的/etc/hosts文件初始内 

容是：

127.0.0.1 localhost

左边是IP地址，右边是主机名。

为使TVOS机顶盒能够直接访问业务平台的实体服务器，

可以在hosts文件中追加实体服务器IP地址与对应的域名。例

如使用APK端时hosts文件追加内容如下粗体所示：

127.0.0.1 localhost

应用分发平台Portal实体IP地址    域名

TVOS机顶盒无需重启，且通过WireShark抓包发现应用

分发APK访问的正是hosts文件中配置的Portal实体IP而非负载

均衡IP。当使用浏览器端时也是同样配置。

配置/etc/hosts文件时需注意如下事项：

1. 事先备份hosts文件，并且在使用完毕后立即恢复hosts

文件内容为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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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hosts文件时一定要使用追加符“>>”而非覆盖符

“>”。追加符可以在hosts文件末尾添加内容，覆盖符“>”

则会覆盖hosts文件原有内容。

1.2.3 am启动和停止（或者kill进程）

am命令全称是activity manager，在TVOS系统中可以使

用am命令启动或者停止一个APK端。在串口模式下启动一个

APK的命令形式如下：

am start -n PackageName/.主Activity

停止一个APK的命令形式如下：

am force-stop PackageName

对于浏览器而言，启动浏览器的命令形式如下：

am start -n PackageName / PackageName.主Activity --es url 

Web页面URL

停止浏览器可以使用结束进程的方式，如下：

进程号=`ps | grep PackageName | busybox awk '{print 

PackageName }'`

kill -9 进程号

1.2.4 APK或者浏览器运行时间

当启动APK或者浏览器时需要运行一段时间，在此期间

内有关人员可以观看或者操作，以确定业务平台实体服务器

能够正常提供服务。运行时间可以使用Shell中的sleep命令实

现，它经常用于延迟指定的时间。

运行时间可根据实际需求制定。例如对于苏州有线应用

分发平台，TVOS机顶盒侧启动应用分发APK后可以停留5秒

左右，即“sleep 5；”以观察应用分发APK没有报错。

2  脚本优点

2.1 随带随用

可将脚本存放在移动存储设备根目录并接在任意一个

TVOS机顶盒，在串口模式下直接在移动存储设备中执行脚本

文件。通过提高移动便携性，哪个网格区域TVOS机顶盒出现

业务访问异常，有关人员即可在此网格区域的TVOS机顶盒上

定位异常实体服务器，做到随带随用。

2.2 自动访问

脚本可自动遍历业务平台实体服务器集群，自动在/etc/

hosts文件中配置实体服务器IP地址及对应的域名，自动启动

及停止APK端或者浏览器端。在脚本自动运行过程中，相

关人员只需通过电视观看APK端或者浏览器端运行有无报

错，也可操作APK端或者浏览器端观察有无异常，以此确认

每一个实体服务器是否能够正常提供服务，无需过多的人工 

参与。

2.3 兼容性高

通过传参技术、条件判断技术等，脚本支持APK端和浏

览器端两种TVOS系统常见的客户端来访问业务平台实体服务

器。若需扩展其他形式的客户端（如播放器）等，可通过自

定义传参标记。

2.4 通用性高

脚本研发的目的是使得TVOS机顶盒的访问请求直接

落在业务平台的实体服务器集群，以确定实体服务器是否

正常提供服务，因此对于采用负载均衡网络架构的业务平

台而言，当业务出现异常或者业务平台割接时，都可使用 

脚本。

3  脚本应用

本文将脚本应用于苏州有线应用分发平台和本地Web测

试页面。

3.1 APK端的使用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苏州有线应用分发平台基于

云平台上线了9个Portal虚机服务，并通过一台负载均衡设

备对外提供服务，其网络部署示意图已在图1说明。在部

署完毕之后，需从TVOS机顶盒的角度确认9个Portal实体服

务是否正常提供服务，此时可在TVOS机顶盒运行脚本并

启动应用分发APK以访问每一个Portal实体服务，脚本传参 

如下：

iAccees  C  com.huan.suzhouappstore  ui.MainActivity

参数说明：

1. “iAccees”是脚本名；

2. “C”：表明启动APK端；

3. “com.huan.suzhouappstore”：TVOS机顶盒侧安装的

应用分发APK的PackageName；

4. “ui.MainActivity”：应用分发APK的MainActivity。

脚本每访问一个Portal地址，即在/etc/hosts文件末尾

追加应用分发域名与地址的条目，使得T VO S机顶盒侧

的应用分发APK直接访问对应的Por ta l实体服务而无需

经过负载均衡设备，并且启动应用分发APK之后会有5s

的停留时间。在此时间内有关人员只需在电视上观看应

用分发APK有无报错即可，如果发现报错可实时停止脚

本，并且查看hosts文件配置的IP地址即可知晓异常的实

体服务。5s时间过后，脚本会自动停止应用分发APK并

恢复/etc/hosts文件初始内容并自动访问下一个Portal实体 

服务。

脚本执行完毕后，9个Portal实体服务都已访问完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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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即可判断有无异常的Portal实体服务。

3.2 浏览器端的使用

苏州有线本地搭建了一套Web测试页面，可从TVOS机顶

盒的角度验证此Web实体服务是否能正常提供服务，此时可

在TVOS机顶盒运行脚本启动浏览器端以访问Web页面实体服

务。给脚本传递的参数如下：

iAccees H com.test.ipanel.advanced Ipanel Advanced 

Activity 

http：//jscnipanel.dtvcn.com：6095/testnet/testnet.html

参数说明：

1. “iAccees”是脚本名；

2. “H”：表明启动浏览器端；

3. “com.test.ipanel.advanced”：TVOS机顶盒侧的浏览

器的PackageName；

4. “IpanelAdvancedActivity”：浏览器的MainActivity；

5. “http：//jscnipanel.dtvcn.com：6095/testnet/testnet.

html”：浏览器访问的Web测试页面URL。

脚本访问此Web测试页面时，在/etc/hosts文件末尾追加

Web测试页面域名与地址的条目，使得TVOS机顶盒侧的浏览

器直接访问对应的Web测试页面实体服务而无需经过负载均

衡设备，并且启动浏览器之后也会有5s的停留时间。在此时

间内有关人员只需在电视上观看Web测试页面是否正常打开

即可。5s时间过后，脚本会停止浏览器并恢复/etc/hosts文件

初始内容。

脚本执行完毕后，We b测试页面实体服务都已访问

完毕，有关人员即可判断有无异常的Web测试页面实体 

服务。

4  结束语

在广电网络中，当某业务平台出现异常或者需要割接

时，有关人员可在TVOS机顶盒侧直接遍历业务平台的实体服

务器集群，以往这项工作需要有关人员大量的手动操作。为

实现此项工作的自动化，本文基于Linux Shell脚本开发了一

个业务平台自动访问脚本，为有关人员自动启动APK端或者

浏览器端以直接访问业务平台的每一个实体服务器，而有关

人员只需将精力集中于观看APK端或者浏览器端访问业务时

是否正常即可，解决手工多次修改/etc/hosts文件与不断地启

动、停止客户端的效率低下问题，对国内广电同行类似的业

务平台需求起到一定的参考意义。后续脚本会根据具体的业

务平台需求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地满足业务平台异常定位和

割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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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云多屏”架构的广电 
融媒体平台建设实践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广电媒体运用现代化高新技术，践行平台一体化建设思路，以“一云多屏”为体系架构，打造了具有“多技

术工具、多业务应用、多平台展示、多终端分发”的综合性融合媒体应用平台的建设过程。通过建设虚拟化云基础设施，建成内

容集成共享系统、统一管理分发系统和安全管理中心等一体化运营管理系统，可实现一个融媒体平台同时为多个业务应用提

供平台支撑和技术服务，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业务运营成本，保障业务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媒体融合， 广播电视， 一云多屏， 融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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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Based on “One Cloud and Multi-screen” Architecture

Qi Jiangbo, Liu Shangjiu

(Chongqing Broadcasting Digital Media Co., Ltd,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uses modern high-tech to practice the idea of platform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Taking “one cloud and multi-screen” as system architecture, it has created a comprehensive converged media application platform with multi-
technology tools, multi-business applications, multi-platform display and multi-terminal distribution. By building virtual cloud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ing integra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such as content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system, unified management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center, a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can provide platform support and technical services for multiple business 
appli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so as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reduce business operation costs and ensure rapi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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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江波，刘尚玖

（重庆广电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401120)

0  引言

2020年11月26日，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广

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提出拓展广

电+政用、民用、商用服务，提高平台价值和用户活跃度，

支持广电新媒体企业向垂直服务型企业转变，为新媒体企业

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指导[1]。在国家政策大力支

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广电新媒体行

业整体持续向好发展，产品和技术不断创新，用户需求快速

增长，拥有较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随着媒体融合

发展工作的持续推进，重庆广电新媒体以技术创新为引领，

践行平台一体化运营思路，着力建设综合性融合媒体应用 

平台。

1  建设思路

重庆广电新媒体提供跨平台、多终端视听内容及应用服

务。依托内容优势资源以大屏为主开展IPTV基础、增值及行

业版业务，以中屏为渠道扩展OTT业务，在手持终端着力打

造渝眼APP客户端，借助视界网、手机台、区县联盟牌照资

源和内容优势，开展“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重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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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重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业务，业务生产流程如

图1所示。

业务生产提供全新的生产模式和流程管理，满足跨平台

开展多终端业务的需求，可实现统一的内容集成与节目生产

制作，统一的资源池内容管理与发布，统一的用户中心与

用户运营[2]。具备多渠道内容采集，一次输入多种输出，自

适应转码，智能审核，资源池共享，多业务应用，多平台展

示，多终端分发等功能。

重庆广电新媒体结合业务应用与生产流程，利用5G高新

视频技术、流媒体、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按照

统一平台规划、统一系统建设、统一资源管理、统一业务运

营的平台一体化思路建设融媒体平台。

2  总体架构

重庆广电融媒体平台基于“一云多屏”的技术架构，采

用开放式系统，具有松耦合、资源池化、高可扩展等特性，

可提供融媒体平台综合管理服务与技术支撑，包括提供基础

资源、党建政务、公共增值等服务，提供内容宣传、内容管

理、内容监管技术支持，平台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

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满足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平台

功能扩充和性能升级需求，实现功能的快速叠加和技术能力

输出，满足近期、中期和长期的业务增长需要。

平台整合集成周边系统。通过标准接口快速对接第三方

应用系统，实现接口、数据和流程的顺畅互通，实现与周边

系统的融合对接和双向互通。

平台运用专业的生产工具。通过对流媒体技术、编解码

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AI技术等先进技

术的集成应用，实现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新媒体业务

的创新发展提供全面技术支撑。

平台提供全域的媒体服务。支持IPTV、网络广播电视

台、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多种业务形态，具备指挥策划、

内容采集汇聚、节目生产、媒资管理、内容审核、统一分发等

功能，实现多屏融合的内容一体化集成分发和多屏融合互动。

平台拥有规范的运营管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平台

中实现智能化系统预警、系统状态智能语音播报等，为平台

运行提供运营支撑。通过对平台运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全面

优化生产流程，不断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依托

大数据技术，为用户统计、精准营销、私人定制等业务探索

中提供技术支持。

平台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基于“等保2.0”国家标准

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安全管理中心。配备网络防火

墙、应用防火墙、运维审计、漏洞扫描、数据库审计等安全

防护设备，全网部署态势感知系统，具备较强的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生产和播出安全。

3  系统实施效果

3.1 后台管理系统

融媒体平台后台管理系统功能涵盖策划、采稿、编辑制

作、审核、发布、媒资管理、数据分析等媒体生产和运营的

全流程，包含有运营指挥子系统、内容发布管理子系统、互

图1 业务生产流程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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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子系统、数据分析子系统。其中运营指挥子系统包括

指令管理、选题策划、移动采稿管理、调度指挥、手机直播

管理、线索汇聚、主题报道等模块；内容发布管理子系统包

括融合发布、内容审核、栏目管理、微信管理、文稿系统、

内容分享等模块；互动管理子系统包括图文直播、随手拍管

理、评论管理、投票管理、问卷调查、积分管理等模块；数

据分析子系统包括统计数据、行为分析、考核数据等模块，

后台管理系统界面如图3所示。

3.2 移动采编工具

配套的移动端APP采编工具支持调度指挥功能，可通过

移动APP工具收发宣传任务、选题报题。整合了平台常用管

理审核发布功能，实现分权限提交、审核、修改、发布稿

件。同时具备移动端稿件拍摄制作回传、视频编辑、网络直

播等应用功能，可在线制作图文、视频稿件、即时回传重大

新闻和突发事件，发起新闻报道和活动直播，移动端APP采

编工具界面如图4所示。

3.3 媒体内容呈现

重庆广电官方网站对外呼号重庆网络广播电视台，又称

视界网，主要以新闻及音视频节目为主要特色，通过PC网

页、H5页面或手机APP等传播形式向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新

闻资讯信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服务。通过融媒体平台统

一的后台内容管理发布系统，可利用一键群发、一键撤稿功

能实现稿件在电脑端、手机端或其他终端设备上的统一发布

与快速撤回。网站对外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单纯为客户提供

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展示，还包括为需要在网络平台

上进行视频展示的各类活动（点赞投票、评选大赛、知识竞

答、互动直播等）提供设计、组织、展示方案及技术支撑服

务，网站PC端界面如图5所示，网站手机端界面如图6所示。

3.4 IPTV行业应用

融媒体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池实现互联网外网域和IPTV内

网域的内容共享管理，通过内容分发和注入接口，实现与学

习强国总平台对接，稿件提交到中央学习强国APP的同时，

同步发布到电视大屏端IPTV行业应用平台。行业平台提供理

论学习、重庆新闻、科技科普、影视娱乐、科技科普、教育

课程、农家书屋等信息视频服务和投票点赞、知识竞答、积

分兑换等互动服务。IPTV大屏端行业应用“学习强国”重庆

学习平台界面如图7所示。

4  平台创新特色

4.1 一体化平台创新

平台建成较为全面的技术体系，实现多个平台和系统

网络和接口互联，同时将IPTV、网络广播电视台、手机电

视、微信、微博、5G中屏终端、智慧应用屏等整合进同一平 

台[3]。形成“一云多屏”架构，实现一体化的集中管理。将

图2 平台系统架构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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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移动端APP采编工具界面示意图

图3 后台管理系统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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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网站PC端界面示意图

图6 网站手机端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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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收录、转码、快编、拆条、编目、媒资管理、内容分

发等能力整合进生产流程环节，创新性地实现多屏融合的内

容一体化集成分发。

4.2 大数据应用创新

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围绕业务流程，以业务数据为基

础，着力构建覆盖全媒体、全渠道、多维度的数据服务体

系，从而实现数据汇聚、统计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呈现等

方面的大数据创新应用。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为

专题栏目、热门话题等提供节目运营数据支撑，通过对全网

实时热点事件、热播影视内容的点击量进行自动实时数据抓

取，深度分析其数量变化、热度变化，实现对用户的精准画

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视听内容。

4.3 智能化应用创新

平台将智能化技术部署应用到多个业务场景中，建设集

智慧运营、智慧运维、智慧监管于一体的智慧网络管理平

台，为新媒体内容运营、应用分发、安全保障等方面向数字

化、移动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通过人脸识别、

图片识别，智能审核、智能筛选等功能，实现融合媒体内容

生产便捷化和智慧化；通过AI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实现IPTV

电视的语音遥控，语音搜片、语音换台等功能，提高应用交

互体验；通过AI智能化技术实现业务平台的高效智能运维，

做到智能化系统预警、系统状态智能语音播报等。

4.4 行业应用创新

平台依托技术优势，在全国率先推出“学习强国”重庆

学习平台IPTV电视端产品，打造了家庭和组织的学习新模

式。实现“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PC端、手机端、IPTV电

视端的内容分发同步、用户观看同步、积分规则同步，成为

全国首创，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将把“强国TV”这一创

新终端推向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意义[4]。

5  结束语

重庆广电新媒体以虚拟化、融合化、智慧化为核心建

设融媒体平台，在技术融合、平台融合、业务融合、终端

融合等方面持续创新，实现“一体化平台、多资源汇聚、统

一内容管理、多渠道分发、多终端服务、全媒体运营”的

融合制播体系，对推动广电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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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扩容等能力相对欠缺的缺点，以容器技术为核心，充分发挥在微服务、DevOps、分布式等方面的优势，打造新一代的云基

础架构，在降低数据中心建设成本的同时，还可为上层应用的创新、快速迭代和稳定运行提供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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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design and innovation work based on IaaS cloud platform.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large granularity, low 
utilization of hardware resources, relatively lack of system flexibility and elastic capacity expansion of traditional virtual machines, the paper takes 
container technology as the core,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in micro services, Devops, distributed de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builds a new 
generation of cloud infrastructure. While reducing construction cost of data center, it can also provide some supports for innovation, rapid iteration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upper-layer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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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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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广电网络行业的共识之一是要以基础电信业务牌

照的发放为契机，通过技术创新引领行业的转型升级，云

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成为各广电网络公司重点的

投资建设领域。云计算领域的建设主要集中在IaaS和PaaS，

目标是降低数据中心成本的同时，为全网全业务运营、快

速迭代和可视化管理有效支撑。传统的IaaS调度的是虚拟机

或者物理机，粒度较大，相对传统的虚拟化技术，在资源

使用率、灵活性和弹性方面提升度并不高。依托传统IaaS

建设而成的PaaS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容器技术恰好可以

比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微服务、DevOps、分布式

等方面具备天生优势，成为数据中心新一代云基础架构的 

选择。

1  总体规划

我司IaaS云平台建设于 2018年，为苏州大市提供一体化

的IaaS服务能力，面向社会管理、城市运营、公共服务、政

务服务等领域进行云服务能力输出。伴随着5G引领应用场景

的爆发，为物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带

来大量落地应用场景，为行业云、边缘云的提供良好的发展

机遇。应用属地化、终端海量化呼唤云平台能力布局优化，

向各区县下沉，支撑属地、靠近边缘，缓解集中处理压力。

基于此顺势打造具有广电网络特色的统一云资源能力，伴随

业务发展节奏，搭建统一管理、分布部署的资源能力，逐步

形成覆盖云端与边缘的规模化分布式资源，面向未来积累新

的增长点。

此次容器云平台设计考虑充分发挥一级平台管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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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市公司及区县分公司资源和能力，实现集约化管理和

分布式建设相统一的建设模式。基于业务需求，可支撑业

务应用的横向和纵向自由扩展，实现分布式云平台的统一 

管控。

苏州市公司中心分布式云平台通过云平台操作系统及多

云管理平台实现超大规模分布式管理能力、将资源转换为服

务的能力、全面自动化运维管理能力、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

能力。分布式云平台基于标准云数据中心架构建设，提供标

准的计算、网络、存储、安全等IaaS基础设施服务及丰富的

PaaS平台服务。

为了实现用户侧端到端低时延业务体验，在区县部署

边缘节点，提供与市公司一致的计算、网络、安全、存储

资源，实现业务在靠近用户数据源侧的边缘部署。同时考虑

边缘节点资源、规模、成本等首先前提，边缘节点采用超

融合、NFV等技术，降低管理资源需求，提升节点资源利 

用率。

统一云管理平台实现对大市云节点的统一纳管，提供统

一认证、统一服务、统一运营、统一运维功能。通过波分专

线实现市公司及各区县管理网络的互联互通，统一管理运营

各区县分布式云平台，对外提供统一的用户体验。

2  明细设计

2.1 全局模块

传统的服务器虚拟化实现了计算资源的管理和优化，将

数据中心转化成为一个更加灵活高效的业务应用平台，这种

转变并不完整，数据中心网络和存储资产仍然保持着孤立和

静态配置。我司建设的IaaS云平台已经初步实现了存储虚拟

化和网络虚拟化，但是对硬件资源的调度颗粒度仍然较粗，

应用的持续交付性和弹性差。此次容器云平台的核心是构建

一个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SDDC），在计算虚拟化的基础

上实现对网络和存储资源的虚拟化，使抽象的数据中心的基

础设施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和软件进行访问，从而更有效地利

用资源，容易配置和重新配置，更快地部署新的应用程序，

以云计算的思想构建并适用于云计算环境的原生应用，所有

的应用都可以通过网络访问、远端部署执行、可远程监控计

费审计、与位置无关的标准化交付。容器云平台的目标是所

有的IT资源都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的调用来

实现配置和管理，响应供应请求，遵循SLA并且在出现故障

时自动进行响应而尽可能减少人为的介入。所有的硬件资源

都以服务方式进行交付，用户按照业务需求来选择和使用服

务，在遵循企业IT管理流程的同时，通过其服务特性优化原

有流程，提高系统的利用率，提升交付的敏捷性和管理的自

动化。容器云计算平台功能模块如图1所示，主要功能模块

涵盖基础设施、统一运维、计费管理、容器服务、大数据 

服务等。

整个平台基于分布式云计算平台构建基础硬件统一资源

池，提供软件定义计算、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存储等基

础IaaS资源。

图1 容器云平台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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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布式IaaS平台，提供多种类型的计算资源，VM虚

拟机、BM物理机、GPU主机，容器主机等多维度硬件资源，

满足不同维度的应用需求。在IaaS平台基础上，提供成熟可

用的PaaS平台，由应用商店提供MySQL Plus、MongoDB、

PostgreSQL、Tomcat、Kafka、RabbitMQ等数据库、中间件服

务、大数据相关组件，为相关业务提供PaaS解决方案。

基于底层多种计算资源VM、BM、GPU主机等构建统一

容器调度算力平台，建设容器化运行平台、DevOps平台、

微服务平台，解决我司相关业务分布式容器化微服务的承载 

问题。

2.2 管理架构

从统一管理的角度出发，后期苏州大市业务的实际需求

可能需要规划多个云资源池，具体包括苏州分公司的云资源

池和五个市县的可用分区，以上环境可以通过单一云管理平

台进行统一管理。未来业务扩展到混合云之后，部分业务可

能会调用公有云资源，部分业务如高性能数据库可能会要求

裸金属的硬件资源，当基础架构环境高度复杂之后如何进行

统一管理，也是本项目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采用独立于云

平台之外的云管平台，通过API与多个云平台进行对接，实现

诸如多云平台统一申请、管理、创建、运维，实现资源申请

的审批流程，资产管理等功能，通过统一管理平台，可以实

现多个云资源池下的统一管理，统一资源交互入口，结合流

程审批功能实现苏州大市IT资源的标准化、合规化交付及管

理，具体的管理层级如图2所示。

2.3 整体拓扑

云平台系统集群节点角色有 4 种，分别是管理节点、备

份节点、计算节点、存储节点。其中计算节点为虚拟化计算

资源池和裸金属节点，为业务应用同时提供不同性能的算力

资源，存储节点又包括块存储集群、对象存储集群和文件存

储集群，对象存储集群作为独立存储类型集成到云平台的管

理功能界面中供云平台使用。

一期建设IaaS整体环境，部分现有服务器配置调整后加

以利旧，充分保护现有资产。

网络架构采用大二层的Spine-leaf架构，采用分布式转发

的模式，具备超大规模扩展性。南北向流量通过border-leaf节

点，硬件防火墙，出口网关实现向公网的引流，保证网络安

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兼顾性能和冗余。为大客户预留的专

线流量通过VPC-Border进入整个容器云平台，东西向流量只

在Spine-leaf间大二层网络内部流转，三种不同类型的流量走

向清晰，物理层面实现冗余保护。

整个平台的管理节点主要提供云平台的基础管理功能，

包括内部数据库、WEB界面、API接口、租户信息管理、计

费管理、VM镜像库、VM备份服务等，通常部署3台，此次

容器云平台整体架构如图3所示。

图2 容器云平台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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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资源隔离

在本项目规划中，将不同的业务进行不同的VPC划分，

每个业务区域划分一个VPC进行网络层完全隔离，每个VPC

划分独立的私有网段和不同的子网，同子网二层互通，不

同子网三层互通，属于一个VPC内部的业务内网即可互联 

互通。

外部网络互通仍然可管可控，对于要内外部网络进行

通讯的需求，规划基础网络网段，通过将该网段在核心交换

机上进行路由宣告后，平台内部的业务与外部业务通讯只需

要额外绑定一个基础网络IP地址，即可与外部网络进行流量 

交互。

跨VPC的业务互通可以直接通过基础网络进行互通，

也可以通过在两个VPC之间创建GRE、IPSEC隧道做到内部

互联互通，平台提供七层与四层的负载均衡器集群，支持

HTTP、HTTPS、TCP、UDP、SSL等负载协议，负载均衡器

完全由软件定义，后期随着x86服务器的数量扩展，性能也将

继续增强。

3  容器云的创新之处

3.1 弹性扩缩容

容器环境下，应用和基础环境资源解耦，应用的扩缩容

不需要涉及基础环境资源的扩缩容，仅仅需要修改应用部署

模板文件中的副本数，然后在容器云平台执行即可。容器云

平台会根据副本数来自动创建或者删除副本，使得最终的副

本数是部署模板文件中定义的副本数，整个扩容或缩容流程

可以在数秒到数十秒内完成。当应用面临突发业务量增长，

需要紧急扩容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快的完成，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弹性扩容。

3.2 应用微服务化

容器云环境提供成熟的支撑体系，可以很好的支撑应用

的微服务化改造，成本低廉、便捷性好。在完整的应用系统

中，仅仅对外部提供服务的微服务需要申请负载均衡，内部

微服务之间的调用通过Service机制即可实现，如果很多微服

都需要对外提供服务，也可以通过Ingress将所有服务收敛，

对负载均衡的需求数量就大幅度下降。容器化的微服务都是

运行在一个计算机群内，可以共享计算节点，扩容、缩容都

不需要申请虚拟机，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最高。容器云也为

应用的部署运行提供很好的编排工具，可以实现应用变更的

完全自动化、滚动升级、一键回滚。

3.3 自动化故障探测

容器方式下，应用的故障判别、隔离和恢复完全自动化

实现，无需人工干预。容器云环境提供一套应用服务的自主

探测和处理机制，同时也会检测每一个节点，一旦发现某个

应用副本异常，会立即将其从Service摘除，自动删除故障副

本，并在可用的节点上新建新的副本。当探测到新建副本已

经可以提供服务后，会自动将新建副本挂载到Service下面。

图3 容器云平台整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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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全自动化的故障处理恢复机制为应用提供了故障自愈

能力，将故障窗口减小到最小。

3.4 高资源利用率

传统的IaaS虚拟机之间可以共享CPU，但是无法共享内

存和存储，这些资源只能被这个虚拟机独占，无法和其他虚

拟机共享。容器的本质是进程，进程间可以共享宿主机的

CPU、内存、存储和网络，硬件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当

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容器能够确保进程运行的基本资源不

被抢占，资源层面实现良好的隔离性，同时允许设置资源使

用配额上限，避免影响其他应用进程。

4  云安全的设计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在本地集中部署云安全中心，

通过多云安全管理平台对本地和云端的安全能力进行调用，

统一为数据中心提供安全防护能力，实现安全集中建设、统

一管理，云安全中心的安全能力全面，涵盖事前监测、事中

防护、事后审计的全生命周期安全能力，设计过程中主要采

用以下的整体思路。

4.1 SaaS化部署

方案整体采用SaaS化服务的设计思路，支持自助开通、

即开即用，管理及安全能力可随业务的开展快速上线，同时

具备按需分配、弹性扩展、高效可靠的技术特性，可应对和

支撑庞大的并发业务量。

4.2 集中化展示

通过集中化的管理平台连接我司的虚拟化平台，云平

台，实现跨云平台资源的集中化管理。通过建设集中的安

全中心，实现安全能力的统一配置、运维，安全事件集中分

析，为用户展示全局安全态势。

4.3 智能化学习

依靠安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能力，提升针对未知威

胁的防御能力，利用SOAR自动化安全编排，快速对安全事

件做出响应，提升响应处置效率。支持与主流公有云、私有

云及传统IDC数据中心进行对接，平台对接能力全面；同时

支持纳入第三方厂商安全能力，开放兼容性强大。基于多云

安全能力打造“云+安全”的生态体系，实现业务与安全的深

度融合。

5  结束语

随着基础电信业务牌照的落地，广电运营商需要寻找新

的软件交付流程和IT架构，从而实现架构平台化，交付持续

化，业务服务化。容器将成为新一代应用的标准交付件，容

器云将帮助企业用户构建研发流程和云平台基础设施，缩短

应用向云端交付的周期，降低运营门槛，加速基础电信运营

商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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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广电网络改造中的 
共建共享模式实践

【摘  要】 本文结合“十四五”广电网络FTTH总体建设目标，以及“网络提质工程”要求，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制定了广电

行业老旧小区网络改造工程施工规范，以集约化思维布局智慧广电网络，创新网络运营商“四合一”共建共享新模式，进一步

推动了广电网络光纤化覆盖规模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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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od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in Old Residential Areas

Xu Hui, Li  Shengming, Gao Ming, Fu Danhu, Lu Zhining

(Wuxi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4062,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overall FTTH construction goal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network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as an opportunity, formulates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of network transformation project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layouts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with intensive 
thinking, and innovates “four in on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new mode of network operators, which has further promoted scale and progress of 
optical fiber coverage of CATV networks.

Keywords  Network transformation, Old residential areas, FTTH, Four-In-One

徐辉，李晟铭，高明，傅丹虎，陆志宁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江苏  214062)

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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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城市

工作指明了方向。

宜居住区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行动的有机组成部

分，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从2018年起，江苏连续

三年将“宜居住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列入省政府十大民生实

事工程，要求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建设美丽宜居

住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2019年开始，笔者所在城市大力推进宜居示范住宅区

老旧小区、老街道改造工作，重点改造2000年底以前建成、

未纳入今后5年规划征迁改造范围的老旧小区。以某行政区

为例，“十四五”期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小区454

个，总建筑面积2239.8万平方米，覆盖用户数260049户，占

全区覆盖用户数的68.9%。

结合省公司“十四五”F T T H总体建设目标，以及

“网络提质工程”要求，以宜居住区老旧小区改造为契

机，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行业宜居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施工规范，以集约化思维布局智慧广电网络，创新运

营商“四合一”共建共享新模式，加速皮线光缆割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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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抢滩宜居住区新基建，助力加快广电网络光纤化覆盖 

进度。

1  项目简介

1.1 主要创新点

1. 探索四网融合，共建共享新模式

项目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率先探索四网融合，共建

共享新模式，以集约化思维降低建设成本。通过协同电信运

营商共同参与老旧小区改造，以“四合一”为载体，整合四

方资源，将广电光纤网融入到老旧小区改造新基建的范围。

2. 制定企业标准，融入多目标导向

结合原有改造的经验，参考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从顶层设计层面规范老旧小区“四网融合”共建、共享改造

建设模式，明确外场线路架空入地、楼内走线桥架穿管等规

范要求。总结建设试点经验，探索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割接入

户模式，为老旧小区改造后的“保用户”、“抢用户”积累

经验和可借鉴的模板。

3. 移动端赋能，完善用户发展闭环

针对小区改造完成后业务推广、割接入户、用户发展等

痛点，项目开发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的用户发展小程序，实

现新装/割接入户安装扫码预约、工单下发、用户评价等功

能，同时根据一线反馈完成功能升级，完善用户发展闭环。

4. 节约机房投入，试点室外一体化集成机柜

老旧小区改造需要新增主干光缆及1550、PON等机房设

备，这对属地机房提出了较高的空间要求，以放置相应的

ODF架及机柜。对于部分投入使用时间较长的城区机房，并

不具备扩容的可行性，新建机房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均难

以满足老旧小区扩容的实际需求。项目在尝试机房用户分

流的同时，试点室外一体化集成机柜，通过下沉1550光放、

PON设备，探索老旧小区改造中机房扩容的新模式。

1.2 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1. 加速光纤化改造，打造超高清视频示范小区

以宜居住区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提升全市尤其是城区

FTTH覆盖率和割接入户比例。通过全光网覆盖，实现从物

理改造向文化强企形象载体的转变，打造超高清视频示范小

区，为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千兆高速宽带业务发展提供

助力。

2.“十四五”新的收入增长极

在政府政策、资金的全面支持下，老旧小区改造成为

“十四五”期间重点项目。以全面改造模式为例，目前部分

区域暂按8元/平方的单价赔补，其中3元/平方作为四合一共建

共享使用，施工界面从四合一光交至皮线光缆布放至用户门

头；自建部分包括主干光缆建设、老旧线缆改造拆除、光纤

割接入户等，按照5元/平方收取。“十四五”期间，全市每

年的改造规模大致相当，对广电网络公司营收、利润具有重

大的推进作用。

3.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稳步提升FTTH覆盖率、入 

户率

结合2021年年末全省广电网络FTTH覆盖率达到40%的阶

段性目标要求，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解决以往部分区域

FTTH网改沟通协调难度大、管路资源难以摸查等难题，通过

老旧小区改造能够稳步提升该区域的FTTH覆盖率。

此外，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大多采用FTTH一张网模式，不

再建设维护电缆网络，由施工单位配合广电站在规定时限内

集中进行光纤割接入户。在网用户完成割接后，原有电缆线

路及设备予以拆除。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网改FTTH入户

割接率，引导用户体验广电网络新产品新业务，减轻一线人

员维护压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业务宣传推广上。

2  实施方案

根据施工主体不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分为运营商共建

部分和广电自建部分。前者主要采用“四合一”共建模式，

后者主要包括出局主干、引入光缆、割接入户、外场线路架

空入地/拆除等工作。

2.1 “四合一”共建

共建部分由四家运营商统一建设标准，采用“四合一”

共建共享模式，统一设计与施工标准。施工界面从小区光交

（含）至分纤箱，再到用户门头，广电双芯皮线光缆预留 

10米，包括四合一光交箱的安装、配线管网的敷设、楼栋分

纤箱架设、楼内走线桥架穿管。该项工作由牵头运营商负

责，建设成本、建设难度较自行建设有较大降低。

2.1.1 “四合一”光交箱

光交箱为四家运营商共用，公共仓上层为各运营商单独

的光分仓，根据光交箱规格不同，光分仓有24或48个槽位，

用于存放插片式光分路器（图1）。光分路器到公共仓一体化

模块之间采用3～5m的SC/UPC光跳纤来完成跳接配线。

公共仓下层上方2个槽位为主干光缆成端区，根据建设实

际，双面四合一光交箱敷设24芯光缆，单面四合一光交箱敷

设12芯光缆。下层12个槽位可满足144芯配线光缆的容量， 

4家运营商共计576芯的配线光缆容量。

“四合一”光交箱最多可覆盖500余户，这与FTTH建设

中小区144芯光交箱覆盖户数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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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配线光缆

老旧小区改造配线光缆纤芯容量应同时满足各家运营商

有线宽带业务、 5G（4G）部署及信息化系统需求，并有一

定冗余。原则上配线光缆以不少于楼栋覆盖用户数的1.5倍敷

设至楼栋内的综合分纤箱，从光交箱到楼栋综合分纤箱的光

缆链路，一般采用12芯、24芯、36芯敷设。同一方向光缆路

应考虑管道资源的情况，可采用72芯、144芯等骨干光缆集中

敷设至手孔井内的接头包，再由接头包引出光缆到楼栋综合

分纤箱，同一路由的多个单元在骨干段光缆芯数是多个单元

需求芯数的总和。

2.1.3 综合分纤箱

楼栋综合分纤箱同样采用“四合一”模式（图2），容量

满足四家运营商业务发展的需要。每个楼栋安装分纤箱，安

装设置设在建筑物楼道处的一层半或两层半，尽量设在原有

分纤箱附近，便于运营商割接入户信号。

电信、联通、移动采用一级光分，共用入户光

缆；广电网络采用二级光分，光交箱内的一级光分区

数据使用8分路，电视使用16分路，分纤箱内的二级

光分区电视、数据均使用8分路。

2.1.4 皮线光缆

为方便割接入户，共建部分施工时，从综合分纤

箱预留2芯皮线光缆至用户门头的盘线盒内，盘纤盒

内预留10米（皮线两侧均由牵头运营商贴好标签）。

2.1.5 楼内桥架

由于改造的老旧小区基本都是2000年前建成，入

户方式基本以外墙打孔进入为主。根据改造要求，外

场架空线路原则上全部入地，楼道内入户缆线需在楼

内沿桥架走线，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要求，在楼道内安

装桥架与上下楼层、分纤箱沟通，横向桥架安装至用

户门头以便于后期入户。

2.1.6 外场管道

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时，在原有管道资源不够或

无管道时，优先考虑在小区内敷设通信管道，由牵

头运营商负责施工，建设费用由各家运营商平均分

摊。小区主干道的综合通信管道宜铺设3孔管（内径

100mm），至单幢楼各单元的支线管道宜2孔管（内

径100mm），小区光缆交接箱出线相对较多的地方可

增设孔管。

2.2 自建部分

2.2.1 主干光缆

老旧小区改造需要增设大量主干光缆、道路光

交，尤其在此前以电缆网为主要接入模式的区域。考虑到

“十四五”期间改造需求，机房新增出局主干光缆以144芯为

主，机房覆盖范围内选取合适位置设置288芯道路干线光交

箱。小区改造前，从道路干线光交引入至小区“四合一”光

交。对于小区内有多个“四合一”光交箱的，应从道路干线

光交引入至小区内某个主光交箱，引入光缆的芯数为小区内

各光交箱进线光缆需求的总和，后期通过主光交箱内的直熔

盘分纤至其余光交箱。

2.2.2 机房设备下沉

出局主干光缆芯数的爆发式增长，以及机房1550、PON

设备的部署，对建设时间较长的机房是个较大的考验，尤其

是机房空间紧张或出局管道资源不能满足出局光缆需求时。

一方面，将原机房承载用户进行分流，以最大化利用机房容

量；另一方面，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争取政府层面政策

图1 “四合一”光交箱

图2 “四合一”楼栋综合分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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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将具备一定条件的小区室内闲置场所

改造为小区机房，或者在户外公共区域试点

室外一体化集成机柜，将1550光放、OLT局点 

下移。

通过设备下沉，小区机房/集成机柜设计

覆盖能力3000户左右。在改造过程中，根据机

柜部署的实际环境，如野外或室内等，考虑供

电、UPS、动环监控、设备运行温湿度环境、

布线空间等实际需求，采用室外一体化集成机

柜（图3），或者设备柜、综合柜分开部署方

案（图4）。

2.2.3 割接入户

在仅保留一张光纤网的前提下，外网架空

线路小区由于面临拆网压力，及时割接入户显

得尤其重要

入户采用G.657A抗弯曲定长白色双芯皮

线光缆，预制用户端SC/APC（接光接收机）

和SC/UPC（接ONU）成端，从用户家中敷设

皮线光缆至用户门头，沿墙钉固皮线光缆。

在用户入口处熔接入户皮缆，使用皮缆熔

接保护盒保护束管，保护盒安装在用户信息箱

内，或者固定在用户入口隐蔽处。

分纤箱内采用热熔方式，在熔接盘内

将皮线光缆和单头SC/APC尾纤熔接，成端

SC/APC接头根据属性分别连接数据/电视光 

分路。

光缆熔接完成后，测试用户端输出光功

率，SC/APC端口光功率范围在–2～–12dBm，

SC/UPC端口光功率范围在–15～–25dBm。在

用户家中架设三合一终端，调试终端输出电

平，输出电平≥75dBuV，MER≥34dB。

2.2.4 室内布线

综合终端供货及用户细分等多种因素，

改造过程中，原单终端用户采用“FTTH二

合一+4K基本型机顶盒或者可更换模块机顶

盒（空板接入）”方案（图5），多终端用

户、原EOC终端用户采用“FTTH三合一终

端+4K-EOC型机顶盒或者可更换模块机顶盒

（EOC板接入）”方案（图6），单宽带用户

提供FTTH二合一或ONU设备。限于篇幅，本

文中仅探讨三合一终端的布线场景。

图3 室外一体化集成机柜示意图

图4 综合柜+设备柜示意图

图5 FTTH二合一+4K基本型机顶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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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端三合一放置在用户信息箱内

在用户家中有较大的信息箱并配有电源接

口的前提下，三合一终端和皮线光缆敷设至用

户信息箱，输出信号利用同轴电缆连接信息箱

内原有分支分配器，用户室内同轴网络无需 

调整。

2. 终端三合一放置在桌面

在用户家中同轴网络可调整的前提下，皮

线光缆敷设至用户机顶盒所在桌面，终端三合

一放置在桌面，输出信号连接分支器，分支口

就近输送给机顶盒，主输出倒送家中同轴网络。从机顶盒处

至用户分配器的电缆调整为进线，用户家分配器的输入口与

机顶盒处的电缆连接，其余端口连接不变，用户室内其余同

轴网络无需调整。

在用户家中同轴网络不可调整的前提下，皮线光缆和同

轴电缆同时敷设至用户机顶盒所在桌面，终端三合一放置在

桌面，输出信号利用同轴电缆回送至用户门头，利用双通连

接原入户同轴网络，用户室内同轴网络无需调整。

在用户家中同轴网络已严重损坏的前提下（同轴网络隐

藏且无法更换），皮线光缆敷设至用户机顶盒所在桌面，终

端三合一放置在桌面，输出信号利用同轴电缆连接分支分配

器，家中同轴网络用明线进行重新布放。

2.2.5 外线拆除

根据政府老旧小区整治改造的统一时间表，在确保信号

平稳割接完成后，施工单位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原有架空线

路、光机、放大器、分支分配器、楼面箱体的拆除，拆除下

来的有源器件可作为其他区域的日常维护继续使用。

外线拆除前，属地广电站需确认是否存在影响周边公

客、集客用户、数据点、智能化点位的过路线缆，提前制定

相应的迁改方案。

3  实施效果

2021年，笔者所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129个小区，覆盖用

户数超7万户，其中在网缴费用户约2.5万户，缴费机顶盒终

端4.14万台。由于政府部门对拆除小区架空管线有着明确的

时间计划，且近年EOC芯片问题造成机顶盒供货紧张，因此

割接入户以外网架空小区为重点，共计97个架空小区，在网

缴费用户约1.69万户，终端2.68万台。

截至投稿时，已完成11个架空小区的割接入户，全部采

用“四合一”共建模式。牵头运营商在进行共建部分建设

时，我方同步进行道路光交、机房出局光缆的规划、布放。

具备入户条件后，属地广电站主动联系用户约定上门时间、

准备机顶盒等物料，第一时间完成入户工作。

从目前结果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了属地FTTH覆盖率及

入户率。以城区为例，经过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FTTH覆盖

率从年初的11.7%上升到13.9%，21年全数改造完成后有望提

升到25%。另一方面，FTTH入户率从改造前的1%不到提升

到8.4%，这说明更多的用户移植到纯光网，能够体验到新产

品、新业务。老旧小区改造的用户保有率维持在98%以上，

并未出现原本最为担心的用户大规模流失，反而为属地站保

用户、发展新用户、推广新业务、完成机顶盒整转升级等市

场类指标提供了助力。

4  结束语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对广电网络公司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需要公司上下树立“一盘棋”思想，着力解

决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群策群力，形

成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强大合力，突破终端短缺、承载

机房容量不足等困局，打响老旧小区改造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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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线网络的应用商店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本文所述的基于广电有线网络的应用商店系统可管可控，有效联通了开发者、用户及应用，可满足多种终端实时应

用下载需求，为增值业务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开发、测试、发布、上线、下载、计费、安装的运行支撑。

【关键词】 有线网络， 应用商店系统， 智能

【中图分类号】 TN913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20001016

【本文献信息】丁浩.基于有线网络的应用商店系统设计与实现[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1).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pplication Store System Based on Cable Network
Ding Hao

(Jiangsu Radio and TV Information Network Inc,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 store system based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network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can b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effectively 
connects developers, users and applications, can meet real-time application download needs of various terminals, and provides a relatively perfect 
operation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testing, release, online, download, billing and installation of value-added services.

Keywords  Cable network, Application store system, Smart

丁浩

（江苏有线，江苏  210000)

0  引言

如今移动终端越来越多的业务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

中，广电有线网络运营商如何巩固自身传统的电视一屏业

务，满足越来越多公众文化需求，如何更快速准确的抓住智

能终端衍生出的新的业务形态，是有线运营商目前遭遇的一

大难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各种新型业务强烈的冲击着

广播电视业务，为了广电事业的稳定和发展，有线网络运营

商迫切需要应用新的终端技术、新的智能平台提升用户的体

验效果，增加用户的黏性。

内容为王、体验为王，种种迹象表明，提供可管可控的

应用商店系统将是有线网络运营商的下一个业务方向。广电

有线网络运营商通过建设基于有线网络的应用商店系统，利

用自身的优势，可以集成大多数电视应用，一方面降低应用

开发者的推广费用，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有线运营商自身应用

的推广平台。

1  有线网络应用商店系统实现模式

有线运营商建设应用商店系统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发展电

视屏幕的互联网业务。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的核心业务，但

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扩展到其他增值和行业应用是有线

运行商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传统业务收入逐渐下降的情

况下，有线运营商对增值业务的投入持续加大，增值业务的

地位逐渐上升。对有线运营商来说，增值业务是对基本电视

服务的完善，可以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稠性，为企业

创收创造条件。

江苏有线研发和推广的家庭智能终端，智能终端采用

了ARM芯片，搭载Android操作系统，以构建主流的、标准

的智能终端环境。可管可控的应用商店系统是整个智能终

端平台中重要的环节，它有效的联通了开发者、用户及应

用，满足多种终端实时应用下载需求。这种基于家庭智能终

端的应用商店系统体系的实现，为增值业务发展提供了完善

的开发、测试、发布、上线、下载、计费、安装的运行支撑 

平台。

江苏有线应用商店系统实现了对视频业务和增值业务的

统一管理，各种电视应用采用松耦合方式与业务平台对接，

能够快速引入视频业务和其他增值应用。在统一的电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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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中，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应用管理平台和电视应用

商店系统相结合，完成应用的有效管控，统一应用管理原理

主要包涵以下几点：

1.1 管理模式

1. 在电视桌面的管控下，用户必须进入有线电视的应用

商店系统才能进行应用的下载和安装。

2. 用户使用该应用时，点击系统中的应用图标，电视桌

面会判断该应用是否已经订购：如果是已经订购的应用或者

免费的应用，则应用会直接启动；否则电视桌面会跳转至应

用管理平台进行鉴权和订购。

3. 完成应用鉴权和应用订购，则可以启动应用。

1.2 运营模式

开发者、开发商将应用提交给应用商店系统，通过应用

商店系统的推广销售，并将所得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分给开发

者、开发商、终端厂商，应用商店系统运营模式详见图1。

1.3 业务模式

应用商店系统的业务开展模式，主要包括：

1. 免费应用，用来吸引用户尝试，培养集聚用户群体；

2. 收费应用，用户付费购买的精品业务应用，以教育、

游戏、娱乐和公司自有/SP业务为主打；

3. 应用内嵌广告和品牌营销推广费，以大品牌广告主合

作为主。

2  有线网络应用商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1 系统架构

江苏有线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求，设计了有线网络应用

商店系统。有线应用商店系统是一种各方面共赢的新型业务

模式。它以销售应用为目的，以联通开发者、用户及合作伙

伴为手段。作为提供用户体验的最直观的方式，客户端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用商店系统的功能实现向开发者提供开发支撑并负责

应用引入，向用户销售应用，另外提供计费、结算、统计报

表等相关功能实现业务运营支撑，应用商店系统总体架构如

图2所示。

应用开发及管理平台：实现开发者的管理和作品管理，

包括开发者社区用户管理、开发支持、作品信息管理、作品

信息发布等功能。

应用销售及管理平台：实现应用商店系统业务的管理，

包括业务支撑、渠道管理、货架管理、主动营销、店铺管

理、订购管理、计费管理、用户管理、用户行为分析、商品

检索、商品信息管理等功能。

运营支撑模块：包括运营支持门户、用户信息管理、统计

报表、广告管理、结算管理、客服支持、业务托管等功能。

图1 应用商店系统运营模式

图2 应用商店系统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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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结构框架

应用商店系统结构框架图如图3所示。

1. 资源层

资源层有文件服务器集群和数据库集群。文件服务器主

要存储应用及其相关的截图等其他信息。文件服务器之间的

数据是同步的。数据库采用集群部署方式，使用mysql，采用

集群部署。

2. 组件层

商店根据业务类型分成若干个组件，比如订单组件，查

询组件、商品信息管理等等，这样便于商店业务的管理，当

其中个别组件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到

其他的组件。

3. 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是对外提供的服务。

单一服务：应用商店系统管理平台自

身提供的服务。组合服务：多系统提

供的服务，比如由用户系统、营销系

统和支付系统共同提供的服务。第三

方企业服务：指的是第三方企业提供

的相关服务。

4. 表示层

表示层包括后台页面和web版应

用商店系统页面。

5. 接口服务

对终端提供数据接口服务。

6. 接入层

目前的接入层可分为有Web版商

店、android机顶盒。

2.3 系统功能框架

应用商店系统包括客户端、用户

门户、开发者门户和管理平台，管理

平台包括应用销售及管理模块、应用

开发及管理模块和运营支撑模块，详

见图4。

1. 应用商店系统用户客户端

应用商店系统针对不同终端采用

不同方式来构建应用商店系统客户

端，通过客户端增强终端功能、丰富

应用商店系统业务展现方式，提高用

户体验。

在规划中客户端主要是完成基于

浏览器的web客户端。

2. 开发者门户

开发者门户以WEB方式向开发者

提供开发支撑，包括向开发者提供论

坛、应用开发环境、应用测试环境、

图3 应用商店系统结构框架图

图4 应用商店系统功能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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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应用的审核和引入等。 

3. 应用商店系统管理平台

应用商店系统重新规划完善应用商店系统管理平台， 

如下：

应用开发及管理平台：实现开发者的管理和作品管理，

包括开发者社区用户管理、开发支持、作品信息管理、作品

信息发布等功能。

应用销售及管理平台：实现应用商店系统业务的管理，

包括业务支撑、渠道管理、货架管理、主动营销、店铺管

理、订购管理、计费管理、用户管理、用户行为分析、商品

检索、商品信息管理等功能。

运营支撑模块：包括运营支持门户、用户信息管理、

统计报表、广告管理、结算管理、客服支持、业务托管等 

功能。

2.4 系统客户端功能框架

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功能框架如图5所示。

应用商店门户平台需提供专门的客户端服务器，用于应

用商店系统管理平台与客户端的交互。该平台作为支撑平台

为客户端服务器提供数据支撑功能、搜索功能等等；客户端

代理服务器提供与客户端软件直接交互易实现的客户端功

能，客户端不直接与该平台交互。

1. 客户端界面

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界面向用户提供良好的用户操作感

受及体验，从而推动应用的销售。客户端还能够提供不同的

界面供选择使用。

2. Widget支持

客户端中应内置Wdiget引擎或提供服务器端的Widgets 

支持。

3. 安装与升级

客户端应支持下载安装，数据线安装，定制终端预置安

装等方式。客户端应支持下载方式的升级。在软件的新版本

上线时，应能获取到该信息并提示用户升级。升级完成后，

原用户个性化配置信息应保留。

客户端软件需要升级时，目前支持两种方式：

强制升级：当客户端联网时，若检测到新的软件版本，

会自动下载然后升级。

可选升级：当客户端联网时，若检测到新的软件版本，

会通知用户是否下载然后升级。

3  关键技术

对于有线网络运营商，如何确保应用的内容安全，以及

确保在开放环境下我们的应用安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了确保以上安全问题，我们设计了以下几点：

1. 应用安全（客户端）

1）Android操作系统上的所有应用均需要签名方可 

安装；

2）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作为智能终端的预安装应用也需

要签名，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机顶盒厂商提供签名文件给南京广电，由我们统一

保存各终端厂家的签名。

（2）应用商店系统厂家提供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给南

京广电，由我们完成签名后给机顶盒终端厂家，机顶盒终

端厂商完成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的安装。应用程序商店客户

端集成预装在/system/app目录，在系统重置的时候需要予以 

恢复。

（3）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的升级也需要经由我们签名方

可进行升级，运营商完全可以掌握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的安

装、升级的完整流程；

（4）在特定情况下，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的替换也完全

由运营商掌握；

2. 应用安装与加密

第三方应用在应用程序商店下载后，在安装和卸载的

时候调用PackageInstaller进行安装。我们运营商定制化了

PackageInstaller包。为了进一步确保应用的安全性以及可靠

性，针对应用在应用程序商店平台上架的时候进行加密，在

终端测安装时进行对称的解密方可进行后续的安装。

3. 应用升级

针对第三方应用，鉴于广电安全管控的需要和目前的

android平台的开放性，为了确保系统的安全性，禁止通过U

盘安装第三方应用。

图5 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功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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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安全管控

应用商店在系统启动后，后台服务上报该用户所有已安

装应用的列表，系统根据此列表，动态下发黑名单，客户端

收到黑名单后，进行应用后台卸载。

4  创新技术点

1. 技术架构创新

在机顶盒终端环境下，应用商店系统的客户端APK，通

过WebService 的XML接口方式与应用商店系统进行通

信，获取各类业务接口。通过HTTP接口与广告系统进

行通信，获取广告相关信息。通过HTTP下载方式，获

取存储服务器的应用资源。通过用户认证鉴权计费集

成模块，和终端进行通信，实现应用商店系统的完整

业务流程。应用商店系统技术架构图如图6所示。

用户登录→应用呈现→应用（升级）下载→解密

安装→运行（计费）→卸载管理。

2. 应用安全认证创新

按照江苏有线的AAA认证规范，终端提供统一认

证接口jar包，应用商店系统通过jar包API的调用获取

到终端及用户信息，对应用商店系统业务进行认证。

用户启动应用商店系统客户端的时候，需要进行认证

信息获取，在认证失败的时候，不允许访问商店内

容，同时提示用户认证失败信息。应用商店系统安全

认证流程图如图7所示。

5  总结

江苏有线播控中心应用商店系统已正式上线运

营，它为提升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稠度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然而系统本身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开放

程度不够、使用不够便捷等，一些其他功能还有待逐

步开发。

有线网络运营商转变思维方式，主动推动应用商

店系统业务的发展，积极参与互联网电视产业链上下

游业务，提供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应用和服务，提升用

户体验满意度，并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合作，逐步形成

以运营商、终端厂商、应用及服务提供商为中心的行

业布局，为有线运营商带来更多机遇，促进有线电视

行业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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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LTE技术的无线AP 
在地铁移动电视的应用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地铁移动电视的实现方案，给出了移动电视系统、车地无线AP系统的网络架构。根据地铁运行环境分析

了无线AP的技术优势，同时给出LTE的主要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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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ireless AP Integrated with LTE Technology 
in Metro Mobi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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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Metro Mobile TV, and provides network architecture of Mobile Digital TV System and 
vehicle ground wireless AP system. According to subway operation environment, it analyzes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wireless AP, and gives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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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兵

（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  530022)

0  引言

目前移动电视主要指两种：车载移动电视和手机移动电

视。2008年以来，移动电视在我国城市的出现已成为常态。

移动电视是在地面场景中接收数字广播电视信号的传播媒

体。基于先进的数字技术，具有高覆盖，快速响应和高速移

动性等特点，同时还承担着城市应急、预警等政府信息发布

的重要功能。

根据国家、自治区各级主管单位的指导要求，大力发展

移动电视，满足人民群众对移动电视的需求，巩固和扩大广

播电视舆论阵地，提升广播电视传播力和影响力，加强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

1  充分结合新技术的移动电视

在传统的地面数字无线信号覆盖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广

西广播电视台移动电视传播在公共交通汽车的基础上，又向

地铁交通等载客运输工具上进行延伸。

为了更好地解决移动电视在地铁隧道内传输覆盖，将传

统的国标地面数字无线电视DTMB标准信号发射通过新技术

结合向地下隧道密闭空间发射进行转换。

移动电视采用的DTMB(Digital Terrestrial Multimedia 

Broadcast)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功能上具有可扩展

性，满足我国地面数字传输要求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技

术标准方案。

DTMB技术在户外发射技术特点和优势：

1. 信息速率：TDS—OFDM调制技术能够为移动接收提

供高传输码率，HDTV单信道传输码率高于24Mb/s。

2. 可实现单频网络，提高频谱利用率，可组建16km和

36km覆盖范围的单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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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接收模式：DTMB系统可以实现信息的固定、便携

和移动接收。

4. 业务扩展：DTMB在功能上具有可扩展性，具有高清

电视、标清电视和多媒体数据等传输功能。

5. 在OFDM调制方式，DTMB系统采用的时域快速信道

估计技术，使系统同步和信道估计时间短，可降低发射功

率，降低信号干扰。

6. 低接收门限优势可降低接收终端功耗。

7. 可以和其他的广播、通信系统连接。

8. 选择传输速率、调制模式、保护间隔及内码率灵活组

合工作模式。

DTMB技术应用在地铁隧道密闭空间内具有的缺点：

1. 峭壁效应明显，在密闭空间内信号传输反射干扰区域

明显，信号相互干扰情况严重；

2.  DTMB属于单向传输，无法满足双向数据传输的 

要求；

3. DTMB点对面的传输方式在设备故障时容易造成所有

车辆接收受到中断的问题；

4. 地铁隧道内进行DTMB发射机单频网组网，需依赖卫

星校时才能组网成功，且中间没有发射机的站台还需用小功

率的补点器来覆盖，所以整体投入成本高，运营维护困难，

远程监控同样也需依赖网络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移动电视在地铁隧道密闭空间内的传输

的缺点，满足地铁对双向数据传输的要求，将传统移动电视

通过新技术融合-无线AP方式得以实现。

2  无线AP的技术优势

无线AP（Access Point）是使用无线设备进入有线网络的

接入点，通过对有线局域网提供长距离无线接入。

2.1 无线AP的技术优势

2.1.1 支持更多的用户接入数量

普通无线路由一般只支持10～20个用户接入，而企业级

的商用无线AP，可以支持50个以上甚至上百个用户接入，同

时具有更强的信号收发能力。

2.1.2 覆盖范围广

基于多AP互联协同，无线接入系统的覆盖范围可得到灵

活、可靠的拓展。

2.1.3 具有灵活的组网方式

无线AP则具有多种组网方式，如纯AP模式、网桥模式、

多AP桥接、AP到AP桥接等，可以灵活地根据环境和要求进

行使用。

2.1.4 有效规避移动电视发射方式的峭壁效应

可降低在密闭空间内信号传输反射区域信号相互干扰情

况，并且多点传输可有效改善设备故障时容易造成所有车辆

接收收到中断的问题。

2.1.5 投入成本较低

运营维护容易，满足监控等双向传输网络要求。

2.2 AP间的无线连接

在传统的无线网络中，无线客户端通过固定的AP访问网

络，AP上行报文需经有线网络进行传递。在一些特殊的场景

中，现场环境复杂，部署有线网络十分困难，无线信号覆盖

也并不理想。WLAN Mesh作为一种新型的无线网络连接方

式，摆脱了有线网络受环境影响的束缚。网络中的AP作为节

点，彼此间可以直接建立无线连接，并且距离较远的AP之间

还可以建立多跳的无线链路。如图1所示。

3  基于无线AP的地铁移动电视系统

3.1 地铁移动电视系统架构

通过将移动电视信号经过编转码，生成IP流传输，通过

构建的无线AP数据网络以LTE技术标准传输至各个无线AP进

行局域网组播发射，车厢内屏幕、安全监控、车辆控制台等

数据进行双向传输，既可以满足电视传输需要，也可以满足

车辆设备的远程监控。移动电视系统是依托数字多媒体网络

技术，基于计算机系统和显示终端系统向乘客提供电视和综

合信息服务。正常情况下，站台显示终端主要向乘客播报前

方地铁列车将要到站时间倒计时预报，车载显示终端向乘客

图1 AP间的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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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802.11s草案规定的链路建立、安全认证等过程；预先建

立多条冗余链路，用主链路进行数据转发，其余链路作为备

用；采用多个控制参数控制链路建立、主备链路切换过程；

车载AP将不断地评估各链路的信号质量。原则上，信号质量

最优的链路作为主链路；主链路切换时，车载AP将代车载上

的终端发送地址更新报文，以触发轨旁AP更新转发表项。如

图3所示。

由表 1、表 2，车地无线A P系统要求网络带宽上行 

4.2 Mb/s，下行为8 Mb/s。

3.3 LTE主要技术特征

LTE（Long Term Evolution）采用了OFDM、MIMO等核

心技术，提高频谱效率和数据传输速率，在轨道交通使用频

段为1.785～1.805GHz。

3.3.1 LTE的抗干扰技术

LTE具有完善的干扰检测、干扰避免、干扰控制功能，

采用多种干扰抑制算法，在抗干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3.2 LTE的高移动性

LTE采用的无缝切换算法、远距高覆盖等措施具有高移

动性。

图2 地铁移动电视系统架构

提供高清电视节目、新闻节目、天气预报以及广告等视频信

息。异常情况时，站台和车载显示终端全屏切换到乘客信息

系统内容的播放，提供紧急情况疏散等信息。移动电视系统

是地铁高质量服务和安全运营水平的有效工具。

系统主要由车载电台、车载交换机、车站服务器、控制

中心设备、区间 AP 天线等组成。在无线链路的支持下，视

频、数据信息能够与有线网络进行实时通信。核心技术模块

采用基于E-IEEE 802.11g 视频标准，支持无线组播、单播等

视频功能，如图2所示。

3.2 车地无线AP系统

在地下轨道交通系统中，控制信号、多媒体等信息需要

实时、准确地传递给高速移动中的列车，以保障列车的安

全运行，并为乘客提供多种网络服务。通过将MESH组网和

MLSP技术应用于地下轨道交通，通过主备链路能够很好地在

车载AP和轨旁AP之间完成Mesh链路建立、维护以及平滑切

换，保障流量能够稳定传输。

在车辆高速移动时，车载AP将动态地和轨旁AP建立无线

链路动态链路切换算法是实现低丢包率和保证吞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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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LTE的低时延性

LTE具有低用户面时延和低控制面时延。

3.3.4 LTE的高可靠性

LTE的服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策略设计含9

表1 车地无线通信网络主要技术对比表

个类别，保证了网络关键数据的可靠传输。

3.3.5 LTE的业务带宽

LTE网络的理论下行峰值速率可达100Mb/s以上，上行峰

值速率可达50Mb/s以上。

4  社会和经济效益

现在地铁在城市中正在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道工具，

移动电视呈现出非常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1. 抢占舆论阵地，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2017年

党的十九大召开、2018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2019年新中国

成立70周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移动电视深入

做好各项宣传工作，增强户外宣传阵地舆论引导能力，为人

民群众提供便捷的信息通路，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

自治区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提供宣传服务。

2. 积极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定制节目，打造

多场有品质、有影响力的地面活动。目前合作的政府单位、

部委办局超过40家，项目累计合作单位超过100家。

3. 不断增加公益广告播出时长，树立移动电视良好形

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2020年，地铁电视播出公益

广告时长179017分钟、公交电视播出公益广告时长105209分

钟，内容包括疫情防控、防范非法集资、征兵宣传、市民文

明条例、医师节、电影《秀美人生》预告片等。

序号 比较项 WLAN LTE WiMAX

1 可靠性 良 优 优

2 实用性及移动性 良 优 优

3 车地视频传输 良 优 优

4 成本 低 较高 高

5 安全性 良 优 优

6 使用频率 2.4 GHz/5.8 GHz 1.8 GHz 2.3 GHz/2.5 GHz/3.5 GHz

7 覆盖范围 低 广 广

图3 车地无线AP系统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1期〕 91

Wireless Coverage  ︳  无线覆盖 传输覆盖

表2 车地无线通信网络带宽需求表

比较项 上行带宽 下行带宽

视频播放 8Mb/s

车载监控 4Mb/s

车辆状态信息 200kb/s

合计 4.2Mb/s 8Mb/s

4. 移动电视是电视媒体和户外媒体相结合的产物，弥

补了传统媒体所触达不到的空白，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媒

体形式受欢迎，乘客对移动电视节目内容不抵触、喜欢

看，并且由于移动电视的强制收视特性，保障了其收视的

效果。二是受众面广，目标群体遍布各个领域，为社会消

费的中坚力量。三是受众接触和收看移动电视的时间长，

根据调查，目标受众每周平均在车内的停留时间大约在14

个小时左右。而在每次乘车的过程中，目标受众愿意用一

半以上的时间去观看移动电视的节目内容。四是信息重复

触达受众，移动电视采用每天17小时的循环播放方式，这

使得移动电视具有重复到达受众的特点。受众每周乘坐带

有移动电视公交车的平均次数达到11次，目的多为上下班

或上下学；除了乘坐群体是每天固定乘坐公交车的，还有

很多群体乘坐地铁出行，在2020年国庆假期间，移动电视

为地铁出行的288.32万人次提供了实时新闻、资讯、民生报

道，为大众提供了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益。

5. 现在南宁全市已构成“地铁+公交”的交通体系，移

动电视融合新技术，在公交电视的基础上，结合逐步实现

对南宁地铁一二三四五号线移动电视的覆盖，目前已覆盖

7252台屏幕，有效覆盖人群日均将达到200万人次。自2017

年地铁开通以来，2018年运送2.9亿人次、2019年运送4.2

亿人次、2020年运送3.7亿人次，对延伸电视媒体影响力，

拓宽宣传渠道，打造全媒体宣传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5  结束语

本系统的融合技术方案具有可满足地铁的无线业务 

要求：

1. 提供无延时的高清电视节目，还可实时播放重大新

闻、重大赛事等转播。

2. 系统的双向传输功能可提供实时监控功能，在紧急情

况下，提供音、视频动态服务辅助性信息。

3. 在增值业务方面，细分时间段进行广告投放，细化广

告投放模式，实现运营盈利模式。

总之，系统具有组网灵活、性价比高、扩展性好、业务

提供能力强等优点，能满足系统扩展性、维护管理、业务提

供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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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器型功率合成器合成效率研究

【摘  要】 本文以广泛应用于UHF波段数字电视发射机的耦合器型功率合成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耦合器型2路、3路、4路功

率合成器的合成原理，研究了功率合成器输入端所接的某路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正常工作而其他路功率放大器模块正常工

作时，功率合成器输出功率效率劣化程度以及功率合成器中各吸收负载所承受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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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bining Efficiency of Coupler-type Power Combiner
Luo Shicheng1, Huo Huiqing2, Sui Qiang1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1

(Hubei Guisha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Hubei 430050, China)2

Abstract  Taking coupler-type power combiner widely used in UHF band digital TV transmitter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combiner 
principle of coupler-type 2-way, 3-way and 4-way power combiners, and studies degradation degree of output power efficiency of power combiner and 
absorbed power by each load in power combiner when one power amplifier module connected to input port of power combiner can not work normally 
and other power amplifier modules work n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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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成1，霍慧清2，隋强1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1

（湖北龟山广播电视发射台，湖北  430050)2

0  引言

功率合成器是数字电视发射机的关键器件之一。大功率

数字电视发射机主要由激励器、功率放大器模块、功率合成

器等组成。数字电视发射机多采用功率合成的方法将多个功

率放大模块的输出功率进行合成，达到额定功率，功

率合成系统的原理如图1所示。

若合成器所接的某路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正常工

作，就会导致发射机输出功率降低。本文以耦合器型

2路、3路和4路功率合成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理想

的耦合器型2路、3路和4路功率合成器合成原理以及

合成器所连接的某路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正常工作而

引起的合成效率劣化的定量指标，也得出了非正常工

作状态时功率合成器各吸收负载所承受功率的情况。 图1 数字电视发射机功率合成系统原理框图

1  耦合器型功率合成器

1.1 定向耦合器

定向耦合器是微波系统中应用广泛的一种微波器件，如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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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频率处，任意耦合度的理想耦合器的散射矩 

阵为：

2

2

2

2

0 j 1 k k 0

j 1 k 0 0 k
S

k 0 0 j 1 k

0 k j 1 k 0

 − − 
 − − =
 − − 
 − − 

2
i

i
0

| U |  P
2Z

=  2  3

（1）

信号功率与电压有效值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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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耦合系数，Pi是第i路信号功率，Ui为第i路电压的

有效值，Z0为端口特性阻抗。

1.2 3dB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

3dB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合成原理如图3所示。两路输

入信号从相互隔离的端口输入，从输入1端口输入幅值为U0

相位为0 的信号，记为U0（0°），从输入2端口输入信号U0

（–90°），根据3dB耦合器（直通端信号滞后耦合端相位

90°）的特性，在输出端输出信号为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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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 j 1 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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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2
i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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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U0（–90°），输出端

的输出功率为两输入端输入信号功率之和，完成功率合成。

此时，合成器所接负载1端输出为0W。

1.3 链式3路合成器

链式3路合成器由3dB和4.8dB耦合器组成，其合成原理如

图4所示。3dB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的输出信号作为4.8dB耦合

器的一路输入信号，另一路从输入3端口（隔离端）输入信号

U0（–180°），根据4.8dB耦合器的特性，在输出端输出信号

为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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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2
i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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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U0（–180°），输出端的输出功率为三路输入端输入信

号功率之和，完成功率合成。此时，合成器所接两个负载端

输出都为0W。

1.4 链式4路合成器

链式4路合成器由3dB、4.8dB和6dB耦合器组成，合成

原理如图5所示。链式3路合成器的输出信号作为6dB耦合器

的一路输入信号，另一路从输入4端口（隔离端）输入信号 

U0 （–270°），根据6dB耦合器的特性，在输出端输出信号

2U0 （–270°），输出端的输出功率为四路输入端输入信号功

率之和，完成功率合成。此时，合成器所接三个负载端输出

都为0W。

1.5 树形3路合成器

树形4路合成器由3个相同结构的3dB耦合器组成，其合

成原理如图6所示。4路输入信号分别为输入1端口输入信号U0

（0°）、输入2端口输入信号U0（–90°）、输入3端口输入信

号U0（–180°）、输入4端口输入信号U0（–90°），根据3dB耦

合器的特性，在输出端输出信号2U0（–180°），输出端的输

出功率为四路输入端输入信号功率之和，完成功率合成。此

时，合成器所接三个负载端输出都为0W。

2  合成器非正常工作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某路输入功率放大器模块出现故障

图2 单节耦合线耦合器

图3 3dB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

图4 链式3路合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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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正常工作，会导致合成效率劣化。

若某路输入功率放大器不工作时，利

用式（1）和式（2）及耦合器的合成原

理，可以计算出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

链式3路合成器、链式4路合成器和树形

4路合成器的合成效率的理论值分别劣

化到25%、44.4%、56.25%和56.25%。

本文利用designer软件对合成器

某路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工作时的合

成效率劣化结果进行了软件验证。通

过designer中的标准耦合器模块和电

压、电流检测探针构建前文所述四种

合成器电路模型，仿真结果表明，前

文理论分析的结果是正确的。3dB 耦

合器型2路合成器designer电路如图7 

所示。

图8列出了耦合器型2路、链式3

路、链式4路和树形4路合成器当所有功

率放大器模块正常工作及某一路功率放

大器模块无法工作时的输出功率分布 

结果。

从图8可以得出任一路功率放大器

模块无法正常工作时，合成器各负载承

受的功率情况如下：

1. 对3dB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负

载承受的功率为0.5W；

2. 对链式3路合成器，当3dB耦合

器任一路所接的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

工作时，3dB耦合器所接的负载承受的

功率为0.5W，4.8dB耦合器所接的负载

承受的功率为0.17W。当4.8dB耦合器

所接的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工作时，

4.8dB耦合器所接的负载承受的功率为

0.67W，3dB耦合器所接的负载承受的

功率为0W。

3. 对链式4路合成器，当3dB耦合

器任一路所接的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工

作时，各耦合器所接负载承受的功率分

别为0.5W、0.17W和0.08W；当4.8dB耦

合器所接的功率放大器模块无法工作

时，各耦合器所接负载承受的功率分别

图5 链式4路合成器

图6 树形4路合成器

图7 3dB耦合器型2路合成器designer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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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4种合成器功率输入信号不同组合时的功率合成结果

为0W、0.67W和0.08W；当6dB耦合器所接的功率放大器模块

无法工作时，各耦合器所接负载承受的功率分别为0W、0W

和0.75W。

4. 对树形四路合成器，当任一路所接的功率放大器模块

无法正常工作时，输出耦合器所接的负载承受的功率都为

0.25W；与功率放大器模块接到同一3dB耦合器的负载承受的

功率为0.5W，功率放大器模块正常工作连接耦合器所接的负

载承受的功率为0W。

根据上述合成器所接负载承受的功率（负载的温升）情

况，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哪路功率放大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

工作。

3  结束语

数字电视发射机用的耦合器型2路、3路和4路功率合成器

在某一路功率放大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时，合成器输

出功率效率分别减低到25%、44.4%、56.25%和56.25%。通过

合成器所接负载的温升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发生故障无法正常

工作的功率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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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 
常见故障分析

【摘  要】 随着中国加快推进地面数字电视（DTMB）无线覆盖工程的建设，提高技术人员对地面数字电视发射系统设备的维

护维修水平、故障判断排除能力刻不容缓。本文结合由包头市微波总站建设的市级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项目,对其运行中常

见的发射机故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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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mmon Faults of Prefecture-level Digital Terrestrial Multimedia 
Broadcast Transmitters

Li Guoxin

(Baotou Microwave Relay Statio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15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untry speeds up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rrestrial Multimedia Broadcast (DTMB) wireless coverage project, it is significant 
to improve technical personnel’s ability in facility maintenance and fault diagnosis of DTMB system. Combined with prefecture-level DTMB single 
frequency network project constructed by Baotou Microwave Relay S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common transmitter failures during 
its operation.

Keywords  DTMB, Single frequency network, System composition, Room environment, Fault diagnosis

李国新

（包头市微波总站，内蒙古  150000)

0  引言

按照国家惠民政策，2012年年底我市开始建设广播电视

“户户通”工程，为了解决我市市五区（农村牧区）广播电

视“户户通”用户收看不到本地数字电视节目问题，按照覆

盖设计，2014年由我站承担并完成三个发射点的DTMB本地

节目无线覆盖工程。相对于模拟电视发射机，地面数字电视

发射机的检修和维护对技术人员而言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以我站DTMB发射系统为基础，结合本人多年工作

经验，对一些常见故障进行浅析。

1  DTMB单频网系统的组成

市级DTMB系统采用DTMB 1kW的单频网系统，转播内

蒙古蒙汉2套电视节目、包头市3套电视节目及市级村村响应

急广播信息。该DTMB发射系统主要由前端信源系统、传输

系统（微波）和发射系统组成。

单频网(SFN)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2  DTMB发射机常见故障分析

2.1 DTMB 1kW发射系统组成及功能

1kW地面数字电视发射系统由两台数字自适应校正激励

器、三个400W功率放大器、三个开关电源、带通滤波器、定

向耦合器、分配/合成器、避雷器、风冷系统、系统控制器和

发射天线等组成。

发射系统主要功能是对输入的码流进行调制、推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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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和开关电源出现故障较多。1kW数字发射机组成框图如

图2所示。

图1 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系统框图

图2 1kW数字发射机组成框图

大，再通过末级功放放大、功率合成滤波后，通过馈线送至

天线进行发射。在使用过程中开关机、功放单元、面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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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关机过程中常见故障

故障现象：通过触摸屏开机失败

故障分析：发射机在开机过程中会对风机运行情况、外

部连锁连接情况、开关电源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出现以上任

一情况时，整机显示面板上的故障灯都会被点亮，并给出故

障部位及类别提示，同时发射机停止启动。

故障排除：

1. 交流供电故障：一般是由缺相或相间电位差>13%引起

的。

2. 风机故障：在手动状态下开启风机，确定风机正常转

动后，测量发射机交流接触盘上XB10对应的U1的第5脚，是

否有DC4.8V左右的电压输出，如没有，表示配电盘上的霍尔

传感器检测故障。霍尔传感器电路局部图如图3所示。

3. 外部连锁故障：在使用同轴转换开关的时候，同轴转

换开关未能旋到正常位置。

4. 均流供电故障：开关电源无输出，或电源控制器接触

不好。

2.3 功放单元故障

400W功放单元由2级放大器构成，前级为双管MRF6V3090

配置，满足更好的指标。末级功放管都采用荷兰NXP公司

（恩智浦）的新一代场效应管BLF888A，整机共采用3个功

放单元，每个功放单元由4只BLF888A并联工作，额定功率

图3 霍尔传感器电路局部图

图4 智能监控板电路局部图

输出时，每个功放单元输出功率大于400W。功放单元内部

装有智能监控板，负责本功放单元反射功率、输出功率、工

作温度、工作电压、各个功放管工作电流的采集、运算、故

障判断和告警，一旦出现驻波比过大、温度过高、输出功率

过大任一过荷现象，功放单元的智能监控板将启动自我保护 

功能。

1. 故障现象：功率下降

故障分析：功放单元故障，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整机出现

功率下降。首先要把设备当前数据与之前设备正常工作时的

数据作对比，再查看每个功放单元是否保护、每支管子对应

的电流有没有较大的变化。

故障排除：

1）整机三个开关电源电流都变小，功放单元有功放

管电流显示0A，判断功放单元有功放管损坏，需进行维修 

更换。

2）整机三个开关电源电流变小，但是每个功放单元对应

的四支功放管电流也变小，可判断为激励器输出功率变小或

者激励器输出与切换器连接电缆接触不好，这种情况可以手

动切换到备用激励器工作，再查看整机输出功率、整机三个

开关电源电流和三个功放单元的数据。

3）整机三个开关电源电流和整机输出功率显示都正常，

其中一个功放单元显示降低，判断此功放单元显示故障，需

要检查此功放单元内部输出检波电路。

4）功放单元自身保护，对应功放单元前级功放管电流为

0A，四支末级功放管只有静态电流1.1A。根据功放单元面板

指示灯显示的告警类型做相应的解决措施。

2. 故障现象：无数据通信

故障分析：功放单元内部装有智能监控板，功放单元保

护后，会将故障信息传给整机主控单元，由主控单元实施进

一步的故障提示、控制和保护。每个功放单元都有相应的地

址码，用于主机监控对各个功放单元监控数据的区分。如果

功放单元地址码冲突，会导致功放单元无数据通信；功放单

元内部CPU板或者智能监控板无法供电，也会导致功放单元

无数据通信。

故障排除：

1）首先确定功放单元的地址码是否正确。

2）查看功放单元内部CPU板运行是否正常。如果CPU板

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数据指示灯不闪，则CPU板故障，需

更换；如果CPU板电源指示灯不正常，需检查智能监控板上

的电压转换模块U5（SU5-48S12）的12V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智能监控板电路局部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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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功放单元的反射功率、输出功率、工作电压、

工作温度和每只管子的工作电流其中一项没有数据显示，

则要相应的去检查功放输出耦合器（输出功率和反射功率检

波）、温度传感器、功放管的状态是否正常。

2.4 面板显示故障

故障现象：整机无功率显示，通信告警，监测信号正常。

故障分析：整机的功率显示是通过整机输出的定向耦合

器检波再送入到系统控制器。监测信号正常，但是无功率显

示，说明整机实际有功率输出，检波或系统控制器主板通信

芯片出现问题。

故障排除：

1. 从定向耦合器监测口测量输出功率和反射功率的检波

电压，正常情况入射检波电压在DC5V左右，反射检波电压在

DC1V左右。如果检波电压正常，则考虑系统控制器数据通信

故障。

定向耦合器如图5所示。

2. 通过整机触摸屏的日志模块找到通信状态，查看整机

的通信状态，此时提示系统通信故障，我们可以通过给系统

控制断电重启或者长按主面板的复位键来恢复故障。

3. 如果通过断电或者复位不能解决故障，则需要更换系

统控制器主板上的U10通信芯片(MAX3232CSE)。

2.5 开关电源故障

整机采用3台HX2K3VH02-50V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采用

均流方式向功放单元供电，开关电源功率余量充足，任意一

台开关电源出现故障时发射机仍可满功率工作。

故障现象：告警、无输出

故障分析：良好的机房环境是确保设备稳定运行的重要

条件，潮湿、多灰尘的机房，设备故障率就高。大多数电源

不能工作都是因为电源启动电阻损坏、开关电源风机损坏导

致过热保护或芯片性能下降。

故障排除：

1. 查看开关电源的指示灯是否有告警。

2. 若开关电源保护指示灯亮，用手背感觉开关电源面板

的温度，如果温度比其他两个开关电源温度高，判断开关电

源散热风机损坏，造成开关电源过温保护，当温度降低后，

开关电源输出正常，散热风机不工作，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开

关电源风机。

3. 开关电源无告警，无电流指示，这种情况是开关电源

本身出现故障，大多数是因为开关电源出现内部高压电路板

之间、器件之间打火；保险管两端金属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另外，天馈是发射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驻波比、增

益直接影响节目的覆盖效果，需要定期进行检查，特别是强

风和雨雪天气之后应重点检测各连接处的密封情况。

3  结束语

设备的使用、操作和维护应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者必

须加强防范意识，确保设备安全和人生安全。设备的工作环

境和使用条件应满足工作要求，重点保证设备的稳定供电，

设备的通风散热，搞好机房、机器卫生。技术维护人员在对

技术系统使用维护中要珍惜每次故障处理机会，除积极上手

参与故障排查，更要善于对每次故障的排除进行认真总结、

举一反三，从而积累经验，方能快速提高维护水平，成为一

名成熟的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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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极化和水平极化天线在调频广播的 
应用对比分析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水平极化和圆极化两种天线的特点和参数，通过当地发射台安装的两副不同极化天线，在相同环境条件

下收测其覆盖场强，将收测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了两副天线的覆盖效果，并据此对调频广播发射天线的更新换代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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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Comparison of Circular Polarization and Horizontal Polarization 
Antennas in FM Broadcasting

Zhou Changru

(Zhuhai Media Group Co., Ltd, Guangdong 519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characteristics and parameters of horizontal polarization and circular polarization antennas. Two antennas with 
different polarizations installed at local transmitting station are used to measure coverage field strength under sam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easured data sre compared, and coverage effects of two antenna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i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replacement of 
FM broadcast transmitting ant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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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场如

（珠海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  519000)

0  引言

国内发射台的调频广播发射天线大都使用水平或垂直的

线极化天线。为降低汽车点火器、工业电气设备的启动等干

扰，早期建设的发射台较多使用水平极化天线，随着社会的

发展，车载和室外便携收听成为调频广播的收听主力，汽车

移动接收的鞭状天线和便携接收的拉杆天线均为垂直极化天

线，各地发射台近年来也逐渐改用垂直极化方式播出。对于

线极化，只有当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与发射天线的极化方向

完全一致时，才能获得最大感应信号，线极化方式对接收天

线的方向要求较高。

国外的调频广播更多使用圆极化天线。圆极化波的辐射

电场矢量沿着传播方向旋转（左旋或右旋），瞬时轨迹是一

个圆状，圆极化波在遇到障碍物时，旋向会发生逆转，这种

特性可以有效降低多径干扰的影响；旋转的电场矢量具有较

好的穿透能力，能显著降低传播损耗；另外，圆极化波可以

被任意线极化天线接收，接收天线不用对准方向也能很好接

收到信号，这些特性均有利于车载移动和室外便携的接收。

为比较水平极化天线和圆极化天线在调频广播的实际应

用效果，笔者在采用相同型号发射机、相同发射功率、同一

地理位置的条件下，对安装在同一发射塔上的两副天线的覆

盖场强进行了实地收测和分析对比。

1  天线参数对比

珠海船底山发射台的四个调频广播频率（FM95.1、

FM87.5、FM99.1、FM103.8）原使用的多工发射天线，是

二十多年前安装的水平极化天线，长年的日晒雨淋、台风吹

袭，出现了天线振子接口锈蚀、密封胶垫老化、馈管漏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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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存在影响播出的安全隐患，为此采购安装了一套新的

圆极化天线，拟作为备播天线。圆极化天线与水平极化天线

安装在同一发射塔上，挂高相同，两副天线按播出需要可以

通过同轴开关任意切换。

1. 天线参数

两副天线的实测参数如表1所示。

2. 天线水平面方向性图

珠海船底山发射台东面为海面，西南面为主覆盖区。水

平极化天线为全向天线，水平波瓣宽度为360°，在珠海市的

覆盖地形中存在向东面的海面辐射，浪费部分功率的缺点。

圆极化天线的水平面方向性图如图1所示，天线的水平波瓣

宽度为180°，按理论设计，天线后瓣的场强辐射比主瓣低

10dB，天线安装在发射塔的西南面，天线背面受铁塔桅杆的

影响还要再降低10dB，即圆极化发射天线对海面的辐射比主

覆盖区低20dB左右，由于海面无遮挡物，传播损耗少于陆

地，而且海面覆盖人口较少，影响不大。由此可见，圆极化

天线的辐射能量集中在西南面的主城区，减少了对海面的无

用功率，更适合珠海市地形的覆盖需求。

3. 天线驻波比

水平极化天线驻波比参数[2]如图2所示，该天线是早年进

口产品，技术指标较好，图3中可以看出，FM87.5、95.1、

99.1、103.8的驻波比均低于1.07，符合《GY/T 5088-2013电

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天馈线系统技术指标及测量方法》 [3]中

调频发射天线的甲级标准，但在91MHz点位，驻波比达到

1.59，推测可能有一个天线振子已损坏。圆极化天线驻波比

参数如图3所示，其中FM87.5为1.09；FM95.1为1.05；FM99.1

为1.06达到甲级标准，FM103.8为1.18达到乙级标准。四个频

率的驻波比参数均符合《GY/T 5088-2013》技术指标要求。

表1 圆极化和水平极化天线参数对比

双偶极子水平极化天线 双偶极子圆极化天线

极化方式 水平极化 圆极化

天线类型 六层四面双偶极子 八层单面双偶极子

频率范围 87MHz～108MHz 87NHz～104MHz

输入阻抗 50Ω 50Ω

增益 9dBd 7.5dBd

电压驻波比 ≤1.15 ≤1.18

水平场形不均匀度 <±3dB <±3dB

水平波瓣宽度 360° 180°

垂直面主波束下倾 0.7° 0.5°

第一零点填充 >10% >10%

接口 IF110-50K IF110-50K

功率容量（单馈） 50kW 30kW

图1 圆极化天线水平面方向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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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盖场强的收测

2.1 收测仪器及环境条件

1. 收测仪器

使用一台调频广播路测仪和一台监听接收机，路测仪安

装在小车上，对测试点附近的道路进行移动收测，自动记录

生成场强分布图，并由其自带的软件统计所测路段的有效取

样点，计算场强平均值。监听接收机则对收测的频率进行音

频监听，收听主观评价效果按“优”、“良”、“中”、

“差”四个等次评述。

2. 收测环境条件

为确保对两副天线的对比分析更加

客观、准确，尽量在相同播出设备、相

同播出功率和相同地理位置的环境条件

下对两副天线进行收测，收测环境条件

如表2所示。

所收测的两个频率FM87.5MHz、

FM95.1MHz均为本台单点大功率覆盖

频道，根据电磁波根部近场辐射特性，

在发射塔周边的香洲、吉大、拱北等区

域一般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覆盖场强，

无须收测对比，收测点选取距离珠海

市区较远的唐家、金湾、斗门井岸等 

区域。

选取五个收测点，分别为1. 唐家格

力海岸；2. 唐家金凤路；3. 金湾机场；

4. 富山工业园；5. 斗门汽车客运站。各

收测点位置如图4红色圈所示。

2.2 场强收测

使用路测仪和接收机以车载移动方

式，在五个收测点附件的道路对两副天

线播出的FM95.1、FM87.5广播信号分

别收测，得出场强数据和收听效果，下

面为其中一个收测点（唐家格力海岸）

FM95.1的收测示例。

1. 水平极化天线

在 “ 唐 家 格 力 海 岸 ” 收 测

FM95.1MHz，场强分布图如图5所示，

收测总路程为4.2159km，共采集1021

个样本点，其中有效样本点919个，无

效样本点102个。无效样本主要是收测

过程中停车产生的重复样本，因此不纳

入统计范围。有效样本的平均场强为

46.78dB，同时路测仪的统计显示，比重

最大的区间为50dB～55dB，场强在此区

间内的样本点数占比为19.7%。

图2 水平极化天线驻波比

图3 圆极化天线驻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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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收听效果，收测路段为“良”或“中”，其中靠

近“排礁”的路段收听效果为“良”，靠近“大坞湾”的路

段收听效果为“中”。

2. 圆极化天线

圆极化天线场强分布图如图6所示，本次收测总路程为

3.8141km，共采集有效样本点700个，测试样本的平均场强

为59.76dB。路测仪的统计显示，测试样本点比重最大的区

间为60dB～100dB，场强在此区间内的样本点数占比达到 

51.94%。

接收机收听效果，收测路段为“优”或“良”，其中靠

近“排礁”的路段收听效果为“优”，靠近“大坞湾”的路

段收听效果为“良”。

2.3 五个收测点的场强数据和收听效果

参照上面的收测示例，收测了五个收测点路段的场强图

和数据（因篇幅所限，其他收测点的场强图省略），所有收

测点的数据和收听效果如表3所示。

3  两副天线对比分析

根据上述五个收测点的收测数据，两副天线的对比分析

如下：

1. 除“富山工业园”之外，其他四个收测点圆极化天线

与水平极化天线相比较，覆盖场强均有提高，提高的幅度在

0.24dB～21.88dB之间，增幅不均衡，有的收测点提高较大，

例如在“斗门客运总站”，FM87.5提高了21.88dB。圆极化天

水平极化天线 圆极化天线

天线挂高 135m 135m

发射塔基海拔高度 165m 165m

收测频率1 FM87.5MHz FM87.5MHz

收测频率2 FM95.1MHz FM95.1MHz

FM87.5发射机 
（同一台机）

发射功率5kW 发射功率5kW

FM95.1发射机 
（同一台机）

发射功率5kW 发射功率5kW

FM87.5驻波比 1.07 1.09

FM95.1驻波比 1.03 1.05

测试仪器 调频广播路测仪 调频广播路测仪

监听接收机 便携式接收机 便携式接收机

收测地点 选取5个收测点 选取5个收测点

表2 收测环境条件

图4 收测点的地理位置图

图5 “唐家格力海岸”水平极化天线FM95.1场强分布图

图6 “唐家格力海岸”圆极化天线FM95.1场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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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五个测试点附近道路的场强数据和收听效果

收测地点
收测频率

（MHz）

水平极化天线 圆极化天线

收测路程

（km）

有效样本数

（个）

平均场强值 
（dBμv/m）

接收机 
收听效果

收测路程

（km）

有效样本数

（个）

平均场强值

（dBμv/m）

接收机 
收听效果

格力 
海岸

FM95.1 4.2159 919 46.78 良或中 3.8141 700 59.76 优或良

金凤路 FM87.5 3.186 621 36.24 差 3.4391 697 42.32 中

金湾 
机场

FM87.5 4.2202 425 37.39 差 4.5997 765 37.63 中

FM95.1 3.9451 538 36.25 差 4.1351 538 39.17 中

富山 
工业园

FM87.5 2.6785 612 31.26 差 2.7851 623 35.17 差

FM95.1 2.7357 812 38.15 差 2.8378 853 34.32 差

斗门 
客运总站

FM87.5 2.1002 387 32.41 中 3.7815 786 54.29 优

FM95.1 1.8442 715 48.86 中 1.8188 1001 52.44 良

线的整体收听效果相比水平极化天线也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2. 由于两副天线波瓣设计不同，圆极化天线垂直面主波

束下倾角度大于水平极化天线，且增益较低（见表1两副天线

参数），致使圆极化天线的覆盖范围略小于水平极化天线，

在覆盖区末端圆极化天线的场强略差于水平极化天线，例如

“富山工业园”（见图4），该点距离发射塔52km，处于珠

海市西面覆盖区的末端位置，FM95.1圆极化天线的场强比水

平极化天线低3.83dB，这是该区覆盖效果较差的一个主因；

另外该区受大岭髻、马头山、飞夹石三座山峰的环绕包围，

覆盖环境复杂，也影响覆盖效果。

3. 水平极化天线要求接收端天线也相应采用水平极化，

否则会面临10dB以上极化隔离度的损失，车载天线在移动中

始终处于垂直状态，导致信号的接收损失较大；而圆极化天

线对于接收端天线的姿态几乎没有要求，在本次移动收测过

程中信号电平普遍高于相同条件下的水平极化天线。

4. 理论上圆极化波与线极化波在相同条件下，由于圆极

化波同时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分量，当接收端采用线极化

天线时，圆极化波的场强要比线极化波低3dB。但实际收测

时影响较少，只有1dB左右，这是由于调频广播存在多径传

播，在主城区由于建筑物较多，圆极化波的旋向较多发生改

变所致。本次收测中明显感觉，水平极化天线存在的多经衰

落在使用圆极化天线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结束语

通过对收测点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推断珠海市行政区

域内（个别覆盖环境复杂的位置除外），调频广播采用圆极

化天线的覆盖效果优于水平极化天线。珠海船底山发射台已

根据这一收测结果，将新装的圆极化天线作为日常播出主用

天线，旧的水平极化天线改作备用天线。

建议新建设的调频广播发射天线采用圆极化天线，天线

主瓣对准主覆盖区即可。各地发射台早年安装的线极化调频

广播发射天线，已逐渐到了更新换代年限，更换时若有合适

的安装位置，也建议优先考虑圆极化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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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安播监管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在广电总局和省局指示精神的指导下，江苏有线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建成了省中心集中汇聚，分中心独立管控的三级

安播监管体系。本文从建设目标，网络结构，系统组成等方面介绍了江苏有线安播监管系统，提出了“播监控三维一体”，“省市

县三位一体”的省级全覆盖式安播监管体系解决方案。

【关键词】 安播监管体系， 数字电视直播前端， 直播业务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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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e-level Security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Pan Lin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rective spirit of NRTA and Provincial Bureau, JSCN has built a three-level security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entralized gathering of provincial centers and independent control of sub-cente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objective, network structure and system composi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ovincial full-coverage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solu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broadcast,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and “trinity of province, city and   
county”.

Keywords  Security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Digital TV headend, Live service monitoring system

潘林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210001)

0  引言

随着江苏有线三网融合基地的落成，全新的江苏省有线数

字电视前端也成功上线。在机房搬迁过程中，江苏有线安播监

管体系的同步建设，有效地保障了全省数字电视信号零中断。

根据江苏省2015年关于完善省、市、县三级全程全网安全播出

管理体制，建设“事前可感知，事中可阻断，事后可追溯”的

安全运行管理平台要求，江苏有线三网融合中心数字电视前端

安播监管体系涵盖省、市、县前端，融合信号监测、管控两方

面功能，创新性地开发了日志报警系统。江苏有线安播监管体

系不仅监管数字电视信号，更从在线设备状态监管入手，提升

数字电视直播信号监管的实效性，真正做到了防患未然。

1  三级监管体系特点

江苏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监管体系建成后，除了负责监测

直播数字电视信号，还将担负起全省双向业务监控，全省干

线网络监控等多项任务。同时，由于江苏有线数字电视业务

发展，IP前端改造正在逐渐深入，本监管体系也将面向IP前

端信号进行监控。具体特点如下。

1.1 逐级全链路监控

江苏有线完成建设的数字电视安播监管体系，从省平台

信源端开始到信号转码、分发，市平台信源到市平台分发调

制，区县平台分发调制，全链路都实现了监测。在完成三级

播控的同时，完成了三级监测体系的建设，实现了从信源端

到用户端全链路的信号监控。除了直播业务外，还具备全省

互动电视监控能力。

1.2 数据与画面监控双管齐下

在江苏有线的监控体系中，不仅仅是单纯的多画面监

控，还有图形化的L波段监测系统，分发IP码流状态、主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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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状态的实时监控系统，还有点播业务数据量GUI图像化后

的指标监控。

1.3 面向IP化监控

随着江苏有线前端IP化改造的不断推进，数字电视监控

系统也进行了相应的IP化改造，无论是省平台分发系统码流

监测，市平台射频输出信号监测，还是码流状态实时显示监

测，都采用了面向IP码流的技术，即使在前端系统完成了全

IP化改造，仍可满足正常的监控需求。

1.4 实时监控实时报警

在进行数字电视信号实时监控的同时，还将同步进行实

时报警，报警形式有两种，一种为通过集中报警实现故障情

况语音报警，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弹窗服务器，将有故障信

号的画面推送至弹窗服务器上显示。

1.5 信号与干线同步监控

除了对数字电视信号进行监控，还对省干、市县传输网

络进行实时监控，从业务层和链路层同时着力，保障安全 

播出。

1.6 完善的预警监控能力

本系统不局限于只监控出局信号，从信源码流，到转码

码流，直至输出码流均进行了码流层面和图像层面的监控。

同时，利用日志系统和数据采集、存储系统实现了对设备实

时状态的监控，可在设备运行指标开始劣化的第一时间得到

预警，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1.7 系统可扩展

当有新增节目时，只需根据新增节目的相关参数配置到

监控系统中，即可完成该节目从信源接收一直到分发输出全

链路的监控。

2  三级监管体系设计 

本文着重以直播业务为例，对江苏有线数字电视前端

监管体系展开介绍。在省、市、县前端，实际存在着三张

“网”：“播”、“监”、“控”。在信号传输时，全省建

立了完善的三级播控传输网络，通过“播”网实现信号从省

到县自上而下的传输；同时，建立了安播回传及监测网络，

通过“监”网在实现信号监视的同时，实现信号自下而上的

回传及监测；在各机房内，均建设了独立完善的网管远程控

制、一键控制切换等控制网络，通过“控”网，实现传输信

号播出、切换控制。出于信号设备切换控制安全等多方面考

虑，“控”网尚未在全省汇聚连通，仅由本地机房控制。

2.1 设计目标

2.1.1 “播”、“监”、“控”，三维一体 

在不断设计优化全省安播网络时，无论是省、市、县前

端，逐渐形成了完备的“播”、“监”、“控”三张网络。

这三张网络物理上互相独立，数字电视信号传输、监测信号

回传、控制信号操作互相独立，无任何线路上的重叠。在设

计全省安播网络时，我们希望能有机地将这三张网结合在一

起，三维一体，形成一张江苏有线保障数字电视信号安全播

出的立体大网。

2.1.2 省、市、县，三位一体

由于江苏有线已基本完成全省三级播控改造，有着完整

的自上而下的信号传输播出网络。通过安播回传通道，又形

成了监测信号自下而上的完整网络。因此，打破省、市、县

机房物理空间限制，旨在形成一个全省数字电视平台联动，

三位一体的安播网络，是我们在三网融合基地建设过程中的

目标之一。

2.2 监控体系网络拓扑

最终我们设计建设了如图1所示的江苏有线安播网络。

数字电视信号播出、监视、控制自成一网，互相独立，其中

播出网络实现自上而下逐级分发，监视网络实现自下而上实

时回传，控制网络实现远、近结合，PC、按键结合的本地控

制。同时，各级网络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全省安全播出

保驾护航。

3  全省安播监管体系实现 

在安全管理中，“安全第一，预放为主”是最有效的原

则。对于广电系统，应急切换只是安播保障中比较靠后的防

线，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日常运行管理。将安全播出寓于日常

运行，所依赖不仅仅是多画面监控，更需要对在线设备实时

运行状态的管理。因此，江苏有线在建设全省安播监管体系

时，突破了原有多画面监控的思维模式，在全链路信号监控

的基础上，又加入了L波段指标实时监控，分发码流状态实时

监控，设备运行日志监控等多个监控子系统。即使输出信号

一切正常，但当某一级信号指标，尤其是信源指标（如L波

段接收电平，载噪比，卫星接收机接收误码率等）出现劣化

后，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做到防患未然。

江苏有线全省安播监管体系主要由多画面监测系统、数

据监测系统、报警系统、日志系统、全省监控数据采集、存

储系统等几个系统组成。

3.1 多画面监测系统 

多画面监测系统即通过画面音频监测服务器组群，实现

信源、转码、分发等逐级的数字电视信号画面、音频监测。

同时，在地市、区县平台，针对加扰调制后的射频信号，进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1期〕 107

Safe Broadcasting &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  安全播出与监测监管

指标开始劣化，尤其是当存在卫星信号干扰甚至攻击时，可

以第一时间发现。由于整个信号接收转码分发的时延，通过L

波段监测比单纯的依赖多画面监测发现问题，将提前数秒的 

时间。

类似地，在监测分发信号时，也以类多画面的形式完成

对每个分发码流的状态监控。两种不同的数据监测显示示例

如图3和图4所示。

图1 江苏有线安播体系设备拓扑图

图2 多画面监测显示示意图

行解调解扰后的IP信号进行多画面监控。在省、市平台，还

对回传的下级数字电视信号进行多画面监控。

目前，多画面系统主要仍是独立的监测服务器，功能相

对单一。但存在一个问题，通常招标采购的多画面服务器画

面处理能力是一致的。由于通常针对节目分类进行多画面监

测，有些监测全为标清节目，有些全为高清节目，那么，对

服务器的硬件使用率（如CPU、内存等）是不一致的，有些

接近饱和，无法再新增节目监测，有些却才使用一半甚至

更低。因此，我们也在研究，利用刀片服务器和储存系统协

作，组成集中式的多画面监控系统，也更方便针对不同的画

面处理，进行相应的负载分配。

多画面监测显示如图2所示。

3.2 数据监测系统 

随着数字电视的发展、IP化改造不断深入，单纯的多画

面监控，已经不再完全满足当前数字电视监测需求。江苏有

线建立了完备的数据监测系统，针对卫星信号，开发建设了

L波段信号监测系统，将在用的每个卫星转发器的指标参数

以时间为横轴画出图形，最终以类多画面的形式实现展现。

通过L波段信号监测，可实现卫星指标实时报警。当L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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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警系统

多画面、数据监测系统都是安播监控系统的“眼耳

鼻”，为了提升安播监控质量，通过建设报警系统，为安播

监控网络又装上了“口”。报警系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

中报警信息提示，同时通过语音播报报警信息；另一种是新

开发的报警弹窗系统，即将存在报警的多画面或数据监测服

务器的画面直接弹窗到坐席的显示屏。这两种报警系统互相

结合，可以更有效地辅助值班人员及时发现、定位并排除故

障。下面省平台备路以某套节目出现静帧为例，说明报警情

图5 集中报警信息系统报警示例

图6 报警弹窗系统报警示例

图4 码流监测显示示意图

况。当出现故障时，集中报警系统发出报警信息，并进行语

音播报，如图5所示。同时，弹窗服务器弹出报警节目多画

面，如图6所示。当有多套节目同时报警时，将报警画面同时

弹窗，如图7所示。

3.4 日志系统

无论是多画面监控，还是数据监控，都仅仅是“结果

侧”的监控手段，且在回查故障原因时，无法追根溯源。因

此，在建设常规监测系统的同时，还开发了日志监测系统。

日志系统可以视为“开始侧”的监控手段，借助日志系统，

图3 L波段信号监测显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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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更有效准确地定位原因。

日志监测系统以数据库的形式，不仅记录报警日志，更

将设备运行日志、设备状态日志予以保存。日志系统还在不

断完善，目前具备以下功能。

3.4.1 实现报警日志记录

为保证报警记录可查，将所有报警日志进行保存，保存

后的日志可随时查找。

3.4.2 实现设备运行状态记录

日志系统除了保存正常的报警日志外，还实时保存在线

设备的状态运行日志，通过状态运行日志，可得到设备长期

输出指标等。由此，可实现对设备实时状态的监控，在第一

时间发现设备性能指标劣化，防患未然。除此之外，当出现

故障，第一时间完成应急操作后，在紧接着的故障定位时，

有了设备日志系统，可有效地辅助定位故障节点。

3.4.3 辅助后续监控系统开发

有了日志系统，后续还可进行进一步深化开发，比如，

运行射频指标图形化展示，智能云监控系统开发等。

3.5 全省监控数据采集、存储系统

日志系统主要针对报警信息，设备运行日志等进行保

存，但这不能支撑起全省安播监控系统的监控数据要求。针

对全省监控数据，还需要一套完备的异态数据采集、存储系

统。全省监控数据采集、存储系统主要针对以下方面。

3.5.1 设备异态日志抓取存储

作为广播电视播控机房，内部有海量的卫星接收机、大

量的汇聚分发设备、切换保护开关等等，通常，当设备指标开

始劣化初期，对电视信号并不会有实质性影响，甚至很多时候

是无感知的，而当指标劣化到阈值后，则将产生无法恢复的严

重影响。通过设备日志系统，可是实时抓取到设备运行数据，

而当出现异态的日志时，比如卫星接收机接收指标劣化，此

时，接收机仍能正常接收信号，但设备异态日志已被监控系统

采集，并保存，并被系统实时监控，这有助于运维人员准确掌

握设备实时运行状态，对保障安全播出有重大意义。

3.5.2 数字电视信号异态抓取存储

当有报警信息触发时，该节目整条传输链路上的码流、

报警信息等异态信息，将被系统实时抓取，并保存。这对事

后查找定位原因，有着尤为关键的意义。

4  结束语

通过独立的安播监控系统建设，江苏有线实现了

“播”、“监”、“控”“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建设，有效

地保障了数字电视信号安全播出，不过该系统还有着很多待

发展的空间。完整的多画面、数据监测系统组成了安播监管

体系的“眼耳鼻”，报警系统构成了监管体系的“口”，日

志系统和数据采集存储系统构成了监管体系的“脑”。如何

不断完善安播监管体系，后续的工作还很多。比如如何提升

“眼耳鼻”的精准性，提升“口”的针对性，增加“脑”的

智能化，乃至如果引入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其他领域的思

想，给我们的监管系统成为可自主消化吸收，自主学习成长

的全智能系统，亦或是，给安播监管体系装上“手”，开发

自主保护的控制网络，等等。雄关漫道路漫漫，在保障安全

播出的路上，我们还要走的更远做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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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链的播出一致性比对和应急系统

【摘  要】 本文介绍广西广播电视台基于覆盖节目制作域、播出域、传输域的数据链，借助大数据运算、图像处理、自动化技术

搭建的一套电视节目信号一致性比对系统。借助该系统实现了全维域协同保障安全播出，改变过去依赖于播出系统自身性能

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单平台支撑的现状，实现网络化的分布式安全播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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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et of TV program signal consistency comparison system built by Guangxi Radio and TV Station, which is based 
on data link covering program production domain, broadcasting domain and transmission domain, and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operation, image 
processing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help of this system, full-dimensional domain collaboration guarantees safe broadcasting is realized, 
which changes current status of single-platform support that relied on broadcasting system’s own performance and emergency disposal ability in the 
past, and realizes networked distributed safe broadcas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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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  530022)

0  引言

通过对电视播出线上使用的信号监测报警系统进行分析

总结，我们发现传统的监测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1. 监测点孤立，无法实现上下游及主备关系的节点异态

监测结果的关联判断。

2. 监测点少且集中在播出系统内部，主要是视频服务器

输出、末级切换器或者视频分配器输出这两级主备信号。

3. 检测故障信号类型较少，通常只能检测信号丢失、黑

场、彩条、静帧、静音或音量过低等简单状况，不能检测图

像马赛克、噪点、相位偏差等其他异态。

4. 无法正确判断节目内容场景中的艺术处理、特效场景

需求；很难解决“误报”与“漏报”之间的冲突，通常通过

放宽报警时间门限阈值减少误报，但门限值增大后，故障漏

报几率随之升高。

5.  末级主备信号出现不一致时，无法正确判定异态 

信号。

6. 上述情况组合在一起，会进一步增加误报、漏报率，

经常会在某个短时间段内发出大量误报信息提示，导致因误

报而延误真实故障报警提醒。

7. 由于报警准确率低，无法启用通道信号自动应急切

换功能，通常需要值机人员根据报警提示做出正确判断后

进行手动应急切换处理，必然导致应急处置时间较长的不良 

后果。

针对传统播出信号监测报警系统的不足，我们应用数据

链思维，对制作域、播出域上下游相关联的关键节点同时进

行数据采集和异态监测；对信号源、同级主备信号、后级主

备信号内容是否一致进行检测；建立各节点间的业务逻辑，

通过搜集节目在“制作—上载—播出”域的安全播出信息数

据，对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跨域多维度分析评估安全播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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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精确定位故障点，快速生成分析报告，构建全维域数据

辅助播出决策和驱动应急决策。

1  系统架构

基于数据链的播出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体系由基础设

施、技术分层、安全播出知识库、应用功能等部分组成，如

图1所示。

1.1 基础设施平台

采用大数据框架体系构建的安全播出风险评估平台，融

合了制作系统、节目文件化安全送播系统、上载系统、播出

系统、监测报警等多环节技审和实时监测产生的数据。

1.2 安全播出知识库

根据积累的大量节目播出基础信息，建立描述本台安全

播出属性的资料信息库、知识库、专家库、播出事故场景库

及应急策略。

1.3 技术分层

从技术角度根据数据的流向自下

而上将平台划分为：数据采集层、数

据处理层、数据分析层、数据访问层

和应用服务层。

1. 数据采集层：实现制播网络数

据链路上各环节数据的统一采集管

理，包括实时和离线采集，确保数据

采集的及时和完整性。

2. 数据处理层：实现对制作网节

目技审结果、节目上载技审结果、播

出节目实时监测结果、播后统计数据

等多源异构数据的抽取、清洗、转化

及汇总。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精确字

段抽取及格式化；对结构化数据进行

合法性校验，提取与节目安全播出匹

配的相关数据。

3. 数据分析层：实现节目单分

析、文件技审数据匹配、交叉匹配数

据分析、视音频异态监测数据分析、

多路信号一致性检测、智能场景过

滤、系统态势和风险评估算法等具体

的数据分析处理。

4. 数据访问层：实现对外数据服

务，为应用服务提供支撑。

5. 应用服务层：实现具体功能模

块和集成应用服务，如播出故障场景画像、播出知识库等。

1.4 分布式微服务的软件架构

软件系统采用分布式微服务架构，分为底层服务、中间

层服务和上层系统三个层次。系统层次之间采用分布式架

构，相互间的调用采用微服务架构，大幅降低了系统模块间

的耦合性，增加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和

IT架构的灵活性，能快速响应播出业务环境、流程发生变化

引起的需求，最大限度复用现有资源，避免重复构建。

1. 底层服务提供了视音频的技审检测服务，包括静帧、

黑场、静音等视音频错误检测算法，还提供可划定区域的画

面匹配算法，提供实时画面的匹配结果。

2. 中间层以微服务的形式提供智能场景过滤、信号技审

结果和文件技审结果精准匹配、多组匹配结果的综合分析等

服务，根据这些服务提供的结果结合当前素材判断出所需要

图1 系统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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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报警和切换的策略，然后根据策略做出报警和信号的

智能切换。

3. 上层系统包括显示客户端（智能信息管理平台）、在

线节目单服务和文件技审服务。客户端主要负责画面和声音

的实时流显示、技审结果呈现、语音报警提示和综合信息展

示。在线节目单服务和文件技审服务为中间层提供在线节目

单和静态技审结果数据接口。

1.5 安全播出应用系统

我们根据节目安全播出要求，结合新技术发展，基于数

据链构建了以制播全流程安全要素互操作、管理运营信息高

效流转为核心特征的制播网络和播出风险评估系统，系统

结构如图2所示。系统在制作网输出环节部署第一级节目成

品文件技审系统，在节目上载环节部署第二级文件送播技审

系统，在播出网内部署第三级文件播前技审系统。各级技审

系统自动对本级文件进行内容和技术审查。技审功能支持对

文件中视频的黑场、彩帧（蓝底、绿底）、彩条、静帧、幅

型、Y/U/V 超标、R/G/B 超标、亮度超标、夹帧、马赛克、

画面噪波等检测。每条技审结果都会精确标记提示，便于快

速查找和定位问题点。

在节目“制作-上载”环节，将审核不通过的节目退回至

制作系统，同时发送通知提醒节目制作人员进行人工复审，

从源头监测和降低播出事故发生率。

在节目播出环节，将播前审核结果、待播审核结果、播

出节目单、播出数据库表、实时播出信号异态检测结果等数

据进行多维度匹配运算，如果发现运算结果超出预设阈值，

系统立即按照预设策略自动应急处置，或者提醒人工干预处

置。此次项目实施解决了对播出信号中出现黑场无声、黑

场有声、静帧无声、静帧有声、马赛克、画面噪波等故障现

象进行自动判别的难题，通过一致性检测系统全维度匹配运

算来准确判断是否属于异态、劣播或停播，大幅度降低误报

率，实现了自动应急处置。

在“播后”环节，将已播节目单、播前文件技审结果、

播出过程监测异态报警记录等内容整合生成播后数据，把数

据返送至播前文件技审系统，用于比对重播节目的播前技审

结果，如果发生比对结果不一致，则判定可能是节目文件出

现损坏，系统自动发出通知提醒。

2  关键技术与创新

本项目通过研究软硬件一致态势理解、文件一致性校

验、多路信号一致性检测、播出系统风险评估、智能应急切

图2 安全播出应用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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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控制等关键技术，实现网络化制播体系分散风险，以分布

式安全播出控制提升总体安全播出水平，支撑适应越来越高

标准、严要求的安全播出能力的形成。

2.1 采用立体网状结构的有效信息采集和故障判断辅助 

机制

系统从时间、空间、视音频、信息技术和控制五个维度

获取电视节目从整备到播出的有效信息，全维度的有效信息

从时间点、空间点、判断逻辑、指标特征等方面建立联系，

进行要素分析。素材从生成开始，只要任何状态有所变动，

系统都会在该时间节点生成一个素材描述的有效信息，这些

有效信息经过时间积累、空间路径、去重复、重新关联等处

理，在播出前形成立体网状结构的有效信息集，利于提高故

障判断的速度。同时有效信息集进一步简化，结合历史数据

校验、整备行为记录、技审大数据、整备评价等辅助数据积

累，生成故障判断辅助信息库，提高故障判断的准确度。

2.2 用并行多关卡握手机制的多重判断模型来实现故障精

准判断

在节目播出时，系统核心实时感知和计算当前信号的要

素信息，利用立体网状结构的有效专家数据信息库去楔合故

障精准判断模型，并行在视频、音频、视音频结合、控制、

键叠加等硬性指标的关卡进行匹配运算，如果全部关卡匹配

成功，则进行握手，做出无故障判断。一旦有一个关卡没有

成功握手，则进入第二重“疑似故障”阶段运算，向故障判

断辅助信息库申请相应数据进行匹配。如果“疑似故障”阶

段匹配仍没有成功握手，系统核心会计算当前视频帧的误判

标识码，进入第三重“误判控制”阶段去剔除误判。经过误

判控制策略后，不管握不握手，系统核心都会得到精准的故

障判断信息，为智能处置正确性提供精准依据。

2.3 播出应急场景画像技术

1. 通过对播出信号画幅指定区域全像素取样保证取样信

息完整性，解决以往系统采样密度不足影响检测结果准确度

的问题；

2. 通过对比检测具有链路逻辑关系的主备路前后级取样

信号的同帧同像素点的Y、CB、CR值，解决通常难以区分类

似静帧、静音的内容场景造成误判误报率高的问题，并解决

以往无法识别的马赛克、噪点等劣播内容场景造成漏报的 

问题；

3. 采用送播节目文件技审信息作为画面场景描述，建立

参考标准用于明确判断实时播出信号是否异态，解决了因缺

乏画面场景参考标准造成误报或漏报的问题。

根据不同播出场景和处置操作的安全等级要求，结合关

键决策信息生成最佳处置方案，实现智能处置。在系统中不

同的播出时段、方式和场景，具有不同的场景安全等级，并

且不同的应急处置操作也有对应的安全等级。当播出信号发

生异态时，系统根据异态判断最终的决策信息，结合当前播

出场景安全等级，评估执行何种安全等级的处置操作。高安

全等级的采取高容错策略，低安全等级的可以根据关键决策

信息和时间积累做低容错策略。除了一键处置外，还有根据

时间累积的连续处置操作，以得到最佳处置方案，真正实现

无人工干预的智能处置系统。

2.4 多路视频一致性检测技术

以视频服务器播出场景为例：

1. 首先采集主备路播出视频服务器和播出通道末级SDI信

号，如图3所示，在A1、A2、B1、B2四个取样点采集信号，

在同一链路和主备链路建立上层判断逻辑。

2. 然后对实时采集信号进行异态检测，并将四个取样点

信号的检测结果数据进行相互交叉匹配运算，包括视频、音

频、节目文件技审信息等主要维度匹配运算，以及时钟、播

出表、播出信号路由、播放方式、节目素材、台标等辅助维

度匹配运算。

3. 再把上述运算结果与播出节目文件技审数据、节目

播出数据、评判数据信息等组成立体网状结构的有效信息

集，采用故障判断辅助机制、并行多关卡握手机制、播出应

急场景画像技术对数据进行匹配运算。系统能够自动判断出

信号链路中出现问题的环节，解决故障定位难题；自动判

断出主备哪路信号出现问题，解决主备信号不同或者主备

信号同时出现异态时无法判断的问题，实现精确判定播出 

事故。

4. 最后由系统向主备四选一切换器、应急联动控制面

板、报警器发送控制切换命令和报警命令，完成智能应急处

置。判断和应急策略如图4所示。

图3 播出信号检测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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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效果

此次项目的设计实施中，安全播出技术系统建设涵盖了

播前系统（制作、上载）、在播系统（播出、监控）、播后

评价系统，打通了本台节目制作、存储、上载、播出、传输

全链路上各个系统的数据“孤岛”；基于具备逻辑关系的多

级系统产生的播前数据、在播数据、播后数据形成数据链，

能够根据制播发展和态势变化，将计划播出与在线播出、重

播相结合，实现安全播出的协同控制，分散播出风险的同

时，整体提高了安全播出水平。

该项目于2020年1月投入使用，系统运行安全稳定，未

发生过误判断、误告警、误切换，精准判断故障和应急处

置效果非常显著。系统启用至今，共完成了5次播出单通

道链路故障的精确判断和自动应急切换、1次因频道编务误

操作导致所有视频服务器播出静帧的自动应急垫播处理，

播出故障判断和自动应急处理时间均控制在2.5秒内，最快

达到1秒，为节目安全播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大幅度减

轻了值班人员压力。事故类型与应急处置时间统计如表1 

所列。

4  总结

本项目通过研究与发展软硬件一致态势理解、文件一致

性校验、多路信号一致性检测、播出系统风险评估、智能应

急切换控制等关键技术，实现网络化制播体系分散风险，以

分布式安全播出提升总体安全播出水平，支撑适应高标准、

严要求的安全播出能力的形成。随着项目的实施推广，积累

的数据聚合后会形成包含全态信息和数据关系的安全播出数

据链。基于数据链网络，将节目制播各类要素数据针对安全

播出要求进行分类处理，形成对制播要素准确描述的信息；

根据制播流程对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处理，形成应急切换

决策，完成对异态节目信号的应急切换；根据对制播流程全

域节目信号异态数据的多维度分析、评估，转入基于数据的

闭环控制链路，进一步提高安全播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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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事故类型与应急处置时间统计

序号 正确节目内容的异态类型 播出事故的类型 应急处置时间

1 黑场无声音 黑场有声音、静帧有声音、静帧无声音、静音、彩条、彩场 2.5s内

2 黑场有声音 黑场无声音、静帧有声音、静帧无声音、静音、彩条、彩场 2.5s内

3 静帧无声音 黑场无声音、黑场有声音、静帧有声音、静音、彩条、彩场 2.5s内

4 静帧有声音 黑场无声音、黑场有声音、静帧无声音、静音、彩条、彩场 2.5s内

5 静音 黑场无声音、黑场有声音、静帧有声音、静帧无声音、彩条、彩场 2.5s内

6 彩条 黑场无声音、黑场有声音、静帧有声音、静帧无声音、静音、彩场 2s内

7 彩场 黑场无声音、黑场有声音、静帧有声音、静帧无声音、静音、彩条 2s内

8 信号中断 黑场无声音、黑场有声音、静帧有声音、静帧无声音、静音、彩条、彩场 1s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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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无线数字电视信号调度监控设计

【摘  要】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作的通知》，指出确保通过无线（数字）提

供不少于15套电视节目和不少于15套广播节目，并要求“加快推进县级以上无线发射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广播电视安全

播出和监测监管需要”，进一步为利用地面数字电视开展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夯实了基础。在此前提下针对湖南省无

线数字化的实际情况做了1kW骨干台站数字信号调度监控的规划与设计，辅助发射台站完成模拟转数字的技术升级改造。

【关键词】 数字无线， 信号调度， 多画面监测， 网管监控

【中图分类号】 TN943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20001023

【本文献信息】何育尧，周义，徐胜.地面无线数字电视信号调度监控设计[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1).

Design of Dispatching and Monitoring of DTMB Signal
He Yuyao, Zhou Yi, Xu Sheng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In 2016,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Notice on Accelerating the Upgrad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from 
Villages to Households”, pointing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no less than 15 sets of TV programs and no less than 15 sets of radio 
programs are provided through wireless (digital). It also require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wireless transmitting 
stations above county level,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safe broadcasting,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which further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use of DTMB to carry out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Under this premise,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of wireless digital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makes planning and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dispatching and 
monitoring for 1kW backbone station, and assists transmitting station to complete technic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alog to  
digital.

Keywords  Digital wireless, Signal dispatching, Multi-screen monitoring, Network management monitoring

何育尧，周义，徐胜

（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  410003)

0  引言

电视发射台站现有信号源管理和信号监测系统较大部分

为：模拟电视的信号源直接接入发射机，再用模拟解调设备

对模拟播出空中信号进行监测；数字电视的信号源通过各种

链路传输至台站转码后直接接入发射机，再用机顶盒接收上

大屏监看。并没有实现对所有环节信号取样并完成数字化监

测和调度，且一般台站都有基地办公区，也无法对台站发射

信号进行全链路监测。发射状态管理方面也一般为人工巡查

抄表登记，无法大数据查询发射综合状态。

中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311工程）在广播电视发射台

站新建了数字发射机和天馈系统，每个省的信号源系统模式

不同，基本为两种：一是全省统一前端平台，通过不同传输

网络送至每个发射台，台站直接发射；二是台站通过卫星、

微波、光纤获取发射节目的信号源在通过台站内的编码复用

平台组合成发射的TS流进行发射。各省大部分台站在中央无

线覆盖工程的推进下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改造，但在信号源的

调度管理、每个环节的信号监测、发射机和其他相关设备管

理维护方面并没有同步建设。台站信号源管理环节缺失，无

法智能调度切换各个可用信号源；大部分台站监测只做到了

空中发射信号的单节目监看，一旦出现故障无法精准判断故

障点和故障原因；台站值班人员对发射状态管理方面无合理

的故障处理和记录的机制，存在安全播出隐患。为了确保中

央311无线覆盖工程发射的稳定、安全和高效，我们迫切需要

对电视发射台站信号调度监测系统进行数字化智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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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原则

数字信号监测是该系统的核心，系统设计的首要目标是

安全，必须符合总局“62号令”有关安全的规定，在安全的

基础上实现系统的其他拓展功能。

严格做好系统各个环节的主备设计，合理设计倒换机

制，确保信源稳定传输至发射机确保安全播出。

监测监控系统是信源传输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值

班人员日常工作的主要平台，同时还是各台站工作状态对外

展示的平台。监控系统在全面监控信源传输各环节、各频道

（频率）信号、机房环境的基础上，灵活合理的添加配置，

搭建一个数字信号架构系统，形成一个全面监控并融入综合

管理功能的系统。转播台新信号系统需要为广播和电视发射

系统提供符合技术指标和安全要求的主备信源；整体系统同

步时钟，同时对系统每个环节的设备进行监控，对各环节输

入输出信号进行实时画面监看、质量监测，对不同路由的信

号源实时比对，不一致则告警且提示问题信号源。对系统运

行的环境（包括电力、温湿度、机房安防）进行全面监控。

监测监控系统收集实时故障信息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推送和

查询；为了便于管理，在保证信号安全的情况下机房创建工

作管理系统，实现包括系统运行报表、物资管理、人员值班

安排、工作量统计等功能。网络系统按照GD-J038-2011《广

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中第二级防护

要求执行。

设计方案已经在湖南省湘西州7602调频电视发射台数字

信号监测项目落地实施，运行一年以来工作稳定，极大程度

辅助台站人员完成模拟发射监测到数字发射监测的过渡。此

设计宗旨是对2套数字电视的信号源实现切换处理、多环节信

号监测监看，对设备和信号重要级别的故障发出告警同时短

信告知相关人员，各电视台办公区通过简单可靠稳定的设备

完成所有发射节目空中信号轮训监测告警。保障信号源系统

中各个环节的信号都可以有两套监测评价系统，其一是直接

采集多画面监看，其二是各环节ASI信号进调度矩阵再调度给

解码设备和码流分析设备进行监测，用以保证信号监测系统

的真实性。

2  具体设计方案

1. 信号源系统

信号源系统改造的架构主要是安全稳定传输和智能切

换。主要设计目标如下：

1）台站信号机房和发射机房的信号传输采用光纤传输，

这样可以避免大功率设备电压波动对小信号设备造成损坏。

2）主备辅信号进入智能切换开关进行码流层面的监测切

换，实现基于码流TR101 290标准的监测判断，同时具备手动

遥控切换面板自主选择切换信号源。

3）发射机输入信号源采用切换开关输出源和主路信号直

通源互补，这样可以弥补单故障节点缺陷。具体实现如图1 

所求。

2. 信号监测系统

信号监测系统分为被动大屏监测和主动调度监测。主要

设计目标如下：

1）被动大屏监测主要设计为采集每路信号源和切换后信

号进行码流IP化进大屏轮巡监测，通过RF空中接收模块解调

空中信号再IP化调度进大屏监测。这个为常规监测，囊括了

各个环节的信号，且能做到实时告警和自动故障收录。

2）主动调度监测分两块，信号源部分是取各个播出频

道信号源和切换开关信号进调度矩阵，通过矩阵调度给码流

分析仪和解码器，通过分析仪可以看码流指标，通过解码可

以监测节目画面质量。另一块是空中信号的主动监测，通过

图1 电视发射台数字电视信号传输监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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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MB轮巡监测仪对空中发射的所有开路信号进行搜索存储

节目列表，在自动控制更换解码收看的节目，每5秒轮巡观看

一套节目，如果发现静音、黑场、马赛克等故障则停在这套

节目并发出告警。通过A和B两个途径的相互印证，能精准监

测发射台所有信号的播出情况。具体实现如图2。

3. 环节动力系统

环节动力系统的设计目标是机房安防监控、温湿度监测及

烟感、发射机电力稳压设备都要实现信号和控制数据的IP化，

并接入机房网管系统中，为值班人员的安全播出提供指导。

4. 值班管理系统

值班管理系统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值班表和值班巡查的自动生成和记录，通过值班表的

自动生成和值班人员巡查的自动记录，可以作为对工作人员

年度工作量和工作情况进行考察的依据，其中巡查自动记录

功能可以将设备隐性故障记录，方便人工巡差时及时发现及

时处理。

2）安播日报表的自动生成，要求系统每天三次定时记录

发射机工作状态（发射功率、反射功率、信号源使用、电力

使用），每天自动生成包括发射情况、监控和信号源系统工

作状态、人员值班巡查记录等三个方面的安全播出日报表。

3）维修日志的管理和大数据查询，要求每次故障抢修按

值班管理系统建立处理流程单，且实时跟进并将所有记录存

档，方便后续类似故障的处理。

3  技术推动管理转型

数字信号调度监控系统建设完成后，基本实现了技术升

级促进管理转型，技术变革推动人员知识结构转型，最终达

到技术保障安全播出的目的。

改造之前台站的值班架构可能是每个类型发射设备对

应一组值班人员，台站值班人员模拟信号播出时期只需要

简单确认播出的空中信号音视频是否正常，在覆盖收

测中也只要带一个模拟信号接收机看是否能收到声音 

图像。

改造建设数字信号调度系统之后，值班人员为综

合值班，在数字信号调度系统中可以实时准确掌握机

房环境、电力情况、发射机状态和信号源系统状态；

发射故障可以通过信号调度和监控准确定位故障点；

改造前值班人员需要对机房各设备进行巡检并手写登

记等，改造后所有系统状态和处理详情都自动生成每

天的安全播出报表。本系统要求值班员对调度系统的

信号来源，信号组成成分，信号在系统中的作用等有

一个统筹认识，需要具备一定全局观念。

系统搭建完成后要求技术人员对数字复用流的结构、数

字信号信道调制等相关的参数有较为专业的了解，通过参数

去判断系统问题，能熟练使用AVS+码流分析仪和DTMB分

析仪；在覆盖收测评价工作中，通过发射机信道调制方式的

改变需使用不同覆盖评价标准，深刻认识数字覆盖中MER

（调制误差比）和BER（误码率）对覆盖区域接收信号的 

影响。

4  总结

综合来说在数字信号调度系统建设完成后，台站日常

工作可以开展更顺畅，值班人员可以快速熟悉数字发射的

播出管理。台站技术人员利用数字信号调度监控系统可以由

理论上升到实践，透彻理解数字信号的无线发射与覆盖；台

站管理人员可以利用数字信号调度监控系统做到台站自动化

管理，促使值班人员更合理的对设备进行巡查管理、对播出

情况进行记录。最终达到2020年模拟发射过渡到数字发射之

后，更安全优质的保障数字无线发射的播出的目标。希望上

述1kW骨干高山台站的数字信号调度监测系统的设计分享，

能让各位高山台站的同仁在无线发射数字化的转型中少走弯

路，在数字无线发射上实现更优质的安全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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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视发射台数字电视信号监测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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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线网络的广电5G集客业务 
发展机遇分析

【摘  要】 本文概述5G时代广电集客业务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广电5G 700MHz网络开展集客业务的优势，以及多领域的成功

案例，并对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发挥广电5G优势推动集客业务发展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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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CATV Companies’s Group Client Business 
under 5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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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CATV companies’s group client business in the 5G era,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in carrying out 
group client business for broadcast 5G 700MHz network, analyzes successful cases in multi-field, and makes a prospect for CATV companies to use 
broadcast 5G advantage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group client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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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广电集客业务已经成为广电网络业务发展新的

增长点，成为继基本收视、宽带等服务之后，又一项具有战

略意义的业务。随着5G网络的快速建设，尤其是广电5G牌

照的颁发和试验网络的建设，广电集客业务抓住机遇转型发

展，推出了诸多基于5G的集客业务，充分发挥广电网络的公

信力优势，借助可管可控的广电5G网络，为服务对象网络赋

能，实现智慧化发展。

1  广电集客业务发展概况

1.1 广电网络公司收入结构趋势分析

随着互联网视听业务快速发展，用户收视习惯改变，音

视听服务市场竞争加剧，行业环境的变化对传统有线电视业

务形成巨大的冲击，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的传统业务收入整体

呈现下滑趋势。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

计公报》[1]，2020年全国收视维护费等传统业务收入降幅较

大，收视维护费、付费数字电视、落地费等传统有线电视网

络业务收入520.61亿元，同比下降18.30%；与此同时，有线

电视网络宽带、集团客户等增值业务收入增长明显，2020年

收入236.37亿元，同比增长12.67%。湖北广电年报显示，公

司2020年有线电视用户流失率为10.76%，对应的有线电视业

务收入同比下降14.78%。陕西广电网络年报显示，公司2020

年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业务收入虽比2019年上涨3.16%，但

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降低了1.71%，其增值业务收入

和工程建设收入占比同期上升22.28%和78.97%，充分显示出

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收入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1.2 广电集客业务取得突破

在传统有线电视服务日渐式微的时代，广播电视网络公

司正逐步由传统的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转型为基于有线电视

宽带网络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的企业，大力开展集客业务已经

成为广电网络公司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是其业务增长极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

开展集客业务的基础是网络资源。广播电视网络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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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公共文化服务属性和市场主体属性，

拥有覆盖广泛的基础网络资源，扎实的音视频媒体技术背景，

庞大的用户群体资源，本地化的运营团队，在集客业务领域具

备先天优势，可以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政府智慧

化治理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各地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创新业

务场景和商业模式，陆续为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开展了社会

管理服务平台、平安城市、电子政务、雪亮工程、视频会议、

应急广播、智慧港口、智慧旅游、智慧乡村等项目建设及相关

服务，覆盖党政、文旅、卫生、金融、工业等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多个领域，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2  集客业务的网络需求分析

2.1 网络质量

在网络安全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集团客户对专线业务

的安全性、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集客业务需要达

到“零中断”的高要求，这对通信运营商的网络质量提出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提升集团客户服务满意度和忠诚度的

关键因素之一。

为提升集客业务网络质量，广电网络公司通过多种手段，

加强集客业务专线网络的安全和稳定。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采用主动的监测模式，建成了一套互联网感知质量

检测系统，实现基础网络质量测试、业务质量测试及内容资源

分析，提升集团客户互联网宽带业务服务感知及第三方出口质

量的监测水平[2]。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利用多业务接

入平台技术对现有广电网络实施大客户接入网专线改造，满足

集团客户对接入网专线业务在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的需求[3]。

2.2 运营支撑

随着各通信运营商之间网络能力的差距逐步缩小，集客

业务市场的竞争已经由传统的网络能力的竞争转向即可运营

支撑能力的竞争，各运营商纷纷推出个性化定制方案，满足

不同领域和规模集客业务的需求。

以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政企专线为例[4]，其运营支撑系统建设提出了专业化、流程

化、集中化、智能化、开放化的建设目标，满足公司的实际

业务，提高系统的易用性。苏州广电成立专业团队负责集客

业务专线建设与运维，构建实现全过程的管控的专线流程化

管理平台，建立“集中管理、集中监控、集中维护”的统一

专线管理、查询、统计平台，建立实现主动预警维护的专线

业务运维平台，并预留与外部系统的数据交互接口。实践证

明，苏州广电政企专线运营支撑系统对集客业务售前、售

中、售后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管理，业务流程更加透明化、

规划化，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提升了用户感知。

2.3 灵活覆盖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广泛普及，以及4G、5G、WiFi等无

线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发展，越来越多的集客业务倾向于利

用无线网络实现业务应用。除了提供WiFi覆盖等提供上网服

务的集客业务外，万物互联的物联网也对无线覆盖网络提出

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贵州广电多年实施广电网络智慧化升级改造，打造了有

线无线、宽带窄带相融合协同覆盖的智慧广电网络。贵州广电

利用基于LoRa无线技术的窄带物联网，实现智能燃气表无线

远程抄表业务，覆盖贵州省9个市（州）城区，服务无线燃气

抄表用户55万户，全面提升了智慧广电新业态的支撑能力。

3  广电5G集客业务典型案例分析

自国家广电总局启动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电5G建

设一体化发展工作以来，有线电视网络插上了广电5G的翅

膀，承载能力和内容支撑能力显著提升，有线网络加速向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在此机遇下，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公

司纷纷推出诸多基于广电5G的集客业务，更好地服务智慧城

市、智慧家庭等建设。

3.1 远距离覆盖

700MHz频段被誉为“黄金频率”，具有信号覆盖面广、

网络建设成本低、数据传输稳定等特点，非常有利于基于5G

网络的集客业务开展。700MHz相较5G中高频段（2.6GHz、

3.5GHz、4.9GHz）具有低成本广域覆盖的明显优势，在开阔

环境下其覆盖半径是5G中高频段的2～3倍。

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与华为公司联合攻关，在青

岛董家口海事局利用700MHz 5G频谱，在雷达塔架设超高基

站，精确调整基站角度，优化配置参数，定制船用终端，实

现了广电5G单基站海面58公里超远距离覆盖，创世界纪录，

实现了远程海巡、云登轮等海事创新业务，为近海海事、海

航、海关、边检等众多海事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

广有线舟山分公司同样进行了广电5G海上远距离覆盖的尝

试，并且实现了118公里的有效覆盖[5]。

3.2 复杂环境网络覆盖

无线信号的绕射能力与信号波长成正比，频率越低，波

长越长，无线信号的绕射能力就越强。因此700MHz频段5G

信号有绕射能力强、信号穿墙能力强的特点，适合复杂环境

下的网络覆盖。

海港码头集装箱密集，网络信号经常被阻挡屏蔽，容易

出现信号“箱下黑”的情况。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在

青岛前湾港码头成功实现了700MHz 5G网络在电磁屏蔽复杂

环境下三公里半径有效覆盖，验证了700MHz 5G基站的强绕

射能力。该公司还在德州某产业园厂房内部部署了700MHz 

5G基站和工业CPE，在钢架林立的厂房内实现5G网络覆盖，

实现了大型物流厂房自动化设备全域低时延无间隙运行。

3.3 政务类专网

广电网络是传播党和政府声音的重要渠道，历来与当地

党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各网络运营商中政治属性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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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多年来，各地广电网络运营商已经与当地政府合作

完成了诸多成功政务类业务，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信任，也为

广电5G政务类专网业务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政务服务对网络覆盖范围、稳定性要求较高，而对网络

速度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正好与广电5G 700MHz网络建网成

本低、覆盖范围广的特性吻合，成为广电5G网络开展政务类

集客业务的先天优势。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平台”项目被评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智慧广电案例生态建设类先进案例，同时也被评为 2020 年

北京市推动智慧广电发展专项资金奖励项目。在此基础上，

歌华有线进一步推进新技术在智慧城市项目方面的应用，搭

建5G+4K监控试点，整合测温系统、AI视频分析、智能门

禁、智慧灯杆、平安社区、垃圾分类等智能应用，构建智慧

广电新生态，服务智慧城市建设。

4  广电5G集客业务的发展方向

广电5G集客业务的发展，需要围绕广电5G网络的特点展

开。总体来看，700MHz频段的广电5G网络的最强优势是覆

盖广，建网成本低，适合政务专网，以及城市、乡村和偏远

地区的广泛覆盖。广电5G 700MHz网络穿透性强、抗干扰能

力强的特点，适合在港口、机场、车站进行工业控制网络覆

盖。在高速率、超低时延的方面，广电5G 700MHz网络相较

高频段5G网络有一定差距，在需要超低延时的工业互联网，

或者传输高码率的超高清、VR视频时，可作为基础承载网

络，辅以高频段5G网络补充覆盖予以实现。从智慧政务、智

慧生活、智慧生产的角度，广电网络公司可以发挥行业优势

和广电5G网络特色，在集客业务中寻求开拓创新。

1. 平安城市类

发挥广电5G覆盖广、建网成本低的优势，构建立体化防

控体系，实现智慧城市网格化管理，助力平安城市建设。

2. 智慧教育类

从基础网络设备改造、智慧校园建设，5G与全息、VR等

技术结合实现的智慧教学，打造全民学习平台，推动5G与教

育的融合发展，点亮智慧教育。

3. 应急广播类

广电5G为应急广播提供了新的传输路径，让公共应急广

播、校园应急广播、社区公共广播能够更灵活地发挥效应，

为平战结合的应急广播系统提供更多升级转型的空间。

4. 政府服务类

广电网络作为宣传党和政府声音的通道，天然具有极强

的政治属性，有线网络公司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赋能智慧

政务，利用5G打破政务服务时空限制，提供更多样便捷公共

服务平台。

5. 智慧海洋类

发挥广电5G覆盖广、绕射强的优势，推动水下数据采

集、水下视频传输等功能升级，助推智慧海洋信息化建设，

构建海洋信息化新网络，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

6. 智慧旅游类

创新“慢直播”，依托5G大带宽低、时延特性，为观众

提供4K高清画面和VR视角，打造融合5G智慧文旅新业态，

实现“全季旅游”。

7. 智慧农业类

发挥广电5G 700MHz网络覆盖广、建网成本低的优势，

推进农村重点地区及自然保护区无线覆盖，打造气象监测、

土壤墒情监测、水环境监测、农作物长势监测等物联网系

统，提供智能化、自动化、精准化的数字乡村、智慧农业、

智慧林业解决方案。

8. 智能电网类

利用5G网络切片技术和边缘计算能力，支撑高架输电

线智能巡检、变电高清视频检测及配电智能自动化“三遥”

（遥信、遥测、遥控）业务，提高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的安全

性和可用性，降低断电故障率和运维成本。

9. 智慧矿业类

利用广电5G 700MHz网络实现矿区全覆盖，实现矿内实

时视频监控、矿车自动驾驶、危险情况预警等功能，助力矿

业智慧化转型。

5  结束语

国家赋予中国广电5G网络700MHz频率，为广电有线网

络行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为实现行业多元化、差异化、创新

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然而通信行业的竞争更加激

烈，广电网络公司应牢记突出广电5G核心优势，从覆盖范围

广、穿透能力强、建网成本低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好广电

网络公司的政治属性，强化广电网络的安全、绿色优势，结

合传统有线电视网络基础，发挥本地化定制化开发优势，积

极推进广电5G集客业务的发展，以示范项目积极拓展市场，

创造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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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中国，服务客户： 
索尼新技术赋能超高清影像发展

后疫情时代，在线观看量的激增加速了超高清影像的飞

速发展，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为让索粉更好的了解公司新

技术和产品发展动向，2021年12月21日，在京成功举办索尼

公司新技术媒体见面会。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总裁森秀

章、市场部总监茂利宪一、媒体解决方案市场部总监孙自力

等领导及多家媒体出席活动。

百年庆典”，在西安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国内主要

广电机构都在高清电视转播服务之外提供了4K甚至8K电视转

播。在这些大型现场活动中，索尼的超高清4K/8K产品、转

播系统和IP Live, SR Live 高质量节目制作技术是中央电视台

等各个广电服务机构的核心技术支撑。中国在UHD应用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

索尼的超高清产品和技术也被广电以外的其他B2B行业

广泛应用，尤其是超高清显示设备。现代生活中需要借助超

高清显示设备进行信息展示的场所非常多，从会议室、演播

室、展厅，到礼堂会场、主题公园，对不同尺寸的显示产品

有不同的需求。索尼期待与中国的客户合作，为中国的超高

清发展做出贡献。

媒体见面会现场

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总裁森秀章致辞

根植中国：中国超高清应用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会上，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总裁森秀章先生致开幕

辞，回顾了目前集团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了今后的发展方

向。他表示：“2021年，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的主要业务

版块依然是媒体解决方案、商业解决方案、医疗解决方案和

体育解决方案。同时，还有售后、融资租赁等四个非常重要

的提供增值服务的业务支持部门。其中，在媒体解决方案方

面，索尼致力于利用公司更新的技术和产品，从提升内容价

值和改善工作流程效率两个维度为客户提供支持。提供强大

的影像产品和解决方案，激发并赋能客户的创造力，仍然是

我们的使命。

目前，超高清应用在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行业正在快

速发展。现场节目制播、新闻制作、影视节目制作作为节目

制作行业的三大主流应用，在每一个应用中，都可以看到索

尼超高清产品和技术的身影，以其先进性发挥着核心价值。

在国内近期的重大转播活动均采用了超高清技术, 这其中也

必然少不了索尼的身影。如在北京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随后，在活动现场连线了索尼公司副总裁喜多幹夫，介

绍了当前索尼公司在全球媒体解决方案领域的发展趋势。

“索尼的挑战是成为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特别是索尼媒

体解决方案方面，可以为客户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架构，简化

并加强工作流程，为内容赋能，实现图像质量的提升。索尼

的云网关服务，可以将用户现有的摄录一体机通过5G手机与

云服务连接，系统将通过使用元数据、代理文件、新闻文稿

系统加速新闻流程。目前索尼正在开发5G云直播制作方案，

采用5G传输及云切换实现远程制作。一直以来索尼公司都秉

持着“倾听客户，成就未来”的宗旨，希望通过新技术能为

全球广播电视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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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低延时、8K编解码、虚拟制作—— 

新技术新产品覆盖媒体解决方案全流程

在大家最为关注的新技术和产品方面，媒体解决方案市

场部总监孙自力为大家逐一揭晓：

高质量低延迟编解码技术及用于现场直播5G适配器演示

索尼公司展示了新型高质量低延迟编解码技术及在5G传

输环境下的应用场景，新型编解码令4K超高清信号在50Mbps

实现视觉无损级别的图像质量，主观视觉堪比直连的基带非

压缩信号质量级别，加持帧级别的编解码延迟，令现场观看

人员无不惊讶。高画质低延迟编解码技术加上5G网络本身低

延迟高带宽的特点，使得未来在无线、云、有线广域网环境

下，都可以实现基带直播演播室转播车制作级别的图像质量

和用户体验。

HEVC格式8K编解码技术

8K应用第一阶段已经启动，无论是哪一种编解码方式制

作高质量的8K视频，码率基本上都在2Gbps甚至更高。本次

索尼介绍了HEVC格式高效实时8K编解码技术，码率压缩到

几百兆。8K新型编解码600Mbps时可达到或超越高级别的视

觉无损图像质量，同样的600Mbps HEVC格式不仅能支持8K 

50P和60P，还能支持8K 100P，甚至8K 120P，通高效的8K实

时编解码技术，传输存储高质量的8K视频效率会大大提升。

面向高端的虚拟制作技术

索尼拥有高质量的黑彩晶大屏，还有高质量的电影级

CineAltaV摄影机，通过这两个组合，在影视行业已广受认

可的索尼色彩管理，贯穿图像显示、捕捉、后期处理等整个

流程，精准的色彩还原，精细的暗部层次再现，更少的摩尔媒体解决方案市场部总监孙自力致辞

索尼公司副总裁喜多幹夫现场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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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扫描线等高水平画面效果，索尼希望推动业界更高一级

的电影、广告、综艺、游戏的虚拟制作水平。

IP Live 2.0时代

IP Live技术确实解决了很多超高清直播系统的痛点和难

点，但是面向更深度更广度节目制作需求，随时随地调动足

够的制作资源服务节目制作。第一代IP Live技术还是有一些局

限性。如果管控单个“孤岛”演播室或单个转播车，IP Live 

1.0 没问题，但如果是转播车级联、多个演播室集群、本地异

地等资源深度灵活调配，那就不能用单点或单体的孤岛思路

去考虑，而是应该用网络的思维去考虑。真正面向IP化，享

受IP的红利，就要创建真正的网络化构架，需要SDN软件去

定义、管理整个网络，为此，索尼推出了IP Live 2.0方案。

去年9月份，索尼与虚拟化媒体制作解决方案提供商

Nevion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并全资收购，Nevion成为索尼旗

下子公司，全面整合业务。今年索尼和Nevion将进一步深

化合作，通过Nevion先进的媒体网络调度与SDN控制系统

VideoIPath，并全面整合索尼自有成熟的LSM广电IP Live管理

系统，从设备到整个信号调度，一直深入到交换机、网络构

架的统一管控，帮助电视台实现端到端、深层次的IP化、虚

拟化改革，打造全IP流程。

面向远程制作的解决方案

在IP远程制作方案中，索尼新近推出了HDCE-TX50（适

配HDC-3500、5500等系统摄像机），以及先前已经推出的

HDCE-TX30(适配HDC3500)，适用于远程现场制作的IP摄像

机扩展适配器，通过它，系统摄像机直接用SMPTE光纤接入

适配器后接入网络，视频、音频、控制（包括返送）等所有

信号都可以直接通过交换机送到异地供制作。

低延迟浅压缩的JPEG-XS (ST2110-22)在索尼IP Live产品

家族里广泛实施，灵活强大的Virtuoso编解码平台提供视频和

音频多种传输解决方案,NXLK-IP50Y/51Y网关板卡在实现标

准ST2110以及全新的JEPG XS编解码功能时，更能提供高质

量图像，包括分辨率、SDR/HDR动态范围、色域等各种专业

变换功能。这些设备助力JPEG-XS在IP系统中更灵活强大的

同时，保持高质量的制作水准。

全线优质成像产品

索尼提供全线超高清优质成像产品，精准的三片成像技

术为现场转播和新闻摄像机提供优质的超高清画面和丰富

的颜色还原；加配全域快门技术消除CMOS成像中的运动失

真，另运动画面捕捉更加高品质；全幅成像技术为影视专题

等创意拍摄提供更优质的浅景深画面。

8K电影摄影机CineAltaV2

新机配备新开发的 8.6K (8640×5760) 全画幅 CMOS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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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传感器，达到16 档宽容度，可提供更好的画质，凭借丰富

的色彩层次和细腻的阴影细节呈现出优美的影像。

新品继承CineAltaV 的色彩科学，保证了一代二代在色

彩上的统一性，后期工作也无需担心不同机器拍摄出来的画

面有色彩差异。得益于索尼传感器的全新技术CineAltaV 2 

8K 数字电影摄影机具备双原生 ISO（ISO800/ISO 3200）。

使电影制作人可在不同光线环境下捕捉纯净的电影感画面。

无论是全画幅、变形宽银幕或 Super 35 模式，均支持 4K 

或以上分辨率，为电影制作人提供出色的通用拍摄系统。 

CineAltaV 2有两种CMOS规格：全新8.6K全画幅成像器和6K

全画幅成像器。

索尼在研发新一代的机器中也收集了许多用户反馈意

见，许多用户提及的背挂AXS-R7记录器不方便的问题也得到

解决。CineAltaV 2取消了上一代携带的AXS-R7记录器，机

身缩短了 44mm，重量减轻了约 10%，同时保留了其直观的

操控性。CineAltaV 2直接内部录制 X-OCN、Apple 4K ProRes 

4444 和 422 HQ 格式，在紧凑便携的机身中提供了出色的可

用性。X-OCN是16bit线性格式，保留了成像器上的所有原始

信息，适合院线电影和高端电视剧/网剧，而4K ProRes 4444

则适合大多数的电视剧/网剧项目。

FX9 3.0具备变形宽银幕的功能

FX9 3.0版本固件已于2021年11月面世，具备变形宽银

幕的功能。变形宽银幕一般用于高端的电影和电视剧制作，

而索尼将原来制作网剧、真人秀比较多的FX9功能进一步

升级，利用它高质量全幅成像器，加上变形宽银幕的拍摄

能力，也使一些高端的影视制作有机会去尝试变形宽银幕 

拍摄。

除了变形宽银幕拍摄，3.0版本固件还有物体自动跟焦+

更方便的触屏对焦、连接RCP遥控面板远程遥控、S16mm 2K

中心扫描模式、对焦零标记等新功能。

SR Live实现HDR/SDR同步制作技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CCTV-16）及

其数字平台正式开播上线，这是国内首个以“4K超高清+高

清”24小时上星同步播出的专业体育频道。索尼SR Live技

术可实现HDR和SDR同时制作，满足CCTV-16奥林匹克频道

“4K超高清+高清”同播的需求。

此外，SR Live的原数据配合索贝的非编系统，原来SR 

Live中HDR/SDR同播主要以用于直播领域，摄像机前方拍摄

HDR信号，后方同时出HDR和SDR信号。现在索尼与索贝合

作，在制作领域HDR和SDR精准的匹配关系，到非编系统里

把它还原出来，把前方的创作意图、高动态范围、标准动态

范围精准的处理出来。

监视器PVM-X全系列产品

索尼PVM-X系列32寸、24寸、18寸监视器产品特点突

出，除了显示的准确度逼近BVM级别之外，更重要它的功

能特别强，尤其是有一个HDR转SDR下变换的授权许可，有

了授权许后，一台监视器可以同时监看原生的HDR图像和经

过PVM-X监视器实时转换后的SDR图像，同时还可以看到

HDR、SDR图像的波监和矢量，等于这一台监视器用户可以

看4分割画面，挺实用的一个功能。适合超高清时代高质量

HDR、SDR同播制作。

媒体参观

活动现场，产品经理还为在场的媒体朋友们详细的演示

并讲解了5G低延迟高质量编解码、8K编解码技术，期待今后

索尼的8K、5G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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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短片丨与EOS C300 Mark III 
邂逅冬日浪漫

人生是场无休止的修行，我们曾在这山一程水一程中放

声高唱对生活的热爱，我们也曾不远万里走遍山川湖泊的旅

程，不断在途中见证春夏秋冬的交替，赏风花雪月，感叹自

然的神奇秀丽，最终我们将每一次旅途中的相遇、回忆都拼

贴成一次次的浪漫记忆。

自驾游是一种去追寻大自然的美景美物，开拓眼界的休

闲方式。我们从熟悉的地方来，去往不同的陌生环境，去看

山，看水，看人文，看地理，看途中的壮观景色和秀丽风

景，让我们共同记录下这些美好时光与珍贵回忆吧。

与冬天邂逅的幸福时光

短片《在东北的幸福时光》记录了摄影师梁韦斌一家四

口自驾环游中国的旅程。在这个冬天，万物被晶莹剔透的冰

雪覆盖，满眼遍地雪白的奇景，洗涤人心。这场旅行中的幸

福故事就此悄然发生了。

当我们在采访梁韦斌老师的时候提问道：“您是如何

想到叙述这样一个暖心又美好的故事呢？”他告诉我们：

“我和老婆带着两个女儿自驾环游中国，在旅途中我喜欢

用高画质高性能的机器记录下途中的美好瞬间。我准备

在接下来的拍摄中给旅行留下珍贵的回忆，画上美好的 

句号。”

便携性与高画质 我一直在追求

《在东北的幸福时光》从筹备、拍摄到剪辑出片共历时

一个半月，与常见的自媒体旅游短片的过于生活化、纪实化

的拍摄手法不同的是，该影片更加着重展现梁韦斌一家四口

在各种冰雪美景下的旅行生活，美好、温馨的氛围中不乏生

活百态。画面的构图、以及场景的用光都非常讲究氛围感的

搭建。为保证创作过程的得心应手，在收到EOS C300 Mark 

III这台机器时，梁韦斌第一时间进行了拍摄格式、场景以及

后期流程的测试。因为创作者心中的构思方向，让一路旅途

的拍摄中，增加了拍摄好理想画面的把握度。

摄影师梁韦斌工作照

《在东北的幸福时光》工作照

拍摄内容的不同，也决定着选择设备时考虑因素的不

同。梁韦斌老师说：“简单的日常记录用运动相机就能满

足，但是拍摄重要场景画面，我更希望用更好的设备去保

证画面质量和高分辨率。”EOS C300 Mark III的机身虽小，

却实现了机内记录Cinema RAW Light和多种拍摄辅助功

能，这决定了它是一台满足多种拍摄需求、高性能的专业摄 

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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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梁韦斌工作照

摄影师梁韦斌工作照

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 单兵作战的利器

EOS C300 Mark III的自动对焦功能为影像创作者提供了

很多帮助，尤其是在极端的拍摄环境下，大大提高了作品的

影像表现力。EOS C300 Mark III 采用了广受好评的全像素双

核自动对焦技术，支持连续自动对焦和面部检测对焦，在画

面垂直和水平方向上各80%的范围内可实现迅速的单次自动

对焦和连续自动对焦。

彩抑制算法改善了画面的高亮度区域及高饱和度区域，实现

了更加自然的饱和度变化。这出色的性能体现在一家四口在

雪地里玩耍这一镜头中，生动的还原了孩子们的衣服颜色，

影片氛围感让人心动。

在逆光环境下拍摄时，画面的暗部细节依然完好保留，

画面高光到暗部的过渡自然流畅，让人印象深刻。这些画面

的惊喜表现，都来源于EOS C300 Mark III搭载了双增益成像

(DGO)技术的新型CMOS影像传感器，该技术通过采用两种

不同增益读取每个光电二极管信号的方式生成低噪点的高动

态范围影像。最大限度保留画面的细节，实现画面丰富的表

现力。

在记录为4K Cinema RAW Light时，EOS C300 Mark III

可实现120fps高帧率记录，可精细记录运动中的被摄体。在

拍摄白桦林过程中，梁韦斌老师手持模拟滑轨移动获得的

拍摄效果，得益于120fps的高帧率记录，在后期处理播放

为正常25帧时，移动效果非常理想，不会出现画面晃动的 

情况。

写在结尾的话

这是一段与冬天邂逅的幸福时光，我们也很幸运与梁韦

斌老师共同见证这一程温馨惬意的旅程。家人的陪伴弥足珍

贵，梁韦斌老师用镜头记录下还未长大、还未变老的人们，

将瞬间美以影像的形式长久保存下来，待未来再次翻开，愿

与你一起重温那些遥远的记忆。（关注【影像佳园】公众号

了解佳能产品及资讯）

在零下30度左右的环境下，保暖手套非常妨碍摄影师的

操作，梁韦斌老师形容道：“EOS C300 Mark III的自动对焦

对于我单兵作战来说，犹如利器。在拍摄女儿玩耍的时候，

对焦问题都不需要去考虑，它会自动识别到人去追焦，这个

性能十分方便。”

强大的待机表现 丰富的影像表现

EOS C300 Mark III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拍摄，机器的性

能依旧不受影响。例如梁韦斌老师在拍摄泡泡结冰这一画面

时，当天温度大约为零下28度，机器放置在室外一个多小时

并处于开机状态，在完成工作时机器的电池性能依然强劲，

圆满的完成一整天的工作进度。梁韦斌老师调侃道：“我甚

至觉得无需考虑机器在低温的表现，多多考虑怎么给我们自

己保温才是正经事！”

EOS C300 Mark III利用新的色域映射技术，改善了图像

处理算法，提高了蓝色LED及红色被摄体的色彩还原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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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市福川科技有限公司

3 江苏德是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7 BIRTV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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