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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电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以中国蓝云为依托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以及数字化改革，在省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模
式下，基于实际业务及基础架构的研究设计建设了媒体云服务容器云平台。本文介绍了媒体云服务容器云平
台的业务场景、关键技术、网络架构以及运营上线中的一系列设计与实践，可供参考。

〔31〕 基于广电融媒云平台的专业级摄像机移动快传系统设计与应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4G、5G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端短视频制作与传播已
成为主流媒体越来越重视的内容传播领域。基于广电融媒云平台的专业级摄像机移动快传系统，就是通过开
发专业级摄像机即拍即传、快速制作短视频的功能并与融媒制作云平台的无缝对接，实现快发优发的实际需
求，可资业界同行参考借鉴。

〔69〕 广电网络互动业务平台IP化深度融合创新实践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给媒体传播格局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在国家政策、科技创新、行业发
展以及市场竞争的驱动下，广电网络如何抓住机遇，克服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打造新时代广电网络业务发展
新模式，是整个广电行业亟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山东广电网络探索实践出一条建设智能化
全IP互动业务平台，融合传统广电网络平台，实现技术迭代创新、平台能力升级、资源整合利用的战略发展
之路，对智慧广电的多元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74〕 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的设计与实践
数字化乡村振兴建设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响应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出了多重需求。本文将基层的
应急管理、公共服务、民生服务和地方综合治理深度融合，设计形成云服务、云资源、应急广播平台和云管
理四部分组成的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实现平时提供服务、紧急情况提供应急预警信息的应
急广播“智慧广电”应用，为“智慧广电”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思路。

〔113〕 中国5G广播发展路径探析
加快推进5G广播电视系统建设已被列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构建基于5G的
新型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体系成为“十四五”期间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分析了5G广播电视
的业务形态、关键技术，展望了推动5G广播电视业务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基于600MHz和700MHz频段的广域
5G广播电视部署方案，以及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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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Cloud Service Container Platform
Relying on China blue cloud,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digitalization
reform. Under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converged media center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designs and constructs the cloud platform on the media cloud service contain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actual business and
infrastruc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usiness scenario, key technologies,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a series of design and practice of
the cloud platform on the media cloud service container for reference.

〔31〕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Camera Mobile Fast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Cloud Platform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4G and 5G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produ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mobile short video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 professional camera mobile fast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cloud platform is to meet
the actual demand of fast and excellent development by develop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fessional camera shooting, transmission and
rapid production of short video, and seamlessly connecting with the converged media production cloud platform,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in the industry.

〔69〕IP-based Deep Integration Innovation Practice of Interactive Business Platfor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new media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pattern of media communication.
Driven by national polici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competition, how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vercome the bottleneck to realiz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create a new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business in the new era is a key problem that the whole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o face. In this context, Shan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ha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a strategic development road
of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all IP interactive service platform,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platform, and
realizing technological ite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capacity upgrading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74〕Design and Practice of IP Networking Mode Multi-format Emergency Broadcast“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Cloud Plat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puts forward multiple requirements for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ponse ability and
modern governance ability of governments.This paper deeply integrates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ublic services, people’s livelihood
services and local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s at grass-roots level, designs and forms a multi-format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cloud platform composed of cloud services, cloud resources,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and cloud management, and realizes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that provides service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in emergencies. It provides an ide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113〕Analysis of 5G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Route in China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5G radio and television system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network audio-visual. Building a new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coverage system based on 5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usiness
form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5G radio and television, looks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omoting 5G radio and television
busin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5G radio and television deployment scheme based on 600MHz and 700MHz frequency band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Construc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loud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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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陆蕴超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广播电视融媒体技术中心，浙江 310000)

运用创新云计算技术进行基础资源管理交付的技术实践。
集
【摘 要】本文阐述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在打造智慧广电融媒体、
团基于中国蓝云技术平台建设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
能够应对海量轻量级媒体业务的快速开发部署交付。
平台通过高性能可
伸缩的容器管理服务，
可提升租户业务的敏捷交付能力，
推动广电数字化转型。
本文介绍了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的架构设计、
技术特点、
业务安全流程及实际应用情况。
【关键词】媒体云，容器，敏捷交付，租户隔离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5001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Cloud Service
Container Platform
Lu Yunchao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Technology Center,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echnical practice of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in building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and using innovative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for basic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livery. The group builds a media
cloud service container platform based on China blue cloud technology platform, which can cop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deployment
and delivery of massive lightweight media services. Through high-performance and scalable container management services, the platform
can improve the agile delivery ability of tenant business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business security proces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edia cloud service container
platform.
Keywords Media cloud, Container, Agile delivery, Tenant isolation

0 引言

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媒体融合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平
台来做支撑，以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为基础实现媒体

随着近年来智慧传媒的快速发展，传媒业务日趋线上

融合，是大势所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以中国蓝云为依托推

化，广电集团业务普遍面临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任务，云计

动媒体融合发展以及数字化改革，深化实施中国蓝云中台战

算已经逐步成为传媒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传媒行

略，在省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模式下，做了大量测试、实

业的IT系统架构也从传统的稳态管理转向了稳定与敏捷相对

践及研究工作，基于实际业务及基础架构的研究设计建设了

应的双态管理，既需要确保关键应用系统的安全、可靠、稳

媒体云服务容器云平台。本文介绍基于中国蓝云中台战略的

定，又需要充分发挥云计算弹性、灵活、敏捷的优势，从而

容器云平台的业务场景、关键技术、网络架构以及运营上线

给传媒行业应用云计算技术带来了诸多挑战。

中的一系列设计与实践。

2019年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
格局》。文章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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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而是逐渐成为特色媒体云业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植的容器中，然后发布到任何流行的Linux机器上，也可

集团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需要随时调整业务需求

以实现虚拟化。同时，Docker 镜像相对于其他的虚拟化方

及模块化部署方向，因此必须快速迭代更新业务应用，才能

案具有更快的创建、启动与停止速度，并且占用更少的操作

够适应新的情况，这给软件开发和维护团队带来了巨大的

系统资源，从而降低了应用服务的开发、部署与迁移成本。

压力。

Kubernetes是一种综合的基于容器构建分布式系统的基础架构

随着应用容器化部署的节奏越来越快，同时县融业务推

环境，即容器云集群中自动管理、部署与扩展容器应用的开

广逐渐铺开，县融业务存在需求多样、网络链路复杂、开发

源的容器编排系统。Kubernetes在超大规模集群管理方面的经

部署时间紧、物理资源压力大等问题，为了保障业务系统能

验要明显优于其他容器编排技术，能够按照用户设定的规则

够实现高强度大规模快速部署、快速迭代，基于Kubernetes

自动化地对集群进行管理，高度自动化地处理好容器之间的

的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应运而生。平台不仅能支持基于容

各种关系实现“编排”能力。

器的新型应用，也能够运行和管理现存的行业级应用，包括
蓝云轻质化业务、纸媒业务、智能化业务等一系列微服务

3 平台的网络拓扑与组件架构
3.1 网络拓扑设计

应用。
平台保障了开发团队和运维团队使用新型的应用架构和

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方案依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

开发方式，加速了应用开发流程，提供了快速交付服务，为

要求 第2部分：云计算安全扩展要求》设计，基于中国蓝云

媒体专有性县融业务快速部署上线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

平台进行基础设施搭建。底层使用中国蓝云通用服务集群虚

支撑。

机搭建Kubernetes集群Master及Node节点，通过NFS方式经存
储专网与分布式存储进行连接，为Kubernetes集群提供持久存

2 关键技术介绍

储服务，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如图1所示。

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最主要的关键技术就是应用了基于

3.2 组件流程设计

[1]

通过部署多实例高可用的portal节点实现业务层面用户通

是一种提供轻量级虚拟化解决方案的开源的引擎，是一个应

过一体化入口进行应用开发部署及应用运维管理。通过部署

用容器引擎，让开发者可以打包他们的应用以及包到一个可

haproxy vip的Mariadb实现平台数据存储服务，保障了平台数

Docker的容器引擎及Kubernetes的容器编排系统。Docker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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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高安全性。容器镜像后端通过共享存储进行挂载，双容

体云服务的平滑升级，保障业务的高可用及快速迭代更替

器镜像节点部署keepalived，通过vip提供容器镜像服务来保障

功能。

业务连续性。

4.3 基于微服务框架的架构优越性

3.3 安全隔离设计

平台整体采用基于微服务的SpringCloud技术，部分媒体

平台租户间通过vlan及vxlan实现网络隔离，租户可灵活

业务应用开发至微服务体系中，服务围绕业务能力构建并且

访问自己的租户，不同租户默认无法相互访问。租户间应用

可通过全自动部署机制独立部署。应用业务服务基于该种框

采用Docker实现应用隔离，底层通过Linux操作系统的特性例

架易于单独开发及维护，具备快速迭代更替平滑升级能力，

如SElinux或者Linux Network Namespace等实现隔离，确保应

具备多元技术栈选择能力。

用在相同虚机节点上也能保持绝对隔离 。租户资源通过集

4.4 跨数据中心级别的分布式部署能力

[2]

群的模式进行隔离，相同租户会被指定到对应集群上进行资

平台设计在多数据中心进行跨数据中心部署，目前平台

源分配，平台管理员通过对租户资源进行配额限制控制资源

部署于中国蓝云数据中心，后续可在分布式数据中心进行双

分配。

活部署，跨数据中心通过专线连接，Master访问入口分布到

4 平台主要功能实现及特点

双数据中心，Node节点具备跨集群跨数据中心服务提供能
力，平台数据通过mariadb主从数据同步功能进行完整数据同

平台面向中国蓝云平台全体租户，以Docker技术和

步，底层后端存储通过分布式存储的远程复制功能进行1比1

Kubernetes框架为基础，在此之上扩展提供了软件定义网络、

的完整数据同步复制。Master节点通过支持Vmware vSphere

软件定义存储、权限管理、镜像仓库、统一入口路由、持续

的VEEAM复制备份功能进行定时备份，保障控制节点的数据

集成流程、统一管理控制台、监控日志、微服务治理等功

回溯及数据恢复。

能，集容器服务统一管理和流程编排为一体，目前全省新闻

5 平台的业务安全流程

通联业务、蓝云租户监控业务、办公网轻量级业务均通过该
平台进行开发部署，保证了各业务的持续生产迭代过程中的
正常稳定运行。下面就媒体云服务平台的特点做简单介绍：

4.1 提供容器跨集群差异化配置部署能力

5.1 测试环境开发调试阶段
在进行业务开发测试前，开发人员首先需评估业务资源
使用量提交资源申请流程，管理员判断测试集群中是否具备

平台基于Kubernetes Federation架构设计，基于多租户

符合申请资源条件的计算节点，如具备则提供资源由开发人

的基础资源定制服务部署以及用户级别的安全防护能力，实

员进行测试开发并创建项目镜像，并给予项目镜像运行测试

现在地市县专线可达且多种异构网络环境下的跨节点部署

容器，同时迭代打包版本针对业务进行功能性测试。

功能。

5.2 测试环境安全检查阶段

跨集群多元化发布功能可以新建、管理多个容器集群，

对测试完成的容器业务进行安全基线检查审核是否符合

通过与多个集群的Kubernetes Master节点的api对接，对工作

互联网安全中心（CIS）安全标准。对代码进行安全审计，审

节点上业务的部署、管理和升级应用程序提供间接操作，允

核构建镜像所用的源代码是否有安全问题。对测试容器业务

许用户选择应用程序和目标集群、提供特定的集群数据。在

进行网络流量限制以限制不必要的容器间通信。对容器挂载

面向各用户单位的业务集群中，可根据最终需求媒体服务功

目录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不挂载主机的敏感目录。设置日志

能点的不同，通过基于Kubernetes Federation架构的混合编排

记录级别，确保docker守护进程记录有效日志内容构建镜像

策略进行跨用户集群的统一智能调度，实现媒体服务能力的

所用的源代码没有安全问题，确保容器镜像可信，安全。通

统一部署和使用，同时又能满足各市县融媒体中心业务需求

过上述安全检查后基于终版项目镜像创建并运行docker容器

的独立性，提供可差异化配置的多元化发布能力。

进行性能测试。

4.2 业务按需进行弹性伸缩和平滑升级

5.3 正式环境上线阶段

为了应对省市县租户不断变化的业务高频突发访问及差

对通过安全检查及性能测试的容器业务进行正式环境部

异化部署需求，平台根据不同业务场景需求，通过自定义

署，通过性能测试报告数据来限制容器资源保障节点共享资

指标，实现Pod水平的业务弹性伸缩功能；利用ingress的后

源的高利用性，针对正式部署业务进行二次安全基线检查。

端负载能力，结合RollingUpdate算法更新策略，实现在线媒

平台业务部署上线流程如图2所示。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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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业务安全上线流程图

6 平台应用情况
经过持续开发及应用，以及上线业务相关网络安全规范
流程的梳理，目前云服务容器平台及各业务系统运行稳定。
目前集团下属浙江卫视、融媒体技术中心、新蓝网、好易购
等业务单位，均通过该平台生产迭代稳定应用。合理的资源
利用、快速的业务下发、开放的系统架构、便利的需求扩容
使中国蓝云成为用户可信赖的业务平台。
平台不仅服务于集团内各广播电视频道及单位，省内已
有丽水广播电视总台、青田广播电视台、浙江省气象局、浙
江省渔业海洋局、余杭等单位入驻，同时也正在推广至社会
化机构进行使用。在疫情及重要安全保障期间利用平台敏捷
交付能力，通过平台强大的智能编排及容器镜像快速为浙江
卫视新闻中心全省新闻通联业务提供了快速部署迭代服务。

整的容器云的快速开发部署，敏捷交付服务。从实际使用来
看，满足了现有租户容器业务的统一容纳管理，平台功能比
较完善，基于Kubernetes技术的快速编排能力为广电县融增量
业务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研发运维成本，跨数据中心的
高可用部署能力为后续分布式数据中心容器平台双活部署提
供了技术保障。集团基于该平台成立的智能化媒体实验室，
在智慧媒资、AI内容识别等智能化应用领域提供了强力的技
术支持。媒体云服务容器平台的设计与落地解决了中国蓝云
对容器应用租户化管理的缺失，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为基础实现媒体融合的成功实践，为媒体行业加速实现
数字化改革转型提供了创新技术能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刘梅, 高岑, 田月, 王嵩, 刘璐. 基于Docker Swarm集群的调度策略优

在地市县租户的智能AI识别业务中，也大量使用了容器模式

化算法[J]. 计算机系统应用, 2018, 27(9): 19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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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丹池, 何震苇, 严丽云, 林园致, 杨新章. Kubernetes容器云平台多

等业务提供了强力支撑，将创新云计算能力赋予内容生产及

租户方案研究与设计[J]. 电信科学, 2020, 36(9): 1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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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Smart Cloud Platform of Yunnan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Qiu Jun
(Yunnan Broadcasting Network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Yunnan 6501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unified deployment and guidance of Yunnan Propaganda Ministry, Yunnan Network Co., Ltd. Of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has made full use of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to build the smart cloud platform of Yunnan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which widely serves the masses, volunteers and grass-roots staff, and improves the work efficiency, management level, transparency and
informatization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ruly integrates the release, publicity, management, exchange and display of civilized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achieves good social benefit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e smart cloud platform
of the provincial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Keywords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Cloud platform, Broadcasting network, Construction

0 引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是宣传思想工

有效支撑做好全面覆盖、全民参与、全媒支持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在省级层面建设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
平台，用精确的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为指导，加强全省

作盘活基层、打牢基础的重要改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文明实践活动的统筹管理，通过“中枢大脑”实现各地文

建设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密切党群

明实践中心的统一指导、指挥与评价，形成相关标准，形

干群关系、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成全省一盘棋的合力，对基层建设运行该项工作提供有效

了全面掌握全省各县（市、区）实践中心、所、站建设运

指导。

行情况，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云南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按照省-市-县三级架构的
云平台规划建设，结合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业务的需求，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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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实践中心大屏、数字电视、手机、电脑、智能终端、应

2.3 特色化指导

急广播等全业务全媒体的综合性技术服务平台，广泛地服务

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支持各地创新与探索的指导意见，

广大群众、志愿者和基层工作人员，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在区县建设分平台，通过分平台支持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特

工作效率、管理水平、透明度和信息化程度，真正实现融文

色的运行方式、活动形式、工作方法。

明实践活动发布、宣传、管理、交流、展示为一体，网上网

2.4 数据化评估

下同频共振、中心站所联动贯通、需求供给无缝对接、有效
服务群众零距离的大数据平台。

充分重视数据的重要性，通过平台获取文明实践全方位
的数据，以数据指导效果评估与结果考核。

2 建设原则

3 建设方案

2.1 规范化建设

3.1 总体架构

站在全局高度进行顶层设计，遵循中央、地方对新时代

云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基于云南广电智慧云

文明实践的要求，制定系列标准、规范、模版，为区县新时

平台打造，采用IaaS、PaaS、SaaS三层服务架构进行设计并

代文明实践平台建设与运营提供规范性指导。

建设，如图1所示。

2.2 集约化管理

最底层为基础设施服务层（IaaS，Infrastructure as a

以资源整合的精神为指导，整合平台系统，融合业务功

Service），提供云平台所需的机房配套资源、干线传输网

能，联合各方力量，为各地区县分平台的建设与运营提供省

络、互联网出口、物理设备等基础设施和虚拟化的计算、存

级公共服务。

储、网络等资源池；中间层为平台服务层（PaaS，Platform

图1

14

云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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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省级多屏融合发布能力系统

as a Service），主要提供各类支撑平台，包括操作系统、数

2. 融合展示中心：多维护全面分析，并在省级文明实

据库、通用中间件、应用运行环境、开发测试平台和大数

践大数据中心直观展示全省各地文明实践组织和活动开展

据平台（DaaS）；最上层为软件服务层（SaaS，Software as

情况。

a Service），主要提供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业务云服务，最

3. 宣传表彰中心：汇总展示全省范围内各地优秀活动项

右面为云平台安全体系，按照网络安全等保三级要求进行建

目、优秀志愿队伍、先进组织和个人，与各地分享经验，同

设，对云平台的各个层面进行安全防护，确保云平台的安全
可靠运行。最左面为云平台管理体系，对云平台的各个层面
进行智能化监控、管理、运营和维护，保障云平台的持续稳
定运行。

3.2 省级平台构成
云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由六大中心（指挥调
度中心、融合展示中心、宣传表彰中心、公共服务中心、远
程教育中心、标准规范中心）、基础能力系统、数据分析系
统、集成对接系统、全省矩阵汇聚系统等系统构成。
3.2.1 六大中心
1. 指挥调度中心：在省级文明实践大数据中心实时管理
指挥全省各地文明实践中心及活动等开展情况。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时表彰先进。
4. 公共服务中心：整合省级公共服务资源，同时为各地
提供省级公共信息等服务，各地通过分平台共享省平台服务
内容和信息资源，实现省级服务下沉及服务均衡化。
5. 远程教育中心：利用远程在线方式向全省范围内提供
志愿者培训、实践工作经验分享，以及各地优秀志愿者的介
绍等。
6. 标准规范中心：汇总建设、运行、技术等各类标准，
促进省内各地文明实践工作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开展；
同时提供统一接入，实现各地与省平台有机协同，形成全省
文明实践一体化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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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系统数据进行集中分析展示。

3.2.2 基础能力系统
为上述六大中心建设和运行提供基础能力的技术平台和

系统采用探针方式采集用户行为，通过接口方式采集用

系统，进行能力封装后，向全省提供标准化的Web Service或

户交互数据，以及支持数据库文件等多种方式进行采集，并

者Web2.0接口服务。包含直播、点播推流能力和多屏融合发

支持异常处理，当异常后，系统支持二次采集，并根据策略

布能力。

完成覆盖和忽略策略。系统通过后台关键字配置，完成采集

1. 直播、点播推流能力系统，主要负责支撑对多种来源

数据的过滤刷新，并将有用的数据入库。系统通过关联表、

的视频进行格式编转码、协议翻译适配、流媒体分发处理。

映射等关系完成数据转换和映射，通过ETL工具完成数据的

点播推流向省级平台、各地平台终端提供视频流推送服务，

快速装载，提供多维度分析，并提供标准的http restful接口给

支持视频编码为H264、音频编码为AAC的RTSP/HTTP等多

可视化云图。

种直播信源格式。直播推流负责向省级平台、各直播培训终

3.2.4 集成对接系统

端提供视频流推送服务，支持视频编码为H264、音频编码为

通过与全国志愿服务系统等外部系统对接，完成志愿者

AAC的RTSP/HTTP等多种直播信源格式，支持固定摄像机、

信息和志愿活动信息等数据的同步交换，实现文明实践活动

手持摄像机（含标准硬件编码器）直播视频源，采集、推送

与志愿服务数据汇集、资源共享、供需匹配、管理协同，完

模块。

善志愿服务登记注册、服务记录、褒奖激励等规范化管理，

2. 省级多屏融合发布能力系统，如图2所示，主要提供
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管理，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

实现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工作一体化管理。
3.2.5 全省矩阵汇聚系统

频等，通过内容的编辑、审核后，内容自动化分发到公共业

向各级实践中心管理负责人提供宣传渠道、管理工具统

务中去。提供统一的内容采集、内容组织、内容审核、编审

一页面汇聚服务，包含省级微信公众号服务矩阵汇聚和省级

发布等功能，实现面向多屏的、多用户分组的统一业务发布

文明实践管理矩阵汇聚。

管理。

3.3 市级文明实践平台
市级文明实践平台如图4所示，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对上

3.2.3 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如图3所示，对全省范围内文明实践工作数

沟通省级平台，对下链接县级平台，采用集约化模式建设，

据进行统一采集、统一分析，可视化云图模块统一调用不同

包含通用能力系统、市级数据云图和资源服务三部分。通用
能力系统将发布管理能力和流媒体能力等融媒公共能力进行
复用，为文明实践提供相应的业务支撑；市级数据云图收集
全市各项实践活动、文明创建数据、志愿者服务数据、群众
收视、访问数据等，为市委宣传部提供管控全局的指导依
据；资源服务部分共享省级平台存储、服务器等云资源，统
筹使用、协同运作。

3.4 县级文明实践业务系统
县级文明实践业务系统如图5所示，以手机、电脑、触摸
屏、电视机、智能一体机等智能终端为载体，为志愿者、群
众与县乡村三级实践机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安全、快捷、便
利、智慧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业务系统，全方位全过程服务
于县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统由供需对接系统、工
作管理系统、融媒宣传系统等系统构成。

4 实践应用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95个县（市、区）上线使用统一
标准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支撑服务了95个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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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系统

中心、1066个实践所、9767个实践站，实现全省覆盖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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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文明实践平台示意图

图5

县级文明实践业务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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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云平台支撑了20265个实践机构管理人员线上使用，年

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按照下述三个定位升级打造

承载90000余场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服务群众参与文明实

平台功能：

践活动达到1300余万人次。

4.1 打造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数据大脑”

我们将根据中央及省委文件精神要求，加快推进全省新

以文明实践及文明创建工作为基础，建好用好理论宣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升级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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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五大平台，将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内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等方

容融入省大数据中心服务内容，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大屏小屏

面精准设计志愿服务项目，发挥省级平台的大数据优势，

联动，推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纵向延伸，打通宣传群

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支持我省乡村振兴战略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米”。通过大

实施。

数据分析技术，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相关运行指标进行

5 结束语

建模分析，对各中心、所、站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排名。此
外，融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系统（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云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的建设融合了广播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通过测评点位日常巡检

电视网络的资源优势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点，充分发挥

管理，巩固创建工作成果，让创建工作长效化、常态化。汇

平台和业务的优势，拓宽了党委、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渠道，

聚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数据，建模分析，用可视化云图

并且在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

系统全方位展示各项关键指标，发挥“数据大脑”作用，对

健康促进与体育服务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为基层新时代文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效果进行全面把握、科学评估、及时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形成全省一盘棋的合

管控。

力，助力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对广播电

4.2 打造城乡公共服务综合数据平台

视网络在新时期继续发挥文化传播“主阵地”作用具有重要

盘活资源建设五大服务平台，这是实践中心建设的重

意义。

要任务。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五大平台线上服务功能，以
线上+线下方式，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公
共服务资源统筹使用，打破地域条件限制，公共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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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打造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

学学士。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网络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等相

全省各县（市、区） 实践中心上线联通后，省大数据

关工作，曾参与昆广网络数字电视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
业务许可证》的成功申领、“云南省文博会”线上平台打

中心平台终端将遍布全省129 个县（市、区）、1千多个乡

造及云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大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等重大

镇、1万多个行政村，连接并服务全省各族人民。围绕乡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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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县级融媒体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下，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蓬勃发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

展，已陆续完成建设，初步打通基层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7]，

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2]《广播电视和

平台建设、内容生产、媒体传播等效果良好，各区域积极自

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 [3]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主探索，为区域多元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8]。同时也存在

“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 [4]围绕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

提出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合媒体

1. 难以形成用户规模优势

中心”建设 ，中宣部要求努力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主流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用户较分散，难以形成用户规模

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 。为深入贯彻落

优势。县级媒体以网站、“两微一端”为主要形式，但移动

实上述文件的相关要求，本文对基于分布广泛、数量巨大的

客户端普及率远低于微信、微博，受众很难发展壮大、形

县级融媒体中心构建全国广电媒体一体化平台进行思考，从

成规模效应，与互联网媒体难以比拟 [9]。县级融媒体中心运

而推动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营推广方式较为单一，与目前互联网产品客户端的推广费用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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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难以有效吸引用户。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客户端
与市级、其他县级客户端存在同质竞争

[10]

，还没有形成用户

体中心打通统一的互联网传播渠道；按业务需求部署边缘
云，逐步聚集海量用户。
2.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公共服务研究与应用

规模。
2. 亟待探索县级融媒体长效运营机制

示范

目前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经营收入尚不稳定，承揽的

研究运用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部分项目不能持续地产生效益；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在探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广电公共服务，与各级融媒体中心联

索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形成商业本地平台，各地之间难以形成

合共同研究新业务，形成合力，共享研究成果、提供试验环

合力，亟待探索建立县级融媒体长效运营机制。

境。推动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向垂直行业输出能

3. 综合服务支撑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力，加强面向移动终端用户的传播能力建设，打造智慧广电

在了解当地信息、本土人文、本区域需求方面，市县级

政用、民用、商用新服务新消费。

融媒体有超强的接地气特性，但基础设施规模有限，面对拥

3. 提供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共享服务

有海量资源的互联网平台显得体量较小，探索开展大数据业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建成后，可为行业各部

务、垂直行业服务等难度较大，难以进一步拓展服务。部分

门机构（2B）、广大群众（2C）提供服务，构建多方主体协

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效率有待进一步

同的媒体融合发展生态。服务行业（2B）方面，引入多方资

提升。

源，加强多方合作，为行业用户提供信息共享、技术共享、

4. 不同区域间发展还不均衡

特色业务推广、引入多方资源等长效服务，为党政部门提供

现阶段县级融媒体建设发展还不均衡。部分县级融媒体

服务，并协助建立县级融媒体长效运营机制，形成强大聚合

中心生产运营设施完善，品牌效力较强；但一些县级融媒体

力、引领力；服务群众（2C）方面，为广大用户提供信息聚

中心软硬件设施不全，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水平不高，产品

合服务、用户智能化服务、用户参与创作互动、智慧广电公

制作和推广能力较弱。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部分县级

共服务等，并着力提升用户体验，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内容

融媒缺乏跨区域、跨行业的有效探索，传播实效受限[8]。

创作、互动新生态。

5. 媒体深度融合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4. 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评价服务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向深度相融方向发展，对人才也提

研究开展融媒体中心精准绩效评价，提供融媒体平台标

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人才队伍主要来自原广播电视台、原

准符合性测试、互通性测试等服务，协助提升各级融媒体中

新闻信息中心，对新媒体技术需要加强培训、转型，从而适

心业务能力，为主流媒体进入互联网主战场奠定坚实基础。

应融媒体发展的需要。与互联网企业的职工待遇相比，县级

5. 融媒体相关技术持续提升研究

融媒体中心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需

协助有条件有实力的行业机构完善融合媒体云平台相关

要招录编制外的员工，地方财政没有保障，存在人才流失

建设，将演播室视音频关键技术、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与舞美

现象 。

工艺结合，以及推进IP化制播体系建设等。

[8]

2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构建思考

6.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服务演进方向
保持对新技术的战略主动，关注行业技术进展，适时引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技术，通过研究建设

入区块链技术、国产商用密码技术等研究成果等，探索对接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及相应客户端应用，与各级

中央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开展版权保护和收益分配，并逐

融合媒体云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整合各地资源，聚集

步引入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传播内容，进一步丰富融媒

海量用户，逐步形成规模优势，可助力融媒体中心良性运营

体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力，扩大影响力。

发展、探索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
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6]。
主要建设内容具体包括：
1.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研究建设
在县级融媒体标准规范等技术基础上，研究构建广电融

3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
典型应用场景思考
基于用户众多、自主可控的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
台，可为广电行业及相关行业各部门机构（2B）、广大群众

合媒体共享云平台，并研究该平台与各级融合媒体云平台的

（2C）提供服务，构建多方主体协同的媒体融合发展生态。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打

3.1 服务行业（2B）

造区域性一体化联动的融合媒体共享云平台、最终形成全国

1. 信息共享

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 。

整合归集、清洗关联相关数据信息资源，形成精品节

[5]

研究建设相应的融媒体客户端应用，构建“主流舆论阵
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服务入口，为各地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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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广电在线云教育、智慧数据共享融合展示等业务，提供
广电业务、节目信息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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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共享

用户参与内容创作传播、提供线索素材、分享交流评论，形

1）标准规范落实

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内容创作、互动新生态。
4. 智慧广电公共服务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行业优势，落实标准规范，为县级融

统筹线上线下、公共服务与市场运营，融入智慧城市建

媒体中心资源共享、人才培养、技术支撑等提供标准依据。
2）融合媒体云微服务

设、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对接新时代文明实

开展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媒体云研究，建立新型云架构体

践中心建设，服务社会经济和民生保障。
5. 提升用户体验

系，支撑生产工具快速上架和敏捷迭代，以共享厨房模式为

提供大屏、小屏等多种模式，创造更好用户体验，满足

广大PGC和UGC用户提供安全可管可控的广播级专业化智能
服务。

用户跨域、跨终端服务的需求。

3）智能化内容审查

4 结束语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多种媒体进行内容审查的关键技术，建立内容审查样本库，

全国广电融合媒体一体化云平台相关研究建设可助力推

实现对用户创作生产的内容产品（UGC、PUGC）快速、准

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按照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的要

确、有效和自动化的审查功能，确保内容的真实、健康、

求，协助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探索建立县

安全。

级融媒体中心长效运营机制，解决行业痛点，进一步增强阵

4）技术咨询服务

地意识。

提供各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服务，包括方案编制、设计、
EPC、全过程咨询服务等。
3. 特色业务推广
协助地市融媒体中心精耕本地内容、本地服务和社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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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n Low-Latency Live Streaming
Based on 5G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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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5G network and live streaming, edge computing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ive streaming scenario.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5G edge computing in low latency live streaming,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st platform and test results, and
proves that 5G edge computing can reduce the latency of live streaming.
Keywords 5G, Edge computing, Low Latency

1 5G边缘计算概述

0 引言
随着移动端直播业务的快速发展，用户对于直播时延的

1.1 5G边缘计算概念

要求逐渐升高，尤其在直播带货、体育比赛、电子竞技等场

边缘计算的支持是5G系统中的关键技术，在5G系统

景下。而5G网络关键的性能之一即为低时延，除了5G空口物

设计之初即考虑到为边缘计算提供高效灵活的支 持。5G

理层技术所带来的时延降低，边缘计算技术的引入也进一步

边缘计算通过本地具备计算能力的资源满足低时延的传

降低了5G网络的时延。移动边缘计算（MEC，Mobile Edge

输，同时可以节省骨干带宽资源。3GPP（3rd Generation

Computing）的概念最初由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

Partnership Project）在标准TS 23.501[2]中描述了如何在靠近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在2014年正

5G核心网络和UE的边缘来托管第三方服务以实现边缘计算

式提出，随着5G的不断发展，MEC逐渐成为5G中重要的技术

功能。

之一 。本文将5G边缘计算应用到低时延直播场景中，研究

5G系统为了支持边缘计算支撑以下的技术功能，例如：

构建了5G边缘计算直播系统，并对直播时延进行了测试，通

支持用户平面重新选择、支持本地路由和流量分流、支持用

过实验对比的方式证明了5G边缘计算能够降低直播业务的时

户会话和服务的连续性等。边缘计算的提出使得第三方服务

延，有助于提升用户观看体验质量。

提供商可以将服务部署在更靠近用户的位置，可以在网络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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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利用云计算能力和IT服务环境给用户提供具备超低时延和

︳网络视听

中心级UPF适用于时延不敏感、吞吐量需求较高且相对
集中的业务，一般部署在省级大区的节点。

高带宽的服务。
5G核心网采用基于服务的架构设计 ，这使得网络更

区域级UPF，通常部署于地市级区域，主要承载地市区

加灵活。此外，5G核心网采用了控制面和用户面分离架构

域范围的用户面业务，包括互联网访问、音视频以及本地企

（CUPS，Control and User Plane Separation），该设计灵感

业业务等。

[2]

来源于软件定义网络（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边缘级UPF，通常部署于区县边缘，应对高带宽、时延

中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的思想，这使得5G用户面功能网元

敏感、数据机密性强等业务。企业级UPF，部署于企业机

（UPF，User Plane Function）可以灵活下沉，采用CUPS的很

房，通过UPF的N6接口打通MEC业务。

大一个原因即是为了实现5G低时延的需求。正是因为边缘计

1.4 5G边缘计算分流方案

算带来的在时延上的优势，基于MEC进行视频传输的研究层

主流的5G边缘分流技术主要有如下几种 [8] ：上行分类

出不穷[3-7]，不论是点播业务还是直播业务。

器(UL CL，Uplink Classifier)方案、IPv6多归属(IPv6 Multi-

1.2 5G边缘计算架构

homing)方案、本地数据网络(LADN， Local Area Data

5G边缘计算架构如图1所示，在本架构中，MEC部署

Network)方案和数据网络标识(DNN，Data Network Name)方

在5G核心网的UPF处，因为5G中的UPF部署比较灵活，可

案。UL CL和IPv6 Multi-homing属于单PDU（Protocol Data

以通过UPF的下沉实现业务部署在用户边缘位置。图1中可

Unit）会话的本地分流，用户数据分流在网络侧进行。DNN

以看出5G核心的控制面网元比如接入和移动性管理功能网

和LADN属于多PDU会话的本地分流，用户数据分流从终端

元（AMF，Access and Mobility Management Function）、

开始。

会话管理功能网元（SMF，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

5G核心网中的会话管理功能（SMF）对于UPF的分布式

等和用户面网元UPF是分离的架构。用户终端（UE，User

部署起到很重要的作用。SMF提供包括会话管理、IP地址分

Equipment）的用户面数据流量经过基站无线侧可以通过一

配和管理、DHCP服务、UPF的选择和重选、配置UPF流量规

个很短的路径直达UPF。将MEC部署在距离UPF近的物理位

则等。由于MEC服务可以在集中式云和边缘云中部署，因此

置甚至和UPF同部署在一个机房，将大大缩短端到端业务的

SMF在选择和控制UPF以及配置流量控制规则上发挥重要作

时延。

用[9]。除此之外，为了保证MEC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1.3 5G边缘计算部署位置

质量，3GPP、ETSI针对以下问题也提出了解决规范。

在UPF部署时，需要结合业务场景的需求，比如对时

1. 在单个PDU会话中并发访问本地和中央数据网络，为

延、带宽、可靠性等的差异化需求，典型的部署位置包括：

了保证用户业务的连续性和部署方法等，往往需要用户在单

中心、区域、边缘、企业园区等[8]。

个PDU会话中将部分流量卸载到本地。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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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G边缘计算直播架构

表1

在终端侧，该实验网采用商用终端作为接入设备进行实

5G基站具体参数配置

验，比如支持5G的手机或者支持5G的CPE设备。在进行直
NR-双工模式

FDD

NR-载波数量

1

NR-基站频段

N28

NR-DL_ARFCN

153600

NR-子载波间隔

15kHz

NR-下行天线数量

2

在基站侧，采用基于软件定义无线电（SDR，Software-

NR-上行天线数量

1

defined Radio）的5G基站，该基站基于x86系统，采用专门的

NR-下行调制方式

qam256

多终端接入，本次实验采用广电700M频段进行测试，基站具

NR-上行调制方式

qam256

体参数见表1所示。

NR-PLMN

46015

播测试的时候可以通过在手机安装APP的方式进行推流，或
者可以通过电脑连接CPE（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后
安装专有推流软件进行直播推流。播放同样可以在手机侧
或者电脑侧进行拉流，本实验采用的是WebRTC的协议，可
以直接在浏览器进行播放，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本
次实验采用CPE PRO2进行测试，因为该设备支持广电700M
频段。

物理板卡作为射频输出，基站支持载波聚合和MIMO，支持

在核心网侧，考虑到需要分布式云化部署UPF网元，故
采用开源核心网的方式进行云化部署，将核心网的用户控制
面和数据面分离，核心网控制面和UPF1部署在远端的公有云
2. 为PDU会话选择靠近UE的UPF，需要自动选择距离用
户最近的UPF去建立用户的PDU会话。
3. 针对网络能力暴露功能，需要允许MEC上的应用获取
UE的信息。

2 基于5G边缘计算的直播架构
2.1 平台介绍
本文基于实验室的5G平台构建了5G边缘计算直播系统，
5G边缘计算直播系统如图2所示。

24

平台上，同时在和UPF1同一机房的地方部署远端云直播系
统。而本地UPF2则部署在和基站直接相连的本地服务器上和
本地MEC服务相连，用来实现边缘计算的低时延。
在承载侧，考虑到目前实验室的实际情况，采用实验室
的运营商专线与远端云之间的公网作为与远端核心网和UPF
的承载网。基站和本地UPF之间通过交换机直接相连。
在业务层面上，直播业务推流采用的是实时信息传输协
议（RTMP，Real Time Message Protocol），是Adobe公司为
Flash播放器和服务器之间提供音视频数据传输服务而设计的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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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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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接入5G网络界面图

应用层私有协议。RTMP协议是目前各大云厂商直播业务所
公用的基本直播推拉流协议，本身具有稳定、兼容性强、高
穿透的特点。随着国内直播行业的发展和5G时代的到来，常
被应用于流媒体直播等场景，是目前直播技术主流推流方式
之一。
在拉流技术上，采用目前对低时延支持比较好的WebRTC
协议进行拉流，WebRTC实现了基于网页的视频直播，目的
是通过浏览器提供简单的脚本语言就可以达到实时通讯能

图4

直播时延测试示意图

力。该协议实时延迟可达到500ms左右，经实测大概时延是
700ms左右，具体取决于网络情况。WebRTC协议除了低时延

边缘MEC的双向时延平均值为32ms。由于实验室5G基站目前

之外，还可以原生支持浏览器的播放，无需下载安装任何插

处于R15标准且受限于SDR的性能因素，因此空口侧单向时延

件。目前在视频会议、直播等场景被广泛应用。

大概15ms左右。即终端到边缘MEC的时延基本是由于无线侧

在边缘分流技术上，本实验采用的是DNN方案，上文已
经提到SMF负责UPF的选择，在终端配置专用DNN并在核心

空口的时延造成。

2.2 实验流程及结果

网统一数据管理功能(UDM，Unified Data Management)上面签

在进行直播实验之前，首先将终端接入5G网络，如图3

约专用DNN。用户通过专用DNN发起会话建立请求，SMF选

所示，可以看到华为的5G CPE设备已经成功接入5G实验网，

择UPF时，根据5G 终端提供的专用DNN选择目的边缘UPF，

并显示中国广电字样。接着将其中一个终端进行推流，另一

完成边缘PDU会话的建立，即可接入与边缘UPF对接的MEC

个终端进行拉流，通过比较推流侧和拉流侧的时间差来计算

平台。因此在本实验中通过在SMF中配置UPF1、UPF2的不

直播的时延。

同DNN信息来进行UPF选择，具体来讲，通过在终端配置不

下面针对具体时延计算的方法进行介绍，首先准备一个

同的DNN，SMF可以通过识别终端的DNN信息为终端选择

毫秒级的时钟显示，将推流终端对其进行拍摄采集，拉流终

符合的UPF，实现从远端UPF到边缘UPF的切换，进而实现

端进行拉流播放操作，然后对拉流终端显示的时钟和采集的

终端在远端云和边缘云之间的切换。DNN方案对终端、网络

时钟同时进行拍照，保证其显示的时间刻度在同一画面内，

的要求较小，5G商用初期可选择此方案实现MEC业务快速

拍照采集后的照片提取两者的时间，将画面中的时间戳做

上线。但随着5G业务发展，如果为每个MEC客户分配独立

差，即可得到直播的端到端时延值。本实验为了方便，通过

DNN，对核心网设备特别是UPF支持DNN的数量将会是极大

截图的方式代替拍照，实验结果显示如图4所示，图4中左侧

挑战[8]。

时钟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时钟页面，右侧是拉流终端显示的时

本次实验UPF1和UPF2分布式部署于不同的地理位置，
为了更加真实地模拟远端云的时延情况，本文选择了地处苏

钟页面，通过将左侧时钟刻度值减去右侧时钟刻度值，即可
计算本次的直播时延，如图4所示的时延为591–50=541ms。

州的远端公有云作为UPF1的地点，终端到远端云的双向时延

本实验通过多次计算取平均值方式得到远端云和边缘云

平均值为73ms。UPF2部署于实验室和基站直接相连，终端到

直播时延统计结果，结果如表2、3所示，当采用远端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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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如此以来，5G边缘计算为直播行业带来的时延降低将会更有

远端云直播业务时延统计表

实际时间（ms）

直播显示时间（ms）

时延（ms）

1079

358

721

意义。

3 结束语
本文首先对5G边缘计算技术进行了概述，基于此介绍
979

278

701

928

187

741

了5G边缘计算在低时延直播中的研究与应用，重点对网络架
构、直播技术等进行了详细描述。通过5G边缘云直播和远端
云直播的比较，表明了边缘计算能够降低直播业务中的时延，

1538

828

710

1008

288

720

1237

548

689

1508

858

650

展示了5G边缘计算在直播业务中的作用。下一步，随着广电
5G网络的建设，广电5G边缘云的逐步部署将使得网络视听业
务更加靠近用户，无疑将进一步推动5G高新视频业务的落地
和发展，将为用户带来更高、更新、更美的视听体验。

本文受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2021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
课题“面向5G高新视频的边缘云技术研究”（课题编号：

表3

JBKY20210110）资助。

边缘云直播业务时延统计表

实际时间（ms）

直播显示时间（ms）

时延（ms）

1078

408

670

1378

697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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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支持R16、R17的5G空口设备的商用，无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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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
周向（1993—），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

展，部分直播云服务厂商采用自研的私有协议，可以大幅降

究院助理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5G、音视频传输等方面

低直播业务时延，甚至可以实现端到端的几十毫秒的时延，

的研究。

26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内容制播

【本文献信息】
陈蓉，
曹忠，
邵勇，
何伟.广电内容资源协同联动生产制作系统的设计[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Vol.49(5).

广电内容资源协同联动生产制作
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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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很多电视台基本都完成了对融合生产部分的能力建设，
但跨平台产品之间内容和运营交
【摘 要】伴随着融媒体的发展，
叉，
且差异较大，
互联网的产品又往往孤立存在，
与传统渠道关联性弱，
带来生产管理上的混乱低效。
鉴于此，
本文认为有必要
为之配备一套
“内容资源协同联动生产制作系统”
，
以满足这种复杂的业务场景，
成为原有融媒体平台以外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融媒体，协同联动，多屏互动
【中图分类号】TP37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5005

Design of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syste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tent resources
Chen Rong, Cao Zhong, Shao Yong, He Wei
(Shanghai Media Group, Shanghai 2000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rged media, many domestic TV stations have basically finished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converged media
production, but the content and operation of cross platform products are cross and different, and the products of the Internet often exist in isolation
and have weak correlation with traditional channels, resulting in confusion and low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management. So, we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quip it with a set of “content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system” to meet this complex business scenario and becom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original converged media platform.
Keywords Converged media, Collaborative linkage, Multiscreen interaction

0 引言
“内容资源协同联动生产制作系统”主要功能板块包
括：跨平台账户管理、综合内容生产及运营监测管理，具体
板块关系如图1所示。

1 跨平台账户管理
当前社会影响力较大、需投入运营的社交内容平台较
多，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百家号、头条号等，再

图1

内容资源协同联动生产制作系统功能板块

加上各台自有的APP，且未来还可能不断扩充，可谓琳琅满
目，纷乱冗杂。但互联网平台账号的内容提交和管理，需进

有后台，对管理将造成极大风险。

入各平台自有的管理后台，这对广播电视台这种机构而言，

因此，台内就需要为此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内容运营管

一旦多团队多平台多产品上线，而内容又散落在各个平台自

理体系，本系统设立了 “跨平台多账号管理”板块，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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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登录，提供相对应的鉴权方式，统一管理各平台授
权令牌，实时显示令牌有效期及授权状态，实现多平台多
产品的统一发布和监管。
大部分情况下，台内互联网端产品的生产，仍在复用
固有组织架构的人员，以栏目为最小运营单位，因此，在
跨平台管理结构中，仍以频道、栏目、用户层级关系建立
组织架构目录树。其中，顶级层级为台，次级层级为频
道，再是栏目、子栏目层级。
各个平台都开放了各自的“开发者模式”，以方便
用户自行搭建功能更强大的外部软件，满足自身特定需
求。各个子系统存在接入相同第三方应用的可能性，因为
Oauth授权token的特性，不能在多个地方同时请求获取鉴
权秘钥，会导致鉴权覆盖失效，因此，设计架构需要通过
不同应用平台、不同的appid进行区分，所有消息接收和
分发都需要归属到具体的一个应用下。
跨平台账户管理结构树及开发者账号授权界面设计如
图2、图3所示。

2 综合内容生产

图2 跨平台账户管理结构树

2.1 视音频图文制作
虽然不管是什么产品渠道，都是视音频图文网页内
容，但内容的呈现方式已经不单纯是原始的HTML页面，
需要涵盖包括APP客户端，微信端，小程序，以及第三方
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特有的
语法和适配兼容模式，微信有自己组合图文标签，微博支
持多图片，抖音支持视频等，客户端浏览器也有差异。对
视音频图文内容制作界面进行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到第
三方平台的展示特点，进行内容组合以及样式的适配。
图4、图5展示了微信和微博在内容编辑要求上的差异。

2.2 互动内容制作
现在的网络互动活动呈现方式较为多样化，业务逻辑
变化较快，原先一个功能模块对应一个活动的方式，已跟
不上业务需求变化的速度。因此，在系统设计时，应充分
考虑灵活快捷应对互动活动变化的能力。
对互动内容制作模板进行设计的时候，应关注以下设
计要点：
1. 对内容界面进行可视化配置。每个活动都可以自由
图3

开发者账号授权

设置自己的表单属性、页面背景、按钮字体颜色等，通过
可视化界面，完成多样化的页面配置效果。

频道、栏目层级关系建立组织架构目录树，通过不同社交平

2. 活动多样组合。功能设计内部内聚，外部解耦。设

台用户源导入用户信息建立用户账号，对于来自不同用户源

计开发多种功能相对单一的互动组件，如签到，打卡，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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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报名，抽奖，投票等，在有业务需要，如签到后才能报
名的情况下，多互动组件进行组合，由多个互动组件生成一
个活动，设置组件流程，判断是否必须完成上一个互动组件
后才能继续参与活动。
3. 注意跨屏互动内容的匹配。融媒体的发展让用户的可
触达范围越来越广，便携电子设备的普及，更是创造出可以更
精准地利用用户的碎片化时间的机会。“大小屏”比如手机
屏、电脑屏、电视屏、PAD屏，以及活动现场显示大屏等，它
们之间的及时有效互动，可以大大地提升用户体验，满足用户
的参与感，成为架构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图6、图7展
示了同样的投票内容在小屏和大屏上不同的设计方案。

3 运营监测管理

图4

微信编辑页面

图5

微博编辑页面

3.1 运营数据监测
社交媒体互动业务的正常运行，需要对各个层面的数据
进行实时监测，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实时监测机制。监测
数据可以包括：
1. 微信/微博数据统计，包括三个统计项：总接入数、关
注人数、发稿数量；
2. 今日稿件统计，分为微信和微博两个数轴，显示待审
核、审核中、待发布和已发布四个状态的稿件数；
3. 微信排行榜，分为微信号关注人数排行榜、稿件阅读总
数排行榜、单篇稿件阅读均数排行榜和分享转发次数排行榜；
4. 用户分析，分为地域分布、性别分布和终端分布三块；
5. 新媒体互动活动排行榜。统计最近七天，微信、微博
上最热的新媒体互动活动，及互动活动注册用户数最多的栏
目名称。
以微信/微博数据统计为例，可包括四个统计项：总接入
数、关注量、发稿量、阅读量。
1）总接入数统计所有接入图文发布功能的微信号的总数；

图6

用户手机端界面

2）关注量是接入图文发布功能的所有微信号的关注人数
的总和；
3）发稿量是所有接入图文发布功能的微信号发布的稿件
的总数；
4）阅读量统计所有接入图文发布功能的微信号发布的图

图7

电视大屏节目界面

文的阅览数总和。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 前日0点至24点数据
对比上一日比例 =
× 100%
前日0点至24点的数据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 前日0点至24点数据
比值：
对比上一日比例 =
× 100%
前日0今日
点至024
点的数据
点至当前时间数据
−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1） 关注量和阅读量的“累计数据”是指截至昨日
发稿量对比昨日 =
× 100%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今日
0
点至当前时间数据
−
昨日
0
点至
24
点数据
24:00的数据总和，“最近数据”是指昨日0:00到昨日24:00的
（2）发稿量的“累积数据”是截止到当前时间的数据
发稿量对比昨日
=
× 100%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总和，“最新数据”是今日0:00到当前时间已发布的稿件数
数据。其对比上一日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各项统计数据包括“累计数据”和“最新数据”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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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账户安全错误校验机制
各个系统对于账户安全处理要相对严格并保
持统一，建议按照以下要求设计系统：登录操作
错误3次出现验证码，错误次数超过5次锁定1小
时，超过10次必须后台解封才可以登录。
4. HTTPS全链路加密
系统全局使用HTTPS加密传输方案，建立安
全的数据传输通道，为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
信进行安全加密。
5. 管理权限控制
针对远程运维的管理，采用开设VPN，权限
仅能访问审计系统，审计访问业务系统，实现权
限分离和追溯，保障运维安全。
6. 自动监控
业务进行自动化监控服务，利用如Zabbix等
图8

微信公众号消息处理流程

软件配置自动报警机制，发送异常服务消息给到

运维值班保障人员，供值班人员排查处理。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 前日0点至24点数据
× 100%
前日0点至24点的数据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 前日0点至24点数据
量，其对比上一日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5 结束语
对比上一日比例
=
× 100%
前日0今日
点至024
点的数据
点至当前时间数据
−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发稿量对比昨日 =
× 100%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在前几年的融媒体化改造中，各台基本都已完成了对融合
今日0点至当前时间数据 −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发稿量对比昨日 =
× 100%
生产部分的能力建设，但随着各个条线业务的深入开展，大家
昨日0点至24点数据
对比上一日比例 =

逐步发现，跨平台产品之间内容和运营交叉，且差异巨大，互

3.2 统一消息管理
消息服务需要集中所有涉及微信微博等第三方的对外消
息统一出口，方便后续业务扩展。
以微信公众号消息流程为例，当微信用户发送消息给公
众号时（或某些特定的用户操作引发的事件推送时），会产
生一个POST请求，公众号服务器需要在5秒内响应并回复微
信服务器。因为涉及大量对接的公众号，此类被动回复消息
事件，修改为异步处理回复。图8是微信公众号消息流程。

4 安全性设计
1. 权限中心容错机制
权限中心管理各个系统的管理账户，需要提供高可用的
服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用户权限中心服务异常，需要各
个系统做好容错机制，允许在一段时间内，系统对服务进行

联网的产品又往往孤立存在，与传统渠道关联性弱，带来生产
管理上的混乱低效。所以，本文认为，当一个组织一班人马同
步在多个渠道生产素材相近，但形式完全不同的内容产品时，
有必要为之配备一套综合性的生产管理系统，以满足这种复杂
的业务场景，成为原有融媒体平台以外的有益补充，本文所提
“内容资源协同联动生产制作系统”方案包含了跨平台账户管
理、综合内容生产及运营监测管理功能，供业界参考。
本文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示范”专项影视媒体融合服务技术集成与应用
项目（项目编号：2018YFB1404000）课题1（课题编号：
2018YFB1404001）支持。
第一作者简介：

降级，可以根据上次请求的用户信息数据，仅提供用户上次

陈蓉（1982—），女，高级工程师。总局《广播电台数字

账户校验和权限清单信息。

化网络化建设白皮书》2006、2007、2008版主要起草人、

2. IP白名单机制
子系统与消息服务之间，子系统和用户权限中心之间，

总局《广播电台融合媒体平台建设技术白皮书》主要起草
人，参与中宣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起草。“中
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广播影视科技论文奖”评委。“全国

除了通过秘钥进行鉴权外，需要增加接口白名单机制，符合

数字音频广播上海试点项目”“广播媒资系统”“融媒体

安全要求的IP地址才允许调用接口。

生产平台建设”等多个重大项目建设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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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4G/5G网络无线传输模块实
【摘 要】本文通过设计一种基于4G/5G网络的专业级摄像机外拍快速回传技术平台，
现摄像机素材的即拍即传，
同时自主研发小程序实现入库广电私有云平台素材目录进行绑定及管理，
完成回传全流程。
系统
以摄像机素材回传为立足点，
以高效提升媒体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为出发点，
创新设计了一套服务于专
业级摄像机的解决方案，
全面提升了媒体融合下素材回传快发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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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Camera Mobile Fast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verged Media Cloud Platform
Wu Wenyi, Chen Jingsi
(Suzhou Broadcasting System,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kind of professional camera external shooting fast backhaul technology platform based on 4G/5G network was designed
to make full use of 4G/5G network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to realize the instant shooting and transmission of camera materials. Meanwhile,
we independently research and develop small programs to realize the bind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terial catalog of the private cloud platfor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whole process of material return. The system takes camera material transmission as its foothold, and
takes efficient improvement of the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of news transmis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as its starting point,
innovatively designs a set of solutions for professional camera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fast transmission of video material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Keywords Converged media cloud platform, Camera postback, 4G/5G network, Small program

0 引言

“SBS媒体云”融媒云平台，满足了苏州台全部4个频道的
高清节目制作、送播、播出需求，同时在深入推进媒体融合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4G、5G移动通

的关键阶段，为移动端内容策、采、编、发、存全流程业务

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端短视频制作与传播已成为主流媒

提供了技术赋能平台。基于广电融媒云平台的专业级摄像机

体越来越重视的内容传播领域。在全媒体时代，推动媒体融

移动快传系统，就是通过开发专业级摄像机即拍即传、快速

合发展，就需要积极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赋能内容的

制作短视频的功能并与融媒制作云平台的无缝对接，实现快

高效、快速生产以及多样化、多渠道传播，实现主流媒体的

发优发的实际需求。在重要活动采制的使用场景中，专业摄

新闻传播价值。

像机拍摄的高质量画面，通过4G/5G网络传输能力，将高码

目前各级广电媒体已具有一整套成熟的电视节目采集制

片段素材对应的代理码率文件快速回传入库到台内生产云平

作播出平台，如苏州台已建设的全高清全文件化制播体系及

台，用于移动端内容发布、满足其时效性要求，同时高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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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用于高质量电视节目制作，很好地解决了一次采集、多渠

的方案，且携带轻便、拍摄无感，切实提高融媒内容制作效

道使用的实时性需求。

率，大大提升短视频新闻发布的时效性。

1.2 业务场景分析

1 系统设计需求与定位

要实现专业级摄像机完成素材移动快传并自动入库融媒

1.1 现有回传方式局限性

云平台的方案，主要解决几个关键点：

素材快速回传制作在融媒传播时代显得尤为关键，特

1. 摄像机能连接4G/5G移动网络、WiFi网络等传输手

别是重要活动中拍摄的高质量画面，往往需要第一时间能

段，实现摄像机低码素材的即拍即传，支持拍摄片段及元数

完成制作和分发，争取内容发布的主动权。如采用传统的

据文件快速传输至后台服务器；

人工采集方式，显然在效率和质量上达不到内容发布既快
又高的要求。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多种

2. 回传文件能够与拍摄设备、拍摄时间、云平台入库路
径等实现关联和绑定；

快速回传素材的模式，但这些方式在使用过程中各有弊

3. 后台服务器接收回传文件后支持自动启动入库任务，

端，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拍摄质量与传输速度同时兼顾的

并且能对接融媒云平台资源接口，完成文件关联用户及选题

需求。

路径的入库功能，同时提供查重能力；

1. 照相机回传工具：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支持照相机拍摄

4. 提供后台任务管理平台，集中管理入库任务、拍摄设

图片的回传工具，通过OTG等数据线获取图片的存储路径，

备、回传账号等，同时支持特殊情况下的手动启动任务重新

并将照片文件上传至移动端云平台供后期制作，但对于专业

入库等。

摄像机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5. 自动入库任务有安全自检机制，能检测运行情况并自

2. 手机回传工具：常见做法是在摄像机拍摄的同时，

动重启，保证快传系统的稳定可靠。

用手机进行拍摄并将画面上传至移动端云平台。但是在操

本系统通过分析摄像机回传的业务场景，自主设计了

作过程中，现场摄像无法同时兼顾摄像机和手机的取景和拍

专业摄像机回传入库的解决方案，根据摄像机、素材、账

摄，很多重要场景、画面往往转瞬即逝，摄像机捕捉到的

户及云平台入库路径的对应关系，通过自主研发小程序绑定

画面，无法再用手机来重复拍摄，因此这样的模式也存在

关联，并搭建管理平台对入库任务进行管理和入库查重等功

局限性。

能进行系统性管理，解决了专业级摄像机即拍即传并关联云

3. 摄像机回传方案：还有一类常见回传方案是利用成熟

平台用户及选题，实现素材快速入库的问题。设备外拍素材

厂商提供的移动回传转码系统，将前端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和

实时入库后，台内编辑人员可快速制作摄像机回传的素材

声音利用传输终端设备以文件的形式通过4G/5G网络传输到

片段，完成短视频的快传、快编、快发，大大提升了专业

后台服务器，但回传文件需要在摄像机端进行同倍速播放

级摄像机回传发片的效率。外拍素材回传入库全流程如图1

转码后才能回传，这种做法对于时效性高的发布要求仍难以

所示。

满足，且设备携带不灵活。同时回传的素材也是在统一路径

1.3 设计原则

下，无法很好地进行分类管理。

1. 安全性

为更好解决素材快速回传制作问题，我们设计出一种可

该系统的各应用模块应具有高安全性、可靠和稳定性，

以利用摄像机即拍即传功能完成快速传输、自动入库云平台

前端服务支持随时启用，后台服务支持7×24小时不间断运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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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流程图

行，确保业务连续性。同时，系统运行中具有严格的监控措
施和管理机制。充分考虑信息安全的要求，对于数据在外
网、办公网、安全区的交互具备完善的网络安全技术方案。
2. 高效性
该系统满足移动端内容制作和发布的时效性，整个回传
入库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即能满足一次拍摄、自动回传、自
动入库的功能，达到平均60s以内的素材在6分钟左右即可完
成全部回传流程并开始制作。
3. 简易性
该系统无论是前端摄像机操作，还是后台管理、账户绑
定操作，都应充分体现简单、易用的特性，以良好的操作体
验为前提进行设计，使系统在满足高效传输的功能下真正减
轻前端操作人员的负担。

图3

回传小程序设置界面

4. 可扩展性
该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能力，适应不同摄像机、网

摄像机记录代理码率文件的SD卡用于存储回传文件。摄像

络传输条件及融媒云平台的对接和变化，当入库云平台、摄

在外场拍摄时开启网络回传功能后，摄像机即拍即传功能启

像机、并发用户数等需要进行扩展及升级时，在系统架构无

动。所有拍摄片段文件自动回传至已配置的回传服务器指定

需更改的情况下，可快速实现应用系统功能、性能的对接和

目录内。
3. 回传网络设计。由于摄像机回传转码系统是通过外网

扩展。

2 系统设计方案
2.1 系统总体流程设计
根据建设系统的业务场景分析及设计原则，我们对该系
统进行了如下的工作流程设计，如图2所示。
1. 将摄像机进行回传服务器地址及账号的配置，并与
4G/5G路由器设备进行绑定，使摄像机具备接入路由器WiFi
热点并实现文件网络传输的功能。
2. 可配置摄像机回传功能在自定义按钮上，使摄像在拍
摄按钮每次停止记录时即可启动网络回传功能，同时可配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环境自动回传至台内私有云平台中，需要保证文件传输网络
和文件完整性安全。在回传网络中，我们将回传后台的FTP
服务器部署在台内办公网，在外网防火墙中配置对外的映射
端口为自定义端口，以增强网络链路安全。同时配置缓存服
务器用于同步办公网FTP服务器上的回传文件，并对文件进
行CRC校验。
4. 用户通过小程序绑定摄像机设备编号、设置回传参
数，进行摄像机、回传文件及入库账号及选题路径的关联绑
定，缓存服务器部署入库服务实现文件在融媒云平台的自动
入库。小程序界面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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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自动迁移入库流程

5. 素材入资源库后，即可进行快速发布。同时，在云平
台上还提供了与资源库对应的快剪工具，可以快速调用回传

2.2.2 自动扫描迁移缓存流程
1. 缓存文件同步：在迁移服务器上部署同步软件，同步

发布的素材进行快剪快发。

软件会发起六十秒一轮的周期性轮询，将回传至FTP服务器

2.2 自动迁移入库流程设计

上的文件（MP4视频素材及XML元数据文件）通过增量拷贝

实现文件回传至FTP服务器后自动迁移入库至指定融

方式同步到迁移服务器的缓存目录下。

媒云平台账号及目标路径，完成自动转码和发布，是整个

2. 解析元数据写入数据库：元数据信息记录了摄像机拍

系统完成快传的关键环节。自动迁移入库流程在迁移服务

摄时间、素材大小、文件格式、名称、长度等信息，程序通

器上部署PHP环境及本地Mysql服务，将文件元数据存储于

过轮询解析XML文件整合文件版本，将版本号、大小、文件

入库流程数据库中，并启动自动入库服务完成文件的迁移

状态和标记摄像机拍摄时间信息等元数据写入数据库。

（一般情况下无需特别维护，保持启动状态并打开Mysql功

3. 把摄像机拍摄文件元数据与入库任务参数进行关联，

能即可），如图4所示。实现的技术方案主要分为如下几个

找到素材信息与入库任务的对应关系。其中入库任务包含

步骤：

设备名（DeviceID）、素材名（Clip_Name）、用户微信号

2.2.1 小程序绑定流程

（OpenID）、任务ID（TaskID）、入库路径（SourceUrl）等

1. 建立关系型数据库，包含对设备ID（DeviceID）、
素材名（Clip_Name）、任务名（TaskID）、源路径信息
（SourceUrl）等参数的多张数据库表，实现数据传输存储管
理机制；
2. 在小程序界面扫描摄像机二维码，将设备编号与个人

参数（图4），建立数据传输的管理机制。
2.2.3 自动入库查重流程
自动入库程序会定时扫描迁移服务器的缓存目录，并将
缓存目录下的Mp4文件与入库目标路径对应，通过调用融媒
云平台的资源入库接口，实现文件的自动入库。

云平台账号进行关联，同时调用云平台认证用户接口，获取

结合小程序已获取的前端回传用户自定义的传输时间、

微信用户ID（OpenID）、云平台用户ID（UserID）和token

目标路径等信息，将账号、文件、时间以及入库路径形成关

等参数，并在程序界面设置回传目标路径和所需传输时间

联发起入库请求后，根据foreach 循环语句遍历轮询目录，通

段，将数据传递给入库服务器上的数据库进行数据关联和

过判断语句以文件路径、文件名、文件名ID为基准查重入库

存储；

任务。若未添加过任务，入库迁移服务器上的任务管理引擎

3. 回传素材会根据小程序所设置的设备名、开始时间、

会发起文件入库流程，根据文件的创建时间和上级目录名的

结束时间、用户账号、所选择选题目标路径等与融媒云平台

后缀获取任务目标路径以及添加任务，将文件内容、元数据

的接口进行数据传递，完成入库文件的路径匹配。

信息统一检测完毕后传输至融媒云平台的转码服务集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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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码，并对应目标路径自动入库到融媒云平台的资源库后实

2. 对于摄像机回传任务的清理：摄像机积累过多出错回

现发布。任务完成后，云平台接口会返回入库回调信息，通

传任务，会使新拍摄的回传任务堵塞，无法进行新素材的回

知迁移服务任务已完成。

传。因此通常在回传前需要在摄像机菜单查看并清理摄像机

同时考虑到入库任务是间断性发起的，如长时间无入
库任务会使其与数据库断开，因此设置系统计划任务，每

内积累的错误任务，某些型号的摄像机需配合WiFi模块及手
机App进行清除。

半小时自动启动该入库程序。对缓存文件包括全文检索、

3. 手动重传：还有一些情况例如网络环境因素的影响，

文件名、创建时间、文件大小等字段进行数据检测，并查

发生素材回传不顺畅、漏传文件等情况，可以在摄像机菜单

看文件迁移情况和完成率，支持任务发起重传，实现即拍

中查看错误任务情况，删除错误任务后尝试手动重传。

即传。

4. 关于4G/5G USB无线路由器的选择：为了使摄像机

2.3 后台管理平台设计

设备在拍摄携带时更便利，我们采用了4G/5G USB无线路

后台管理平台的设计，主要实现对摄像机等设备管理

由器，来实现网络传输需求。型号选择首先要满足支持

和任务流程的监控。其中设备管理界面如图5所示，提供设

Linux驱动的无线路由器，其次才能测试具体摄像机机型是

备信息维护功能；流程监控界面提供按设备、时间查询所有

否满足使用。主流摄像机厂商尽管都支持Linux驱动的上网

视频回传任务的信息；后台任务管理引擎，为系统提供守护

设备，根据测试结果，不同设备厂商其摄像机设备实际上

进程，支持多进程模式运行，提高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

还需使用不同型号USB无线路由器，需要根据具体型号来

同时还提供对用户信息的维护、用户资源库手动绑定等功

配置。

能，应对用户回传时对于特殊设备及特定入库路径需求的

4 结束语

设置。

2.4 入库资源的融合制作

基于广电融媒私有云平台的摄像机移动快传系统的应

启动入库流程后，程序会调用广电融媒云平台的资源

用，瞄准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对于移动端快速发布内容的

库接口，进行素材的转码传输与发布流程。转码服务集群

生产制作，特别是重大新闻内容及现场活动画面的快传、快

部署了30个转码节点，对于分片段回传的摄像机素材支持同

编、快发的需求，用融合摄像机网络回传功能、移动互联

时进行30路并发转码及5倍速转码效率。进行素材转码后，

网技术以及融媒云平台的云计算架构，实现了专业设备快

摄像机拍摄的不同选题内容素材就可以根据小程序设置的

速采制的新模式，使专业摄像机在移动场景下实现了新应

时间段和选题目标，入库至广电私有云平台资源库对应的

用。随着5G移动通信和4K超高清技术的日趋成熟，这套专

选题目录内，实现摄像机素材的有效管理和快速归类。资

业级摄像机快传系统在高带宽、高速率条件下能满足高质

源库作为台内云制作体系的主要资源管理平台，支持与多

量画面的回传需求，实现较好的适配，具有良好的可扩展

种剪辑工具对接，编辑人员可在多种不同的剪辑平台下根

性，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为高质量短视频内容的移动快

据选题找到发布的回传素材并完成短视频的快剪快发制作

传快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该系统已申请国家发明

流程。

专利）

3 系统应用及注意点
完成系统设计和研发后，该系统在苏州台多个节目部门
进行了实际应用，截至目前台内已有30+台摄像机配置了回
传功能，单日回传的素材量达到500条左右，实现了台内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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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础上，结合台内发展现状，积极推动台内制播从串行数字
接口（SDI）架构向IP架构的融合演进，完成了“SDI/IP混

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要求：

合架构播控系统”及“IP交换为核心的总控调度系统”等IP

到2020年，高清频道要成为电视主流播出模式，省级和较发

高清/超高清播控系统的建设，为逐步建立超高清化、融合

达地市级电视台要基本实现高清化，鼓励中央电视台及有条

化、智慧化的新型广电制播体系提供技术支撑。本文着重介

件的省级电视台探索建立4K超高清电视节目制播系统。

绍该大型SDI/IP混合架构播控系统的架构及一体化自动播控

为了贯彻和落实总局工作部署，推动广东省高清和超高
清电视创新发展，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实现高清化目标的基
础上，以推动电视制播平台云化、互联网协议（IP）化为重
点，开展了高清/超高清播控系统的建设工作，用于支持14个
开路电视频道的高清播出、1个4K超高清频道搬迁播出，并
为未来新增设1个4K超高清电视频道提供基础条件。
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对IP化技术和标准深入研究和分析的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技术。

1 SDI/IP混合架构播控系统
1.1 IP化标准和技术演进历程
传统的广播电视制播一般采用基于SDI的传输架构，优势
是采用点对点的传输，系统稳定性强。随着高清、超高清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传输的音视频数据量大幅度提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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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音频信号、辅助数据信号等在同一个IP流中传输，接收
端即使只需要其中一种类型的信号，也必须从网络中获取整
个IP流，系统灵活性低。
在这种背景下，SMPTE又推出了ST 2110系列标准，将
图1

基于ST 2022的SDI无压缩音视频传输方案

音频、视频、辅助数据采用单独的IP流进行传输，系统灵活
性大大提高。目前已发布的标准有ST 2110-10系统定时，ST
2110-20无压缩视频，ST 2110-21 无压缩视频发送端和接收端
的定时，ST 2110-22 基于固定码率的压缩视频，ST 2110-30
PCM音频，ST 2110-31 AES3音频和ST 2110-40 辅助数据。为
了实现ST 2110与ST 2022的兼容，又新增了ST 2022-8标准，

图2

基于ST 2110的无压缩音视频传输架构

规定了ST 2022码流如何以ST 2110-10规范描述的同步作为基
准同步并在ST 2110中进行传输。在定时方面，ST 2110也延

4K/50P/10bit 超高清电视节目为例，一般需要采用4×3Gbps

用了ST 2059的定时方法。图2给出了一种基于ST 2110的无压

SDI或12Gbps SDI对无压缩音视频信号进行传输。如果继续沿

缩音视频传输架构。

用SDI的方案，一方面布线复杂，集成工艺要求高，增加了系

为了降低传输带宽，ST 2110也支持压缩后的音视频传

统实施的复杂度和成本；另一方面，随着传输速率的提升，

输。目前针对播出应用的浅压缩视频编码方案主要有TICO、

SDI传输损耗增加，传输距离严重受限，难以保证高质量的信

JPEG-XS、VC2等，这些编码标准的目标是在保证编码质量

号传输。

的前提下，实现很低的延时，有利于IP化的传输。

考虑到SDI架构在超高清时代面临的挑战，由欧洲广播

目前ST 2110系列标准还在制定和完善中，国内外广播

联盟(EBU)、视频服务论坛(VSF)、电影和电视工程师协会

电视机构正积极开展相关应用和实践。IP化的传输架构可

(SMPTE)以及高级媒体工作流协会(AMWA)共同组成的网络

以更好地适配广播电视智慧化、融合化的发展，是目前广

媒体联合工作组(JT-NM)提出了从SDI向IP过渡的技术路线。

播电视制播的重要演进方向。广东广播电视台综合考虑IP

从现有的SDI首先发展为SDI over IP阶段，再发展为音视频的

播控系统与SDI播控系统的兼容、IP播控系统稳定度及人员

IP化，最后逐步实现虚拟化和云化。

接受程度、播出安全、预算等方面因素，设计了SDI/IP混合

按照该技术路线，SMPTE从2007年开始，陆续发布了ST

架构播控系统：部分重要信号仍使用SDI架构，确保信号的

2022系列标准，目标是希望在实时制播系统中采用IP接口取

稳定可靠，同时也融合基于IP的播出架构，提升系统的灵

代SDI接口。标准包含7部分内容，主要涉及MPEG TS码流在

活性和扩展性；由同一播控软件同时对SDI播出域及IP播出

IP网络中的传输、SDI无压缩信号在IP网络中的传输、IP数据

域的信源及设备进行统一精确控制，实现SDI/IP一体化自动

包信号的无缝路由切换保护机制等内容。

播控。

对于SDI无压缩信号的传输，按照ST 2022-6的规定将SDI

1.2 系统架构

信号按照 IP/RTP协议进行封装，采用ST 2059规定的精密时

针对不同的播出频道，SDI/IP混合架构又细分为两种模

钟同步（PTP）协议作为同步时序标准，并利用ST 2022-7 实

式：一种模式为“2路SDI+1路IP”模式，在确保安全播出的

现切换保护。图1给出了一种基于ST 2022的SDI 无压缩信号

前提下尝试引入IP应用；另一种为“1路SDI+2路IP”模式，

传输方案，发送端将SDI数据帧封装成IP包通过以太网进行传

在保证安全播出的同时积极推进IP应用。

输，接收端可以利用对应的逆过程恢复得到原始的SDI信号。

1.2.1“2路SDI+1路IP”
的高清混合播出架构

该系统需要新增SDI over IP 网关设备，用于SDI到IP的转换或
IP到SDI的转换。

对于广东卫视等7个高清频道，采用2路SDI通道和1路IP
通道播出系统，播出架构见图3。SDI播出通道由播出切换台

对于MPEG TS码流的传输，ST 2022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编

或播出切换器为切换核心，使用IP PGM信源的IP播出通道利

码标准，在具体实现上，不同厂家的实现方法各异，因此难

用IP网关将播出信号转换为SDI信号，在末级进行自动/手动

以实现不同IP系统间的互联互通。

倒换，然后送编码器。在线包装或网络字幕系统同时输出基

ST 2022传输本质上还是一种基于复用的传输，视频信

38

带和IP的键信号分别送基带和IP的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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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路SDI+2路IP”
的高清混合播出架构
对于广东影视等7个高清频道，采用1路SDI通道和2路IP
通道播控系统，播出架构见图4。SDI播出通道采用以播出切
换台为切换核心, 2个不同IP PGM信源的IP播出通道利用IP网
关将播出信号转换为SDI信号，在末级进行自动/手动倒换，
然后送编码器。网络字幕系统同时输出基带和IP的键信号分
别送基带和IP的处理器。
1.2.3“1路SDI+2路IP”
的4K超高清混合播出架构
对于4K超高清频道，采用1路SDI通道和2路IP通道播控
系统，播出架构见图5。SDI通道主要由ALL IN ONE视频播
放服务器和播前矩阵组成，总控、演播室等直播信号采用基

图3

“2路SDI+1路IP”的高清混合播出架构

图4

“1路SDI+2路IP”的高清混合播出架构

于SDI的播出矩阵将信号传输至ALL IN ONE视频播放服务
器，播控软件按照节目单对播出信号进行切换控制完成图文
包装。2路IP播出通道利用IP网关将信号转换为SDI信号，在
末级利用倒换器进行自动/手动倒换，然后将信号送至总控进
行编码/分发。

2 高清/超高清全链路IP播出系统
广东广播电视台IP播控系统支持14+1个高清播出系统中
22个IP PGM信号通道的播出，承担与SDI播出系统同等功能
的播出业务，实现了高清电视节目自动播出功能，支持自动
受控播出、手动应急播出、硬盘节目播出、外部实时信号播
出、应急VTR播出、在线图文包装等常规播出功能，同时具
备外来信号接收处理能力和文件化播出能力。系统采用IP视
频服务器+IP外置键混器+IP信号交换机的架构，从无压缩 IP
封装格式的信源到最终生成带台标和字幕（支持网络字幕）
的PGM信号，中间不进行 IP/SDI转换，形成全链路 IP播出
方案。整个系统不仅完全支持高清ST 2022-6 或ST 2110与ST
2022-7标准的输入输出，而且所有设备在 ST 2110 模式下，
作为收端时，工作在 Wide Receiver （Type-W）模式；作为发
端时，工作在Narrow Sender（Type-N）模式。系统内所有的
硬件具备 UHD over 2110 播出的能力，无需更改任何硬件，
部分设备仅需增加相关授权即可平滑升级成为 UHD over 2110
播出系统。并且，视频服务器、IP外置键混器、IP多画面以
及IPG在UHD over 2110模式下时，支持Full-Raster模式，符合

图5

“1路SDI+2路IP”的4K超高清混合播出架构

ST 2110标准的单流模式，系统框架如图6所示。
IP交换核心支持高清和4K超高清无压缩IP流信号同时传

统支持在线图文包装，可以由IP信源设备内置模块完成输出

输及交换，播出域IP交换核心将通过NAT转换设备与总控域

及叠加，也可以由网络字幕机以流的方式传输到IP信源设备

的IP交换核心相连实现信号的互通。播出域IP交换核心由两

或者IP信号处理设备完成叠加。

台交换机组成，支持ST 2022-7相关标准，任意一台交换机故

IP交换机及边缘设备（IP多画分、IP网关等）全部由统

障时，都能保证频道正常播出IP PGM信号不中断。IP播出系

一SDN控制器控制，播控软件可以直接控制视频服务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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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DN控制器间接控制IP交换机及边缘设备，配置软/硬面

出、对受控设备及待播文件状态检错报警等一系列功能；必

板可以手动控制视频服务器及IP交换系统完成应急处理，系

要时可脱离网络和数据库实现独立控制播出服务器及播出周

统组成如图7所示。

边设备实现节目播出。

IP播控系统主要由视频服务器、IP核心调度矩阵以及周

3.1 SDI播出控制

边IP DSK、IP多画面、IPG（IP网关）构成，整个系统采用完

针对SDI播出服务器和播出周边设备，播出控制软件主要

全的IP架构。视频信号的上键和下键可以通过IP的键混器（IP

采用基于VDCP（视频磁盘控制协议）的RS-422控制方式、

DSK）来完成，使用IP网关（IPG）作为SDI/IP信号的相互

由播出控制工作站直接实现与播出，从而确保播出服务的精

转换。

度和稳定性，SDI播出控制架构如图8所示。
15个频道配置30台播出控制工作站，每频道主备播出控

3 SDI/IP一体化自动播控系统
播出控制系统是播出系统的核心，承担着节目实际播出
的重要业务。一体化自动播控系统以播出控制工作站及播出
服务器为中心，以提前播、垫片播放为辅助手段，实现根据
节目单要求的各种模式的节目播出及应急播出功能。播出控
制工作站可兼容SDI和IP的播出服务器及播出周边设备的控
制，稳定实现帧精度的控制功能。具有节目播出的自动执行
或人工干预、自动及人工应急、控制第三方播出设备应急播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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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IP播控系统框架

IP播控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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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播出控制图

制采用混合主备方式，所有受控设备采用422串口方式进行控

节目（视频服务器节目），第二档节目（外来信号1），第

制。接收节目单编辑系统传输过来的播出节目单，依节目单

三档节目（外来信号2），如表1所示（绿色阴影部分是控制

对各相关播出设备进行控制，协调各设备完成自动播出。系

信号）。

统支持多种播出模式，并具有一定的应急处理能力。

3.2 IP播出控制

第一档节目（视频服务器信号）播出时：自动播控会通
过VDCP协议告诉IP视频服务器播放素材，通过Quartz协议告

针对播出链路上的专用 SDN IP化设备，配备i-Flow流播

诉SDN切换IP视频服务器内容到DSK（IP外置键混器），同

出控制软件，采用“VDCP+API”协议，形成VDCP+API 混

时通过M2100协议告诉外置键混器上下键。SDN在收到播控

合IP 播出控制架构，从信号源设备，经切换设备到末级倒换

的命令以后，告诉IP交换机切换IP视频服务器的信号到相应

设备，实现端到端的完整控制。播控软件对IP信源设备、IP

的IP外置键混器（DSK），并同时告诉相应的DSK当前需要

交换核心、IP信号处理设备实现直接或间接控制，完成按节

接收的地址是IP视频服务器的流地址。

目单播出任务，生成IP 播出信号。

第二档节目（外来信号1）播出时：播控告诉IP视频服务

IP播出系统与SDI播出系统由统一播控软件系统控制，IP

器停止播放，同时告诉SDN切换外来信号1到DSK，并同时

播出系统的播控机设置在第三备份工作模式，接受主、备播

告知DSK是否上下键。SDN接收到播控信息以后，与前面一

控机发送的正播单。因主、备播控机控制的SDI播出系统与第

样，切换IP交换机从外来信号1到相应的DSK，并同时告知

三备播控机控制的IP播出系统采用不同的结构，因此播控系

DSK接收外来信号1的组播流地址，如表2所示。

统将配置相应的节目单转换模块，用于将主、备播控机的正
播单转换成第三备播控机的正播单。

第三档节目（外来信号2）播出时：播控告诉IP视频服务
器停止播放，同时告诉SDN切换外来信号2到DSK，再同时

根据统一播控的需求，频道播出要实现键控设备同时

告知DSK是否上下键。SDN接收到播控信息以后，与前面一

上内外键，但目前设备内外键所支持的协议不同，内键支持

样，切换IP交换机从外来信号2到DSK，同时告知DSK接收外

Quartz 协议，外键支持M2100 协议，为适应频道播控要求，系

来信号2的组播流地址，如表3所示。

统采用了“SDI/IP 键控设备双协议”插件。控制架构见图9。

上述业务的信号流程说明：

3.3 控制流程

当播放视频服务器时，IP交换机将视频服务器的输出流

下面以一个频道为例介绍一下系统的控制流程：第一档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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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SDI/IP控制架构

表1

控制流程表1
播控

VDCP

QUARTZ

M2100

SDN控制
IP视频服务器

播放素材

IP键混器
IP交换机

IP键混器

控制IP交换机切换信号从IP视频服务器到IP键混器

告诉IP键混器当前接收的地址是IP视频
服务器输出的组播地址

表2

上下键

控制流程表2
播控

VDCP

QUARTZ

M2100

SDN控制
IP视频服务器

停止播放素材

IP键混器
IP交换机

IP键混器

控制IP交换机切换信号从外来信号1到IP键混器

告诉IP键混器当前接收的地址是外来信号1的组播地址

表3

上下键

控制流程表3
播控

VDCP

QUARTZ

M2100

SDN控制
IP视频服务器

停止播放素材

42

IP键混器
IP交换机

IP键混器

控制IP交换机切换信号从外来信号2到IP键混器

告诉IP键混器当前接收的地址是外来信号2的组播地址

上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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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控制流程图1

图11

控制流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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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流再传回IP交换机，IP交换机再将PGM信号流切换给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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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mote Cloud Production System
for Variety Channel Programs
Zhang Liang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Jingsu 21004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test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long distance cloud production system for variety channel.
This system is built based on litchi cloud platform,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make variety shows on the long-distance cloud. And it involves
studio program recording, broadcasting, nonlinear editing, system emergency and so on.
Keywords Variety shows cloud production, Remote recording, Remote broadcasting, Remote emergency

0 引言
荔枝云平台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重点打造的融合媒体平

桌面云等先进技术，实现综艺频道各类型节目全部切换到私
有云平台完成生产，实现综艺频道节目全高清私有云制作。

1 系统网络拓扑

台，采用了公有云加私有云的混合云模式，私有云主要承担
台内节目生产业务，公有云主要承担互联网业务。
总台各电视频道原先运行在2008年建成的全台网技术架
构下，全台网各板块存在节目迁移效率低、建设周期长、资
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2017年以来，总台进行各频
道高清化升级改造规划时，提出利用新建的荔枝云平台，
实现流程的创新再造，实现各类资源弹性伸缩，实现各频

综艺频道节目远程云化生产系统网络拓扑如图1所示。
系统以双万兆链路对接总台私有云，充分利用荔枝云资
源，南影厂本地只配备实体非编、痩客户机、收录、播出、
应急等设备，而存储、服务均部署在总台，可以随时根据需
要快速调整各类基础资源数量。实体非编、包装站点、应急
系统需要大数据量访问存储，接入万兆交换机，其他设备如

道全高清和云化节目生产制播，同时提升节目生产效率和

云非编、配音站点、审片站点等接入千兆交换机。系统主要

质量。

设备如表1所列。

江苏综艺频道位于总台南影厂演播基地，距离总台直线
距离5公里左右。项目通过荔枝云平台满足综艺频道远距离制
作业务需求，充分考虑安全应急保障，并综合运用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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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总体架构
综艺频道节目远程云化生产系统遵循GY/T 354—2021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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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内容制播

系统网络拓扑

播电视台融合媒体云平台总体架构中规定的三层架构，如图2

表1

所示。

综艺频道节目远程云化生产系统主要设备

综艺频道节目远程云化生产系统主要设备

系统由下而上包括基础设施服务层（IaaS）、平台服务
层（PaaS）、软件服务层（SaaS）。

位置

基础设施服务层采用虚拟化等技术实现全台的存储资

设备名称

数量

实体非编

10台

审片

5台

配音

1台

包装站点

8台

播出服务器

1套主备

收录服务器

4套4通道

应急系统

3节点

云非编

27台

云存储

400TB

虚拟服务器

20台

说明

源、计算资源、网络资源的共享和弹性分配。
平台服务层完成各类资源的管理，并提供各种公共能
力服务。荔枝云平台包含双重异构冗余的通用PaaS和媒体
PaaS，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协调工作，提升安全性。本系

南影厂

固定数量

统后台服务如数据库、打包、转码、技审、迁移等均部署在
媒体PaaS上，实现与其他频道的负载均衡。
软件服务层提供各种应用服务。本系统在荔枝云原有的
大洋非编工具、审片工具、城市频道演播室工具基础上，新
部署了索贝非编工具、综艺演播室工具、多通道收录工具、
新媒体制作工具等服务。

3 系统流程
3.1 制作系统流程

总台

可根据需要实时
增加或者删减

综艺频道节目远程云化生产系统制作业务如图3所示。
用户登录统一门户，收录或者采集素材，经过PaaS进行统

全，必须建立应急系统。综艺应急系统由三个互为备份的超

一资源管理和注册，非编工具进行素材调用、剪辑、配音等流

融合节点构成，总体架构与荔枝云相同，其本地存储空间，

程后，调用PaaS公共能力服务中的打包、技审，最后经过审片

可同步及保存综艺频道近三个月的视音频素材和剪辑故事版

后，成片送演播室播出、总台播出或者进行新媒体发布。

文件；其构建的应急系统PaaS，可与媒体PaaS互通，并提供

3.2 应急系统流程

基本的公共能力服务；其构建的应急软件服务层，可提供非

综艺频道地理位置与总台分隔两地，为了确保系统安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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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总体架构

若出现对接总台的万兆光纤断裂、荔枝云平台服务层
故障等紧急情况，使用应急系统，流程如下：更改非编
工具的平台服务地址，使其指向为应急系统PaaS；使用应
急系统提供非编工具、内容库工具、审片工具进行节目
生产。

4 系统测试
系统非编功能及性能能够满足综艺频道高清节目制作需

图3

制作业务流程

求，演播室播出和收录能满足节目播出和录制要求，应急系
统能满足紧急情况下节目制作要求，业务流程相关功能点测

4.2 实体非编测试

试通过，达到设计相关要求。

实体非编测试过程和结果如表3所列。

4.1 云非编测试

4.3 演播室收录测试

云非编测试过程和结果如表2所列。

演播室收录测试过程和结果如表4所列。

表2

云非编实时制作能力

功能名称

云非编实时制作能力

测试内容和目的

验证云非编实时制作能力

测试前提

虚拟机硬件配置16核，32GB，GPU型号M6

输入/动作

期望的输出/相应

备注

1. 选取MPEG2 I 100Mbps高清视音频素
材在故事板上逐层叠加并播放素材

保持10层素材叠加后能实时播放

支持10层视频实时处理

2 进行二维特技叠加并播放素材

在添加特技后，
至少保持10层素材叠加后能实时播放

添加画中画等特技后，
能保障10层视频实时处理

实际测试结果
支持10层带特技实时播放

46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表3

︳内容制播

实体非编实时制作能力

功能名称

实体非编实时制作能力

测试内容和目的

验证实体非编实时制作能力

测试前提

CPU：Intel 至强 E5-2680 V4×2；
内存：DDR4-2133MHz ECC 8GB×4；
显卡：NVIDIA Quadro P4000 8GB 专业图形显卡
输入/动作

期望的输出/相应

备注

1. 选取MPEG2-I 100Mbps高清视音频素材
在故事板上逐层叠加并播放素材

保持15层素材叠加后能实时播放

故事板上添加了MPEG2-I 100M 格式素材后，在没
有任何特技的情况下，最多支持15层视频实时处理

2 进行二维特技叠加并播放素材

在添加特技后，
至少保持15层素材叠加后能实时播放

添加画中画等特技后，能保障15层视频实时处理

实际测试结果
最多支持15层带特技实时播放

表4

演播室收录测试

功能名称

多通道收录

测试内容和目的

验证多通道收录功能、收录文件迁移入私有云存储
输入/动作

期望的输出/相应

备注

1. 启动收录服务器软件和收录控制终端软件

进入收录任务应用界面

2. 新建采集任务，并指出多个通道同时采集

收录任务创建、收录服务启动

3. 收录素材迁移入库

收录素材同时迁移至私有云存储

4. 收录素材进行统一文件注册

素材入库后PaaS平台统一注册

5. 收录素材非编编辑正常

收录素材非编检索编辑正常

6. 收录素材同步应急系统

素材同步应急系统正常
实际测试结果
多通道收录功能正常、素材可以迁移入私有云存储

4.4 演播室播出测试

使用实体非编进行制作；对于一般的业务，如情感类、访

演播室播出测试过程和结果如表5所列。

4.5 应急系统测试

谈类等节目，使用云非编进行制作，合理分配带宽和性能资
源，完美匹配了综艺频道各类远程制作业务。

应急系统测试过程和结果如表6所列。

5 系统创新点

2. 使用专有传输协议回传上监画面的方式，解决了云非
编远程实时监看的问题。本地瘦终端上，安装回显软件与运
行在服务器上的非编软件配合工作，非编软件在进行故事板

1. 采用了“实体非编+云非编+桌面虚拟化”相结合的方

播放时，将每一帧渲染生成的画面通过专有传输协议发送给

式，有效解决了综艺频道节目异地制作、传输带宽、性能的

瘦终端上的本地回显软件，软件将画面从上监卡输出到监视

难题。对于数据量访问大的业务，如真人秀、晚会等节目，

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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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演播室播出测试

功能名称

演播室播出

测试内容和目的

验证演播室播出功能

输入/动作

期望的输出/相应

1. 检查演播室接口服务

收到节目迁移消息

2. 检查演播室迁移服务

执行节目迁移任务

3. 检查演播室播控

播出单上显示节目信息正常：
关键帧，节目时长，素材状态

4. 调串联单播出节目

正常播出

备注

实际测试结果
可用正常调串联单播出节目

表6

应急系统测试

功能名称

应急系统

测试内容和目的

验证应急系统可用性

输入/动作

期望的输出/相应

1. 检查应急系统，确认应急系统正常

应急系统确认可用

2. 切换非编工具的平台服务地址

非编工具指向应急系统PaaS

3. 使用应急系统提供的非编工具进行节目生产

应急系统可以正常剪辑制作

备注

实际测试结果
在主系统异常情况下，通过切换应急系统平台服务地址，可以使用应急系统进行节目剪辑制作

3. 创新采用“双PaaS”架构设计，以及“数据中心+
本地备份”的方式，解决了节目制作安全性的问题。通

作流程创新，解决了异地制作各项难题，同时提升了安全性
与效率。

过双重异构PaaS冗余技术，实现两种不同PaaS在同一媒体
云 平 台 的 部 署 集 成 ， 实 现 Pa a S 平 台 的 负 载 均 衡 、 互 联 互
通、资源共享，同时部署本地应急系统，确保了节目制作
安全性。

[1] GY/T 354—2021. 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云平台总体架构[S].

第一作者简介：

6 结束语
系统实现综艺频道远程全高清私有云节目制作；建立完
善安全机制，实现私有云异地系统应急保障。
系统定制了远距离综艺频道节目云化制作送播业务各种
流程，以科学的设计、灵活的搭配、较低的成本实现节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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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和稳定性方面不断退化以及节目生产中素材文件爆发式增长的需求，
【摘 要】鉴于全台制播网旧光纤存储系统在容量、
进行存储系统的升级改造已经成为全台网性能提升的关键问题。
在升级改造过程中，
如何能确保现有系统功能、
业务流程不
受影响，
数据平稳迁移不丢失，
在设计和施工方面存在多重挑战。
本文以安徽广播电视台电视全台制播网为例，
通过引入分布
式数据处理技术和网络系统架构，
用极少成本实现了在线系统的集约化改造，
为老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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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rchite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D Produc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Distributed Storage
Zhang Yuany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of An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hui 23007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ontinuous degradation of the old FC storage system in capacity,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and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data
files in program production, upgrading the storage system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network. During the
upgrading, there are multipl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hallenges to ensure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functions and business processes are not affected,
and data is migrated smoothly and not lost. This paper takes the television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network of An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s an example, which introduces distributed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network system architecture, realizes the int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online system with very little cost, and injects new vitality and kinetic energy into the old system.
Keywords HD Production system, FC-SAN Transformation, 10- Gigabit Ethernet, Distributed Storage

0 引言
安徽广播电视台电视全台制播网于2013年10月建成，经
过近8年的使用，其FC-SAN架构存储系统在容量、性能和稳
定性等方面已逐渐暴露不足：一是随着全台制播网承担的节

低等弊端愈发显现，逐渐成为系统业务和功能拓展的技术瓶
颈。原电视全台制播网的存储与网络资源已无法满足新环境
下的高清节目制作业务要求，亟须引进新的技术来缓解这一
矛盾。

目生产任务更加繁重，节目生产的素材文件呈爆发式增长，

同时，随着万兆以太网络技术发展，分布式存储技术

原有存储设备容量严重不足；二是随着媒体融合业务的不断

日益成熟，其传输带宽不再逊色于FC-SAN，而且相比于

发展，高清甚至4K超高清等业务形态更加多样，给存储系统

FC-SAN，分布式存储技术的使用成本更加低廉，可扩展性

的读写能力和带宽带来了更大压力，也对系统稳定性和数据

强，部署和管理难度更低，已经有电视台开始尝试建设基于

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三是随着系统使用年限的增加，FC-

万兆以太网技术以及分布式存储架构的高清制作新闻制作系

SAN架构存储设备的配置难度大、维护成本高、可扩展性

统 [1]。因此，在本次项目中，我们选择了使用万兆以太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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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基于NAS 的分布式存储技术对原有FC-SAN架构存储设

2 关键点设计与实施

备进行升级改造。

2.1 网络架构改造

1 总体设计思路

原电视全台制播网采用FC+千兆以太的双网络架构，如

在线制播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往往会面临着节目安全播

图1所示。其中，系统内视音频数据的存储和读写通过FC光

出等问题 [2][3]。本次升级改造的系统支撑着安徽台地面频道

纤网络，其他元数据通信通过以太网络进行。存储设备采用

电视节目制播业务，因此要求升级改造工作必须在保持现有

主备FC-SAN光纤块数据存储各一台，通过光纤交换机连接到

系统功能、业务流程不变、数据平稳迁移不丢失的前提下完

各服务器，提供业务数据的存储和访问服务。为实现光纤存

成。项目实施采用业务正常运行与升级改造并行的方式，严

储访问，系统需要配置独立的光纤链路，存储管理服务器，

格遵守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相关规定，坚决做到不影响日常业

访问光纤网络的服务器设备需要安装光纤网卡和StorNext文件

务的正常进行，力争实现业务系统的“零感”切换。

系统授权。

在对现有系统的基础操作系统版本、应用软件部署配

系统改造后，取消原有光纤网络链路，同时将千兆以太

置和数据网络链路等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和分析后，方案选

网链路升级为万兆以太网链路。存储设备将原有2台光纤存储

择在充分利旧已有网络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存储设备、

替换为4节点的分布式存储设备，采用纯万兆以太网接入。同

交换设备等进行在线升级改造，实现系统由传统FC+千兆以

时将现有的3台光纤交换机替换为4台万兆以太交换机，2 台

太双网架构升级为纯万兆以太网络，同时由原FC-SAN存储

作为汇聚交换设备与分布式存储前端、部分应用服务器、接

和新的基于 NAS 的分布式存储混合使用逐步过渡到分布式

入交换机等设备链接，2台作为接入交换机与非编工作站、

存储独立支撑业务，从而完成在线制播系统的FC-SAN存储

部分演播室工作站等设备链接。原有的3台千兆交换机均支持

网络向分布式存储网络的平滑切换，完全实现系统的无感

万兆以太接口，通过新增2个万兆多模光模块即可进行万兆

升级。

以太组网，用来链接原有的无卡粗编工作站点、网管工作站

在由分布式存储设备替换FC-SAN存储的过程中，所需的

等。改造后的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显然，改造后的系统更简

网络改造完全复用已有的光纤链路，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减少

单，结构更清晰，使用和维护也比原有FC-SAN架构更容易，

网络的重复建设，降低建设成本，还进一步降低了系统的网

成本也更低。

络复杂度，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实现链路复用下的网

2.2 存储设备选型与设计

络架构扁平化改造。

本次项目选用分布式集群存储作为核心存储，构建统一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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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改造后的系统架构

图3

存储系统管理界面

︳内容制播

的云存储资源池。分布式存储在资源使用效率、易维护性、

前的FC网络，并在原有的以太网基础上进行网络改造。项

可扩展性、TCO总体拥有成本等方面都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目通过网络交换部分的升级改造实现整个系统的网络管理，

项目采用了新一代全对称分布式存储H3CX10536，按照4节

包括拓扑管理、远程配置、合理规划和划分整网IP资源，

点进行配置，存储系统管理界面如图3所示。单盘容量选择

保证网络业务的正常运行并具有可扩展性。主要改造计划

8TB，这样每节点物理容量可达280TB。4节点分布式存储

如下：

以纠删码容错机制部署，系统中的存储有效容量至少达到

1. 新增2台具备较高背板带宽和包转发率的全万兆以太交

700TB。在存储设备的改造过程中，通过FC-SAN存储与分布

换机作为汇聚交换机。此交换机单台具备30个万兆 SFP+端口

式存储的并行设计，实现在线制作系统FC-SAN和分布式存储

以连接新购的分布式存储H3C X10536以及原有后台高带宽访

网络的混合平滑切换以及数据平稳迁移。

问服务器（合成、转码、技审、迁移等），同时支持与现有

2.3 网络交换改造

千兆以太网交换机的万兆以太网光口进行互联。

由于把系统中的核心存储由原来的FC存储更换为分布
式集群存储，所以系统整体网络架构也将发生改变，废除之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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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音站点的接入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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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采用原有的千兆以太网交换机连接无卡粗编站点
和网管工作站，通过40GB上行端口与汇聚心交换机的40GB

经查询国内文献未见报道。相比之下，本项目的技术创新点
在于：
1. 项目在利用已有网络资源的基础上，将FC+千兆以太

端口进行互联。
通过这样的网络改造，整个系统实现了“万兆核心、混

网络升级为纯万兆以太网络，实现了链路复用下的网络架构

合桌面”的架构。以太交换机成为整个系统的数据交换物理

扁平化在线改造。在业务连续不中断和历史数据百分百不丢

通路，包括核心交换机和接入网交换机。系统中的核心存

失的现实要求下，实现了制播系统FC-SAN和分布式存储网络

储、有卡精编工作站、合成工作站、演播迁移服务器、主干

的混合平滑切换。

迁移服务器、技审服务器等涉及高带宽访问的服务器和终端

2. 通过引入新技术，低成本完成了高性能、高可用的技

全部采用万兆以太的接入方式，后台业务服务器和无卡粗编

术迭代，系统功能、流程得到完全继承，升级改造全过程对

工作站则通过原有千兆以太网络接入，无卡工作站做双链路

业务使用无任何影响，系统稳定性、安全性获得显著提高。

聚合，接入原有千兆以太网络。项目中所有交换机均采用多

5 结束语

台热备方式，通过40GB堆叠线进行堆叠，保证所有核心设备
线缆均为双链路，终端设备线缆做到50%冗余，避免出现单
点设备故障造成的网络故障。

目前国内部分电视台的上一代非编制作系统大都采用的
是FC+千兆以太网组成的网络架构，使用FC-SAN类型存储设
备。在空间不足或性能不足时，大多通过增加该类型存储设

3 系统改造效果

备的控制器、盘框和硬盘数量，或是通过更换更高型号的FC-

项目采用集约化的升级改造思路，在充分利旧已有非编

SAN设备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改造方法经常会引起如成本过

系统网络资源的基础上充分降低网络复杂度，将原有的FC-

高，新增的空间只能单独建立存储池从而引起系统配置和流

SAN存储的FC+千兆以太网架构升级改造为分布式存储的纯

程配置改变，甚至进一步引起系统长时间停机导致业务中断

万兆以太单网架构，实现了在线非编制作系统上不同架构网

等等问题。

络间的混合平滑切换。通过这样的改造，保持了原有系统的

本次项目改造基于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单网架构进行了有

功能业务不受影响，在存储空间、数据安全和系统性能等方

益的尝试，通过创新的技术方案规划、严谨的实施方案设

面实现较大提升。

计、高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和严格的方案执行能力，有效避免

功能和业务方面，升级改造前后系统原有的功能和内部

了上述问题的出现，不仅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了对在线使用的

流程均得到保留，原有组织架构、用户信息、栏目信息、故

电视制播系统进行集约式的升级改造，而且实现了两种不同

事版和素材等元数据信息完美继承，用户对整个升级改造过

存储网络架构的混合平滑切换，在确保现有系统功能、业务

程无感，确保了功能的延续性和业务的连续性。

流程不受影响、数据平稳迁移不丢失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了

存储空间与数据安全，升级改造后系统具备的存储空间
是改造前的约10倍，大大缓解了空间不足的压力。其数据访
问在原有的双读双写策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副本备份策
略，数据安全性进一步得到提升。
系统性能与扩展方面，升级改造后存储系统的读写带宽
也远远超过改造前，完全满足了目前业务所需，其性能还能
够随着未来存储节点的平行扩展而同步得到提升，为更多生
产能力的接入，4K业务的开展，系统架构和业务的升级做好

系统的存储空间、数据安全和系统性能，为老系统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动能。
参考文献：
[1] 岳康明. 高清新闻制作系统设计与应用[J]. 电视技术, 2019, 43(1):
94-97.
[2] 兰静. 电视台升级高清制作与播出系统的技术问题分析[J]. 卫星电
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0(13): 15-16.
[3] 白徐潮. 浅析平阳广播电视台数字化制播系统升级改造及媒体融合
方案初步设计[J]. 广播电视信息, 2020(2): 39-42.

了技术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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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市政管理智慧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

1 需求分析
1.1 业务需求

广电企业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发展、建设智慧广电时可以

智慧公用平台主要有以下几点业务需求：

探索尝试的一个新领域。湖北广电网络全资专业子公司湖北

1. 完善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实现安全生产、应

广电玖云大数据有限公司结合自身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及

急响应、设施维护、民生服务、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全方位

智慧平安小区、物联网等领域的建设实践经验，对市政智慧

的信息化、数字化提升；

公用平台建设进行了研究与应用。
市政公用领域涉及供水、燃气、热力、污水处理及市政
设施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和部门。随着近年城

通过公用平台建设，加强安全监督管理，通过平台实时
了解掌握燃气、供水、供热、污水/污泥处理等领域的安全生
产状况，发现隐患及时报警，发现故障及时处置。

市的发展，各相关单位基础数据的覆盖面不足，应用软件架

2. 建设公共事业大数据平台，对监管范围内各单位的数

构相对落后，难以扩展，业务流程不深入，拓展性和维护性

据进行统一采集、汇聚，并结合关联部门、业务相关数据进

不足等问题逐一浮现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难以满足城市市

行整合转换后，集中进行存储，为以后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

政管理的实际需要。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

分析打下基础。

市政智慧公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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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数据的时空画像，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各单位人员、经

没有统一的标准，彼此间无法调用。要实现统一协同的调度

营、生产、突发事件、客户服务等不同维度的分析结果。

就要对数据进行整合，需要在原系统厂家的配合下进行数据

4. 对上述平台提供统一的信息化支撑平台。

1.2 功能需求

规整，操作难度大，资金和人力消耗大。而随着业务的发
展，原有系统中的基础数据覆盖面难以支撑，系统架构由于

智慧公用平台作为新一代市政公共事业管理的智能化应
用平台，需要实现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相对落后，也造成扩展困难，拓展性和维护性都面临问题。

2.3 重复建设维护难

1. 可视化一图展示

各公共事业单位和专业公司已经建成的系统中，很多基

2. 多维度数据对接

础数据都是大同小异的，但由于信息孤岛的原因，彼此间无法

3. 智慧化知识图谱建设与检索

相互调用，只能每个系统都建设一个自己的数据中心，雷同的

4. 便民易用性

数据反复采集录入。数据更新时，也需要在不同的系统重复进

1.3 性能与资源需求

行类似的操作，降低了劳动效率，提高了数据维护成本。

本系统数据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3 平台设计

1. 静态结构化数据

3.1 总体架构

2. 实时结构化数据
3. 非结构化数据，主要是视频、图片等

智慧公用平台旨在将各公共事业单位运行的各类数据整

根据公用事业监管实际情况，静态结构化数据永久保

合，并进行快速、有效分析，迅速发现公共事业管理中潜在

存，实时结构化数据保存5年，而非结构化数据中的视频保存

的问题，准确评判公共事业服务工作的优劣，有效调度公共

1个月、图片保存5年。

事业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及时纠正工作人员的失误和疏

2 痛点分析
2.1 系统分散监管难

忽，从而能够有效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能力，更好地为
市民服务。
平台架构如图1所示，平台以公有云为依托，秉承“统

各公共事业单位和专业公司信息化系统基本各自建设，
各自发展，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的信息
孤岛。监管部门要登录不同的系统才能了解掌握相关领域的
运行状况，其间涉及的账号密码众多，网络接入复杂繁琐，
监管效率低。尤其是出现突发事件时，监管部门要在不同的
系统间频繁切换，增大了跨领域应急指挥协调的难度，影响
处置效率。

一架构、统一标准、集约建设、长效发展”的设计思想，以
“大连接”“大平台”“大数据”为核心，坚持市域统筹规
划、统筹布局、集约部署，自上而下构建体系优化、资源共
享、功能强大、应用丰富、管理高效的智慧公用总体架构。

3.2 建设目标
3.2.1 统一身份认证
整个智慧公用平台采用统一的权限和用户管理，以实

2.2 标准不一拓展难

现自建系统的用户权限能够在一套权限管理体系中进行维

各公共事业单位和专业公司现有的各个信息系统的数据

护和管理，同时，结合统一展示部分的后台管理，实现不同
用户在统一展示中被授权访问哪些功能模块，查询哪些业务
数据。
3.2.2 统一可视化监管
尽可能地将所有公用事业监管系统的数据进行数据融
合，在经过不同维度的分析和处理后，在集约化综合展示平
台进行统一展示，将所有需要在地图中呈现的业务数据统一
展示在一张地图中，可以根据需要，对显示的内容进行动态
的增减选择，实现公用事业监管数据一张图。
3.2.3 统一安全监管
将所有公用事业单位的办公、生产场所及关键管线、节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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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架构示意图

点的安全监测数据进行汇总融合，经过分析处理后结合GIS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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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呈现在一张地图中。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点选地图上的某个

场景的识别和预警。具备以下能力：

信息点查看该处的视频监控、监测数据、紧急联系人及电话

1. 安全生产监控；

等详细情况。

2. 智能视频监控；

3.2.4 统一数据标准

3. 周界防护及报警；

将整个市政公用事业业务系统的数据接口、数据格式、
数据抽取和数据表达进行清洗和梳理，制定出智慧公用平台
的ISO标准化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数据接口和调用
方式，保证不同应用系统在不同的运行环境中，调用同样的

︳有线网络 传输覆盖

4. 消防报警；
5. 安全用电监测。
4.3 智慧供水监管
平台通过物联网设备数据的接入，实现对供水、节水、

接口就可以获取同样的数据。

二次供水等生产环节的全程监测，采用GIS方式实现对供水管

3.2.5 统一数据中心

网系统中所有管线、设备、构筑物（水池、水塔等）空间位

建立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自己的大数据中心，将各个不同

置信息、属性信息（如埋深、材质、年代、口径、连接、用

业务系统的数据都汇聚在数据中心，新建系统的数据都统一

途等）进行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查询展示功能，

从数据中心获取，并将业务流程修改的数据同步到数据中

主要包括管网数据查询、信息统计、数据监理查错、数据更

心；通过将后台数据整合到数据中心，避免自建系统数据孤

新入库以及数据输出等功能；为城市的供水地下管网数据及

岛的出现，同时，利用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的数据指标的梳

相关设备信息的查询，提供全面、可靠的系统功能。

理和规范，在数据中心将自建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实现数据

4.4 智慧供气监管

中心跨系统的数据分析。

平台建立统一数据规范按统一的数据标准，营造市政
大数据时代，通过信息分析和数据挖掘，实现宏观决策和

3.2.6 统一信息安全
智慧公用平台连接着政府职能部门、市政专业公司的

计划指导。大数据中心用以采集海量的终端上报数据以及这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应急联动等内部管理和面向社会服

些海量终端在业务系统中产生业务的相关数据，例如对燃气

务的业务应用系统。针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层出不穷的攻击

表的充值信息，燃气表对应的开户用户信息等。将这些数据

手段以及越来越多的混合型威胁，智慧公用平台作为应用系

收集、清洗之后，汇总到大数据中心，大数据中心再利用大

统的基础，如发生系统瘫痪、数据泄露、数据篡改等事故，

数据相关的技术进行分析统计，形成有价值的报表、预警信

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系统对信息安全进行统一的建设

息、预报信息等。

管理。

4.5 智慧供热监管

4 平台应用
平台建成后，在城市市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

建设城市级“智慧供热”管理平台，通过数据采集、数
据传输、数据分析、大数据挖掘、运维监控等，建立供热管
理和运行的大数据平台，将是在节能减排、雾霾治理新形势

涉及以下方面：

下，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发展方向。城市级“智慧供热”

4.1 时空大数据可视化

管理平台建设和应用，能够加强供热行业管理，建筑能耗

主要用于大屏展示，是所有公用信息的汇总展示平台，

定额管理，基于清洁能源供热差别化补贴机制的节能管理；

它通过可视化方式展现出当前整个公用事业监管领域的管理

能够提高供热质量评价与保障，基于网络平台的民生供热服

运行状态。平台基于地理信息平台（GIS）实现空间布局。

务，基于网络数据监测的供热保障及应急处理等管理水平。

分别对地点、数据、时间、行动区域等进行区分管理。分类

4.6 智慧污水/污泥处理监管

型、分重点对各区域进行监督管理，包括时间管控、空间管

系统通过GIS地图，显示当前所有监测站点的分布地理位

理、数据管理、事件管理、应急管理、视频监控等。

置，方便管理者确定监测站位置，如发生超标报警事件，可

4.2 安全监控管理

第一时间定位站点位置。

安全监控涉及治安、消防、安全生产等环节，整合了视

系统采用三层高可用的结构，既可以完成终端层数据采

频监控、音频采集、传感器监测、报警联动等功能。依托物

集，也可以完成现地数据采集，并可以将数据发送到云平

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建了智能感知系

台。具备以下能力：

统，使用图像识别和视频结构化分析等技术实现全天候、全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1. 数据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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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程控制；

公，提高办公效率。

3. 视频监控；

2. 公众号

4. 报警分析；

以微信为载体，通过在微信公众号里设置市民互动和服

5. 数据查询；
6. 数据分析及报表统计；

务板块，主要实现两个目标：
一是将监管权深入群众，发动、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公用

7. 运维管理；

事业的管理，帮助监管部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

8. 设备管理。

然，尽量减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

4.7 设施设备运维监测
系统覆盖了“设备监控、维保服务、优化运营”等应用

二是通过微信端为市民提供监管部门的各项服务，与群
众互动，提升民众生活便利度、幸福指数。

环节，提升了相关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相关服务能力，

5 结束语

通过智能化的改善，持续优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内容，为企
业安全、节能高效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系统是基于云计算

智慧公用平台的设计与应用紧扣公用管理智慧化需求，

的运维服务，以各种监控、告警、日志、报告服务工具为依

着力解决城市公用管理中遭遇的痛点，在各公共事业单位已

托，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问题及处理情况。云计算技术

有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上，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

能够实现敏捷化及持续改进；系统应用大数据管理和精准分

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全面感测、分析、整

析技术，通过主动运维、故障预警和远程技术支持等方式，

合业务运行中的各项关键信息，对公共事业各方面各层次需

尽可能地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后台将不断地计算分析运

求做出明确、快速、高效灵活的智能响应，为公共事业管理

维环节的各种需求，实现运维成本的大幅降低。

者提供高效的管理手段，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和广阔的创新

4.8 统一缴费

空间，为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系统采用云化部署，无

统一缴费平台采用分层设计，层层分立，每层实现不同

需新建机房，无需采购硬件，全部系统均部署在公有云上，

的业务逻辑处理，采用业务功能和基础数据分立的模式，各

根据业务量的发展动态调配云资源，在确保系统安全的前提

业务层独立运行，低耦合，高内聚，易于系统扩展，实现了

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数据传输与具体业务的无关性，大大降低了日常维护的难
度，突出“一个平台框架，多种业务应用”的设计理念。

4.9 分布式智慧客服
建立统一的智慧客服呼叫中心，在不改变现有各单位客
服体系的前提下，实现对客服工作全过程的监管。
通过本系统，各单位客服均可实现流程化跟踪和管理各
项服务，包括对用户的报修服务、客户投诉等进行管理，可
以按照房间号和客户名称查询相关维修、投诉等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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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智慧公用手机应用
1. 手机APP

第一作者简介：

智慧公用监管APP，在移动端实现GIS地图、供热、供

王强（1976—）, 男, 湖北广电玖云大数据有限公司质量管

水、供气和污水等业务的手机端操作、查询。
手机端可以利用手机自带的相机、GPS、网络，进行养

控部经理, 高级工程师, 工程硕士。长期从事智慧园区、智
慧教育、智慧医疗等智慧广电类应用的探索研究, 研究成
果论文发表在行业核心期刊上。曾牵头制订了多个企业标

护、巡检、排水户管理、积水点管理等监管巡检业务；实现

准, 并曾参与国家广电总局行业标准制订工作, 参与撰写

基于无线互联网的移动办公管理功能，实现随时随地的办

《中国广电有线网络技术年度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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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综合广电急需努力拓展客户、
建设
“双向广电”
【摘 要】本文简析了全国广电MCN
和提升变现能力的需求，
设计了广电全渠道运营平台
（
“四圈五客一平台”
）
方案，
对该方案的技术实现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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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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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Omni-channels
Commercial Operation Platform
Jiang Yueshan
(Shenzhen Tianwei Vision Co., Ltd., Shenzhen Yihe Co., Ltd.,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MCN(Multi-Channel Network) in the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e urgent comprehensive need of the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is expanding the customers base, building two-way interac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urning the fans into money. Radio and television omni-channels commercial operation platform (four
circles, five types of customers analysis and one platform) was design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is illustrated. So far, the scheme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the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Keywords Omni-channels, Fans, Customers, Transformation, Monetization

0 引言

自身情况和对产业的理解，做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的探讨，
力求走出一条有效的成功发展之路。综合分析发现，运营模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一些地方广电开始积极在

式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深耕短视频与直播运营领域，借助

MCN领域里布局。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时下流行的网络变现平台，依托主持人团队打造一批达人

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IP，在内容上搭建相应的商品，变现粉丝流量[3-4]。

2021年11月，广电总局印发了《广播电视技术迭代实施方案

从产业的角度分析，上述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一

（2020—2022年）》。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倡导和直播带货

些MCN机构直接将“粉丝”等同于“客户”，做的内容是为了

的不断升级，再一次催化了广电布局MCN的热潮。并纷纷

“粉丝”，而不是直接为了“客户”，内容有点“跑题”，这

从短视频、直播电商、活动IP等内容板块发力，初步在逻辑

也是虽拥有百万级千万级粉丝，而业绩欠佳的原因之一；其次

上形成了所谓的“内容生产-流量运营-商业变现”的产业闭

广电的视频内容和电视购物都是单向的，竞争力欠佳；最后没

环，但在盈收这一块，大多都差强人意，广电MCN的发展正

有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整塑内容、商品、营销、服务等环节。

处于“十字路口”[1-2]。

1 广电MCN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广电MCN大多处于“亏本赚吆喝”阶段，大家纷纷根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2 “四圈五客一平台”的设计
针对广电MCN盈利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设计出了
“四圈五客一平台”方案。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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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四圈：MCN圈、粉丝圈、聚粉圈、外部平台圈

等微信生态，实现集共享、共服、继承、个性等于一体的良

MCN圈：由广电节目主持人、达人和签约的网红等组

性循环递增体系。

成广电MCN圈，根据“五客”的分析研究结果，针对客户

聚粉圈：充分利用广电的广播、电视、户外大屏、地

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民生需求做相关

铁、公交、视频等资源优势，根据“五客”的分析结论，根

的节目、送相关的服务、提供相关的商品，吸引具有客户属

据客户需求做民生节目，将网络元素融入节目中，为粉丝圈

性的粉丝，为变现作准备。利用广电的专业策划团队和节目

聚粉。让聚粉圈和粉丝圈形成良性互动，互导互增。聚粉圈

制作团队，输出优质的短视频和具有专业素养及深度的业界

是广电的独有圈，一定要好好利用，如果在一定程度上一定

“引领”节目和“贴合”服务。

范围内，将其双向化，可占据互动大屏，在技术手段上不输

粉丝圈：广电MCN打造网络IP、平台IP，分别以广电、
频道、频率、栏目、个人为单位，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公众

于手机小屏，再利用大屏清晰、震撼等特点，广电也会占有
很大的市场份额。

号、小程序、视频号、微博、APP等，将粉丝逐级细分，对

外部平台圈：诸如抖音、京东、淘宝、快手等广电外部

粉丝进行归类，为粉丝打上客户“标签”。MCN圈不断地

变现平台。广电MCN入驻外部平台，是否奉献自己的私域流

和粉丝圈互动，增加“粘性”。将粉丝圈导向外部平台圈要

量，需“深思”，要考虑“鱼”归“大海”的问题。

慎重，单向导流，会“耗干”粉丝圈。利用企业微信打造企

2.2 五客：集客、研客、营客、活客、增客

业、员工、客户的微信、朋友圈、小程序、公众号、视频号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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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产业运作规律，进行大数据分析和挖掘，将分析研

“四圈五客一平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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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圈五客一平台”的技术实现

究结果作为我们各环节的重要指导依据，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精细操作，科学运营。
集客：利用“四圈”聚集粉丝，挖掘客户。对客户的收
视入口、收视时间、收看的节目内容、互动内容、兴趣点、
年龄、性别等进行分析，打好“标签”，体验出“客户数学
模型”。
研客：研究“客户数学模型”，建立客户自反馈自修正
系统，不断对“画像”进行修正、完善，相应的，不断调整
经营各环节，一切以“客户需求”为“靶心”，展开有针对
性的客户服务经营策略。
营客：对客户“画像”进行分析，组成不同的群，根据
不同的群制定节庆、特色节目、特色商品、特色话题、特色
话术等，专职营销人员负责特定的群，力争做客户的专职导
购服务生、专职节目推荐生。
活客：广播、电视、电商根据客户需求，制作推介相应的

︳有线网络 传输覆盖

3.1 平台架构
如图2所示，“四圈五客一平台”的技术构架主要分为
五个部分：“四圈”接入部分；接口部分；公司管理部分；
“五客”、商品、支付等管理部分；管理后台部分。

3.2 平台技术框架[5]
系统服务端以及接口以PHP5+MySQL 技术为基础，采用
OOP（面向对象）方式进行核心框架搭建，结合 MVC 模式
进行开发，可以支持 Windows/Unix 服务器环境，可运行于包
括 Apache、IIS 和 Nginx在内的多种 WEB 服务器。
系统还采用.net core +layui 等开发框架进行数据接口以及
数据中台的搭建。使电商系统紧密结合时下流行的系统以及
对接外部供应链系统。
前端H5/APP/小程序采用uniapp框架设计，uni-app是一
套可以适用多端的开源框架，一套代码只需微调整就可以同

节目，销售相应的产品，推出相应的服务，让客户参与整个流

时生成ios、Android、H5，支持微信、支付宝、抖音等小程

程，让客户做节目、上节目、推商品等，让广电电商平台，成

序。其次uni-app拓展能力强，封装了H5+，支持nvue，也支

为客户的社交、展示、休闲、变现平台。

持原生Android，ios开发。可以将原有的移动应用和H5应用

增客：电视电商化、电商电视化，分销裂变壮大会员
量。积极参与并主导本地的大型节日活动，线上线下“扫
人”“扫货”。客户服务下沉，分市、分区、分商场、分街
道、分小区，分层分批扫，在服务大众的基础上，力争成为

改成uni-app应用。APP直播功能使用了uniapp+原生开发组合
的方式进行开发。
如图3所示，下面重点对负载均衡、数据缓存、文件存
储、消息队列进行说明。

本地电商增量霸主平台。

1. 负载均衡

2.3 一广电电商平台：APP+小程序+公众号+ PC端+互

随着客户量和业务量的提高，服务器处理压力不断增

动TV+直播+分销+企业微信

大，通过负载均衡将负载进行平衡、分摊到多个操作单元上

支撑“四圈五客”的建设和运营。主营国内和跨境产

执行，从而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系统采用的LVS+Keepalived

品，覆盖国内外全品类，销售区域覆盖全国各地。从以下五

具有很好的可伸缩性、可靠性和可管理型，抗负载能力强，

方面介绍。

具备完整的双机热备能力。

1. 多渠道运营：广播、电视、户外、互动ＴＶ、公众
号、视频号、小程序、微信、APP、电商直播、分销、微
博、PC端。
2. 入驻（B2B、B2C、B2B2C）：支持店铺\供应链入
驻、商品入驻。
3.“五客”服务：会员管理、客服管理、权限管理、统
计分析、企业微信等。

2. 数据缓存
使用Redis做数据缓存，将商品信息、秒杀页面、搜索面
板等数据缓存在Redis中，可降低Mysql数据库压力，增强网
站应对高并发的能力。使用Redis主从同步，数据可以从主服
务器向任意数量的从服务器同步，实现数据缓存的高利用。
3. 文件存储
使用腾讯云的对象存储服务。对象存储是一种使用HTTP

4. 营销：社区分享、晒单点赞、软文投放等。现行电

API存储和检索非结构化数据和元数据对象的工具，使用

商行业常用的10余种（预售、加价购、砍价、妙杀、N件

对象存储的好处是，简单的HTTP API包含所有主要操作系

折等）方式。

统和编程语言的客户端，不需要支持硬盘驱动器和RAID阵

5. 其他板块：商品管理、物流管理、订单管理、支付管
理、接口管理、运营管理、全球购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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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圈五客一平台”技术构架示意图

4. 消息队列

缓存以及内存缓存（Redis、APC、Memcache、eAccelerator

在电商平台中有很多操作因为客户量、访问量特别大，

和 Xcache），客户可跟据实际运行环境自行设置。平台具

使用同步处理会造成站点堵塞，使用RabbitMQ作为消息队列

有调试模式，确定将来平台以最佳的方式进行部署。LAMP

服务把这些费时但又不需要立刻完成的请求放入队列，由队

架构保证跨平台、MVC 模块化开发保证易维护与扩展、

列执行这些任务，客户不需要等待任务的执行，而是继续下

平台架构保证集群部署与扩展。目录读写分离，框架层验

面的操作，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客户体验满意度。

证与过滤、多层级口令保护、完善的角色与权限控制，保

3.3 平台技术架构特点

证了高安全性。数据缓存、动静分离、集群(或分布式)部

如图4所示，借鉴了国内外优秀的开源程序与开发模式，

署支撑高并发，数据库集群、存储集群、宕机检测支撑高

使用面向对象的开发结构、MVC 模式、单一入口、ORM 影

可用。

射等。封装了 CURD 和一些常用操作，在安装部署、数据查

3.4 电商直播平台和互动电视购物的技术实现[6]

询、数据缓存、数据验证、模型处理、视图与布局、路由处

1. 电商直播平台的技术实现

理、SEO 支持、大数据支持等方面表现稳定。

电商直播平台依托腾讯音视频技术平台，以及腾讯云海

平台融合了 MVC 模式进行开发，但不拘泥于 MVC 本

量加速节点和领先的音视频 AI 技术，将腾讯视频直播的核心

身。缓存机制灵活，方便部署，支持包括文件缓存、数据表

底层能力开放给用户，可以为用户提供专业、稳定、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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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圈五客一平台”的后端架构示意图

直播推流、转码、分发及播放服务，全面满足低延迟、超高

配置。拉流：选择RTMP直播协议。解码和播放：使用开源

画质、高并发访问量的要求。

的ijkplayer。

2. 互动电视购物的技术实现

总之，根据“四圈五客一平台”的建设需求，采用了目

互动电视购物板块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推流系统；

前国内外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兼容性、部署灵活、拓展

拉流系统；服务器部分；礼物系统；聊天系统；支付系统；

方便、使用便捷等的技术和构架，从技术的角度保证了各功

社交系统。

能的实现。

把主播直播的视频，推送到服务器，再由服务器通过有

4 “四圈五客一平台”的运营

线电视网分发给观众观看。推流系统由采集、美颜处理、编
码和推流组成，拉流系统由拉流、解码和渲染组成，服务端
由转码、录制、截图和鉴黄组成。

在认真分析了全国广电MCN需求的基础上，综合了全国
广电MCN的得与失，为了避免“水土不服”，结合深圳广电

本互动电视购物板块以ijkplayer为播放内核。ijkplayer是

集团几十年的广播电视从业经验、深圳广电宜和电视购物电

一个基于FFPlay的轻量级Android/iOS视频播放器，实现了跨

商平台十几年的运作经验以及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和研析，投

平台的功能，API易于集成；编译配置可裁剪，方便控制安装

入巨资研发了“四圈五客一平台”。

包大小。电视上的视频播放器是基于Android平台开发的。

从2021年1月开始，“四圈五客一平台”在深圳宜和购

音 视 频 采 集 使 用 AV Fo u n d a t i o n 实 现 。 美 颜 处 理 使 用

物投入使用，销售净额同比增长了37%，销售净毛利额同比

GPUImage实现。视频编码解码封装：利用FFmpeg框架。推

增长了16%，效果明显。已与河北、广西、湖南等地的广电

流利用的数据传输框架是librtmp。流媒体服务器利用Nginx来

MCN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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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四圈五客一平台”的技术架构简图

5 创新性分析
“四圈五客一平台”的创新性主要有以下几点：1.“精

可。就如何发挥广电本地优势、维护好本地客户、做强做大
本地广电电商进行了探索。

准打靶”，广电MCN+广电电商，懂广电节目、懂广电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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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技术应用、广电新业务和新产业的研究与规划、广电
战略研究与规划。曾主导三网合一、智能化社区建设、新
媒体转型升级和广电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多个大型的技术
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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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接入网

以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广播电视系统的接入网在用户侧的典型相关实体是作

术，为基础行业提供创新驱动力，为产业发展体系提供重构

为信号传输媒介的同轴线缆。为了保护原有同轴接入网的

驱动力的同时，对边缘节点的智慧化程度、连接能力的泛在

投资，审慎控制接入能力革新的成本，尽可能减少重复投

程度、服务体系的平台化程度、信息数据的联通渗透程度和

资，降低规划建设对用户环境的依赖性，充分发挥同轴线

传递效率提出了新挑战。作为基础信息网络重要组成部分的

缆的传输潜力带宽大、覆盖用户多的特点，国内外的通

光纤同轴混合网络（HFC，Hybrid fiber coaxial network），

信市场涌现出多种基于同轴线缆的接入技术体系 [1-4] ，如

正加速接入技术的选型、迭代、改造，推进业务承载体系的

有线电缆数据业务接口规范（DOCSIS，Data over Cable

IP化。

Servic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同轴线缆多媒体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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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A Access，Multimedia over Coax Alliance Access）、

准经历了3个主要版本阶段，并包括多个子版本[5-8]。DOCSIS

同轴无线接入（WoC，WLAN over CATV）。上述接入技

系统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欧美日中多地，其关键参数如表1和

术体系在规划之初所面向的接入场景有所区别，其中较

表2所示。因部署成本和升级成本较高，该标准的大面积更新

为贴近广播电视系统业务提供方场景的DOCSIS体系得到

部署有所限制。

了强有力的推广而广泛的应用。随着接入场景规划的拓

1.2 MoCA

展和技术规范的演进，MoCA Access亦逐步获得了广泛的

MoCA是由工业标准组织——同轴线缆多媒体接入联

关注。

盟所编制发布的联盟标准。时至今日，MoCA标准也经

1.1 DOCSIS

历了3个主要版本阶段，并在2.0版本后细分为面向家庭的

DOCSIS是由广播电视行业的标准化组织有线电视实验室

Home标准和面向规模接入的Access标准，其关键参数如表3

（Cable Labs，Cable Television Laboratories）编制发布，并获

所示[9-11]。因早期致力于家庭组网，该标准并未被大规模应用

得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建议的国际标准。时至今日，DOCSIS标

于接入。

表1

DOCSIS 1.0～3.0标准关键参数

版本

DOCSIS 1.0

DOCSIS 2.0

DOCSIS 3.0

频段（MHz）

上行：5至30/42
下行：50/54至300～860

上行：5至30/40/42
下行：50～54至300～860

上行：5至30/42/85
下行：54～108至300～1002

双工模式

FDD

FDD

FDD

多址方式

FDMA/ATDMA/S-CDMA

FDMA/ATDMA/S-CDMA

FDMA/ATDMA/S-CDMA

调制格式

上行：QPSK/16QAM
下行：64QAM/256QAM

上行：QPSK ～ 128QAM
下行：64QAM/256QAM

上行：QPSK ～ 128QAM
下行：64QAM/256QAM

速率（Mbps）

上行：10
下行：40

上行：30
下行：40

上行：100
下行：1000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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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SIS 3.1标准关键参数

版本

DOCSIS 3.1

DOCSIS 3.1 FULL DUPLEX

频段

上行：5至42/65/85/117/204 MHz
下行：54/87.5/108/258至550～1002 MHz

上行：5至85 MHz，108至684 MHz
下行：108至684 MHz

双工模式

FDD

TDD

多址方式

FDMA/ATDMA/S-CDMA/OFDMA

FDMA/ATDMA/S-CDMA/OFDMA

调制格式

上行：BPSK/QPSK ～ 4096QAM
下行：16QAM ～ 16384QAM

上行：BPSK/QPSK ～ 4096QAM
下行：16QAM ～ 16384QAM

速率

上行：1000 Mbps
下行：10000 Mbps

上行：10000 Mbps
下行：10000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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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A标准关键参数

版本

MoCA Home 1.0

MoCA Home 2.0

MoCA Home 2.5

MoCA Home 3.0

MoCA Access 2.5

频段（MHz）

850至1525

400至1675

400至1675

-

400至1675

双工模式

TDD

TDD

TDD

-

TDD

多址方式

TDMA

TDMA

TDMA

-

TDMA

调制格式

BPSK ～ 256QAM

～1024QAM

～1024QAM

～1024QAM

～1024QAM

速率（Mbps）

270

500

1000

10000

2500

2 实验与分析
广播电视系统的核心业务包括广播电视直播、多媒体点
播和互联网接入。超清、即时、智能的导向对接入技术体系
的双向吞吐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DOCSIS系统在测试分析、
实际业务中已经展现出了良好的接入能力 [12-13]。为了进一步
了解MoCA Access 2.5的接入能力，进行了如下的实验。

2.1 吞吐性能
实 验 平 台 由 网 络 分 析 仪（S ma rtB it 6 0 0 b）、 M oC A
Access局端（Luster）、分支分配器（工作频率范围5至
图1

2400MHz）、MoCA Access终端（Luster）以及各类线缆组

吞吐性能实验逻辑拓扑图

成，逻辑拓扑如图1所示。实验利用网络分析仪生成双向单播
数据流，经由MoCA Access系统，在同轴分配网以自适应信
道编码（至多1024QAM）进行数据交互，上下行带宽比不进
行系统层面限制，数据最终回流至网络分析仪，以实现实验
平台网络性能分析。其中，下行为局端向终端方向，上行为
终端向局端方向。实验中，一方面，网络分析仪从端口1和2
向外推送数据，依下行方向经终端后均流至网络分析仪端口3
和4；另一方面，网络分析仪从端口3和4向外推送数据，依上
行方向经局端后均流至网络分析仪端口1和2。

2.2 业务数据混合接入
实验平台由单向组播信号源、双向互动信号源、万兆交

图2

业务数据混合接入逻辑拓扑图

换机、MoCA局端、分支分配器、MoCA终端、机顶盒和计
算机组成。组播信号源中包含标清、高清视频业务数据流，

频播放、网络串流播放和互联网访问验证业务混合接入的

编码方式包括AVS+、H.264，典型码率范围为2.5～30Mbps。

效果。

双向互动信号源包含双向点播和互联网数据。视频业务与

2.3 结果与分析

互联网业务以虚拟局域网标签进行区分，由MoCA Access系

吞吐性能实验是针对MoCA Access 2.5标准关键能力的

统进行传输，作为业务接收终端的机顶盒、计算机则通过视

客观实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受限于网络分析仪各端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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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ps的吞吐极限，单向发送或接收的总数据流无法超过理论

表5所示，上行方向，端口1、2各接收吞吐量约653.2Mbps，

极限，即2 Gbps。在此前提下，数据流在MoCA Access局端

上行累计吞吐量约1306Mbps；下行方向，端口3、4各接收吞

和终端间同时进行上行、下行传输，链路衰减约10dB，帧长

吐量约950Mbps，下行累计吞吐量约1900Mbps。实验中，双

为64、512、1518 Byte的情况下，累计吞吐量分别达到264、

向累计吞吐量未能达到理论的4 Gbps，原因可能为：当前吞

1264、3206Mbps。帧长为1518 Byte的单播实验结果的细节如

吐量接近局端硬件系统处理能力极限；MoCA系统为抵御信

表4

不同帧长、频率、链路衰减下吞吐性能实验结果

帧长（Byte）

工作频段（MHz）

衰减（dB）

上行吞吐量（Mbps）

下行吞吐量（Mbps）

累计（Mbps）

64

400-900

10/10

132.0

132.0

264.0

512

400-900

10/10

632.0

632.0

1264.0

1518

400-900

10/10

1306.4

1900.0

3206.4

1518

1000-1500

70/70

387.5

600.0

987.5

注：衰减项10/10指局端至终端一、二的链路衰减分别为10、10 dB

表5
流向

上行

下行

双向

66

帧长1518，工作频段400～900 MHz，各链路衰减10 dB情况下吞吐性能实验结果
数据流

接收吞吐量（Mbps）

端口3=>端口1

326.6

端口3=>端口2

326.6

端口4=>端口2

326.6

端口4=>端口1

326.6

小计

1306.4

端口1=>端口3

475.0

端口1=>端口4

475.0

端口2=>端口4

475.0

端口2=>端口3

475.0

小计

1900.0

累计

3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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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劣化，通过自适应调制技术使各子载波的调制格式不全

要在以数字视频广播标准（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为1024QAM。鉴于MoCA Access的双工模式为TDD，即同

规划的广播电视业务频段之外，以表1所述的速率能力为双向

一物理信道交替着供上下行数据传输使用，却仍出现了发

互动业务及信息化业务提供接入。结合实验与之相比可见，

送吞吐量和接收吞吐量之间的差异，原因可能为当前MoCA

在广电系统稳步推进业务全IP化的潮流中[14]，MoCA Access

局端设备内部关键链路含1.0 Gbps端口与2.5 Gbps端口相连

2.5具备为当前双向业务提供接入的能力，以及支撑IP化广播

的部分，下行方向为1.0 Gbps的低速端口向2.5 Gbps的高速

业务的能力。

端口传输，无带宽瓶颈，而上行方向为高速接口向低速接口

更进一步的，与文献 [12]中对DOCSIS 3.0和3.1的测试比

传输，低速端口将成为瓶颈，吞吐越接近接口理论界限，转

较，如表7所示，DOCSIS 3.1在5～40MHz以及65～102MHz

发可能出现丢包，从而限制系统的吞吐表现。此外，在链路

的72MHz频宽内以1024QAM编码实现了529.6Mbps上行速

衰减约70dB的环境中，MoCA终端能够上线运行，系统仍具

率，在870～1000MHz的130MHz频宽内以1024QAM编码调

备987.5Mbps的吞吐能力。表6所示为各链路衰减不一致情

制实现了1431Mbps的下行速率。以此推算在该调制格式下

况下MoCA系统的吞吐表现。实验中，链路一为MoCA局端

其上下行频谱效率分别约7.3和11bps/Hz。同理推算MoCA

与一号MoCA终端之间的链路，其衰减保持为约10dB，链路

Access在当前实验条件和相关配置下的上下行频谱效率约2.6

二为MoCA局端与二号MoCA终端之间的链路，其衰减通过

和3.8bps/Hz。一方面，鉴于DOCSIS 3.1支持更高阶的编码调

固定衰减器逐步增大。当链路二衰减为10、30dB时，MoCA

制，即其频谱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鉴于实验中网

系统吞吐一致，为2777.96Mbps；当链路二衰减为50dB时，

络分析仪的端口限制，MoCA Access的速率能力亦存提升空

MoCA系统吞吐出现小幅下降，为2762.5Mbps；当链路二衰

间，但依其理论的2.5 Gbps速率极限，仍可见两接入技术在频

减达70dB时，MoCA系统吞吐为1463.12Mbps，与链路二衰

谱效率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MoCA Access 2.5具备提供与DOCSIS 3.1同

减10dB时的结果比较，上行吞吐量降幅较大，下行吞吐量

一量级吞吐量的能力，但需要较宽的频段。由于TDD双工模

降幅较小。
在模拟全IP化业务环境的业务数据混合接入实验中，

式的优势，上行方向，MoCA Access拥有更强的吞吐能力。

MoCA Access系统负责转发业务数据，并根据配置在不同的

为了获得较宽且低噪声的频段，同时保持对原同轴业务系统

MoCA终端端口、不同的数据流向对业务数据进行虚拟局域

的兼容性，MoCA标准规划了对1000MHz以上物理频段的支

网标签的添加或剥离。机顶盒、PC分别作为视音频业务、宽

持。在现运行的同轴分配网中，典型分支分配器的截止频率

带业务的交互接口，可分别通过MoCA Access系统自动、拨

为1000MHz。实验中，若将分支分配器替换为上述截止频率

号上联各业务系统，实现单播、组播、互联网业务呈现。利

的型号，由于分支分配器的传输特性并非在大于1000MHz频

用机顶盒、PC网络串流播放软件选取标清、高清视频分别播

段即戛然而止，所以MoCA Access系统仍能够有选择地利用

放，以及多路标清、高清组播信号并行播放，主观观察视音

这一非理想的信道进行运作。这一现象既侧面体现了MoCA

频，画面无马赛克、撕裂现象，声音无卡顿现象。

Access对抗频率衰落和噪声的能力，亦对在拥有大量工作频

当前广泛部署的DOCSIS系统的标准版本为2.0和3.0，主

表6

率为5～1000MHz的分支分配器的现网中开展MoCA Access规

各链路衰减不一致情况下吞吐性能实验结果

帧长（Byte）

工作频段（MHz）

衰减（dB）

上行吞吐量（Mbps）

下行吞吐量（Mbps）

累计（Mbps）

1518

1000-1500

10/10

1381.25

1396.71

2777.96

1518

1000-1500

10/30

1381.25

1396.71

2777.96

1518

1000-1500

10/50

1381.25

1381.25

2762.50

1518

1000-1500

10/70

267.50

1195.62

14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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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标准在特定实验环境中的频谱效率对比

标准

DOCSIS 3.0

DOCSIS 3.1

MoCA Accesss 2.5

频段（MHz）

下行：606～670

上行：5～40
65～102
下行：870～1000

400～900

频宽（MHz）

下行：48

上行：72
下行：130

500

信道编码

256QAM

1024QAM

1024QAM

速率（Mbps）

下行：403.7

上行：529.6
下行：1431

上行：1306.4
下行：1900.0

频谱效率（bps/Hz）

下行：8

上行：7.3
下行：11.0

上行：2.6
下行：3.8

划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此外，光缆网络、光节点与DOCSIS

[4] HUANG J, LIU D, WU 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系统配合实现覆盖的典型用户数为150～200户，而MoCA局

broadband network access system over MoCA[C]. Wuhan: SPIE, 2009:

端覆盖的典型用户数为31户，为了覆盖同样用户数，MoCA

75140E.
[5] ITU.T J.122-2007 Second-generation transmission systems for

系统需要对光缆网络进行重规划，或者对光节点进行设备增

interactive cable television services - IP cable modems [S]. Geneva: ITU.T,

添。因此，综合成本和单位用户单位带宽成本也是进一步评

2007.

估MoCA Access部署可行性的重要因素。

[6] ITU.T J.222.1-2007: Third-generation transmission systems for
interactive cable television services - IP cable modems: Physical layer

3 总结
面对与日俱增的业务带宽和敏捷性需求，为了在网络

specification [S]. Geneva: ITU.T, 2007.
[7] Cable Television Labratories. Data-Over-Cable Servic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s DOCSIS 3.1 physical layer specification[S/OL]. [2021-08-

基础设施建设向全光网络迈进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现有网

26]. https://www.cablelabs.com/specifications/CM-SP-PHYv3.1.

络的传输效率，尽量避免重复投资，审慎控制资本性支出和

[8] RICE D. DOCSIS 3.1 technology and hybrid fiber coax for multi-Gbps

运营成本，文章对面向存量市场仍较为可观，网络改造尚需

broadband[C]. Los Angeles: OSA, 2015: Th4B.1.

时日的HFC网的MoCA Access接入体系展开实验。通过吞吐

[9] MONK A, LEE R, HEBRON Y. The multimedia over coax alliance[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13, 101(11): 2322-2338.

性能实验和业务数据混合接入实验，部分验证了基于同轴的

[10] Multimedia over Coax Alliance. MoCA 2.0/2.5 Specification

MoCA Access技术体系面向全IP化广播、互联网业务复合的

for Device RF Characteristics[S/OL]. [2021-08-26]. http://www.

大带宽接入的可行性。其对新旧业务模式的兼容支持，有助

mocalliance.org/MoCA2/specification/MoCA_2.0_and_2.5_Device_RF_

于在革新、简化原有的混合逻辑链路的同时，充分保护原有

Characteristics-160808d.pdf.
[11] OVADIA S. MoCA: ubiquitous multimedia networking in the

投资并发挥其作用。在现代化通信核心技术的协助下，基于

home[C]. Boston: SPIE, 2007: 67760C.

同轴线缆的IP化接入方式仍具活力。

[12] 邝楚祥, 区伟东, 冯香菱. Docsis 3.1技术在广电网络中的实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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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给媒体传播格局带来
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大众化服务向个性化的小众化运营转

探索实践出了一条建设智能化全IP互动业务平台，融合传统
广电网络平台，实现技术迭代创新、平台能力升级、资源整
合利用的战略发展之路，对智慧广电的多元融合发展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变，广播式的无差别播发向智能推送转变，单一的视频传送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向多业务运营转变，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传播方式更加
快速、灵活。这给传统广电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

1.1 建设背景

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政策、科技创新、行业发展以及市

1.1.1 智慧广电的发展

场竞争的驱动下，广电网络如何抓住机遇、克服瓶颈实现转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智慧广电媒体，发

型升级、打造新时代广电网络业务发展新模式，是整个广电

展智慧广电网络”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国家广电总局印

行业都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山东广电网络

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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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发展新局面，广电网络要形成一张可管可控、安全

实现平台融合和统一运营，以媒体深度融合为指引，兼

可靠，且满足新时代精神、文化期待的“大强优”网络。

顾有线、无线业务协同发展，推动“云、网、端”资源要素

1.1.2 技术创新的驱动

的有效整合，以享TV互动业务平台为核心，实现全省平台的

除了国家宏观战略发展驱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深度整合，实现业务的统一运营管理。

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即将到来的万物互联时代，

重塑智慧广电服务体系，在传统视频传输和互联网服务

加剧了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广电智慧家庭业务发展以及

基础上，以智能化和极致用户体验为核心，向产业上下游延

4K/8K、AR/VR等大带宽视频、应用的普及，对平台和网络

伸，汇聚“内容+客户+终端+服务”产业链优势资源，深度

的要求越来越高。

开展智慧党建、远程教育、医养健康、智能家居、5G+行业

1.1.3 媒体融合的必然

等应用，实现“多网多屏多业务，可管可控可运营”的建设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

目标。

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是

2.2 平台融合原则

广播影视传播力提升和重塑的必然要求，以高带宽的网络、

2.2.1 统一性原则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与社

实现平台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统一标

会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内

准、统一终端，充分利用好已有设备资源，打破技术壁垒，

容。

实现资源的整合和再利用。

1.2 发展困境

2.2.2 统一和差异化并存原则

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山东境内有线广

在统一的基础上尊重个性化发展，兼顾平台规划、业务

播电视网络规划、建设、改造、经营和管理以及有线电视节

部署的统一性，并充分考虑各地的差异化发展和集团客户业

目的传送。在智慧广电、媒体融合和技术创新的大背景下，

务需求，全面把握发展全局化和业务个性化的协调统一。

尽快实现传统广电网络的战略转型，是山东广电网络实现可

2.2.3 分步实施原则

持续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也对现有资源、技术提出了更高

针对传统业务平台有大量现网用户的现状，平台融合按

的要求。

照轻重缓急采取分类对待，分层次、分步骤进行实施，确保

1.2.1 传统DVB的限制

业务持续性、成长性推进。

平台融合项目启动之前，山东广电网络技术路线尚未实

2.3 建设规划

现IP化的整体转变，传统DVB用户大量存在。在互联网技术

整个项目建设分三个阶段：

和媒体融合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DVB的封闭性，在用户体

第一阶段：顶层技术规划和核心平台建设阶段。采用集

验、业务部署灵活性以及整体成本上已不具备优势，在开展

中部署方式和1+N原则，将享TV全IP互动业务平台和中央媒

智慧家庭等新形态增值业务的时候也缺乏足够的应用支撑。

资平台作为全省统一的业务平台和内容平台，在全省推广统

1.2.2 信息孤岛

一的智能终端和享TV业务。

全省各地存在视频传输业务平台、媒资平台和节目编转

第二阶段：基础资源整合阶段。秉持开放和标准的原

码信源，各平台与BOSS等外围管理系统之间形成大量网状连

则，打破技术壁垒，利旧整合资源，实现平台的初步整合，

接，造成了信息孤岛和资源浪费，也使得外围系统开发维护

实现传统平台用户向享TV平台的迁移。

工作量激增，效率低下。平台的地位如同大脑，一个统一的
平台，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核心作用，实现业务的统一运营。

2 建设思路

第三阶段：优化提升阶段。在完成基础资源整合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提升统一的享TV平台，实现业务和智能终端
不断迭代演进。

3 技术方案

2.1 总体目标
坚持技术创新，推进享TV全IP互动业务平台和智能终端
在全省的建设推广，实现技术、内容、业务、形态、功能的
全面转型升级，打造兼具宣传文化和综合信息服务特色的智
慧广电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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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享TV互动业务平台
3.1.1 总体规划
享TV是山东广电网络以IP化趋势为导向建设的业务平
台，而享TV互动业务平台，是在享TV基础上，对中央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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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现有业务平台和地市CDN节点进行顶层规划和融合后

平台、OTA升级平台和CDN系统四部分，平台架构如图1

的广义的综合性业务平台。融合后的享TV互动业务平台，

所示。

负责向全省智能终端用户提供广播电视传统业务和智慧类广

3.2 中央媒资平台

电业务服务，可承载4K超高清和VR、大数据、物联网、有

中央媒资是内容平台，建设之初，是为省业务平台提

线无线融合、人工智能等业务的运营发展，可实现传统媒体

供统一的点播和时移回看内容分发和回源服务，提供自办

和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实现传统大屏业务和移动小屏业务的

平台的制作能力。经过整合，中央媒资承担中心CDN功

融合。

能，负责为全省享TV用户提供统一的媒资内容，提供CP点

3.1.2 技术架构

播内容分发和回源，实现CP内容的注入、转码、存储和管

享TV互动业务平台结构上分为中央媒资平台、省业务

图1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理，为统一的内容运营提供支撑。中央媒资平台包含存储模

享TV互动业务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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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媒资接入模块、媒资接入模块、媒资生产模块、媒资

节点组成，其中，中心CDN和一级CDN分别建设在中央媒资

分发模块、中心CDN模块和内容管理模块，采用分布式架

平台和各省业务平台，地市CDN节点作为二级CDN，在部分

构，采用网状群组连接模型，满足集群内所有节点的能力最

地市根据各平台用户和流量情况按需建设，地市CDN节点依

大化及单元连接的合理性，可根据终端用户的使用情况，

靠部署在各地的边缘服务器，缓存热点内容，中心平台根据

自动化分配硬件设备能力，可根据用户区域、设备动态负

预设的算法将本地用户的点播、回看和快切拉流请求调度到

载、用户访问体验等多方面数据，实现节点各项服务的智

CDN，使用户就近获取所需内容。

能调度及服务的动态部署，可根据用户数的增加和业务规

4 建设成果

划的具体需求，实现在不中断业务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平滑
扩展。

3.3 省级业务平台
省级业务平台融合的重点，以享TV互动业务平台和中央

经过两年的建设实施，山东广电网络互动业务平台IP化
深度融合创新实践效果显著。

4.1 平台能力提升

媒资为核心，对现有业务平台进行整合精简，对平台功能重

平台综合服务能力大大提升。在内容上，中央媒资在原

新进行规划，在全省范围内重新进行资源调配，实现资源的

有200套电视节目的基础上，引入、生产了超千T媒资内容，

优化、共享和再利用，实现内容、UI、业务及应用的统一和

增加了“4K超高清”节目和互联网视频内容，超高清视频和

平台的统一运营管理。整合后，省业务平台负责业务服务的

海量内容，带来了高清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的用户体验。享

承载，提供业务管理、用户鉴权、广告投放、运营服务等功

TV平台和智能终端发展迅速，两年时间，全省已发展近300

能，实现IP直播、时移回看、点播等视频业务和智慧广电类

万户智能终端用户，服务范围覆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类

业务、增值业务的统一承载，同时，规划了政企平台专门面

终端。根据数据统计，平台性能和服务的升级，有效提升了

向集团客户提供服务。省级业务平台包含用户与套餐管理模

用户活跃度，ARPU值提升20%左右，用户续费率提升20个百

块、中心CDN模块、门户运营模块、广告运营模块、大数据

分点，用户粘性显著提高。

模块、内容管理和一级CDN模块。

4.2 科技创新应用

3.4 智能终端

享TV互动业务平台有效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智能终端是满足享TV全IP业务或有线电视双向互动业务

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了智能推荐、智能语音、多屏互

及超高清业务需求，搭载、适配安卓或TVOS智能操作系统，

动，不仅可承载直播、点播、时移回看等视频业务，还可

具备4K超高清音视频解码能力的机顶盒终端。在规划上，以

承载4K超高清、VR、大数据、物联网等智慧广电业务，

IP智能终端为主，DVB+IP智能终端和dongle为辅，根据不同

支持开展智慧社区、智慧乡村、智慧监控、智慧医疗、智

配置，又分为标准型、增强型、精简型机顶盒终端，用以满

慧教育等智慧广电类业务、增值业务功能，并具备对全IP

足不同的用户需求。按照以上规划，首先按照软硬件分离的

基础外设及其他服务设备的常见外设的驱动能力支持。在

原则，统一智能终端标准，实现新发展智能终端升级及软件

实际应用中，上线了2.1万个智慧社区和智慧乡村，承建

的统一管理；其次，对地市已经发放的存量终端进行改造或

了全省50%以上区县“智慧党建”平台，落地了“齐鲁文

置换，全部纳入统一的技术标准；最后，通过持续的迭代升

化云”“玖玖医养”“灯塔党建在线”“海报新闻”等项

级，推动全省终端的整合和优化，实现全省机顶盒终端标准

目，有效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加快了智慧广电的发展

统一和管理统一的建设目标。

进程。

3.5 OTA升级平台

4.3 推动产业升级

OTA平台负责管控终端软件升级，是用户终端切换平台

平台的强大承载能力，促进了广电业务向产业上下游延

的实现载体，是实现平台融合的基础性工作和关键组成部

伸，形成主业突出、多业并举的发展模式。享TV互动业务平

分。通过自主研发的OTA升级平台，实现平台之间的自主、

台汇聚产业链优势资源，与互联网视频、在线支付、电视机

方便、快捷切换，OTA可对终端软件升级进行管控，支持区

等行业龙头强强联手，跨界融合，深度开展智慧党建、远程

域用户、规模用户批量切换平台。

教育、医养健康、智能家居、5G+行业等应用，依托产业升

3.6 CDN内容分发系统

级和产业合作，汇聚了“内容+客户+终端+服务”等优势资

CDN系统由中心CDN、业务平台一级CDN和地市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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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为5G、8K新业务发展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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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和媒

增加付费节目和应用消费增加收入，有效提升了用户ARPU

体融合创新发展。

值；基于企业公信力、良好的服务以及个性化的业务定制，

5 创新与效益
5.1 主要创新

拓展了集团客户业务的开展；平台的先进性和强大承载能
力，使得业务向产业上下游延伸，促进了传统广电服务向全
业务综合网络和信息服务的转型，带来了更多业务增长点；

管理机制创新：该项目不只是单纯的平台融合建设，更

做精做细做专传统有线电视业务的同时，探索了多元化发展

带来了管理模式、运维方式、技术研发、业务运营以及客户

之路，形成主业突出、多业并举的发展模式，大大提升了企

服务的改变，项目建设过程也是一个机制体制转型升级的过

业的经营规模、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程，是传统广电网络从单纯的管道服务商，逐渐向综合服务

6 结束语

运营商转型的过程。
技术创新：该项目研发基于广电总局标准，结合了直播

山东广电网络坚定实施“智慧广电”战略，平台的IP化

电视技术和互联网OTT技术，通过IP化部署，实现了对多终

深度融合建设充分考虑了自身实际和资源优势，有政策的驱

端和全业务的汇聚；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智

动、技术的引领，也是业务导向和转型发展的必然。项目实

能推荐成为可能，可为用户提供千人百面的个性化；服务管

施两年来，实现了内容、平台、网络、终端的初步整合，大

道与业务分离，使得云、管、端可以分别部署和维护。

大提升了平台的综合服务能力，落地了一系列智慧广电和媒

应用创新：平台可承载大数据、物联网、有线无线融合

体融合品牌产品，改变了管理机制、技术体系和业务模式，

等业务的运营发展，可以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深度融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山东广电网络的转

合。目前，行业发展已经进入智能化时代，依托享TV互动业

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对建设兼具宣传文化媒体和

务平台，越来越智能化的网络、终端建设以及智慧广电应用

综合信息服务特色的可管可控、安全可靠的新型融合网络，

建设，广电业务范围可以无缝向智媒体领域延伸。

发挥主流舆论传播主渠道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

模式创新：该项目以技术领先的智能化、IP化享TV互动
业务平台为核心，最大限度融合了传统广电存量业务平台，
实现了内容资源的统一，实现了平台资源的整合再利用，实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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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经济效益
平台的融合和统一，有效降低了设备成本、网络成本和
技术运维成本；拓展了业务范围，增强了用户粘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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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的“最后一公里”。根据各地建设应急广播平台的实际，探
讨一种基于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解决方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

案，将基层的应急管理、公共服务、民生服务和地方综合治

突发情况时有发生，森林防火、中小学生防溺水、新冠疫

理深度融合，实现应急广播系统在“分级管理、安全可靠、

情防控等宣传工作也呈现常态化趋势，面对这种新形势、新

快速高效、平战结合”中发挥重要作用 [1]，为数字化乡村振

情况，提高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响应和现代化

兴建设服务。

能力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各层级应急数据互联互
通、共建共享的应急平台建设是基础，关系到应急信息及时

1 总体解决方案

采集、审核、播发、接收、响应，是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否

总局早在2017年就以红头文件印发了《全国应急广播建

提供及时有效的紧急预警信息的关键环节，县（区）级应急

设总体规划》，对应急广播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管理体

广播指挥调度平台，各类公共场所、居住小区、乡（镇）农

系、运行体系和保障体系作了总体规划 [2]。目前各地建设的

贸市场、村公共文化广场、自然村组接收点是应急信息畅通

应急广播系统大多是基于广播电视有线传输双向网（H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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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IP应急广播、大喇叭、村村响、无线调频寻址应急广

路是考虑到在极端天气，各种不可预测等因素影响下的各类

播小系统。

紧急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目前各地实际发生的应急情况复

这几年，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移动互联

杂，管理处置权限分散在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造成应急事

和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发展迅

件发生时，响应效率低、处置现场反馈信息少等现状，利用

速，为智慧城市建设和乡村治理带来了全新的管理运行思维

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以IP数据组网为骨干网络，

模式。本文探讨的基于融合云平台的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

组合4G、5G、IP、TS、DTMB、调频RDS/SCA/CDR等多信

广播“智慧广电”解决方案，是由云服务、云资源、应急广

道传输手段将各种应急功能整合，部署各类场景应用数据采

播平台和云管理四部分组成，将涉及公益类民生服务的各类

集端，可采用租赁华为云、阿里云等各种公有云或自建私有

APP应用，乡村综合治理和突发预警信息应急处理等各种分

云云存储方式扩展各类政府公益类民生服务功能，减少政府

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单一功能进行整合，通过在应急

重复投资，丰富“智慧广电”的应用场景。总体解决方案架

信息隐患多发地关键点布设水库河流雨量采集、公共场所音

构如图1所示[3]。

视频数据采集、水土流失、地质灾害易发点、环保监测点数

1.2 系统的主要技术架构及应用场景

据采集等监控监测类设备，运用云寻址网格模块化服务反馈

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由云服

实时互动场景，实现平时提供服务，紧急情况提供应急预警

务、云资源、应急广播平台和云管理四个主要子系统组成，

信息的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应用，为应急广播系统

采用“云-网-端-管”的技术服务架构，包括内容存储层、业

建设探讨扩展各种政府职能部门公益类服务新应用、新功能

务应用层、网络传输层、终端用户层和管控层；云服务提

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为新型智慧城乡综合治理提供一种技术

供各类场景数据云存储和数据交换访问服务 [4]；云资源是业

解决方案的新尝试。

务应用层，对接各行业部门公益服务类APP，应急信息资源

1.1 解决方案的设计思路

的数据接口处理；应急广播平台是支撑基础公共服务的应用

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设计思

图1

层，对应各类紧急突发应急信息的搜集、审核、播发、反馈

基于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总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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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云管理是一个综合性数据管理播控平台软件，根

1. 公共场所、乡村人口密集区应急广播信息服务。在公

据各级权限要求，对不同的管理员、操作员实施授权管理权

共场所，如公园广场、体育馆、大型购物休闲城市综合体

限，按照模块化业务流程及时完成各类应急、服务类项目需

（购物广场）、主干道人（车）流量大的十字路口红绿灯、

求服务的响应，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应用模块化支撑平台；传

乡村人口居住密集的自然村小组（屋场）等人口密集、流量

输网采用有线光纤网、无线4G、5G通信网、物联网；终端应

大的地方，设立户外大型显示屏，紧急疏散通道、出口处安

用提供含云语音、融媒体云存储、重点场所公共WIFI、各类

装应急广播智能接收终端的号筒喇叭、音柱、带喊话、拾音

场景的音视频采集端，大喇叭、音柱音频告警端，手机客户

头语音功能的红外网络高清摄像头，通过应急广播系统，平

端及其它智能移动客户端等。其中应急广播平台是整个平台

时播发各种消防、交通、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建设等宣传知

建设的重点内容，该系统与相关应急职能部门联动数据传输

识，出现突发紧急情况时按照应急分级管理权限及时播发应

架构拓扑图如图2所示[1]。

急信息，达到疏散人员的目的。

应急广播平台具备支持IP、TS、4G、5G、调频RDS/

2. 街道社区智慧管理。智慧社区建设是用新一代信息

SCA/CDR等多种有线无线信道，前端设备包括数字音频编

技术提升城市街道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依

码复用器、信号适配器、平台管理CA系统等，终端接收

托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实现社区居住小区的智

包括智能化的移动终端、收扩机、大喇叭、号筒喇叭、音

能化管理，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提升服务效率和居民满意

柱和各类场景的音视频采集端等，实现应急信息审核、播

度。一是可以在住宅区出入口设立智能显示终端，自主查

发和采集反馈的全过程多业务智能化处理，其常见的应用

询各类办事程序流程，通过大屏循环播发宣传标语，平台

场景有：

群发小区常住居民手机移动端文字告知信息等；二是可在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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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的门禁设立出入车辆管理，虹膜人脸识别网络摄像

2. 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建设对软硬件的建设、

机，实现安防监控和新冠疫情防控流调监测；三是将街

运维要求高，基层运维端压力大。建设IP组网模式多业态

道不同的社区小区按网格化管理需求，通过应急广播平

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台，因涉及物联网、5G、大数

台的网格模块，按不同需求设置不同的寻址终端，在小

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以及广播电视信号采

区安装应急信息的音视频语音智能接收终端，实现智慧

集、传输、发射和监管技术，技术集成复杂程度高，终端面

管理。

广点多，场景复杂，不同的终端采集点有不同的技术要求，

3. 森林防火，地质灾害多发地监测，野外山塘、水库

平台数据访问交换量大接口标准又多，各类场景、数据融合

防溺水监测，语音告警服务。森林防火，地质灾害多发地

量大复杂，对施工单位建设能力要求高，同时对使用单位日

监测，防溺水宣传等工作是乡镇基层政府日常繁多的重点工

常的平台管理运营也是一种考验。而县（区）一级很难有这

作之一，通过“技防”资金投入，与在建的县（区）应急广

种复合型技术人才能够胜任，这对平台运维带来很大挑战。

播“智慧广电”云平台乡镇分平台进行数据传输共享共建融

针对这种现状，一是可以采用“特殊人才柔性引进”政策，

合，实现信息化网络管理，减少基层压力。一是在森林防火

招聘2～3名专人运维；二是可实行运维外包服务，由平台系

或地质灾害多发地，例如山塘、水库、河流、农田机耕道监

统集成商或有大型平台数据运维能力的外包服务商负责运

测点设立野外烟感器，带喊话、拾音头语音功能的红外网络

维，使用单位按照权限管理分配操作；三是要把平台每年的

高清摄像头，应急广播大喇叭等，实现实时监测和反馈；二

运维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运维资金落实，才能有效

是可以通过安装在各地的大喇叭终端接收系统，开展日常森

发挥平台效用，为智慧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方便快捷的科技

林防火、防溺水工作，乡风文明等宣传，可有效减少基层对

支撑。

这几方面宣传工作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

3 小结

2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这种基于IP组网模式多业态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云平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投资建设应急广播平台系统，以县

台是个综合型的集成系统，相比传统的单向应急广播系统有

（区）为单位，在建的应急广播系统基本都是以百万千万元

其智能、多场景智慧应用的比较优势，是由“功能”向“智

级别的投资规模在进行政府公开招标，系统建设的标准也严

慧”的升级，是未来智慧城乡建设的一个发展方向，“智慧

格遵循总局、省、市有关应急广播建设总体规划要求，设备

广电”应用场景建设的突破口之一，也是目前基层政府在管

的兼容性强，也可实现不同场景的多业态业务开展，可满足

理、服务、综合治理上遇到众多难题的一种有效的信息化、

多种应用的基本需求。但在实际的组网实践中，也经常碰到

数字化技术解决方案模型。

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有：
1. 在建应急广播平台还是以单向广播为多，应急功能单
一，新技术融合有待加强。以往或在建的应急广播平台是以
“为全民提供应急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而搭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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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o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the coverage of analog FM emergency broadcast messages. It mainly includes the
calculation, measurement and adjustment selection of frequency deviation of 57kHz RDS subcarrier signal, as well as the actual terminal sensitivity
and coverage test data.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ual analog FM emergency broadcast project, the receiving range of FM terminal RDS
emergency broadcast message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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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依据国标（GB4311.3-84）规定，我国 FM 调频广播的频
率范围为 87.5 ～ 108MHz，为了防止临近调频台间的相互干
扰，电台之间的频道间隔为 200kHz，最大频偏为 75kHz，单
声道（R+L）最高调制频率为 15kHz ；19kHz 为立体声导频信
号 ；38±15kHz 为 立 体 声（R-L） 信 号 ；57kHz 为 RDS 副 载
波数据信号。图 1 所示为普通 FM 电台立体声广播的多工调
制信号频谱图。
在应急广播 RDS 数据消息播发应用场景下，19kHz 导
频 信 号 同 时 作 为 RDS 载 波 参 考 信 号， 分 配 的 频 偏 为 10%
（7.5kHz），57kHz RDS 副载波按 EN 50067:1998 1.3 节和 G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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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M信号频谱图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Wireless Coverage

︳无线覆盖 传输覆盖

089-2018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中表 B.2 的要求，频

起见分析计算视为正弦波），可以选择的频偏范围远小于

偏固定在 ±1kHz ～ ±7.5kHz 之间。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接

57kHz。从图 2 所示贝塞尔曲线可以看出，在调制指数小于 1

收机接收到的调频信号强度较弱时，调频主信道音频节目能

时，当 RDS 副载波频偏逐渐增加时，RDS 副载波信号与载波

正常接收，但 RDS 接收误码率高，导致紧急广播消息的覆盖

主信号的电平差快速减少。

范围减少，有时候达不到紧急广播的效果。

1.3 边带幅度实测结果

为了解决实际的应用问题，考虑将发射机设置为立体声

因 RDS 的调制指数 <1，无法采用 Bessel 函数零值法这个

模式，但 38±15kHz 立体声（R-L）信号可以为零（单身道

方法，所以本文采用类似 Bessel 函数比值法得到近似频偏，测

声音），此时该信道的调制度为零。57kHz 副载波信号的频偏

量时将发射机设置为立体声模式，主信号输入关闭（R+L=0）
，

最大可以设置为 ±37 kHz，调制度为 49%，主通道和导频的

这时 19kHz 导频信号打开，将 RDS 副载波频偏分别为 1kHz、

调制度保持不变，那么带内的调制度就是 49%+10%+45%=

2kHz、2.5kHz、7.5kHz 和 37 kHz 时，19kHz 导 频 信 号 3 次 边

104%，依据参考文献 [6]，对临频不造成影响，而且实测结

频加上 57kHz（1 次边频）与主载波信号电平差，见表 1。
表 1 中导频信号的边频电平，通过 FM 信号发生器关闭

果表明对主通道的单声道广播效果也没有影响。

主通道，使 R+L=0 时，记录的导频 10% 调制度时的结果。
u (t ) = U cos[ω0 + m f sin(Ωt )]
可以确认导频计算的 Bessel
函数结果和图 3 扫频仪实测

1 FM调制的实现
1.1 FM调制原理
FM 调频是将调制信号频谱作非线性变换，已调信号反
映出载波矢量角度上的变化，调频信号的数学表达式为 ：

u (t ) = U cos[ω0 + m f sin(Ωt )]

公式 1

其中 ω0 为载波信号频率
u (t ) = U {J 0 (m f )cos ω0t + J1 (m f )[cos(ω0 + Ω)t − cos(ω0 − Ω)t ] +
Ω 为调制频率
J 2 (m f )[cos(ω0 + 2Ω)t + cos(ω0 − 2Ω)t ] +
mf 为调频指数
J 3 (m f )[cos(
+ 3Ωω)0t −
− 3t )]
Ω)t ] + }
ω0 Ω
u (t ) =ωU0 cos[
+ cos(
m f sin(
将公式 1 展开，其表达式为 ：
∞
 m f ω02k+n
u (t ) = U {J 0 (m f )cos
+ Ω)t − cos(ω0 − Ω)t ] +
ω t + J11(m f )[cos(
J n (m f ) = ∑ (−1)0k


kΩ
!(n)t++kcos(
)!  ω20 − 2Ω)t ] +
k =0 ω + 2
J 2 (m f )[cos(
0

J 3 (m f )[cos(ω0 + 3Ω)t − cos(ω0 − 3Ω)t ] + }
1
PΩ = M a2 ∗ Pc
2 ∞
 m f  2k+n
1
k
为贝塞尔函数。
uJn((m
t ) J=
ω0 +(m
−1)
(mcos[
f)nU
f sin(Ωt )]


f ) = ∑
k !(n + k )!  2 
k =0

结果一致。
u (t ) = U {J 0 (m f )cos ω0t + J1 (m f )[cos(ω0 + Ω)t − cos(ω0 − Ω)t ] +
但由于 RDS
编码信号，数据速率很
J 副载波信号为
(m )[cos(ω + 2BPSK
Ω)t + cos(
ω − 2Ω)t ] +
2

0

f

0

RDS 副载波（57kHz）进行调制
低（只 1.1875kb/s）
，所以对
J 3 (m
t − cos(ω0 − 3Ω)t ] + }
f )[cos(ω0 + 3Ω)
后的功率谱，可用一个被抑制载波的双边带调幅的频谱来近
∞
 m f  2k+n
1
k
似，见图 4，RDSJ副载波的功率，在贝塞尔函数计算的基础


n ( m f ) = ∑ ( −1)
k !(n + k )!  2 
k =0
上，还要考虑幅度调制控制的程度，一般要求是 0 ≤ Ma ≤ 1，
1 2
M a ∗ Pc 。
2
实测的 57kHz 副载波幅度值与正弦波的 Bessel 函数 1 次

对应的包络功率密度为 PΩ =

边频的计算结果相差约 5dB，就是 Ma≈0.58 的结果。
因此，根据以上计算、仿真和实测的结果，可以通过调

公式 2

大 RDS 副载波频偏的办法，提升 FM 载波中 RDS 信号的幅度。

1.2 边带幅度的计算与仿真

u (t ) = U {J 0 (m f )cos ω0t + J1 (m f )[cos(ω0 + Ω)t − cos(ω0 − Ω)t ] +
从公式 2 可以看出，调频信号频谱包含了很多个边频分
1 2
Pc ω0 − 2Ω)t ] +
J 2 (m f )[cos(ωPΩ0 += 2ΩM
)t a+∗cos(
2
J (mf) 决定，即取决于
量，边频分量的幅度值由贝塞尔函数
J 3 (m f )[cos(ω0 + 3Ω)t − cos(ω0 − 3Ω)t ] + n
}
实际调制指数 mf，
∞

J n (m f ) = ∑ (−1) k
k =0

 m f  2k+n
1


k !(n + k )!  2 

公式 3

公式 3 中，n 为边带数，n=0 是载频，n=1 是第一边频，
1 2
PΩ = fM为调制指数，利用调制指数与频偏之间的
…K=1、2、…m
a ∗ Pc
2
关系，调制频偏 = 调频指数 * 调制频率 ：
Δfm = mf × fm

公式 4

在公式 4 中，Δfm- 调制频偏，mf - 调制指数，fm- 调制频率。
调制指数 mf 是最大频偏 Δfm 与调制信号频率 f 的比值，
调制指数直接影响移频波频谱的形状与带宽。图 2 的贝塞尔
曲线显示了不同调制指数下载波（正弦波）和边带幅度的关系。
由 于 RDS 副 载 波 信 号 频 率 为 57kHz（BPSK， 为 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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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塞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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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信号频率
（kHz）

FM调频广播
Deviation标准

Pilot Tone:75kHz*10%

RDS副载波：
标准频偏1-7.5kHz；
及扩展频偏至37kHz

19

57

占用38±15kHz全部

图3

频偏
（kHz）

频偏和幅值的关系

调制指数
mf

7.5

0.3947

边频电平

相对主信号计
算增益（dB）

相对主信号频谱仪
测试增益（dB）

0.2012（第1）

–13.9

–14.6

0.0197（第2）

–34.1

–34.7

0.0013（第3）

–57.8

–57.9

PILOT TONE（19kHz）
3次边频为57kHz，对
RDS电平影响很小

1

0.0175

0.0088（第1）

–41.1

–47.0

2

0.0351

0.0175（第1）

–35.1

–40.0

2.5

0.0439

0.0219（第1）

–33.2

–38.0

7.5

0.1316

0.0659（第1）

–23.6

–29.0

应急广播立体声
播出时建议频偏

37

0.6491

0.3420 （第1）

–9.3

–14.3

保证单声道音质的
最大RDS频偏

GDJ 089-2018
表B.2推荐值

扫频仪实测结果

2 电平对RDS误码率的影响
2.1 RDS电平与误码率的关系

图4

RDS波形图

根据参考文献 [2] 规定，一个应急广播指令需要 92 个
block（23 帧），大小为 92*26=2392 bits，按照 RDS 带宽 1.1875
Kb 计算，在没有数据错误的情况下，RDS 通道传输一个完
整应急广播指令需要 2.1 秒。如果按照应急广播系统规范中
开播时限 5 秒的要求，则必须保证 RDS 数据是较低的误码率。
若按 GDJ 089-2018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中表
B.2 推荐值，RDS 副载波频偏 2kHz，调制度 m=2.7% 时，依
据参考文献 [6] 的研究结果，需接收电平在 35dBuV 以上，保
证较低的误码率，才能保证应急广播信令的实效。

图5

RDS电平和误码率关系

参考文献 [6] 仿真得出的电平和误码率关系，见图 5。
很明显，RDS 误码率在调制度恒定的情况下，电平越高

2.2 RDS电平实际覆盖效果

误码率越小，所以应急广播指令的覆盖范围，对信号电平是

但是，依据本文论及的调整 RDS 副载波频偏的办法，见

有很高要求的，在实际工程中需要更大功率的激励器，成本

表 1，可以仅仅通过调制器参数调整的办法，在不改变激励

代价非常之大。

器功率的前提下，显著提升 RDS 信号的覆盖范围。为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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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不同频偏的接收距离

57kHz电平差（频谱仪）

频偏（kHz）

RDS灵敏度（实验室）

–38dB

2.5kHz

42dBuV

0.5公里（55dBuV）

–29dB

7.5kHz

36dBuV

1.3公里（48dBuV）

–14.3dB

37kHz

32dBuV

2.2公里（45dBuV）

–38dB

2.5kHz

25dBuV

1.3公里（48dBuV）

–29dB

7.5kHz

23dBuV

2公里（46dBuV）

–14.3dB

37kHz

15dBuV

2.5公里（44dBuV）

–38dB

2.5kHz

35dBuV

2.5公里（44dBuV）

–29dB

7.5kHz

34dBuV

3公里（42dBuV）

–14.3dB

37kHz

31dBuV

4.8公里（34dBuV）

–38dB

2.5kHz

18dBuV

3.1公里（40dBuV）

–29dB

7.5kHz

16dBuV

4公里（38dBuV）

–14.3dB

37kHz

12dBuV

6.3公里（18dBuV）

RDA5807
接收标准
指令开停播

QN8035
接收标准
指令开停播

RDA5807
接收短指
令开停播

QN8035
接收短指令
开停播

实测50W发射机最大覆盖距离和场强（测试天线长度0.8m）

证推理的正确性，我司选用两款不同公司的芯片 RDA5807、

急广播消息指令长度的方法，可以大幅改善模拟调频发射机

QN8035 实现 FM RDS 接收，记录 RDS 指令的接收距离。

应急广播指令覆盖范围，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最大限度地保

表 2 数据表明 ：增加 RDS 频偏可以显著改善终端接收灵

证各地应急广播覆盖工程的实施，为城市和偏远乡村的公共

敏度，最大可以提升约 10dB，实测接收距离也可以成倍提高

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有利于促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建

（2 倍左右）；另外，缩短应急指令数据长度也可成倍提高覆

设和产业发展。

盖距离（大于 2 倍）。

2.3 影响RDS接收性能的其他因素
FM 信号在多径反射、临频干扰情况下，接收性能会受
到严重影响。在多次实际路测的对比下，在灵敏度范围内，

参考文献：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 G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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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停模不久的传统无线发射台站应用不
【摘 要】IP化技术已成熟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行业的制作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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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cheme Design of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Xu Sheng, Yang Qiyong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IP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roduction domain, broadcast domain and transmission domain of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but it is seldomly used in the traditional wireless transmitting station which stopped analog transmitting not long ago.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TV Transmission Department of the Coverage Transmission Center of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d shares the IP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 of the transmitting station such as IP advantages, IP network architecture, IP
signal source transmission and IP monitoring.
Keywords Two-layer network architecture, Stack + eth-trunk networking, Pim-sm, IP intelligent switching, Diversification of monitoring methods

0 引言
覆盖传输中心电视发射部承担中央、省台节目在长沙市

以混用，扩容维护方便。全IP方案线路较传统ASI方案线路更
加简洁（如图1所示，比较两种方案切换器位置的线路），维
护管理方便。

区及周边地区无线覆盖的任务，是广电总局62号令中规定应

从电视技术发展趋势、台站现有信号源及设备情况分

达到一级保障要求的位于省会城市的省直属发射台，有必要

析，无线发射台站适合搭建一个全新IP架构的信号传输与监

建设一套安全先进可拓展信号传输与监测系统。

测系统。本文从IP网络设计、信号源IP化传输、监测IP化几

随着电视技术，从高清到超高清的发展，IP化将是整个
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从台站现有情况分析，无线发射台站
接入数字微波已是TS over IP下传信号，信号接收网关设备已

部分解析广播电视发射台站IP化方案设计。

1 IP网络设计

支持IP输入输出，信号源传输设备完全支持IP化。当前数字

IP网络是机房核心资源系统，是确保安全播出的基

电视发射机激励器可支持IP信号输入，台站现有设备可进行

础。严格按照GD-J038-2011《广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

IP化改造。网络交换机属于标准通用设备，不同厂家设备可

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中第二级防护要求执行 [1] ，搭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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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P、MSTP、RRPP等）。如图2所
示IP信号源经两路不同光纤链路聚合
接入主从核心交换机，监测交换机、
值班交换机、发射机信号接入交换机
链路聚合接入主从核心交换机。核心
图1

交换机实现数据快速转发，各接入交

比较两种方案切换器位置的线路

换机连通各类设备。该组网保证了网
络设备级和链路级可靠性的同时，亦
简化了网络拓扑，减少了部署和维护
工作量。

1.2 网络逻辑设计
考虑广播数据隔离和安全性要
求，将不同信号源、监测数据和网管
数据划分不同VLAN进行隔离，不同
VLAN规划不同网段IP地址。VLAN启
用虚拟接口，虚拟接口IP地址作为网
段网关，实现不同VLAN在核心交换
机内部路由转发。核心交换机与各接
入交换机二层互联，数据从发送端到
接收端最多仅需一次内部路由转发，
网络简单高效。
TS OVER UDP信号源从发送端
转发到一组特定的接收者，网络设备
需要配置相关组播协议确保组播报文
按照正确的路径复制和转发。本次规
划组播地址数量有限，不需通过区分
组播源地址扩容组播地址空间。跨三
层路由交换数据经核心交换机转发，
图2

若指定堆叠的核心交换机作为静态

机房网络结构

RP，RPT即为SPT。基于现状分析，
经济、功能完善、安全可靠、性能先进的网络系统。同

考虑使用当前广电领域大多使用的PIM-SM ASM模型 [2]。在

时兼顾未来发展，可作为发射基地IP网络中心，与未来湖

此模型中指定堆叠的核心交换机作为静态RP，为出现的组

南台全IP化“七彩盒子”新基地对接。下面从物理架构、

成员或组播源服务。选择PIM-SM ASM模型和将信号源输

逻辑设计、安全优化三部分进行介绍。网络结构如图2

入端口划分单独VLAN，也可以利用组播报文RPF（Reverse

所示。

Path Forwarding，逆向路径检查），保障组播源输入安全。

1.1 网络物理架构

启用组播组管理协议IGMPv2，在主机端实现组播组成员的

网络的物理架构采用树形组网，便于部署和管理，具

加入与离开，在上游的三层设备中实现组成员关系的维护

有良好的扩展性。树形组网采用核心层+接入层二层架构，

与管理，同时支持与上层组播路由协议的信息交互。启用

核心层采用两台框式交换机堆叠，接入层和核心层之间采用

IGMP Snooping协议，在二层建立组播数据报文转发表，管

Eth-Trunk组网。堆叠+Eth-Trunk组网是一种无环组网，投入

理和控制组播数据报文的转发，抑制组播数据在二层网络的

较低，配置简单，不需要复杂的环网协议和可靠性协议（如

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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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安全优化

在网络设备console设置访问密码，提高密码强度。对远

机房网络联接数字微波等信号源端第三方私有网络，与

程访问启用加密传输更加安全的SSH协议，指定针对管理员

公共互联网络严格隔离，在与第三方私有网络互联接口添加

的地址管理，避免网络中任意用户都有可能登录到设备上进

应用访问控制列表ACL。ACL本质是一种规则报文过滤器，

行操作的可能。

设备基于这些规则进行报文匹配，可以根据应用ACL的业务

2 信号IP化传输

模块的处理策略来允许或阻止该报文通过。在与第三方私有
网络互联接口出方向上deny任意报文输出，在入方向只permit

数字电视发射信源统一有三条传输链路，分别是自有光

指定信号源组播源IP地址、目的地址匹配报文通过。精准控

纤链路、租用光纤链路、省局数字微波链路。三个不同路由

制输入的报文，保障网络运行环境安全性和网络服务质量可

从广电中心送至德雅院机房，接入到核心交换机。中心主复

靠性。

用信号统一为发射机主路信号源，中心备复用信号统一为发

网络设备默认有开启STP协议，可以在提高可靠性的同

射机备路信号源，省局数字微波传输信号统一为发射机辅路

时又能避免环路带来的各种问题。STP通过构造一棵树来消

信号源，信源统一为TS Over IP格式。核心交换机安装在信号

除交换网络中的环路。每个STP网络中，都会存在一个根

机房，主、从核心交换机设置堆叠，接入三条传输链路的信

桥，其他交换机为非根桥。根桥交换机位于整个逻辑树的

号源；接入交换机安装在发射机房，两台接入交换机独立运

根部，是STP网络的逻辑中心，非根桥是根桥的下游设备。

行，一台接入IP切换器输出信号，另一台与主、从核心交换

如果根桥交换机故障导致STP变化，可能会引起组播转发表

机级联。信号传输链路如图3所示。

重构，造成网络震荡。在本机房网络中强制修改核心交换

主复用信号组播流与数字微波组播流进主核心交换机，

机STP优先级最高，将与第三方私有网络互联接口配置stp

备复用信号组播流进从核心交换机。主、从核心交换机分别

disable，确保网络稳定。

送三条传输链路信号进IP切换开关，切换输出信号至接入交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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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系统规划

换机1，送发射机主激励器作为主路信源。主、从核心交换机

响信号安全、播出安全、机房安全的重要因素。IP网络监测

与接入交换机2级联，直通租用光纤链路传输信号接入发射机

数据通过SNMP协议采集，生成基于信号流传输的网络监测

备激励器作为信源。另自有光纤链路经光端机直接送ASI信

拓扑图，监测交换机运行情况和重要端口流量。通过发射机

号，进发射机主激励器ASI输入口作为第二路备份信源。

通讯口（RJ45或串口）采集监测发射机工作状态，包括发

IP切换器可实现多路主、备、辅TS OVER IP信号源的自

射机开关机状态、故障状态、发射功率、反射功率、温度及

动、手动切换，支持直通、旁通两种模式，支持断电直通。

单个功放电流、电压、功率等指标，形成发射机监测管理界

可实时监测IP码流状态，支持监测指定PID带宽，可根据设置

面。通过安装电力传感器及温湿度、烟雾传感器实现机房环

的门限值，完成主、备、辅自动切换及故障恢复后的自动、

境实时监测。监测系统规划如图4所示。

手动回切功能。通过软件、硬件两种方式进行切换操作，可

4 结束语

实现单通道切换或批量切换。该系统可确保在单台设备、单
条链路故障情况下，不影响信号源正常传输。

3 监测IP化

德雅院机房新建的信号传输与监测系统基于纯IP架构，
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可拓展性强，为安全播出提供可靠保
障。经科学设计，在保障安全播出基础上可创造优良的工作

监测监管系统是安全播出的重要保障，是保证播出质

环境，是全IP化综合标准机房和行业内的标杆。在迎接全面

量的重要措施，需从信号监测、机房运行环境等方面综合

到来的“5G时代”，IP化架构为将来“5G广播”工作开展做

考虑。

好网络准备，为台站未来发展夯实基础。

信号监测系统对信号传输系统每个环节（各路信号源、
切换输出信号、ASI信号源、DTMB播出信号）进行监测，对
各环节输入、输出信号进行实时画面监看、质量监测。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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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山电视调频发射台站如何防雷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每年因雷击造成的停播和设备损失都非常严重，尤其是
对弱电系统的侵害防不胜防。南岳台借着发射塔和机房重建
的契机，重新打造整套防雷体系，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取
得了好的应用效果。本文从新技术的角度，探讨高山防雷的
成功经验，为高山台站防雷建设提供借鉴。

台区域雷击闪电主要集中在2～8月份，平均年雷暴日天数为
55.1 d/a。
统计结果表明，近5年在月份分布上，2、3、6月份的雷
暴主导路径为SW西南方向，而4、5月份的雷暴主导路径为
SE东南方向，其他月份不明显。
南岳台广播电视塔区域全年发生次数相对较多的雷暴移
动方向分别为SE（东南，18.57%)，SW（西南，15.67%），
NW（西北，15.86%）。主导雷暴路径为SE（东南）；SW

1 雷击风险评估
南岳台广播电视塔座落于南岳衡山祝融峰东侧的喜阳
峰山腰，衡山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南岳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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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南岳台广播电视塔区域10km×10km范围地闪雷电流幅值
分布曲线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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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特点
1. 项目所在地海拔高，铁塔作为接闪器极易接闪雷电，
同时，铁塔和机房共用基础，铁塔接闪的雷电流必须通过机
房钢结构立柱引入地网，从而极易对机房值班人员和设备形
成电磁感应和闪击。
2. 项目所在地土壤为花岗岩，土壤导电性不良，地形陡
峭，项目所在地位于景区，无法大面积铺设地网降低雷击冲
击接地电阻，铁塔接闪的雷电散流无处散流，将形成较大强
度的地电位反击通过接地引下线反串进入机房。
3. 机房按照“有人值守，无人值班”的原则，按全自动

图1

闪雷电流幅值分布曲线

化的标准建设，设备价值巨大（约3000万），大多为精密的
电子设备仪器，部分进口产品要求接地电阻不大于1Ω，防雷
设计难度极大。

3 项目新技术的应用与工作效能
1. 结合高山土壤电阻率实际情况，深挖四口30m接地
井；接地网带采用铜包钢垂直接地极和石墨水平接地极间隔
接地方式，覆以防腐物理降阻剂，以提高防雷散流效果；各
个焊点采用先进的热熔焊技术，可靠性更高。
2. 在工作接地线、保护接地线和外连接地线之间串联
“雷击电流矢量控制器”，以防止雷电反击对机房内人员和
设备造成危害。
3. 采用法拉第笼冗余多层设计，使电磁感应受到一定程
图2

度的衰减，以减轻对机房内电子设备和线路屏蔽的压力。

法拉第笼在卫星抛物线天线上的应用

4. 新防雷系统建设完成以后，2019年10月开始正式运
行。经历多场强雷击的考验，防雷效能显著，最容易遭受

处深30m接地深井，如图3，接地井内植入等深40×4mm紫

雷电侵扰的信源和监测等弱电系统没有遭到任何损害。南岳

铜排（防腐），利用地下水良好的电学特性，使铁塔接闪的

台在室外卫星抛物线天线的高频头上首创运用了法拉第笼技

直击雷迅速泄放；同时，在接地井内注满高效电解离子填充

术，如图2，防雷效果显著。

剂，利用低电阻率材料替换接地体周围的岩石，增大接地体
的等效半径，降低接地电阻。

4 深井接地技术在该项目中的应用

深井接地极是一种最简单的长垂直接地极，是短垂直接

防雷接地系统的设计为整个防雷系统最为基础和重要的

地极在长度方面的一种延伸。适用于有一定地下水含量、透

部分，项目所在地土壤为花岗岩，土壤导电性不良，地形陡

水能力强、空隙度大的土壤，更适用于土壤分层结构、在各

峭，如何在有限的区域实现接地电阻小于1Ω，并且使接地装

层土壤中有一层是明显的含水层或隔水层的地区。

置的散流性能达到最佳将是本项目接地系统设计过程重点考
虑的问题。
项目所在地位于景区，在机房建设区域外开挖建造地网
受到很大局限，因此，通过常规采用的大面积敷设水平接地
网的方式不适用。根据项目地勘报告，发射塔和机房所在区
域地下20～30m含有大量含水分层结构，本项目创新性采用
深井接地技术进行接地系统建设，在铁塔立柱侧方各安装一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根据垂直接地极接地电阻的计算公式：
R1 =

ρ  4L 
 In

2πL  d 

式中：R——垂直接地极的接地电阻；
L 
26.5 
sa = R + =  45 +
 = 58.3m
ρ——土壤电阻率；
2 
2 
L——垂直接地极的长度；

 8.5 

20 × log d——接地极的等效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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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深井接地极主要利用下列因素提高接地电阻的降低

雷是由于雷电放电时，巨大的冲击雷电流在周围空间产生迅
速变化的强磁场引起的。

效率：

这种磁场能在附近金属导体上感应出很高的电压，并沿

1. 增加接地极的长度L；
2. 利用电阻率较低的深层土壤，降低土壤的平均电阻率ρ；

着闭合导线传输，或者在未导通的金属构件之间产生火花放

3. 在接地极周围形成低电阻率材料填充区，相当于增大

电。如避雷针引下线、建筑物金属结构、屏蔽网、导线、通
信线、埋地金属管道等。

了接地极的等效直径d。

5 “法拉第笼屏蔽”在本项目当中的应用
由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可知：变化着的电场伴随变化着的
磁场，变化着的磁场也伴随变化着的电场。因此，电磁感应

本项目铁塔和机房共用基础，设备价值巨大（约3000
万），大多为精密的电子设备仪器，铁塔接闪的雷电流必须
先通过机房钢结构立柱引入地网，从而极易对机房值班人员
和设备形成电磁感应和闪击，必须采取电磁屏蔽措施。
如图4，本项目在机房内部四周安装网格间隙直径为10mm
的屏蔽钢网，与机房的金属吊顶和静电地板金属骨架相连接，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法拉第笼”，发挥电磁屏蔽的作用。

6 机房电磁屏蔽效能的估算
建筑物以外LPZ0区的某一位置落雷电，可用安培环路定
律来估算雷击点附近磁场强度，磁场强度的衰减应按下列方
法计算。

6.1 雷击磁场强度计算
6.1.1 无屏蔽的磁场强度
机房无屏蔽时的磁场强度，相当于处于 LPZ0A和 LPZ0B
区内的磁场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H0 = i0/(2πsa)=(150×1000)/(2×3.14×58.3)≈410A/m
式中：H0——无屏蔽时产生的无衰减磁场强度 (A/m)；
i0——最大雷电流 (A)，二类建筑取150kA；
sa——雷击点与屏蔽空间之间平均距离。
南岳电视调频发射台铁塔高度130m>滚球半径45m，sa按
图3

接地井安装剖面图

下列公式计算：

图4 机房法拉第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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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电缆桥架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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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F≥10时：ds/1=ωSF/10=119/10=1m
公式中：ds/1——安全距离（m）；
ω——格栅形屏蔽的网格宽（m）。
因机房电缆线较多，采用电缆桥架铺设，很难保证1m的
安全距离，需在建筑物钢筋法拉第笼屏蔽基础上，增加不锈
钢屏蔽层才能保证电力电子系统不受雷击电磁波的感应。
不锈钢网法拉第笼屏蔽后的安全距离计算：
当SF≥10时：ds/1=ωSF/10=0.0212/10=0.009m
公式中：ds/1——安全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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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如图5，用多层法拉第笼屏蔽后，通过估算，
LPZ0区也就是建筑外发生雷击时，LPZ1区也就是发射机房内
的磁场强度与不做屏蔽时比较有大幅的降低，而信号机房和
播控机房因为又加装了一层屏蔽网，作为LPZ2区的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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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束语
针对高山雷击特点，南岳台规范电子电气设计和施工，
融入冗余设计的理念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防雷系统
中的应用，使防雷系统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为人员和设
备安全，以及安全播出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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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址卫星信号综合调度保护系统建设
史晓晨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线公司，江苏 210001)

江苏省网利用
“两地三中心”
的条件，
【摘 要】卫星信源安全已成为广电网络公司传输广播电视节目最重要的保障环节之一。
建设一套卫星信号综合调度保护系统，
实现了信源大容量多地灵活调度使用，
同时解决传输馈线阻抗匹配问题，
把5G信号对
地面站影响降至最低。
【关键词】卫星信源保护，多地信号调度，5G干扰
【中图分类号】TN927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5018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Dispatch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for
Multiple Access Satellite Signals
Shi Xiaochen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Limited,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ecurity of satellite sourc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during transmitt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Jiangsu provincial
network makes use of the conditions of “two places and three centers” and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satellite signal dispatching and protection system.
which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impedance matching of transmission feeder and minimized the influence of 5G signal on ground stations.
Keywords Satellite source protection, Multi-site signal scheduling, 5G interference

0 引言
我公司三网融合枢纽中心是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最大的A
类数据中心，是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的核心节点，传
输广播电视节目400余套，覆盖全省2600万有线电视和互联网
用户，其中卫星类信号占据传输总节目的70%以上。卫星信
源的安全性、稳定性已成为日常业务推广、安全播出的重要
环节之一。
在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工程建设时，新建了17面卫星天线
体量的卫星地面站，该地面站的规模与能力能够应对未来

源调度传输系统，实现多地信源传输与接收、大容量矩阵调
度、信号指标监测预警、抗干扰等能力，成为迫切需要实现
的目标。

1 卫星接收系统现状
1.1 现有卫星地面站建设情况
我公司目前在用卫星地面站共三处，分别位于：省中心
南京三网融合枢纽中心传输播控大楼顶，南京广电大厦12楼
平台，省备份中心泰州有线大楼4楼顶。

10-20年的信源接收、上行要求。该地面站建成后，我公司具

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卫星地面站坐标位置为东经118度

备“两地三中心”的卫星接收能力，即省中心（南京）、省

88分，北纬32度01分，是江苏省网卫星信号接收主用场地，该

备份中心（泰州）两地，南京三网中心、广电大厦中心、泰

卫星地面站建设占地面积超过3200平方米，目前地面站建设

州备份中心三处卫星地面站。三处地面站均具备接收我公司

有17面天线，接收有中星6A、中星6B、亚太6号、亚洲6号、

传输的所有卫星节目能力，这为我们开展多址卫星信号综合

亚洲5号、亚洲9号、亚洲7号、中星6C、中星9号和亚太6C共

调度保护提供了前提条件，如何配套建设一套相应的卫星信

计10颗卫星，近300套卫星节目，其中A列的5面天线为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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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备电加热功能，可有效防止雪衰，天线布局如图1。
广电大厦卫星地面站坐标东经118度80分，北纬32度
03分，建设有10面卫星天线，接收中星6A、中星6B、亚太
6号、亚洲6号等10路卫星信源，200多套视音频节目，是主中
心的备份中心。

︳卫星传输 传输覆盖

视机房的位置关系，需建立一套相应的卫星信源调度传输系
统，用于完成全省数字电视卫星信源接收、调度、传输、分
配和监控的重要任务。
卫星地面站接收的卫星信号经配套建设的信源调度传输
系统将L波段信号传输至切换矩阵，通过矩阵统一调配，3路

泰州备份中心卫星地面站坐标东经119度93分，北纬32度

信源互为备份，均接入L波段切换矩阵输入端口，根据规划选

46分，建设有6面卫星天线，接收中星6A、中星6B等，定位

择不同的输出路由指向各二级有源功分器，其系统链路如图3

为省级异地备份中心使用，接收传输了省平台正式传输节目

所示。

的90%以上。
三处卫星地面站构成了全省卫星接收“两地三中心”的
构架。

1.2 现有接收保护措施
“两地三中心”的构架对日常卫星信号接收起到非常重
要的保护作用，针对暴雨、降雪、日凌、5G电磁干扰等常见
问题，由于异地和经纬度的差别，自然现象发生的时间、程
度、影响范围都有差别，利用这个差别我们可以选择性接收
任何一个地面站的卫星节目，最大程度减少影响。
现在的保护级别可以通过数字信号处理设备，实现系统
级针对节目的保护，如图2。
实现此层级保护的前提是在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到主
备甚至第三路系统信源接入不同，也就是需要将不同的卫星

图1

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天线布局图

地面站接收信源接入不同的处理系统，灵活性、复杂程度较
高，不利于日常维护和故障处理。

1.3 问题与不足
我公司卫星地面站的占地面积及天线数量均在国内处于
领先地位，两地三中心相互保障的理念、多用途的使用场
景、L波段的保护仍然建立在系统级大颗粒度的层面，灵活
性、精准性不足，在公司要求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
尽快建设大容量L波段切换矩阵和信源调度能力，以实现卫星
接收精细化管理。
卫星地面站建设过程中发现传输馈线阻抗不匹配问题也
是影响信号接收质量、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近两年来新出现的5G电磁干扰、军用通讯信号、导航

图2

卫星地面站使用现状

雷达、飞机测距雷达，以及其它不明干扰源，都会对我们的
卫星信号接收产生影响，干扰信号是全方位、高强度的，
怎样做好抗电磁干扰、保护卫星信号正常接收是我们一直要
探寻的。

2 多地信源大容量矩阵调度系统建设
2.1 系统设计原理
基于两地三中心地面站的规模和与枢纽中心前端数字电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图3

卫星信源传输调度链路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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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卫星信源传输调度系统设计框图

CWDM方式传输L波段卫星信号采用一根支持16路波
长的CWDM，将广电大厦接收的中星6A C-H/C-V、中星6B
C-H/C-V、亚太6号Ku-V、亚洲6号C-H、中星9号 Ku-L/Ku-R
经过LNB下变频共有8路L波段信号，采用单纤CWDM传输方
式，同时波分复用输出光纤路由采用不同路径，提高了传输
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剩余12路采用独立式L波段光传输设备进行点对点传输。

2.3 系统建设
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卫星地面站建设17面天线共34个极化
信号经短距L波段光传输设备输入主路64×48切换矩阵和备路
32×32切换矩阵，广电大厦10面天线共20个极化经CWDM及
图5

矩阵手动模式操作界面

长距L波段光传输设备输入主、备路切换矩阵，矩阵通过多种
形式管理控制将卫星信号切换输出至后级系统。

该系统设计功能为：
1. 矩阵主用为64×48，备用为32×32，主路规划能够接
收3地4路信源容量，备路规划接收2地2路信源容量；
2. 段光发有两种形式，一为CWDM方式，使用一根支
持16路波长的CWDM传输8路广电大厦信号，二为单板卡方
式，每一路信号使用独立的1310nm光收发模块，互不干扰，
方便维护。
规划的详细系统框图如图4所示。

2.2 远距离光传输技术选择

系统采用64×48 L波段调度矩阵，即有64个输入端口，
48个输出端口。ETL（本项目采用的矩阵设备名称）64×48
调度矩阵具有两种调度方式，一是人机手动模式，二是Web
浏览器模式。
2.3.1 人机手动模式
人机手动模式通过前面板上的8吋LCD触摸屏操作，触摸
屏的主要部分显示矩阵路由模式。矩阵本地LCD屏幕操作，
在下图所示的LCD面板上根据输入输出路由进行切换，操作
界面如图5所示。

三网融合枢纽中心距离广电大厦约10km，本系统采用

绿点表示哪些输入连接到哪个输出。分配给每个输入和

CWDM技术传输和独立式L波段光传输设备结合，将多址的L

输出的文本别名显示在屏幕上，以帮助识别路径。矩阵切换

波段信源传输至三网融合枢纽中心前端机房。

的方式有很多种，以方便值班人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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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发现卫星馈

2.3.2 网页调度
Web浏览器模式，目前L波段调度矩阵已接入网管系统，

线长距离传输时底噪抬高的现象已经不明显，说明长距离传

选择网管客户端，打开Web浏览器，键入IP地址，即可打开

输时的信号衰减能够抵消底部噪声的升高，于是联系厂家制

下图Web网管主页，如图6所示。

造了一批阻抗匹配器，加在卫星馈线的末端，果然对压低底

选择对应关系后，点击Route即可实现远程调度。

3 干扰防范与监测监管

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阻抗匹配器如图8所示。
3.1.2 5G信号干扰防范解决方案
一般卫星地面站位于整个建筑较高位置，周围无遮无

3.1 干扰防范

挡，极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针对周边的电磁环境和地理

3.1.1 传输馈线阻抗不匹配解决方案

环境，我们做了相应的测量和调查，通过搭建一套简易的测

这是在卫星地面站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因为本地
短距离卫星传输馈线的阻抗为73欧姆，与卫星高频头等传
输器件的75欧姆阻抗不匹配，导致了卫星频谱底部噪声被
显著抬高的现象，对卫星接收指标产生了影响，频谱如图7
所示。

试系统，通过卫星天线接收信号，经过LNB变频为L波段信
号，接入到频谱分析仪查看。
通过测试发现，当5G基站信号开启时C波段卫星天线受
到干扰严重，频谱如图9所示。
根据干扰信号的频率范围，我们将主要的干扰源锁定为

卫星接收后的信号为950MHz～1450MHz高频信号，线缆

电信运营商陆续开通的5G基站，电信运营商5G基站发射的

阻抗不匹配导致噪声功率加大，该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卫星馈

3.4GHz～3.6GHz的脉冲信号对我司卫星地面站C波段卫星天

线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大大降低了噪声功率。

线接收的3.6GHz～4.2GHz范围的节目信号造成干扰，干扰节

图6

图7

远程网管调度界面

图8

投入使用的阻抗匹配器

卫星频谱底部噪声被显著抬高的现象

图9

受到5G干扰的卫星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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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L波段实时监测软件

目会出现马赛克或黑场现象，影响安全播出。
经过多种方案的测试调研，发现利用带通滤波器可以
有效滤除干扰信号，使卫星频谱恢复平滑，在我们的测试
当中，C波段滤波器和L波段滤波器均能起到显著的效果，
因此我们本着尽量不破坏系统链路结构的原则，采用加装C
波段卫星信号窄带滤波器的方法，直接在高频头后端连接
C波段滤波器，滤除5G干扰信号，滤波器带宽为3.7GHz～
图11

4.2GHz。

3.2 L波段实时监测监管开发
要想实现多址卫星信源的调度保护，首先应具备对两地
三中心卫星接收L波段信号的实时监测能力。
我部根据需要定制化开发了针对L波段各下行频率的实时
监测软件，一旦发现受到干扰可及时应急处理。
监测系统主界面可配置显示49个小方格（数量可任意配
置），每个小方格可为一个L波段下行频率接收指标情况，显
示的是该节目的指标数据，以及告警状态实时显示，如图10
所示。
每个格子显示有标题数据显示，标题显示左边是节目
名，右边是频点，中间显示SNR、CL、BER的曲线图以及具
体真实数据。
当有干扰或故障发生时，对应的监测格子会变红，会有

卫星信号报警提示

调度传输系统采用独立式L波段光传输设备和CWDM加独立
式L波段光传输设备将各处卫星信号传输至三网融合枢纽中
心，通过矩阵的调度传输，为卫星信号的迅速切换传输提供
保障。
多址卫星信号综合调度系统逻辑清晰，网管界面简洁，
具备远程一键切换能力，提高了全省数字电视安全播出保障
能力。通过安装带通滤波器有效地解决了电信运营商5G基站
对卫星信号干扰。通过加装阻抗匹配器解决了卫星馈线阻抗
不匹配带来的底部噪声扩大，通过不同地域卫星信号的调度
使用有效解决了雨衰、雪衰时的影响，减短了日凌时造成的
信号故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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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于ASI格式接口的传统系统结构优缺点并提出优化改
【摘 要】本文介绍卫星地球站信号源传输系统迭代发展趋势，
进方案，
介绍多功能复用器功能，
并详述在卫星地球站信号源传输系统优化中的应用和配置原理，
指出合理利用多功能复用
器能大幅简化传输链路，
提高智能化程度和维护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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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Multiplexer
in the Signal Sourc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Satellite Earth Station
Li Yifan, Huang Zhang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atellite Earth St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51144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ignal sourc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satellite earth station,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structure based on ASI interface,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scheme.
It also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of multi-functional multiplexer, details the application and configuration principle of multi-functional multiplexer in
the optimization of signal sourc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satellite earth st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ational use of multi-functional multiplexer can
greatly simplify the transmission link, improve the degree of intelligence and maintenance efficiency.
Keywords Multiplexer, Integrated-Stream Switching, Program-Stream Switching

0 概述

1 现用信号源传输系统介绍

随着高清超高清、网络技术进一步发展，及节目信号关

广东卫星地球站目前配置了5路信号源和1路台标垫播信

键传输设备智能化、集成水平不断提高，卫星地球站信号源

号源，包含了光纤、微波和电信链路等多种传输方式。每条

传输系统正朝着大容量、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迭代发展。在

传输路由主要由光接收机、码流处理器、3选1智能ASI自动切

TSOverIP传输可靠性大幅提高及基于MDI （Media Delivery

换器、ASI无源分配器、复用器、调制器、中频切换开关等设

Index）测量标准监控日趋成熟的前提下，以ASI格式为主的

备组成，如图1所示。

[1]

传输网络向以IP格式信号为主的网络结构优化改进的经济

这种结构每种功能由一种或一组设备独立实现，结构复

性、技术成熟度和维护检修效率也越来越高。同时，关键传

杂，系统扩展性和易维护性不高。特别是局限于旧型号复用

输设备日益智能化、集成化，信号处理能力强，在信号传输

器，信号智能切换、管理功能和多格式转换等功能缺失或较

系统的升级改造时，合理利用这类传输设备可大幅优化、简

弱，必须额外增设ASI自动切换器、码流适配器和多个ASI无

化信号源传输链路和监测系统，提高维护工作效率。

源分配器以及配套的传输线缆，对机房安装空间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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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用信号源传输链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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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器。该复用器支持多达四个视音频处理模块，可为60路

链路优化分析：1. 信号接收环节：由于目前信号源传

标清或20路高清广播通道提供任意至任意格式的高密度转

输系统仍采用光纤等传输方式，且传输链路、传输容量没

码。最高支持 20路标清/高清输入，支持IP、ASI和8VSB输

有增减的情况下，光接收传输设备基本不需要改变。2. 调

入/输出，能同时为最高达500个业务进行多路复用和加扰。

制环节：为适应未来高清、超高清对高阶调制技术的要

加扰方面支持DVB-CSA、AES、固定密钥、选择性加扰、

求，根据DVB-S2传输标准和卫星地球站上行系统相关技术

BISS等。

规范要求，调制器需进行升级以支持DVB-S2标准，同时

在信号监测和智能切换方面，支持TR 101 290三层错误

支持8PSK、16PSK等多种调制方式、支持ASI、IP等常用

监测，实时监测TS码流的错误信息，作为信号自动切换的重

输入信号格式，同时支持LBand测试信号和中频IF信号输

要依据。可根据播出信号出现的信号中断、节目丢失等异态

出。中频切换开关需配套升级为支持新调制设备，实现与

对码流实现整流切换、节目切换[2]等功能。

主备调制器智能联控和中频信号无缝切换。3. 信号处理环

此外，经测试，复用器支持对码流PMT表的自动修复，

节：包括码流处理器、格式转换、自动切换和信号复用环

当信号源TS流PMT丢失而节目码流正常，复用器会自动生成

节，是传输链路最复杂、也是系统改进优化时应重点研究

PMT表以确保码流继续正常传输，解码画面不会出现马赛克

的环节。

或黑屏。

目前，市面上主流广播电视复用器设备除了具备高稳定

4 单复用器配置原理

性信号复用功能外，已稳定支持多格式信号实时处理、码流
智能监测和切换、端口备份和节目备份等功能。采用具备此
类功能的复用设备，可大幅简化传输链路结构，提高系统的
智能化、集成化和配置灵活性。

多功复用器能够满足多种信号源传输方式的接线和多级
形式复用需求，方便各台站根据本站信号源传输链路和传输
方式灵活配置。
一种接法是仅考虑整流切换，不考虑节目切换的配置和

2 新信号源传输系统设计原则

接线方式，如图2所示。多路信源ASI信号依次接入复用器

1. 标准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系统设计需要符合国标、

ASI信号卡3#的1口C3P1、ASI信号卡3#的2口C3P2等，通过

国内、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系统

网管配置，实现预先对节目主、备信号码流进行自动判别整

应为平台兼容、协议开放、行内技术应用成熟的系统。

流切换，再对切换选择后的节目码流进行复用，最后通过自

2. 功能可定制和平滑升级。可根据需求定制配置和开
发，并能在现播出系统基础上实现可预见的平滑升级。
3. 运行可靠性。确保系统长时间不间断工作稳定可靠，
尽可能避免因系统工作不稳定而产生误报现象，并确保系统
技术指标符合行业规定，不产生系统内、外干扰。

定义的ASI或IP输出口输出复用后TS流，如图2中C4P3为复用
后ASI格式TS流输出，C1P1、C2P1等接口均为复用后IP格式
TS流输出。
另一种接法是综合考虑整流级别切换和节目级别切换的
配置方法，如图3所示。

4. 播出安全性。系统应充分考虑系统管理安全、保密，

1. 同一优先级或需要复用到同一码流中的不同节目，分

需提供完善的系统管理、用户管理，可对网络设备进行实时

别来自不同路由。对于这种情况，以我站实际情况为例，广

全面的监测和控制，具备有效的防御策略限制非法攻击破

东卫视、嘉佳卡通和南方卫视打包成一个ASI码流通过光纤从

坏、木马病毒感染，保证系统安全。

省电视台总控机房传输到地球站机房，接入到复用器ASI信

5. 易管理维护性。系统应易于维护保养和升级，设备

号卡3#的1口（图3中为C3P1）；深圳卫视信号以光纤方式通

在出现故障时可以迅速更换。充分利用新设备网络化、智

过一个ASI码流从深圳电视台机房传输至地球站机房，接入

能化、集成化特点，减少传输环节和播出设备，优化传输接

到复用器ASI信号卡3#的2口（图3中为C3P2）；广东电台多

口，减少传输信号格式种类。下文将主要介绍多功能复用器

套广播节目的ASI复用流接入到ASI信号卡3#的3口（图3中为

在卫星地球站信号源传输链路优化中的应用。

C3P3），并通过网管系统将以上接口设为“ASI IN”状态，

3 复用器选型
复用器选型：行业主流高集成度DVB-S2多功能复用加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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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流。这种接线方式相当于一种“预处理、预复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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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来自不同路由但处于同一优先级或需要复用到
同一码流中的不同节目先进行预处理。
2. 多套节目已打包成一路ASI或IP码流传输到
地球站机房，只需要直接将信号接入对应ASI信号
卡或IP信号卡接口，并通过网管配置接口参数。
3. 整流切换。整流切换适用于主、备信号码流
间的迅速切换。从机房值班实际需求出发，优先考
虑整流切换，有助于值班员分析有问题的信号路由
究竟是个别节目异常，还是整个码流有问题，是通
路阻断还是设备故障、接口松脱等原因，等排查完
毕信号恢复后再确定是否进行回切。
图2

复用器节目信号接线方式示意图（一）

4. 节目切换。多路节目源信号首先经过整流切
换后，可以与低优先级的备路信号——特别是台
标垫播信号进行节目切换。这样可以解决当某一路
节目突然全部中断，而其它正常的节目信号均正常
时，该节目的垫播信号能迅速切入，而其它正常的
节目信号不会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选用何种优
先级信源信号作为节目切换的输入信号，在主用输
出码流为ASI格式时，需要结合整流切换情况综合
考虑切换逻辑是否合理和最优。

5 多台复用器组合连接
多台复用搭配组合构建传输系统，能大幅提高
整个传输系统的健壮性。系统设计时需要考虑多
图3

复用器节目信号接线方式示意图（二）

种情况。例如，当主路仅复用器故障而备路设备均
正常时，可以考虑切换后级调制器确保播出正常；
当出现主路复用器状态正常但前端有异常且备路复
用器状态正常但其后端设备有故障时，可考虑将备
路复用器的输出信号作为主路复用器一个备用信号
源，通过主路复用器内部智能切换选择正常信号
播出。
如图4所示，广东卫星地球站新信号源传输系
统主要由4台多功能复用器、4台交换机、4台调制
器和2台中频切换开关组成。主用链路的2台复用器
（1#和2#）采用整流切换和节目切换的综合配置，
同时输出ASI和IP码流；备用链路的2台复用器（3#
和4#）采用整流切换的配置，输出全IP码流。结合
调制器和中频切换开关，整条信号源传输链路具备
3层自动切换环节，确保了无论哪一条链路或哪台
设备有故障，都能通过高效快捷的切换动作确保播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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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复用器组合连接示意图

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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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多功能复用器网管系统界面

6 网管系统开发

7 总结

为便于机房值班人员实时监控和随时配置复用器，广东

广东卫星地球站新信号源传输系统使用4台多功能复用

卫星地球站自行开发了复用器网管系统，可对复用器进行实

器代替原系统30台设备，实现节目复用、整流切换、节目

时远程控制和状态信息查询，网管界面如图5所示。网管系统

切换、端口备份切换、台标信号垫播、接口转换等功能，自

提供便于运维的一键式信号控制切换，支持ASI端口整流级、

动完成信号源主备切换和应急台标垫播等操作，成为整个系

节目级以及IP端口级的自动或手动切换。支持手动和自动回

统的信号核心处理平台。系统传输ASI和IP两种格式信号，

切，在自动状态下网管会根据信号优先级顺序，在主用信号

在保证信号传输安全的前提下减少设备数量和信号格式，

恢复正常15秒后自动回切。

简化系统结构，配合自行开发的网管系统，大幅提高监控

网管系统能直观显示系统内TS码流的监测信息，显示当
前在用信号和设备的工作状态，值班员可全面、及时、准确

和维护工作效率，同时还便于与基于IP网络的监测系统兼容
对接。

地掌握信号的传输状态和报警信息。通过“分组管理”“设
备管理”和“节目管理”功能可将新增的复用器加入网管系
统进行实时监控。
通过操控网管系统，以插拔输入信号线的方式测试复用

参考文献：
[1] IETF RFC4445. 媒体传输质量标准[S]
[2] 韩锋. TS流智能监测应急切换系统的应用[J]. 电视技术, 2009,
33(7): 99-100.

器切换效果，发现在自动状态下，不同优先级的信号源按优
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断开后，切换过渡迅速平顺，产生
的局部马赛克画面持续时间不超过1s。接回主路信号后，回

第一作者简介：
李一帆，男，1984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长期参与机
房值班和设备维护检修，曾参与卫星地球站信号源传输和

切效果流畅，不易察觉出有马赛克或静帧。特别是IP格式的

下行监测告警系统优化项目、广东卫视高清频道上星系统

信号源之间切换效果更优。

等项目。研究方向：播出链路优化、下行信号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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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中波发射台智能化监控平台的
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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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应用的推进，
大功率中波发射台建设正在向着智慧型模式转变，
基于全台信息计算、
交换、
管理、
【摘 要】随着数字化、
显示以及数据处理的云架构，
建设包含节目传输链路监测、
发射机状态监测与自动控制、
天馈网络监测与开关倒换、
对发射工
艺故障情况的智能分析和应急处理、
对故障时间进行全盘回溯分析、
对空中发射覆盖范围的效果监测等全方位的自动化监控
平台，
从而满足发射台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建设目标，
更高效能、
更高可靠性地保障发射台安全播出，
进而实现
“有人留
守、
无人值班”
的自动化管理模式，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第一广播发射台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并在大功率中波发射台智能化监控
平台的建设与应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
【关键词】监测系统，运维管理，发射机指标，天馈监测，动环监测，智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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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highpowered medium-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s
Zhang Ye1, Chen Xiaozhen2, Yu Zhenfei3
(Zhejiang Radio & TV Group, Zhejiang 310000, China)1
(Hangzhou Fuyang District Converged Media Center, Zhejiang 311406, China)2
(Hangzhou Link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Zhejiang 310051, China)3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power medium-wave transmitter is changing
to an intelligent mode. Based on the cloud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calculation, exchange, management, display and data processing of the
whole radio station, we build an all-round automatic monitoring platform which includes program transmission link monitoring, transmitter status
monitoring and automatic control, antenna feeder network monitoring and switch reversal,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emergency handling of transmitter
process failure, full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downtime, and monitoring of air sending coverage, so as to meet the “digital, networked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goals of the transmitter station, to ensure the safe broadcasting with more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and to realize the automated
management mode of “Some people stay and no one is on duty”. The first broadcast transmitter of Zhejiang Radio & TV Group has explored and tried
it,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achievements and result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high-power mediumwave transmitters.
Keywords Monitoring syste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ransmitter indicators, Antenna feedback monitoring, Dynamic loop monitoring,
Intelligent monitoring

0 引言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第一广播发射台迁建工程经浙江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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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建设，列为浙江省重点文化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用地规模23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千平方米，总
播出功率350千瓦，主要建设三套节目的播出用发射机房及相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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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配套用综合业务用房、后勤保障楼、职工宿舍楼、警卫楼

安全播出发射为核心，满足发射台的“数字化、网络化、智

及配置相应的技术工艺设备等。

能化”建设要求，尝试探索“有人留守、无人值班”的管理

项目建设紧紧围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62号令

模式。

实施细则》和《无线发射转播台实施细则》的要求，以同步

1 平台的架构组成

提升安全技术保障能力、提高应急处理的效率、最大程度保
障安全播出发射、减少发射事故为目标，构建以音频监测与

1.1 系统架构

设备状态监测为主要监测对象，实现集中控制的发射台智

基于云架构建设云平台，通过云计算技术实现资源池

能化监控平台，建设包括私有云计算中心、综合管理平台、

化、业务弹性并保障虚拟化的性能，且满足多业务应用需

发射机自动控制系统、自台播出质量监测系统、发射机指标

求，实现IT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如图1所示。

测试系统、天馈监测系统、安防监控系统、电力管理系统、

在各子系统上构建统一运行的云平台，保证完成三套中

环境监测系统等子系统，并预留节目传输系统接口，实现以

波节目的发射任务，确保台内安全播出和正常运行，提高安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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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管理系统、技术核心区视频监控系统和环境监测系统作

播出质量，改善覆盖效果，更好地完成安全播出任务。
发射台智能化监控系统云平台作为浙江广电集团云平台

为核心系统，完成发射台内部的信号处理和发射工作，承担

的有效分支，可以接收各自动化子系统的设备运行状态等信

着发射台的主要工作任务。

息，同时可以上传各类运行数据至集团云平台，并根据权限

1.3 云计算平台架构

接收控制命令下发给各自动化系统。云平台用于实现对设备

云计算平台总体架构主要分为三层，最底层通过超融合

运行状态的监控、对所有子系统运行情况的管理、日常工作

云架构建设云平台，提供IaaS层之上可以通过部署平台层及

的管理和对外通信及信息发布功能。

应用层，实现PaaS和SaaS。项目建设的IaaS层主要用于提供

1.2 网络架构

计算、存储及网络资源，支撑上层业务应用的部署，同时提

第一广播发射台整体网络系统由技术网和办公网两个

供业务负载均衡机制以及相应的安全机制等。

部分组成。技术网、办公网均具有独立的核心交换机、接

超融合云计算平台将物理硬件资源进行统一虚拟化整

入交换机，且分别具有独立的综合布线系统。技术网是发射

合，构建出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超融合

台内部各种工艺子系统组成的网络，是相对独立封闭的技术

云平台包括基础设施层、虚拟化层以及云管理平台层，如图3

内网，核心部分由全台的自动化各子系统组成，承载着所有

所示。

广播发射设备以及外围辅助设备的监测、控制和应急处理等

基础设施层：基础设施包括超融合节点服务器和网络设

任务；办公网是发射台内部行政、办公网络，内部连接各办

备等资源。整个基础硬件物理资源都是为虚拟层提供物理硬

公室计算机终端，对外通过网闸、病毒防护等安全防护措施

件基础，并为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提供最底层的

后，连接集团云平台，从而传送信息至集团办公网。整体网

物理介质。
虚拟化层：虚拟化层通过虚拟化软件对物理层的硬件设

络架构如图2所示。
建设物理机和云计算平台相结合的系统，可实现全台信

施进行虚拟化处理，形成虚拟层面的资源池系统。采用虚拟

息的交换、发布、管理和显示。发射机自动控制系统、发射

化软件将物理设备资源形成一个或多个虚拟出来的资源池，

机指标测试系统、自台播出质量监测系统、天馈监测系统、

提供了计算、网络和存储能力。该资源池可根据需要动态改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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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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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平台架构

变资源分配的规模，快速适应不同应用的扩容需求，实现

器，将数字音频信号发生单元发出的指定频率、指定幅度的

“弹性”资源的分配能力。

数字音频信号作为测试信号，输入发射机，由发射机射频输

云管理平台层：云计算管理平台包括用户管理、系统配

出信号至发射机指标测试单元，发射机指标测试单元把测试

置、日志管理、监控管理、虚机管理、技术支持等模块，通

结果实时上传给测试系统服务器，经过数据处理运算后，得

过云服务门户为管理员和用户分别提供各自独立使用的门户

出测试结果。可全流程通过软件一键操作，支持信噪比、频

平台。

响、失真、频偏、载波跌落等多项指标的测试，有不合格的

2 平台的核心功能展示
中波发射台智能化监控平台核心功能主要涵盖发射机检
测与控制、发射机自动测试、播出质量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监测、动环监测、大屏显示及外网监测等几大部分。

2.1 发射机检测与控制功能

指标检测时可自动报警，最终将各项测试指标和测试结论自
动存储，可导出EXCEL并打印，该子系统还提供数据查询功
能，为检查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便捷。

2.3 天馈监测与控制功能
通过组合前端监测设备，实时展示各频率发射机、假负
载、天线的链路关系；实时监测天馈网络中的性能参数，包

通过对发射机状态数据的采集和智能化处理，可图形

括电压电流、入射反射功率、载波强度、驻波比、调幅度等

化显示发射功率、反射功率、电压、电流、驻波比等性能

指标；以及各假负载工作状态，包括入口温度、出口温度、

参数，对发射机群各项性能、技术指标、系统状态进行监

流量、工作功率等；实时监测各调配室的环境状态，包括

测，同时支持依据权限对发射机群进行远程控制和管理，进

温湿度、浸水状态等（可通过热成像视频监测），并对收集

行定时开关机设置、发射机功率设置、主备机倒换等远程操

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当参数超越设置阈值时，即时报警通

作等，当监测参数超越各项报警阈值时，可实现自动报警，

告，各监测信号通过光缆回传至控制中心的监测服务器，实

并支持对数据记录、报警记录、报表的实时查看与导出，实

现本地监测、远程控制倒换、信号分析和远程发布等功能，

现数据统计、故障分析、综合信息管理等功能，使得复杂的

并支持数据记录、报警记录、报表的实时查看与导出。

发射机群管理工作变得简洁方便，同时建立发射机故障诊断

2.4 发射频率监测功能

库，可充实故障诊断数据，在故障时提供有效的原因分析和

基于发射台内多维度监测方式的需要，发射频率监测

处理方案。

以单个发射频率为观察主体，直观展现该频率下的发射机

2.2 发射机自动测试功能

工作状况、实时监测指定频率当前的主发射设备及其入射功

由1台测试系统服务器、1台测试系统管理终端和1套发射

率、反射功率、电流、电压、驻波比；发射机实时功率变化

机智能化测试单元组成。利用AoIP网络音频及智能音频切换

折线图、自定义配置需要展示的采集点信号彩条（包括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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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时状态，手动分析完整的故障过程，积累经验，预防以
后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3.4 空中发射覆盖范围的效果监测
基于模糊音频特征值的节目内容比对算法，实现关键节
点如发射机末级输出、空收信号内容的比对检测，从而确定
图4

3D融合大屏展示站点

数字电平、电平峰值、相位、静音、过载、反相等参数）；

发射信号是否正确、是否被干扰、是否被盗播、是否存在静
音、反相等问题。

3.5 3D数字孪生及手势控制

以及末级输出与空收信号的比对状况等，当任意参数出现异

基于3D加速渲染，可拖拉UI和3D模型快速构建场景，与

常时，即时报警闪红通告，支持实时查看报警记录、数据报

第三方系统、设备数据互联互动，多样式展现楼层、机柜、

表，并支持随时导出和打印，在这种监测模式下，值守人员

设备等信息，快速创建数字仿真工厂，在日常工作中，实时

能够对各发射频率的综合状态有更直观的掌握。

监控整个机房及相关设备的一举一动，出现异常时通过可视

2.5 3D融合大屏展示功能

化界面及时通知，快速定位问题点，并进行相关的控制，

采用了最新的3D建模技术，通过三维模型真实展现全

从更高视角洞察系统，快速统筹展示数据信息，为系统运维

台的场地场景、主楼层场景、机房场景、机柜及设备摆放，

提供核心的决策依据，同时系统首创站点手势控制对应的功

报警时能够将监测视角自动切入指定机房的故障设备面板视

能，人机交互方式更加智能化、自然化，实现智能化运维的

角，直接查看设备的实时状态，同时监测包括电力状态、环

新跨越。

境温湿度、浸水情况、安防监控在内的诸多动环状态，更直

4 结束语

观、更真实地展示了环境和设备的位置、状态等信息，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系数，减轻了值守人员的工作量。

平台的建成，极大地满足了发射台安全发射、监控的重

目前越来越多广播电台建设可视化监控大屏时采用了无

要任务需要，实现了音频、设备全链路的监测、控制，极大

缝拼接屏的方案，基于基础硬件设施的升级，大屏效果也应

地提高了系统运维能力，减轻了技术人员的日常保障工作

该得到升华。为此，第一广播发射台也采用了融合大屏站，

量，提升工作效率，并有效降低了系统故障的响应时间，提

将布局设计一体化，嵌入3D模型技术，使融合大屏兼具实用

高了故障识别、自动应急能力，节约了运维成本，提高了经

性和华丽的视觉效果。3D融合大屏展示如图4所示。

济和社会效益。在传统值守模式的运维基础上，基于系统独

3 系统主要特点

特的操作性、可扩展性，完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建
设要求，实现发射工艺流程质的飞跃。

第一广播发射台智能化监控平台与传统的中波发射台控
制平台相比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3.1 全链路音频信号监测、监听
基于先进的AOIP网络音频传输协议，实现对节目传输

参考文献：
[1] AES67-2013, AES standard for audio applications of networks
High-performance streaming audio-over-IP interoperability. 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INC. 60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ew

链路、发射工艺流程全链路关键节点音频信号的实时参数监

York10165, US.

测，包括电平、相位、AES流、李萨育图形等。同时也可实

[2] 王滨, 祁亮, 李家峰. 浅谈广播电视发射台的自动化建设[J]. 科技创

现全系统音频信号的智能化监听，包括手动监听、自动轮询

新导报, 2011, 8(26): 239.

监听、定时监听、事件触发监听以及视频跟随监听。

第一作者简介：

3.2 发射工艺故障情况的智能分析和自动应急处理

张晔，男，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当发射工艺出现故障异常时，系统将根据应急预案自动
分析故障原因并执行最佳解决方案，实现故障的自动应急处
理，在第一时间恢复正常发射，保证播出安全。

3.3 故障时段进行全盘回溯分析
故障发生后，值守人员可以随时回溯故障点时间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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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分布式的应用协调架构、
微服务、
在线分析数据库等
【摘 要】应急广播中的终端状态采集系统使用分布式架构思想，
技术，
以解决系统高并发、
不断扩展的问题，
用于接受、
解析、
存储、
显示数量众多的终端状态， 确保应急广播信息能够及时准
确全面覆盖播发到所有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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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 Terminal State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Microservice
Zhao Yu
(Fuy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Anhui 236032, China)
Abstract The terminal state acquisition system i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makes use of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ideas,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coordination architecture, microservices, online analysis database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concurrency and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ystem for receiving, analyzing, and storing , Display the status of a large number of terminals to ensure that emergency broadcast
information can be timely, accurately and fully covered and broadcast to all terminals.
Keywords Emergency broadcast, Microservices, Distributed

1 总体建设方案

0 引言
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定

应急广播平台的建设目标是充分利用市、县现有的广

的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象条件，造成区域内洪涝、干旱、

播电视覆盖资源和基础设施，建立市级应急广播调度指挥

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多发易发。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

综合平台，并预留与本级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对接接口，实

办公厅关于扎实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意见》（皖政办

现预警信息统一、快速、可靠的发布，并实现发布过程可

〔2019〕26号）文件精神，阜阳市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

管可控，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全时段的预警信息发布，

以应急平台为主体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

满足全市预警信息发布的总体要求，系统拓扑图如图1

为了安全、高效、可控地建设应急广播系统，设定以下

所示。

系统建设总体要求：具备应急信息接入能力、快速应急广播

阜阳市应急广播调度指挥综合平台包括7个子系统：基础

消息播发、优先级控制、分区控制、具备应急指挥能力、信

支撑系统、网络接入与管理系统、调度控制系统、互动指挥

息可靠传输、信息安全播发、具备网管监控功能、系统具有

系统、信息移动发布系统、全市覆盖网建设（FM94.1调频应

容灾能力、具备应急演练能力、具备移动远程指挥能力等。

急广播）、远程移动应急指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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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阜阳市市级应急广播系统拓扑图

2 智能控制及传输系统
智能控制及传输系统用于应急广播信息推送、传输及终
端状态显示等。

2.1 应急广播信息推送

广播系统的灾备能力，在 E1 链路之外建设基于互联网的备份
传输链路，在 E1 链路中断时，系统自动通过备用链路对台站
进行广播。
无线应急广播分平台的应急消息播发指令，由调频应急
广播台站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将指令生成应急广播 RDS 指令

智能控制子系统将广播电视台的相关应急广播信息，推

数据包，然后封装成 RDS 数据帧并进行基带编码和副载波

送给市应急广播平台进行处理后，通过市广播电视台覆盖网

调制，由调频发射机将副载波与应急广播音频信号进行无线

和应急专用网络进行覆盖传输。

发射。

还能够对融媒体中心数据库中的相关节目信息进行检索
分类，对下辖区进行分区域日常广播，形成特色化管理，从

2.3 应急终端状态的实时显示
根据国家应急广播系统相关标准规范，和安徽省广电局

而实现应急广播平台的增值应用。

提出的应急广播平台接口的补充规范，区县下辖的所有应急

2.2 应急信息传输

广播终端，都需要及时反馈各自的播发状态信息，智能控制

智能控制子系统首先将需要覆盖传输的应急信息，传递

子系统汇聚所有来自终端的信息，能够对终端的播放覆盖

给市广播电视台，由广播电视通过调频和地面数字覆盖网

率、播放进度、播放完成率等做出精准的统计，并以动态图

络，进行大面积覆盖传输。未在阜阳市广播覆盖网内的少部

形化方式通过互动指挥系统的大屏幕展现出来。智能控制子

分地区，由县应急广播平台负责覆盖广播。

系统支持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动态显示，如图2所示。

应急广播平台向市台的应急信息推送，是通过应急广播
适配器进行的。应急广播适配器分别通过主备链路，接收和
验证无线应急广播分平台的应急消息播发指令。为保证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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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终端状态采集
在紧急广播系统中，终端数量众多，如何确保广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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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传输到播放终端？如何确认广播信息被及时传输到了播
放终端？如何确认终端完成了播报？

3.1 采集过程分析
紧急广播终端包括传统公共终端（大喇叭终端、公共屏
系统、社区应急系统、公共广播系统）、新媒体终端（如电
视、机顶盒）等。各区县的应急广播平台需要确保与控制平
台始终处于连接状态。每个区县的应急广播平台定时向市播
控平台发送状态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区县管理的终端设备信
息，如设备位置、状态等信息，应急广播信息处理结果，如
接收是否成功、是否开始播报、是否完成播报等信息。
要分析终端的状态，首先平台需要时刻监测紧急广播终
端是否在线，其次，当平台完成一次紧急信息播报后，各区
县平台需要回馈信息处理结果。阜阳市应急广播平台管理着
多个区县平台，每个区县平台管理着大量的播报终端。区县
平台定时向市平台报告终端状态，以便平台及时了解每个终
端的状态，对离线的设备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对高并发的状态信息的接收有两个要求，首先要确保能

图2

终端状态GIS地理信息实时显示系统

及时不丢失数据，保证上报数据的完整性，保存到数据库
中；其次接收下来的信息要能够进行快速解析，并转发到平
台进行显示和告警。

3.2 采集过程设计
区县终端的状态变化信息根据《应急广播平台接口规
范》生成XML文件，并压缩成tar包，发送给市平台。市平台
接收到tar包进行解压，解析XML文件，存入日志数据库，并
对终端状态进行比对分析，出现变化的状态，发送到监视大
屏，进行显示告警。
阜阳市应急广播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对数据进行并行
处理，并且可以线性扩充。接收信息进行并行处理，系统使
用高效无锁队列，进行接收缓存；当同时出现多个tar包时，
采用微服务进行并行解压解析。在处理这些并发任务时，系
统配置了各种集群，如文件管理集群、日志集群、数据库集
群等，通过任务调度模块进行任务分配，通过监控中心了解
集群状态，如图3所示。

4 技术实现

图3

终端状态采集系统

为了实现多地高并发终端信息采集及处理转发显示，阜
阳市应急广播平台采用了分布式的系统架构，该架构包括分

理功能；微服务是高度可扩展的，未来几乎可以在任意功能

布式应用协调框架、微服务治理体系、融合数据库。

点去重新定义地实现，以改变的默认行为来满足日益增长的

其中分布式应用协调框架作为一个高可用的分布式数据

业务需求。融合数据库采用在线分析数据库与关系数据库协

管理与系统协调框架，用于整体的任务协调。微服务治理体

作模式，其中在线分析数据库具备高吞吐量单个大查询的能

系，可以实现诸如服务发现、负载均衡、流量调度等服务治

力、处理短查询的延迟时间短、高吞吐量处理大量短查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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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高效的数据写入性能，可以满足应急广播终端信息处
理的需求。

4.1 数据采集框架
分布式应用协调框架包含一些简单的基本要素，分布式
应用程序可以基于这些要素，实现同步服务，配置维护和命
名服务等。
在分布式应用协调的集群中，各个节点共有下面3种角色
和4种状态：
1. 角色：领导者、跟随者、观察者

图4

分布式应用协调结构

2. 状态：领导中、跟随中、观察中、发现中
分布式应用协调的核心是原子广播，这个机制保证了
各个服务器之间的同步。实现这个机制的协议叫做原子广
播协议，有两种模式，它们分别是恢复模式和广播模式。
当服务启动或者在领导者崩溃后，就进入了恢复模式，当
领导者被选举出来，且大多数服务器完成了和领导者的状
态同步以后，恢复模式就结束了。状态同步保证了领导者
和服务器具有相同的系统状态。分布式应用协调结构如图4
所示。

4.2 微服务治理体系
阜阳市应急广播平台采用微服务开发体系，该体系提供
了RPC通信与微服务治理两大关键能力。这意味着，使用该
体系开发的微服务，将具备相互之间的远程发现与通信能

图5

服务发现过程

力，同时利用丰富的服务治理能力，可以实现诸如服务发
现、负载均衡、流量调度等服务治理诉求。同时该体系是高

列表的能力，是微服务框架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借助于自

度可扩展的，几乎可以在任意功能点去定制地实现，以改变

动化的服务发现，微服务之间可以在无需感知对端部署位置

体系的默认行为来满足未来的业务需求。
该体系长期以来被一众大规模互联网、IT公司使用，经
过多年企业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该体系是一个经过多次迭
代优化的产品，它汲取了上一代的优点并针对已知问题做了
大量优化，因此，该体系在解决业务落地与规模化实践方面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4.2.1 一站式微服务解决方案
该体系提供了从服务定义、服务发现、服务通信到流量
管控等几乎所有的服务治理能力，并且尝试从使用上对用户
屏蔽底层细节，以提供更好的易用性。

与 IP 地址的情况下实现通信。本体系基于消费端的自动服
务发现能力，当提供者程序启动时自动到注册中心注册所能
提供的服务信息，同时和注册中心保持心跳连接，消费者启
动后进行注册，启动监听，当新的注册中心启动，旧的中心
断开，并将信息推送给消费者。微服务自动发现过程如图5
所示。
4.2.2 云原生友好
该体系从设计上是完全遵循云原生微服务开发理念的，
这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对云原生基础设施与部署架构

定义服务在该体系中非常简单与直观，可以选择使用与

的支持，包括 Kubernetes、Service Mesh 等，另一方面，该

某种语言绑定的方式（如 Java中可直接定义Interface），也可

架构众多核心组件都已面向云原生升级，包括 Triple 协议、

以使用 Protobuf IDL 语言中立的方式。无论选择哪种方式，

统一路由规则、对多语言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如何使用该

站在服务消费方的视角，都可以通过该架构提供的透明代理

架构支持弹性伸缩的服务如Serverless也在未来计划之中，

直接编码。

这包括利用 Native Image 提高架构实例的启动速度与资源

本体系具有服务发现能力，即消费端自动发现服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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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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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部署架构
SDK跟随着微服务组件被部署在分布式集群各个位置，
为了在分布式环境下实现各个微服务组件间的协作，微服
务组件交互过程如图6所示。其中定义了一些中心化组件，
包括：
注册中心：协调消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地址注册与发现。
配置中心：存储启动阶段的全局配置，保证配置的跨环
境共享与全局一致性；负责服务治理规则（路由规则、动态
配置等）的存储与推送。
元数据中心：接收提供者上报的服务接口元数据，为管

图6

微服务组件交互过程

理员等控制台提供运维能力（如服务测试、接口文档等）；
作为服务发现机制的补充，提供额外的接口/方法级别配置信

略、区域管理、发布机构管理、审核信息、消息记录、调度

息的同步能力，相当于注册中心的额外扩展。

信息、日志消息、调度信息等。其中消息记录是整个数据核

这三个中心并不是运行的必要条件，可以根据情况决定

心内容，包括消息编码、消息详情、消息附件、消息类型、

只启用其中一个或多个，以达到简化部署的目的。通常情况

发布机构及编码、发布时间、消息种类、消息级别发布的开

下，所有用户都会以独立的注册中心开始服务开发，而配置

始结束时间等。

中心、元数据中心则会在微服务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地按需被

5 结语

引入进来。

4.3 数据库的选择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的成功实施，阜阳市应急广播平台

不同的数据存储方式适用不同的业务场景，数据访问的

能够随时了解各区县平台终端的状态，对离线的设备进

场景包括：进行了何种查询、多久查询一次以及各类查询的

行处理，确保应急广播能够迅速下发，并且及时播放，

比例；每种类型的查询（行、列和字节）读取多少数据；读

从而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取数据和更新之间的关系；使用的数据集大小以及如何使用

团结。

本地的数据集；是否使用事务，以及它们是如何进行隔离
的；数据的复制机制与数据的完整性要求；每种类型的查询
要求的延迟与吞吐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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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业务场景。如果系统适用于广泛的场景，在负载高的情

厅, 2019.

况下，要兼顾所有的场景，那么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阜阳市应急广播平台终端数据使用在线分析数据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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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GD/J

当大的批次更新，而不是单行更新；2. 已添加到数据库的数

079—2018[S].

据不再修改；3. 对于读取，从数据库中提取相当多的行，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应急广播消息格式规范: GD/J 082—
2018[S].

只提取列的一小部分；4. 列中的数据相对较小：数字和短字
符串，例如，每个60个字节；5. 处理单个查询时需要高吞吐

第一作者简介：

量（每台服务器每秒可达数十亿行）；6. 事务不是必须的；

赵宇，安徽阜阳广播电视台高级工程师，工学学士学位，

7. 对数据一致性要求低。这些特点正是在线分析数据库的应

长期从事广播电视技术工作，工作期间主持负责台调频同

用场景。
阜阳应急广播平台使用关系数据库对一些结构稳定的数
据进行存储。这些数据包括接入点管理、接入信息、发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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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广播覆盖网、地面无线数字无线覆盖工程规划建设，主
持全台电视高清化非编系统改造和基于虚拟化IP高清电视
播出系统建设，主持参与阜阳市级应急广播调度指挥平台
规划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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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系到安全直播的顺利进行。
本文作者从长期的工作经历中总结
【摘 要】播前检查是一种提高系统可用性的预防措施，
出四大指导性原则，
通过原则的运用不仅能快速高效地完成播前检查，
而且可使技术人员完整清晰地掌握检查的过程，
不断
加深对系统的认识，
从而切实提高安全播出保障能力。
【关键词】播前检查，指导性原则，快速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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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Analysis of Completing the Pre-broadcast Inspection
of News Studio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Fang Ying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5, China)
Abstract The pre-broadcast inspection is a preventive measure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system,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following safe live
broadcast. In this paper, four guiding principles a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work exper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can not
only makethe pre-broadcast inspection complete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but also enable the engineer to master the inspection process completely and
clearly,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to the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afe broadcast.
Keywords Pre-broadcast inspection, Guiding principles, Quick and efficient

1 现状和问题

0 引言
播前检查对于从事日常直播的新闻演播室而言其意
义不言而喻，通过检查可以测试直播需要用到的各项功

首先我们来回顾几个实际场景，从而呈现播前检查工作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能，可以了解系统内组成设备的工作状态，以便让值班人

场景1：某值班人员的检查习惯是按场地展开。先来

员提前发现异常情况做好应对的准备。时下电视直播这

到演播区，调整机位、摆布话筒、检查灯光等等。之后来

种节目形式正越来越普遍，尤其在网络盛行的媒体环境

到导控室，对前后两排控制台上的设备依次进行检查，

中，为了提高内容的竞争力，更多的节目元素出现在直播

最后来到机柜区检查设备状态。如此一通检查下来，看

中，VR、AR、在线包装等表现形式得到大量应用，导致

似非常完整，其实并未按照系统的结构或者信号的流程

演播室系统正变得日趋复杂，这使得播前检查的重要性愈

来进行，缺乏对系统内在之间联系的认识，发生故障时

加突出。尽管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但是从长期

就无法从整体上进行判断。这样的检查就是脚踩西瓜皮滑

的直播经历中得出，很多出错都与播前检查的完成质量

到哪里算哪里，极其容易出现漏检，反映的是逻辑上的

有关。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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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2：重视对播出链路上各节点信号的检查，忽视对同
步信号的检查。对于数字演播室系统来说，唯一的模拟信号
就是同步信号，所有设备均以此作为锁相基准信号，从而建
立起信号的时序，其好坏直接影响到系统整体的运行。同步
系统以同步机、倒换器及一系列分配器组成，因为是模拟信
号，所以经分配器放大处理后容易产生信号大小问题，比如
过低的幅度会造成设备失锁。
场景3：重视对专业设备的检查，忽视对机房环境的关
注。比如机柜区集中了大量的设备主机，正源源不断地散发
热量；服务器、存储、交换机等计算机设备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机柜上，这些设备不仅是热量大户，而且本身的可靠运行
依赖于稳定的机房环境。空调对于保障机房环境来说是重要
的基础设施，除了在机房建设时应强调空调的冗余配备外，
日常运行时要把空调状态列为必查项目。
场景4：检查主路设备后切换到备路，结束前值班人员被
其他事情干扰忘记切回。待直播开始后问题出现，此时时间
紧迫，但仍需花费时间分析判断，最后发现是复位步骤未完
成。对于新闻节目直播而言，开头部分往往是头条或者提要
等重点内容，容易造成较大的影响，应避免此类低级错误。
场景5：直播中临时需添加外部内容，该内容由一台外
部电脑产生，使用前需启动专门的应用程序。因为对设备功
能特性不熟悉，应急方案考虑不充分，当启动应用程序时发
生输出信号异常，结果直播过程受到影响，使节目效果大打
折扣。
通常播前检查的内容会编写成手册或流程图，常见的流
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常见播前检查流程图

图2

播前检查指导性原则

看到这张图时想必大部分人都要犯晕，尤其对于刚从
事直播不久的人来说会不知所措，不仅要记住全部环节，
而且要记住前后次序。每个人的思路和习惯都会有所不同，
若要以某种固定的形式进行检查将令人痛苦。此外，保障
每天的直播本来就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还要承担安全
播出的风险，这样的检查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落实值得怀
疑。我们的出发点不仅要减轻值班人员的压力，不必被动地
死记硬背检查内容，而且要快速高效地完成播前检查。为
此，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以下播前检查的指导性原则
（见图2）。

2 指导性原则
指导性原则的关注点不在具体的事项上，而是发现其内
在的规律性。通过对原则的把握，梳理全部检查内容，找出
关键点，排出先后次序，不管系统多么复杂或者直播场景如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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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主后备的检查顺序，要养成检查备路后立即复位的习
惯，而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亦可尝试采用先备后主的检查
顺序。运用主备对称原则将强化对于系统结构的认识，长期
坚持将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四、变化优先原则
当发生节目形态变化或设备调整时就引入了某种不确定
性，这种不确定表现为各岗位工作习惯的变化，需提供新设
备的接入条件（信号通道、同步基准、监看、备份手段），
对新设备功能和性能的不熟悉等。为减小不确定性带来的安
全风险，应以变化优先原则高度重视。事先准备一份技术方
图3

快速检查思路

案非常有必要，关键是播前检查要比平时提早介入，组织各
岗位进行协同演练，努力适应新变化带来的新要求。

何多变，都能使技术人员的检查思路清晰，从而提高检查的

3 原则的运用步骤

效率。
一、基础为重原则

经过对以上原则的充分理解，实际运用时的步骤如下：

电力、空调、同步系统等基础性设施，应作为保障系

步骤1：列出目标演播室所有检查项目，此时需要对照总

统安全运行的首要重点对待。这些部分虽然不直接产生信

局的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因为该规定里有纲领性

号，但发生故障必会影响全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

的内容可以避免遗漏检查项目。

列为首先检查项目。此外还要建立维护台账，记录定期维护

步骤2：运用原则一和原则二，按照基础部分、播出链

情况。比如机房空调，日常的运行时间可作为维护计划的依

路、控制处理、信号源的先后顺序框定每个部分的所有检查

据，制定添加制冷液、更换空调滤网的时间间隔。甚至机房

项目。

的密闭程度都应经常关注，经长期工作后，设备内部的积尘
会影响散热从而影响运行。
二、逆序检查原则

步骤3：运用原则三对检查项目进行同类项合并精简，如
图3所示。
步骤4：最后得出的检查项目用于制作值班日志。实际

一般的检查是按系统结构从前到后进行，缺乏对系统

操作中，个人可根据习惯调整某些部分子项的检查顺序，

安全重点的理解。对于直播系统来说，从结构上大致可分

但必须在检查后立即对项目进行勾选。将原则四提到的变

为信号源、控制处理和播出链路三部分，播出链路是最后的

化情况单列在日志显著处，提醒遇到时必须要优先进行

通路。只要在播出链路上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播出，

检查。

可谓是安全播出的生命线，就算前面部分工作正常也无济于

4 结束语

事，至于信号源、控制处理部分均有主备甚至多备。检查时
可先查看主备播出链路的各节点信号，从末级节点开始逐级
逆向回溯，通过矩阵技监母线和示波器配合，检查各节点信
号的合法合规性，若能在监看屏墙上配置节点监看将增加直
观性。如果正常那么就成功了一半，当然对采用延时器的
应仔细进行功能检查。逆序检查原则就是把握检查的优先顺
序，可切实提高检查效率。
三、主备对称原则
如果按照主备原则对同类设备进行检查就会保证完整
性，此时只需记住一半的检查项目即可。比如切换台，检

上述步骤反复操作几次后，静下心来闭上眼睛，脑海
里就会浮现出系统结构和实际场景的对应关系图。可见通
过运用指导性原则，繁复的播前检查工作变得思路清晰，
使检查过程变得有组织有重点，克服了死板僵硬的弊病。
不仅可快速高效地完成播前检查，而且能帮助技术人员
加强对系统及设备的掌握，从而有效提高安全播出保障
能力。
第一作者简介：
方颖（1972年），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高

查主台后立即检查备台，只要记住切换台一个项目就可以，

级工程师，理学学士，曾任广播电视制作中心新闻直播部

其它的设备依次类推。检查时应密切关注复位，由于大部分

主任，从事演播室工程技术工作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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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G广播发展路径探析
高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北京 100866)

首先分析了5G广播可开展的业务形态，
提出了总体发展路径。
其次
【摘 要】本文对我国未来5G广播的发展路径开展了研究。
对
“小区5G广播”
和
“广域5G广播”
的关键技术进行了剖析，
其中解读了各技术在3GPP Rel-18中的演进方向。
然后从频谱规
划角度分别提出了基于600MHz和700MHz频段的广域5G广播部署方案。
最后提出了NR广播作为广域5G广播解决方案时亟
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5G广播，发展路径，频谱规划，3GPP Re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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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5G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Route in China
Gao Yang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Planning,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5G Broadcasting of China in the future.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services that
5G Broadcasting can support, and suggests an overall development route.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Cell 5G Broadcasting” and
“Wide-Area 5G Broadcasting”, and interpret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3GPP Rel-18.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trum planning,
Wide-Area 5G Broadcasting deployment solutions based on 600MHz and 700MHz frequency bands were respectively proposed. Finally, several issues
are proposed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when NR broadcasting is used as a solution for Wide-Area 5G Broadcasting.
Keywords 5G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Route, Spectrum Planning, 3GPP Rel-18

0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

章指出：“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随着5G、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
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
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

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2021年10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和网络

9.44亿，占网民整体的93.4%，网络视频（含短视频）已成为

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加快推进5G广播电

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互联网应用类型。用户已形成移动

视系统和融合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开发网络化、移动化趋势

化、交互化、碎片化的视频收视习惯，使用手机、平板等智

下的广播电视新业态新应用，拓展服务内容和方式，实现智

能终端设备，基于移动网络随时随地观看视频、直播已成为

慧广电网络、平台、终端贯通，支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远

新常态。现有以固定电视大屏为显示终端的广播电视网络难

程医疗、远程教育、公共安全、应急调度等多种融合业务，

以满足广大用户的移动视听消费体验升级的需求。

满足对跨屏、跨域、跨网、跨终端的收视和信息需求，满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传
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署名文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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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型升级，构建基于5G的新型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体系是

eMBMS”和“NR组播”。“LTE eMBMS”首先出现在3GPP

未来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Rel-9中，基于LTE物理层，后续版本不断对其进行了优化和

1 业务形态和总体路径
1.1 业务形态

演进，部分移动运营商基于该技术做过一些尝试，如澳大利
亚的Telstra和印度的Reliance Jio，但都因为没有很好的商业模
式，最终以失败告终，终端的基带芯片在支持Rel-12版本后

5G广播的发展应以业务需求为导向，未来5G广播支撑的

不再演进。“NR组播”是“NR MBS”（NR组播广播服务）

业务形态应包括三种，即线性频道服务、交互视听服务和融

的一部分，是在3GPP Rel-17首先提出的，目前标准正在制定

合信息服务。5G广播业务的传输发射平台包括5G蜂窝基站和

过程中，基于Rel-15的NR物理信道，与“LTE eMBMS”类

广播电视发射塔，接收设备主要为各类移动智能终端。

似，可动态且无缝地切换单播和组播服务，通过上行反馈提

线性频道服务基于广播电视发射塔或5G蜂窝基站开展，

高了服务可靠性。

在广域内实现传统广播电视频道在移动智能终端上的单向线

两种技术路线在可承载业务类型上没有区别，从业务承

性播出，解决了传统地面数字电视服务无法服务移动终端的

载能力和灵活性上“NR组播”相对于“LTE eMBMS”有所

问题，是实现广播电视在移动终端上为用户提供基本公共服

提升。考虑到广电5G建网选用SA模式，自身不会投入建设

务的最佳方式。

LTE网络，所以“小区5G广播”直接采用“NR组播”技术

交互视听服务基于5G蜂窝基站开展，实现根据实时收视

路线。

终端数，智能化地对热点视频内容进行蜂窝单播或组播，为

在后续标准演进方面，目前Rel-17中仅定义了在终端

用户提供包括音视频点播和高新视频在内的多种交互化视听

ACTIVE态下支持NR组播接收，在Rel-18中有望在非连接态

服务，满足用户个性化和交互化的收视需求。

下支持组播业务，特别是INACTIVE态。另外目前Rel-17中未

融合信息服务基于5G蜂窝基站开展，是一种全新的融合

对多运营商MOCN共享模式下的NR组播业务进行优化，不同

广播业态，支持北斗地基增强信息推送、车联网地图下发、

运营商用户发起相同NR组播请求时依然独立分配空口资源，

物联网终端固件更新和应急广播等新型广播类应用，提高全

在Rel-18中有望支持NR组播空口资源共享，这在中国广电与

网信息传输效能与应用服务能力。

中国移动共建共享模式下是十分有意义的。

1.2 总体路径

2.2 广域5G广播技术

在各种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中多次出现“5G广播”这一

适合采用的“广域5G广播”技术包括两种：一是“基于

术语，从技术角度讲“5G广播”不仅限于字面含义，而是一

LTE的5G地面广播”技术，是3GPP Rel-14/16中广播运营商

个技术簇，包含了不同的技术分支，仅谈“5G广播”易产生

主导，在eMBMS上改进后形成的，又称为FeMBMS（Further

误解。本文将“5G广播”拆解为融合单播和组播的“小区5G

eMBMS）或EnTV（Enhanced TV）。二是“NR广播”技

广播”和基于广播模式的“广域5G广播”。考虑到广播电视

术，是Rel-17“NR MBS”的一部分。以下对“广域5G广

和网络视听行业发展趋势和未来5G广播承载的业务类型，我

播”两种技术路线进行比较分析。

国5G广播总体技术路径建议如下：

2.2.1 服务模式

一是采用“小区5G广播”，在广电5G移动通信网的基础

1. EnTV

上，使用5G蜂窝基站，基于5G通信频谱，为其覆盖范围内的

支持仅接收模式，称为ROM（Receive Only Mode）或

移动终端提供交互视听服务和融合信息服务。二是采用“广

FTA（Free To Air），仅需存在下行链路，不依赖上行链路，

域5G广播”，优先使用高功率高塔资源，基于5G通信或广播

终端可无SIM卡，无需进行鉴权，支持跨运营商接收。

业务频谱，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线性频道服务。因其无法进行

2. NR广播

双向交互，需采用“带外上行”方式，辅以5G单播进行鉴权

目前Rel-17标准中并未明确支持ROM/FTA 模式，但明确
了终端在空闲态（IDLE）下可接收NR广播，意味着无线接

认证和收视统计。

2 关键技术路线
2.1 小区5G广播技术
适合采用的“小区5G广播”技术包括两种，即“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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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部分中在事实上已经支持ROM/FTA。
2.2.2 组网方式
1. EnTV
通过引入新的物理层参数，即增加长循环前缀（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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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支持高塔高功率（HPHT：High-Power High-Tower）发

接支持，但可通过芯片厂商协助对芯片固件进行修改，基于

射机大站间距单频组网（SFN），在保证频谱效率的同时，

私有协议，实现NR广播的基本功能演示。

确保了服务的连续性。在部署站点有限的情况下，可满足室

2.2.5 标准演进

外接收要求，但无法满足室内覆盖要求，未来需与5G单播协

1. EnTV

同解决。核心网采用LTE核心网标准，不支持对接5G核心网

在3GPP中，EnTV基本功能已于2020年6月随Rel-16冻

（5GC），因此需要建设独立的核心网。

结，“6/7/8MHz带宽”特性将于2022年6月随Rel-17冻结。

2. NR广播

涉及射频规范的部分是独立于Release的特性，会稍晚于Rel-

目前Rel-17中对SFN没有标准化，仅描述为SFN应对终端

17冻结。在Rel-18需求征集阶段，考虑到目前EnTV尚未进行

是透明的，同步机制通过网络侧实施来实现，且单频网范围

商业部署，所以对接5G核心网、EnTV与NR单播协同和时间

限于DU（Distributed Unit）范围内。典型情况是1个基站配

交织等增强特性未被纳入，EnTV在Rel-18中大概率不会继续

置1个DU，连接3个RRU设备对应3个扇区。因此现阶段NR广

演进。

播只支持蜂窝小区内的SFN。基站之间目前无法组成SFN，

在ITU-R中，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于2020年

各小区的NR广播独立，两小区交界区域会形成NR广播弱覆

12月将EnTV升级为欧洲广播电视标准TS 103 720，EBU在

盖区，终端从一个小区移动至另一个小区时，会发生业务

2021年3月ITU-R SG6会议上开始推动EnTV写入ITU-R地

卡顿。NR广播仅需在5GC中配置相应网元，无需建设独立

面移动多媒体广播建议书BT.2016-2“Error-correction，

核心网。

data framing，modulation and emission methods for terrestrial

2.2.3 信道带宽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for mobile reception using handheld

1. EnTV

receivers in VHF/UHF bands”，名称暂定为Multimedia System

未来在广播频谱部署EnTV业务时，需考虑与现有地面

5L，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

数字电视业务的兼容性。移动通信常用的5/10/15/…MHz带

2. NR广播

宽无法适应广播业务的频率栅格划分，在不对广播频谱进

在3GPP中，NR广播标准正在制定，全部功能将于2022

行重新清频规划的情况下，将造成极大的频谱资源浪费。

年6月随Rel-17冻结。Rel-17中仅定义了在DU范围内的SFN

在欧洲广播联盟（EBU）的驱动下，EnTV除支持传统通

组网，如果能进一步对基站间SFN进行标准化，则可将NR

信信道带宽外，支持6/7/8MHz带宽作为Rel-17的新特性在

广播的频谱效率大大提高，解决重叠覆盖区问题。目前在

2020年12月的3GPP RAN全会通过，未来EnTV可与地面数字

Rel-18需求征集阶段该特性已被纳入，Rel-18中大概率会立

电视业务兼容共存并邻频部署，是该标准走向部署的里程碑

项，但是增加新的物理层参数以支持大站间距的SFN，目前

事件。

看可能性较低，这与EnTV问题类似，会导致终端芯片的物

2. NR广播

理层设计改变。现有物理层参数中15kHz子载波间隔对应的

支持常用的5/10/15/…MHz通信业务信道带宽，适合在通

CP长度为5.2us，因此Rel-18中仅支持1.56km站间距的SFN组

信频谱部署。因无法适应广播业务的频率栅格划分，在不对

网。NR广播因标准尚在制定，尚无写入ITU-R广播业务标准

广播频谱进行重新清频规划的情况下，难以在不造成资源浪

计划。

费的情况下实施。

2.2.6 专利分布

2.2.4 终端芯片

专利数量统计显示，LTE时代的eMBMS技术方面，高通

1. EnTV

公司持有的专利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公司，全球约500件，而

EnTV自eMBMS技术发展而来，部分终端芯片对eMBMS

华为仅27件，数量差距较大，由此可见，在EnTV领域，高

有支持，但在Rel-14/16中为了更好地支持大范围单频网，引

通公司专利地位突出。进入5G时代后，截至2020年3月初，

入了新的物理层参数，因此目前终端芯片对EnTV均不支持，

各公司在ETSI申明专利族共计21368项，中国公司在5G移动

个别终端芯片厂商有计划开展芯片原型测试。

通讯技术领域申明专利7163项，占比超过30%，位居全球首

2. NR广播

位。在“NR广播”技术方面，可以预见各公司专利分布相对

复用现有的Rel-15 NR单播物理通道，仅增加逻辑通道。

均衡。

因为目前Rel-17标准尚未冻结，现有商用5G终端芯片不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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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专利持有者为了自身效率和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选

大利等国开展了外场实验。印度是除欧盟国家外另一个积极

择就某个版本的标准专利单独进行许可，例如“5G广播”，

推动该技术的国家，其通信运营商Reliance Jio曾部署eMBMS

而通常进行整包许可，目前在移动通信领域，厂商间多采用

业务。

交叉授权方式。回收研发成本、获得投资回报是专利持有者

2. NR广播

的主要目的，而非阻止或干扰行业秩序和企业经营，专利

中国广电与华为公司是NR广播的主要推动方，将其作为

持有者索要不正当高价、任意寻求禁令等行为会受到司法机

未来“广域5G广播”的解决方案。欧洲广播运营商、高通公

关、监察机关的审查。基于此可以判断，两种技术方式均不

司等认为Rel-17 NR广播无法作为“广域5G广播”解决方案，

会对现有专利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未来Rel-18中也不应继续演进成为类EnTV技术，即增加

2.2.7 国际观点

长CP支持大站间距组网等，这种“复制—粘贴”的模式会对

1. EnTV

产业链释放错误的信号。

欧洲广播运营商和高通公司是EnTV的主要推动方，EBU

2.2.8 综合比较

作为牵头方在3GPP和ITU-R推动标准演进，德国表现出最为
强烈的兴趣，有最先部署的可能，此外奥地利、西班牙和意

表1

表1是2.2.1至2.2.7分析的总结，对EnTV和NR广播进行了
综合比较。

不同广域5G广播技术对比

EnTV

NR广播

支持FTA模式，仅需下行链路，
终端可无SIM卡或跨运营商接收

终端空闲态支持NR广播接收，事实上支持FTA

无线接入网

支持广域单频网,保证频谱效率和服务连续性。
站点有限情况下，无法满足室内覆盖

支持小区内SFN，基站间无法组SFN，
小区交界形成广播弱覆盖区，终端跨区业务卡顿

核心网

不支持对接5GC，核心网需独立建设

仅需在5GC中配置相应网元，无需独立建设

信道带宽

除支持通信信道带宽外，新增支持广播信道带宽
6/7/8MHz，可与地面数字电视业务兼容共存部署

支持5/10/15/…MHz通信业务带宽，
在不进行频谱重耕情况下，在广播频谱部署资源浪费

终端芯片

无商用终端芯片支持

商用终端芯片不能直接支持，
可通过厂商对芯片固件修改，基于私有协议进行演示

3GPP

已于2020年6月随Rel-16冻结，“6/7/8MHz带宽”特性将
于2022年6月随Rel-17冻结。标准相对成熟，Rel-18大概
率不会立项增强

标准制定中，将于2022年6月随Rel-17冻结。
支持小站间距SFN大概率会在Rel-18立项

ITU-R

正在写入地面移动多媒体广播标准建议书，
成为广播业务国际标准

暂无计划列入广播业务标准

专利分布

个别公司持有专利数量突出

各公司专利分布相对均衡

国际观点

EBU和高通公司是主要推动方，
印度等国积极参与

中国广电与华为公司是主要推动方，部分组织和公司认
为Rel-17 NR广播无法作为广域覆盖解决方案，未来也不
应继续演进成为类EnTV技术

服务模式

组网方式

标准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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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优先复用已有双工器产品，因此建议优先在北美成熟
的Band 71下行频段（617-652MHz）内分配5G广播信道，

未来“小区5G广播”将基于5G通信频谱开展，包括但不

图1给出了一种NR广播和EnTV的频谱规划方案。在我国的

限于中国广电的700MHz和4.9GHz频段资源，同时也可考虑

地面数字电视全数字规划中，DS-27～DS-29为地市单频网

与中国移动共享的2.6GHz频谱。而对于“广域5G广播”的部

频道，考虑到分组情况，有约五分之一地市分配了DS-27

署频段目前尚无定论，包括基于600MHz和基于700MHz两种

频道，约五分之一的地市分配了DS-28和DS-29频道。因此

部署方案，本章节对此展开论述。

有约五分之二的地市具备先期开展NR广播或EnTV业务的

3.1 600～800MHz无线电业务划分

条件。

201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

在开展广域5G广播业务初期，可以因地制宜，为其规划

定》对600～800MHz的无线电业务进行了分配，我国606

1～2个信道，后期视业务发展情况，再考虑对频道数量作出

～798MHz频段范围内，广播业务均为主要业务，部分频

调整，做到广域5G广播业务和地面数字电视业务的兼容共存

段的其他主要业务需要与广播业务协调后方可使用。为推

和协同发展。

进5G发展，促进无线电频谱资源有效利用，2020年4月，

3.3 700MHz频谱部署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作出了调
整，将702～798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调整用于移动通信

考虑到国内无线电管理的相关规定，700MHz频段除可开
展双向移动通信业务外，亦可开展单下行的广播业务。

系统。

1. 在758～788M频段范围内分配5M带宽以内资源

在WRC-19大会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

700MHz频段2×30MHz频谱资源的使用要在与中国移动

分规定》正在启动修订工作，考虑到我国已对700MHz频段使

的共建共享框架下开展，考虑到广域5G广播主要目的是公共

用规划作出了调整，目前600～800MHz频段范围的无线电业

服务，而中国移动更为重视700MHz频段的商业价值，该方案

务建议将广播业务和移动业务同时作为702～798MHz频段范

的落地需要合作双方充分理解和互相支持。另外，700MHz

围内的主要业务。

频段与中频段和毫米波频段相比，峰值速率和体验速率存在

3.2 600MHz频谱部署方案

差距，如再划分部分资源用于7×24小时的广播业务，对未来

考虑到国内无线电管理的相关规定，600MHz频段仅
可开展单下行的广播业务。完成700MHz地面数字电视频

通信业务的开展影响较大，这种商业模式是否成立值得深入
探讨。

率迁移后，700MHz以下地面数字电视可用资源将十分稀

2. 在788～803M频段范围内分配5M带宽以内资源

缺，同时新部署的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和多工器投资较

700MHz频段2×15MHz频谱资源的用途没有正式公布，

大，因此在600MHz频段开展广域5G广播业务，需要重点考

初步考虑建设一张全国性跨部门共享的宽带安全应急专网。

虑与现有地面数字电视业务的兼容共存，同时要提高频谱

对该段频谱的使用应该符合频谱持有方，如应急管理部门的

利用率。
从2.2.3的分析中可知，目前EnTV已经
立项支持8MHz带宽，因此在600MHz频段部
署时，可直接遵从现有地面数字频率规划方
法，频谱利用率最高。NR广播尚未有计划
支持8MHz带宽，在仅支持5/10/15/…MHz带
宽的情况下，频谱利用率相对较高的方案是
利用2个8MHz频道，开展3个5MHz的NR广
播业务，频谱利用率为93.75%，其次是使用
1个8MHz频道，开展1个5MHz的NR广播业
务，频谱利用率为62.5%，不推荐采用。
为保证5G广播产业的尽快落地，应
尽量降低手机终端射频前端设计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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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600MHz频段NR广播和EnTV的频谱规划方案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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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需求。可以考虑在应急专网频段以“平战结合”的模

本论文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广播网与5G移动网融

式开展广域5G广播业务，这需要对业务优先级的保障机制进

合的超高清全媒体内容协同分发关键技术研究”重点专项资

行充分试验和论证，即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应急通信需求在第

助，项目编号2020YFB1406800。

一时间得到响应。

4 结论
未来我国5G广播应遵循“小区5G广播”和“广域5G广
播”协同发展的总体路径，前者为其覆盖范围内的移动终端
提供交互视听服务和融合信息服务，后者在全国范围提供线
性频道服务。
“小区5G广播”明确采用“NR组播”技术。未来应积
极参与Rel-17标准的制定，并推动“终端非连接态NR组播接
收”和“NR组播空口共享”等增强特性在Rel-18中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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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与中国移动共建共享背景下，NR广播在700MHz频
段的可用频谱和双方合作模式；
2. NR广播标准尚不支持站间SFN情况下，大小塔协同和
跨小区业务的解决方案；
3. 未来NR广播在600MHz广播业务频段部署方案、相关
标准制定和产业推动路线。

118

第一作者简介：
高杨，男，1985年生，硕士，广播电视规划院无线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研
究和应用创新，负责ITU-R SG6工作组和3GPP RAN工作组
对口工作。目前主要致力于广播网与5G通信网融合方向的
研究。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Industry Focus

︳行业聚焦

让电影更精彩丨SMG魔D电影工作室
“5G+8K”正在进行中
SMG魔D电影工作室成立于2012年，立足于环上大影视
圈，具备4K/8K超高清内容、3D立体电影、HDR、全景声
等先进的全流程制作技术能力。致力于将前沿视听技术与传
统戏曲、戏剧、歌剧等结合，以高质量的电影进行呈现，
让新兴前沿技术手段助力艺术的有效表达，创造更多高品质
的视听内容，弘扬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随着5G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影
科技也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进入“8K时代”，魔D也在加速
自身在“5G+8K”领域的布局。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魔D工作
室总监徐玮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他们在8K影视拍摄制作中的

影片海报

经验。
顺应产业发展的趋势，魔D也主导参与了许多8K作品，如8K
全景声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8K京剧电影《捉放
曹》、8K全景声昆剧电影《邯郸记》，从技术上来说，魔D
在8K上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积累。5G技术将会给8K带来更
加灵活的传输手段，为了布局未来“5G+8K”的影像技术生
态，我们也在尝试8K直播类的应用，并联合上海自然博物馆
建立了上海“8K全景声试听展示基地”，使得8K内容能够有
更多的机会跟观众见面。

魔D电影工作室

Q：首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魔D电影工作室以及曾经参与
制作的电影作品。
A：魔D一直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从2014
年开始已经制作了数部3D京剧电影，如：《曹操与杨
修》《贞观盛事》等等。在最近的8K项目中，我们的

摄影机EOS R5 C

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获得了美国洛杉矶国
际最佳8K电影“卢米埃尔奖”，陆续又有了8K京剧电
影《捉放曹》、8K歌剧电影《贺绿汀》、8K昆剧电影
《邯郸记》。
Q：过往有过很多精彩的作品，在目前的8K电影制作过
程中，主要用到了哪些设备及解决方案？
A：8K与5G相辅相成，正在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Q：为更好适应“8K+5G”的影视制作发展趋势，魔D电
影工作室会有怎样的应对举措？
A：我们在以往的电影流程中主要以8K摄影机的流程为
主，但随着拍摄需求的不断升级和多样化，在保证8K画质
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注重设备轻量化。恰逢佳能发布摄影机
EOS R5 C，我们立即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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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对比图
摄影机EOS R5 C

Q：2022年2月24日，佳能宣布推出数字电影摄影机新品
EOS R5 C，魔D电影工作室是出于怎样的需求考虑决定订购
两套EOS R5 C呢？

Q：目前团队是否实际使用过EOS R5 C？对EOS R5 C的
实际使用感受如何？是否达到团队的预期？

A：在保证画面8K品质的情况下，首先我们考虑的是设

A：因为是不久前才订购的机器，目前还没有在实际具

备的轻量化，佳能的EOS R5 C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小而精

体项目中应用过，但是我们团队马上会有新的项目拍摄，应

悍，在Cinema RAW Light的内录格式下可以实现8K 60P。在

该会使用到EOS R5 C，我们十分期待最终效果。

目前以及未来的计划中，魔D陆续还会有几部8K纪录片的拍
摄制作，考虑到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对设备轻量化及成像品

Q：EOS R5 C的加入，对于魔D现有的电影科技的生态
系统将带来哪些裨益？

质都有要求。所以我们会更多地考虑一些能够快速反应、高

A：首先对于电影科技来说，硬件是电影生态系统中非

度集成的轻量化器材，而EOS R5 C正是我们认为最合适的

常重要的一环。硬件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也是推动电影整个

机器。

产业进步的主要力量。各种设备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各厂
商之间的取长补短，也对电影从业者有很大的帮助，大大提
升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使得我们能够不断看到品质更好
的影视内容。而这次EOS R5 C的出现，让我感觉在进行许多
8K项目拍摄时有了更可靠的选项。

摄影机EOS R5 C

Q：针对EOS R5 C的功能及应用，魔D电影工作室与佳
摄影机EOS R5 C

能的工程师技术团队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方面的沟通？
A：在订购EOS R5 C前，从参数上，我们比较关注它在
8K分辨率下可供使用的规格，包括8K 50P、8K 60P RAW文

Q：基于EOS R5 C的功能特性，魔D电影工作室预期会
为EOS R5 C设计怎样的机位分配方案？

件的录制、还有机内提供的Canon Log 3、HDR（PQ、HLG）

A：结合EOS R5 C轻便且画质强的特点，我们会更多考

的色彩模式、RF镜头的解析度等等，通过与佳能工程师技

虑将其应用到一些需要高度灵活机动的项目中去，比如一些

术团队的沟通，以及对佳能提供样机的测试，我们团队也对

综艺或纪录片项目的拍摄，就目前来说我们会更多地应用在

EOS R5 C的后期制作、以及8K HDR的效果进行了评估，测

我们即将开拍的8K纪录片电影当中，因为轻便的特点会带

试的结果达到了我们的预期，于是最终决定了订购EOS R5

来快速反应及缩小摄制组建制的优势，这是其他类似机器所

C，后续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还会进行详细的使用测试。

没有的。

120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Industry Focus

︳行业聚焦

工作照

工作照

Q：在以往的8K电影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与
挑战？
A：在以往的拍摄过程中，当我们需要拍摄8K RAW规格
的视频，首要的困难就是素材量巨大，这给后期处理的软硬
件设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EOS R5 C最高支持拍摄8K 60P
12bit Cinema RAW Light格式的视频，该格式可在保留视频信
息的同时减小视频文件体积，这让我们后期处理的压力减少
了许多。
佳能8K电影伺服镜头在展会现场展示

性能较稳定。希望在未来佳能能够推出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
产品，让我们的创作有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超高清视频的高级形态，8K带来的是画质和音质
方面的全方位提升，5G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和大链接的特
点，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5G+8K的应用场景。随着在消费
端的不断普及以及越来越多优质8K内容的产出，8K大众化
的脚步也越来越近，而佳能一直也致力于推出满足更多场景
EOS R5 C支持8K 60P 12bit Cinema RAW Light格式

Q：未来魔D电影工作室的设备、器材计划向怎样的方向
升级、革新？

应用的专业影像解决方案，助力更多的影视创作者生产出更
加优质的内容。（关注【影像佳园】公众号了解佳能产品及
资讯）

A：魔D正在布局8K未来影像技术生态，成为上海权威
性8K影视制作示范平台。推进5G+8K场景的落地应用，建设
集生产制作、技术研究、新业态展示、产学研为一体的融合
基地。
在器材方面，魔D对于器材的考虑会比较全面，考虑到
实际客户的需求，我们会推荐多样性的设备选择。8K的全面
升级，是肯定要考虑的。
Q：最后请为佳能系统产品做一个总体评价吧。
A：首先佳能的专业系统产品在业内的应用都比较多，
应用场景也比较广泛，在拍摄过程中，有比较高的可靠性，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5期〕

佳能携多样化专业影像设备及解决方案
亮相中国（北京）国际视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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