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9卷 第4期 VOL.49 NO.4

44

 2

02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主办

2022    V
ol.49    N

o.4

二

○

二

二

年

 
 

 
 

 
 

4

第
四
期



广
告



广
告



时间：2022年5月26～28日   地点：安徽合肥

征稿与研讨内容
●  智慧广电战略与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及管理政策

●  广电5G组网建设及其应用
●  4K/8K超高清电视及高新视频

●  融合媒体制播云平台、内容分发与存储、版权管理与资源共享
●  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运行

●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广电领域的应用
●  智慧建设与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技术

●  媒体网络安全与监测、监管

征文投稿
请在中国电子学会论文征集系统（http://paper.cie.org.cn/）上直接投稿，格式为WORD文档

投稿截止日期为2022年5月5日

联系人：白  华 010-86091903  13910158661   聂明杰 010-86091825  13011085546

               姜  沈 010-86091341  13701212015

参会报名
请在中国电子学会会议管理系统（http://ccns.meeting.cie-info.org.cn/）上直接注册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2年5月23日

联系人：徐京燕 13910557245   陈  欢 13671232620   徐平辉 010-86093784  13521711358

主题：新技术 新应用 新发展

第30届中国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
暨第25届国际广播电视技术讨论会

（CCNS &  ISBT ���� ）（CCNS &  ISBT ���� ）

C

M

Y

CM

MY

CY

CMY

K

22��CCNS.pdf   1   2022/4/8   下午5:50

广
告



广
告

时间：2022年5月26～28日   地点：安徽合肥

征稿与研讨内容
●  智慧广电战略与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及管理政策

●  广电5G组网建设及其应用
●  4K/8K超高清电视及高新视频

●  融合媒体制播云平台、内容分发与存储、版权管理与资源共享
●  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运行

●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广电领域的应用
●  智慧建设与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技术

●  媒体网络安全与监测、监管

征文投稿
请在中国电子学会论文征集系统（http://paper.cie.org.cn/）上直接投稿，格式为WORD文档

投稿截止日期为2022年5月5日

联系人：白  华 010-86091903  13910158661   聂明杰 010-86091825  13011085546

               姜  沈 010-86091341  13701212015

参会报名
请在中国电子学会会议管理系统（http://ccns.meeting.cie-info.org.cn/）上直接注册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2年5月23日

联系人：徐京燕 13910557245   陈  欢 13671232620   徐平辉 010-86093784  13521711358

主题：新技术 新应用 新发展

第30届中国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
暨第25届国际广播电视技术讨论会

（CCNS &  ISBT ���� ）（CCNS &  ISBT ���� ）

C

M

Y

CM

MY

CY

CMY

K

22��CCNS.pdf   1   2022/4/8   下午5:50



热点·论点

智能监测

13 基于数字音频指纹技术的广播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设计与应用 郑又中

17 基于声纹识别的频谱监测系统开发设计 孙爱叶

21 基于图像识别的广播电视异态辅助监测系统 付巍，段献奎，王书华，付亚楠

内容制播

26 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技术方案设计 白伟

31 省级电视台全媒体制播业务系统设计与实践 魏舒桓

36 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台并发性能测试研究 郏涛，崔俊生，覃毅力

43 基于多协议与多路径实时视频连线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龙小燕，胡滨，全伟

47 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台的建设实践 赵勇

51 大型体育赛事电视转播专网系统设计与实现 徐枫，王长丰，刘志愚

传输覆盖

有线网络

56 广电网络资源信息可视化应用能力提升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郭皓

61 广电业务承载终端的演进策略及探索实践 石鑫鹏，邹飞非，马振洲

2022年 | 第49卷 | 第4期

目 次 全国百种重点期刊  专业核心科技期刊
投稿平台  tougao.lieku.cn 中国邮政

微信订阅

第49卷 第4期 VOL.49 NO.4

44

 2

02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主办

2022    V
ol.49    N

o.4

二

○

二

二

年

 
 

 
 

 
 

4

第
四
期

主管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办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通讯地址：北京2116信箱(100866)

电    话：010-86093619（作者服务）  010-86092040（读者服务）

投稿网址：tougao.lieku.cn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

运营总代理：北京中广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李聪（18518221868） 邮箱：licong@tvoao.com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28信箱10001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187号

国内定价：20.00元/本   国外定价：20美元/本

刊    号：

邮发代号：82-464

编辑出版： 《广播与电视技术》编辑部

主    编： 何剑辉

副 主 编： 卢  群

编    辑： 房  磊  李 丹

发    行： 胡  南

美    编： 张云峰 ISSN 1002-4522

CN11-1659/TN



广
告



65 基于FTTH业务的终端管理系统平台建设 阳必文, 陶琦

71 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传输的研究与实现 张春雷

无线覆盖

74 云南省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建设方案探索与实施 许华宁

79 中波与调频电视高山发射台共址技术研究 孟凡涛

83 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系统分级建设研究 杨方正，葛东，浮沉，孙鹏程，侯蒙学

90 中波发射台站防雷技术选型实践 熊晨辉

95 中波天调网络的避雷原理及有效防雷措施分析 闫本芳

安全播出与监测监管

98 调频广播计算机远程协助监控系统改造 王燃

103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大数据智慧安播系统设计 梁建彬

107 数据可视化技术在广电运维领域应用的思考和实践 丁乐

113 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广播电视画面多等级亮度增强和色彩保真算法研究 王雅楠，门爱东

行业聚焦

118 稳定安全  协同高效 山东省新闻中心超高清系统打造行业标杆项目

广告索引    P122

2022年 | 第49卷 | 第4期

全国百种重点期刊  专业核心科技期刊
投稿平台  tougao.lieku.cn 中国邮政

微信订阅目 次

第49卷 第4期 VOL.49 NO.4

44

 2

02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主办

2022    V
ol.49    N

o.4

二

○

二

二

年

 
 

 
 

 
 

4

第
四
期

   《广播与电视技术》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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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数字音频指纹技术的广播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设计与应用

本文利用先进的数字音频指纹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了一套广播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可对广播调频

节目的错播、插播、停播、劣播等安全播出事故进行实时监测，以智能监测手段提升了安全播出事件的判断

能力，保障了广播节目的安全播出，可供同行借鉴。

〔36〕   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台并发性能测试研究

当前，全国各省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和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系统的建设正全面铺开。省级

平台作为支撑全省各县的统一技术平台，应能支撑各县融媒体中心用户的并发访问需求，同时，融媒APP客

户端也应能支撑群众并发访问的需求。针对这些现实需求，本文介绍了国内某个省级技术平台的并发性能测

试方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可咨参考。

〔56〕   广电网络资源信息可视化应用能力提升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目前广电网络资源信息可视化功能仍以基础的查询和空间分析呈现为主的情况，本文通过多维度分

析研究，认为需要结合广电网络资源信息管理现状与可视化应用提升的需求来进行可视化应用设计，从而实

现广电资源系统运行“一张图”展现，最大程度的保障资源管理的运转高效和决策优化，文中关于广电网络

资源信息可视化应用能力提升方法的探索与实践有助于拓展业界同仁的思路。

〔74〕   云南省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建设方案探索与实施

在中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基础上，多省开展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建设，为群众提

供更为丰富的广播电视服务。本文以云南省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建设方案为例，介绍了方案设计和

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对其他省级无线覆盖工程具有参考意义。

〔113〕   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广播电视画面多等级亮度增强和色彩保真算法研究

在广播电视智慧监测中，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节目画面进行识别，如遇到低亮度、低信噪比和颜色失

真等问题，低质量的画面难以实现精准识别。利用低照度图像增强技术提高此类视频或图像的亮度，可以提

升画面质量，为智能监测提供更加完整有效的信息。本文提出了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图像增强网络，可有效

提升画面质量，为智能监测提升更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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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Broadcast Audio Automatic Comparison System Based on Digital Audio 
Fingerprint Technology
Using advanced digital audio fingerpri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signs a set of broadcast audio automatic 
comparison system, which can monitor safety broadcasting accidents such as mis-broadcasting, interruption, suspension and poor 
broadcasting of radio FM programs in real time, improve judgment ability of safety broadcasting events by intelligent monitoring means, 
and ensure safe broadcasting of radio programs.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36〕 Research on Concurrency Performance Test of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 technology system for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s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is in full swing. As a unified technology platform 
supporting all the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 province-level platform should be able to support concurrent access needs of users of 
Converged Media Center in each county. At the same time, Converged Media APP client should also be able to support concurrent 
access needs of the masses. In view of these practical nee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current performance test method of a province-
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 in our country and analyzes test results.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56〕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pproaches to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Radio and TV Network Resourc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
In view of current situation that visualization func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resource information is still mainly based 
on basic query and spatial analysi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current situ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resour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needs of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 improvement to carry out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 design, so as to realize “one picture” displa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resource system operation, and ensure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decision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mproving application capacit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resourc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expand the ideas of colleagues in the industry.

〔74〕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Plan for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of Province-level TV 
Programs in Yunnan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central program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project, many provinces have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province-level 
TV program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project to provide the masses with more abundant radio and television services. This paper takes 
province-level TV program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construction plan in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which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province-level wireless 
coverage projects.

〔113〕 Research on Multi-level Brightness Enhancement and Color Fidelity Algorithm for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Based on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In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often used to identify program pictures. If problems such 
as low brightness,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color distortion are encountered, i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identify low-quality pictures. 
Using low-light image enhancement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brightness of such videos or images can improve picture quality and 
provide more complete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fo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age enhancement network based 
on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icture quality and provide more powerful technical support fo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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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音频指纹技术的广播音频 
自动化比对系统设计与应用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音频自动化比对的技术原理，然后对其中所涉及的音频特征参数提取、内容一致性比对算法、机器

学习算法做了详细的分析。最后，讲述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在深圳广播电视塔实际应用的系统结构及对于安全播出水平的提

升。

【关键词】 音频一致性比对， 特征参数， 监测， 安全播出

【中图分类号】 TN934.2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20004001

【本文献信息】郑又中.基于数字音频指纹技术的广播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设计与应用[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4).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Broadcast Audio Automatic Comparison System 
Based on Digital Audio Fingerprint Technology

Zheng Youzhong

(Shenzhen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Center, Guangdong 51807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echnical principle of audio automatic comparison, and then analyzes audio feature parameter extraction, content 
consistency comparison algorithm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involved in detail. Finally, it describes system structure of audio automation 
comparison system used in Shenzhen TV Towe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afe broadcast level.

Keywords  Audio consistency comparis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Monitoring, Safe broadcast

郑又中

（深圳市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广东  518073)

0  引言

广电总局针对智慧广电发展指出，要以服务用户为中

心，加快广播电视网络传播体系整体性转型升级。积极采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智能化安全态势感

知、研判分析、风险预警、处置调度，推进监测监管系统的

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全天候智慧化监管。

深圳电视塔音频自动化比对监测系统通过技术创新，利

用先进的数字音频指纹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相关算法，对传统

广播音频节目监测方法进行革新，可以及时发现广播调频节

目的错播、插播、停播、劣播等安全播出事故，该系统降低

了人为因素带来的错判，大大提高了故障类型、故障率判

别，保障了广播调频的安全播出。

1  系统简介

深圳电视塔目前播出调频广播节目共9套，加上各路信

号源，需要监测监听的节目数超过27套。音频监测设备一

般采用音频电平门限来判断发射系统故障，但只能鉴别停播

事故，无法判断错播、插播、劣播等问题。如采用人耳主

观判断手段监听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且时效性低、准确 

率低。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2019年，深圳电视塔部署了基于

内容一致性音频自动化比对监测系统，本系统基于音频内容

一致性比对最新算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深圳电视

塔发射的9套调频广播节目开路接收音频与节目源基准音频实

施自动化比对，将监测点各个频道音频传送到监控中心，采

用自动比对算法实现软件音频自动比对，可以及时发现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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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错播、插播、停播、劣播等安全播出事故。

系统在深圳电视塔使用两年以来，对于安全播出水平的

提升效果显著，实现广播发射监测的自动化、智能化，大幅

度降低值班人员的机械重复劳动，提高系统判断准确性，提

升安全播出水平，实践效果证明系统可在其他发射台推广 

使用。

2  技术路线

安全播出是发射台的重中之重，现在大多数广播监控手

段都是基于人耳判断或者简单电平比对实现，对播出节目的

内容不一致、或者信号插播、播出质量差目前并没有好的方

式进行监测。音频内容特征参数比对监测系统是以节目内容

特征比对作为核心技术组建的智能化监控系统。同时可对

几路音频广播节目信号源与开路接收的广播信号的内容比对

监测。一旦发现播出内容不一致、信号中断、信号质量不达

标、还有非法信号接入等异常马上告警，同时对故障音频进

行实时收录[2]。 

该系统创新采用数字音频指纹技术，通过时域、频域特

征值对音频内容一致性进行比对，采用人工智能算法，可以

使用历史数据对比对模型进行训练，提升比对的准确性，降

低误报和漏报，使用时域相关算法对音频延时实现自动校

准，提升音频自动化比对算法的鲁棒性[1]。

整个系统中的音频内容特征参数比对算法，是基于时域

和频域两者算法相结合的一种特征参数相似度比对算法，通

过实时取样信号源音频信号和开路接收信号，提取音频特征

参数进行比对。系统使用人工智能学习算法，通过积累的大

量音频自动化比对样本库，可实现基于统计的加权系数确定

方法提高比对准确度，降低误报漏报率。比对结果以柱状图

及历史曲线展示，辅以声光报警达到智能化监听告警效果[4]。

3  技术方案

3.1 音频自动化比对技术方案

在本项目中采用的音频自动化比对算法如图1所示。标

准音频和取样音频分别通过特征参数提取样本，进入音频自

动化比对系统进行自动化内容比对。另外还采用人工智能技

术，会根据系统的比对历史结果修正算法，达到自动提升整

套系统算法性能的结果。

3.2 音频特征参数提取

3.2.1 常用音频信号特征参数

音频信号特征参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时域特征、频域

特征和声音感知特征。

3.2.2 音频特征参数提取方法

选用的音频特征参数包括：Mel频谱倒谱系数、频谱质

心、平均能量和短时过零率等。

Mel频谱倒谱系数：Mel倒谱参数（MFCC）是一种短时

谱特征，它能够较好地反映人耳听觉特性，且鲁棒性较好。

频谱质心：频谱质心是对音频频率分布的度量方法，表

征了其基本频率带，通过该特征码，能够快速识别差异较大

的音频序列，从而用于进行内容一致性的粗比对。

平均能量和短时过零率：采用MFCC及频谱参数能够较

好地表征音频信号，侦测由于插播、错播导致的音频内容不

一致情况。而在实际应用中，仅使用上述参数无法很好地

将由于噪声干扰或信号中断导致的内容不一致与错播加以区

分。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块的智能化水平，在上述参数基础上

增加了平均能量与短时过零率参数，从而进一步提高系统的

准确性和鲁棒性。

3.3 机器学习算法

由于人耳听觉特性的影响，语音和音频的识别、比对和

检索的算法性能往往与输入样本有一定关系，存在某些情况

图1 信号特征参数比对模块总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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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性能极好但某些情况下性能极差的情况，绝对意义上的普

适性算法并不存在。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块的智能化水平，使

之在不同频道中都能达到最优性能，本方案还引入了支持向

量机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来实现系统参数的自适

应调节。

3.3.1 SVM两大功能

MFCC特征参数对于不同类型音频，每个维度参数的表

征能力不同，对MFCC参数进行加权能够进一步提高算法的

准确度，通过积累的大量音频自动化比对样本库，可实现基

于统计的加权系数确定方法[3]。

在比对算法中引入SVM后，通过将相似度接近判决阈值

的样本输入SVM分类器，在大量训练样本的基础上，有很大

概率给出正确结果，音频自动化比对模型根据分类结果来动

态判决阈值，从而实现向最优解的收敛。

3.3.2 MFCC参数加权及系数自学习

本方案利用加权系数生成方法，给定收敛条件，在初始

加权系数基础上根据样本统计结果对系数进行修正，并将统

计样本中的特征参数用新的加权系数进行加权后送入SVM分

类器进行分类，当分类结果满足收敛条件后，加权系数的修

正过程结束，如图2所示。

3.3.3  相似度判决阈值动态自学习修正

作为音频自动化比对模型的重要参数，相似度判决阈值

的选择对于比对结果的准确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采

用固定经验值的阈值选择方法无法随着测试样本的积累进行

动态调节，因而无法通过自我学习来提高比对精度。在实际

应用中，错判和漏判常发生在相似度系数接近于判决阈值的

样本中，其判断结果的正确与否对于比对模型的性能优化有

着重要的作用。

本系统充分利用其判决结果对模型进行优化，提高这类

样本的判决准确度，提高比对模型智能化水平。

4  应用实际部署情况

本方案的设计将内容特征参数比对模块集成到现有广播

信号监测系统中。在现有系统的服务器上运行。

内容特征参数比对模块集成方案如图3所示。

在本方案中，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完成9路调频信号数据

的采集，比对系统读取数据，完成比对过程。

内容特征参数比对模块的处理流程如图4所示。

系统结构如图5所示。根据现有系统结构，从风格监测

设备取到节目源和开路接收音频数据，采用IP传输。码流直

接进入音频自动化比对服务器完成比对。存储服务器存储节

目源和开路接收的音频数据、以及音频自动化比对结果等 

数据。

本系统在深圳发射塔部署使用的一年多以来，运行稳

定，系统漏检率及误检率低，能识别音频的漏播、错播、

劣播、停播等播出事故，智能算法的加入使性能随着使用提

图2 基于SVM的MFCC加权参数自学习过程

图3 音频自动化比对模块集成方案总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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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使值班员发现故障的时间缩短，一些人为监听困难的故

障也能较易发现。

5  结束语

深圳电视塔值班室负责深圳区域调频广播及地面数字电

视、模拟电视频道的监听监看功能，日常值班员需要同时监

看31套电视及9套广播节目，加上信号源需监听监看约100套

节目。值班员值班压力大，人手严重不足。

深圳电视塔通过在调频广播发射及信号源监听方面进行

智能化探索，建立了一套智能的音频自动化比对监听系统。

在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运行以来，深圳电视塔值班室只配置

一个值班员，值班员除了日常电视监听监看工作外还完成9套

调频开路及信号源的监听工作，通过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

对日常广播节目的错播、插播、停播、劣播都能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

2019年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启用以来，系统均能及时

发现停播、劣播等安全播出事件，及时准确的警告大大保

障了深圳电视塔的安全播出。发射台广播节目日益增加，使

得监听任务不断加重，系统支持多路音频智能化比对，做

到节目数量增加而人手不变，为发射台省了人力物力等运

维成本支出，优化了人员结构。系统使用一年多以来效果 

突出。

安全播出是广电行业的命脉，节目播出单位面对日益增

加的节目数量与节目内容，一套科学、智能化的音频监听系

统是相当必要的。根据系统特点，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适合

在其他广播发射台推广使用，基于音频自动化比对的技术特

性，音频自动化比对系统还可以扩展应用于“黑广播”的智

能排查，提升“黑广播”排查的智能化水平。本技术还可以

应用于广播电台的广告智能检测系统中，可以显著提高广告

图4 音频自动化比对处理流程图

图5 系统结构图

检测系统的鲁棒性和智能化水平，更好地为电台和广告投放

主服务。另外本技术还可以应用在“采用客观算法对音频质

量做主观评价”的系统中，对音频质量实现自动化、智能化

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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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声纹识别的频谱监测系统开发设计

【摘  要】 中短波无线电广播频谱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分配，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问题，为保证我国良好的频谱资源，中短波

无线电广播频谱监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详细介绍了微架构形式设计的中短波广播频谱负荷收测智能归属判定系统，它有机

结合了录音采集、预处理、声纹匹配以及识别归属功能，有效解决了传统收测设备工作量大、效率低、收测周期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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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Spectrum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Voiceprint Recognition

Sun Aiye

(Station 203 of NRTA, Inner Mongolia 010070, China)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utilize and allocate spectrum resources of medium and short wave radio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ensure good spectrum resources in my country, spectrum monitoring of medium and short wave radio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intelligent attribution determination system of medium and short wave radio spectrum load receiving and measurement based on 
micro-architecture. It combines recording acquisition, preprocessing, voiceprint matching and identification attribution functions, which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heavy workload, low efficiency and long acquisition and measurement period of traditional receiving a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Keywords  RF direct acquisition, Polyphase audio identification, Automatic attribution determination

孙爱叶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〇三台，内蒙古  010070)

0  引言

为研究、协调频率资源的更好利用，国际电信联盟（ITU）

成员国对无线电广播进行监测，并通过ITU下设的国际频率

登记委员会（IFRB）和“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WARC）

协调电波秩序。我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也规定了无线电频

率资源使用和监测的法规，对无线电台站进行检查和检测，

保障无线电台站的正常运行，维护正常的无线电波秩序。

中短波无线电广播频谱收测就是在规定的频段内，按

照频率由低到高次序对各个频道24小时逐个进行收测，以

了解各个频道是否被占用以及被占用情况。收测内容包括各

频道上收到的电台名称、归属、各个时刻所播的节目语言、

信号强度、干扰情况等。ITU规定了频段用途划分，各个国

家和地区略有不同。在我国通常短波广播频率范围2.3M～

26.1MHz，每个节目频率带宽10kHz。相对宽阔的频率资源，

可能存在的电台广播频率达1000多个，而听众实际同时可以

收听到的节目也经常达到100个以上。

中短波频谱收测有接收工作量大和监听归属判定难等困

难。传统方法收测频道电台播出情况时，存在对每个频点不

能连续采样24小时、频道播音质量、电台归属以及节目判定

受人工主观意识影响不可避免。

频谱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依赖于频谱收测过程中频道

时间覆盖度和归属判定准确度，以上两个指标有效提高需要

引入广电智慧化监管理念，自动化监测体系的开发有助于提

高监测台广播频率监测效率，实时了解广播覆盖效果，查清

频道占用情况，及时查处非法广播，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传

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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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设计

1.1 微架构设计有利于开发

根据中短波广播频谱负荷收测智能归属判定系统实现的

功能，整个系统设计采用微服务架构，系统中间层分解，将

系统各功能模块形成独立小应用，这里叫做微服务，它们可

以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器上，也可以部署在相同的服务器不同

的容器上。当某个应用故障不会影响到其他应用，单体应用

的负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应用，其代表框架有Spring cloud、

Dubbo等，其架构图如图1所示。

微架构的应用使得系统开发和维护更为灵活。具有以下

优点：

1. 易于开发和维护：一个微服务只会关注一个特定的业

务功能，所以它业务清晰、代码量较少，开发和维护单个微

服务相对简单，而整个应用是由若干个微服务构建而成的，

所以整个应用也会被维持在一个可控状态。

2. 单个微服务启动较快：单个微服务代码量较少，所以

启动会比较快。

3. 局部修改容易部署： 单体应用只要有修改，就得重新

部署整个应用，微服务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对某

个微服务进行修改，只需要重新部署这个服务即可。

4. 技术栈不受限：在微服务架构中，可以结合项目业务

及团队的特点，合理地选择技术栈。例如某些服务可使用关

系型数据库MySQL；某些微服务有图形计算的需求，可以使

用Neo4j；甚至可根据需要，部分微服务使用Java开发，部分

微服务使用Node.js开发。

1.2 基于微架构布局系统

中短波广播频谱负荷收测智能归属判定系统硬件包括：

4台JXI-3016多信道接收机，配备若干智能归属服务器和智能

归属席位的计算机，如图2。

系统软件开发从核心的声纹识别功能展开，结合语音质

量评估以及多通道接收机自动采集音频，建立初始的频谱收

测系统基本框架，后期通过各项功能测试，拓展功能需求，

逐渐完善模板制作、模板训练、归属核定、数据管理等各板

图1 微服务架构

图2 智能归属判定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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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综合应用了最新多信道接收机技术、智能电台搜索技

术、智能音频匹配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备闭环改善能力的

智能中短波频谱收测归属系统。

1.3 频谱监测工作流程

中短波频谱监测以人工收测过程为例，工作步骤可分

为：播音监听、归属判定、语言判定以及数据录入等环节。

中短波广播频谱负荷收测智能归属判定系统按照以上流程，

将整个系统功能划分为：自动录音采集、录音预处理、自动

归属匹配、归属核定、数据管理以及模板分析。

自动录音采集由4台JXI-3016型16通道接收机及配套录音

任务软件组成，每年春、秋季节换频后，向接收机下达全天

整点、半点共48个（24小时×2）时间单元连续自动录音任

务，每个时间单元同时录制64个频道记录，每个时间单元录

制整点、半点的前2分钟和后3分钟共5分钟的频道播音内容。

录音预处理是完成每条录音记录的质量计算，由软件完

成，系统软件读取每条录音记录，对每条录音进行识别评

估，计算出它们的平均载噪比，再将数据写入数据库。

自动归属匹配单元将每条采集到的音频与具有代表性片

段音频制成的声纹模板进行比对，记录与其识别相似度分数

前三名的模板信息。

归属核定以及数据管理部分主要提供监测人员对频谱

结果的二次校对和补充完善功能，形成频谱数据的查询、 

导出。

模板分析辅助功能可对我们的匹配结果数据进行查询分

析，进一步提高模板质量、调整模板参数，使得再匹配准确

度再提高，使得系统功能形成优化循环。

2  关键技术支撑智能归属判定

2.1 射频直采和FPGA多信道处理技术

使用JXI-3016多信道接收机完成录音采集，该接收机具

备射频直采和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多信道处理功

能（见图3）。接收机的中短波波段单元由抗混叠滤波、程控

增益、数字化和多通道化处理器构成，射频信号经过程控增

益调节到适合AD数字化的电平，由250MHz高速数字化仪量

化，量化后的数据送到基于FPGA的中频处理器，实现多通道

的通道化，并解调得到音频节目内容。最后通过高速工业标

准总线集中到CPU，并传送给播放、显示、记录存储设备。

2.2 频谱自动监测的实现

2.2.1 筛选有效录音记录

系统的“预处理”功能是对前期采集录音质量逐条评

估。对所有录音质量进行计算，分析这些测量数据和录音，

获得的各个录音信号质量用载噪比统计值代表，写入归属数

据库。

载噪比测量由多信道接收机在原始基带IQ波形上计算得

到，每15秒钟测量一次。考虑到广播可能在整半点开播或停

播，所以我们对整半点前2分钟和后3分钟的载噪比分别求平

均值，将较大的平均值作为该录音的质量指标。

2.2.2 自动识别电台归属

应用“模板管理”模块将广播电台的固定特征，如电报

播报、开始曲、栏目播报等音频截取，制作生成声纹编码模

版。在模板编辑时，直接以广播电台台名属性：台名缩写、

播报语种以及国家归属等信息命名，匹配门限默认为0.23

（测试经验值）。

图3  JXI-3016多信道接收机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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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识别是整个频谱监测核心部

分，将电台模板与待识别频道录音的

声音特征进行多对对比，根据它们对比

度分值，保留匹配度最高的3个对比结

果，记录到数据库，再辅以人工核实完

成电台录音的归属判定（见图4）。

归属识别关键技术在于多相位时频

特征编码的声纹识别，该方法提取的音

频特征信息为频率和时间，而非功率，

可以很好地忽略无线电信道传输畸变、

多径干扰和接收机频谱响应，从而保证

发播信号识别的准确率。

2.2.3 循环优化持续改善

上述各环节工作是一个可循环优化

的过程。在频谱收测过程中，人工核定

归属时，如发现模板库里没有的模板记

录，可对记录做标记再做模板，丰富模

板库；而且可以返回自动匹配单元再次

进行自动化识别，提高自动化完成度。

在完整的一期频谱收测结束后，模

板分析模块可以对归属核定后的频谱总

表中的模板识别情况进行分析：第一，

将识别正确率低的模板匹配门限调高，

使其在今后的使用中不易被识别，有

效避免误判；第二，将识别率较高但是

正确率较低的模板进行再次制作，提高

这部分的模板质量；第三，检索未有效

匹配，但是发生率高的发播台模板，再

挑选高载噪比录音制作模板，提高模板 

质量。

总之根据收测结果对模板库中的模板进行多角度分析

判定，优化模板参数、提高质量，使得以后声纹匹配更加 

精准。

3  系统优势

中短波广播频谱负荷收测智能归属判定系统与传统广

播频谱负荷收测系统相比较，系统引入智能化声纹匹配功

能，摆脱了完全依靠人工的收测模式，自动化有效完成度

能达到80%以上，短波广播收测的工作量相比人工收测减

少了70%，收测覆盖的范围更广泛，对频道资源掌握得更 

清楚。

4  结语

中短波广播频谱负荷收测智能归属判定实现了无线电频

谱收测的智能化处理，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收测设备工作量

大、效率低、收测周期长等问题，并且引入了广电智慧化监

管理念，对提高监测台广播频率监测效率，实时了解广播覆

盖效果，在维护社会稳定、舆论和谐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社会

效益。

作者简介：

孙爱叶（1980—），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3台高

级工程师，本科。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技术监测方面的 

研究。

表1 频谱收测自动模式前后工作量对比

原始收测模式 自动收测模式

收测频次 76896（1602频率×48个收测时间单元） 77297

系统自动判定归属数 0 67458

人工判定归属数 76896 9839

自动化有效工作完成率 0 87.2%

人工工作完成率 100% 12.7%

图4 电台归属识别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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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识别的广播电视 
异态辅助监测系统

【摘  要】 本文将图像识别技术与广播电视传统业务相结合，设计了一套广播电视异态辅助监测系统，可对异态画面进行实时

监测并准确识别，达到缩短值班员预判、处理故障时间的目的。该系统与原有技术系统相互独立，无交叉耦合，设计合理，搭建

方便，具有较高的实用效益和推广效益。

【关键词】 广播电视， 异态， 识别， 工业摄像头， 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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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uxiliary Monitoring Syste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bnormality  
Based on Image Recognition

Fu Wei1, Duan Xiankui1, Wang Shuhua1, Fu Yanan2

(Henan Radio and TV Transmitting Station, Henan 450008, China)1

(Zhengyang Converged Media Center, Henan 463600, China)2

Abstract  Combining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business, the paper designs a se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bnormality auxiliary monitoring system. This system can perform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abnormal images in TV 
monitoring, so as to shorten the time for on-duty operator to predict and deal with failures. This system is independent of original technology 
system without cross coupling and with reasonable design and convenient construction, which has high practical benefits and promotion  
benefits.

Keywords  Radio and television, Abnormality, Recognition, Industrial camera, Image processing

付巍1，段献奎1，王书华1，付亚楠2

（河南省广播电视发射台，河南  450008)1

（正阳县融媒体中心，河南  463600)2

0  引言

目前，广播电视中心、省级地球站等重要的广电单位均

配置有业务监测及主备路调度等常规技术系统。通常情况

下，这些技术系统能够实现主备路信源及主备设备自动切换

等播控要求，但当出现播出链路故障或者播出信源中断，需

要切换备链路播出或者垫播片源播出时，往往需值班人员核

对确认并手动操作相应的开关。一般来讲，从故障出现到值

班员判断再到切换动作，最少需要二三十秒的操作时间，即

便是经验丰富的值班员，也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准确无

误的判断和操作。

根据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及实施细

则》，重要播出保障期重点时段，全国覆盖节目停播超过3

秒，即视为重大事件，须逐级上报总局。因此，为了进一步

提高安全播出水平，缩短故障处理时间，降低系统误操作概

率，研发一套广播电视异态辅助监测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依托河南地球站技术系统，从实际工作界面出发，

考虑以模拟值班员日常工作特点及习惯作为切入点，自主开

发了一套完全独立于原有播控系统的广播电视异态辅助监测

系统。该系统以图像识别作为主要技术手段，对地球站现有

的画面监控大屏进行图像实时采集并识别，实现对地球站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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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在线监测、对故障告警进行统计管理

以及对视频画面异态进行实时准确预警。

1  系统组成及设计思路

1.1 系统组成

在系统设计时，以同原有播控系统零耦合作为首要原

则，仅从图像处理和识别的角度出发，利用专业图像采集设

备，对监控大屏的分割画面进行实时图像信息采集，真正做

到完全独立于原有播控系统，避免系统耦合故障。系统由图

像采集设备、图像处理及识别软件组成，见图1。

1.2 设计思路

图形图像处理的显著特点就是可以借助原始图像，对其

中包含的特定图形、特定字符、亮暗等可用信息进行提取，

再通过图像算法进行预处理和识别，并结合实际需求，达到

从图像中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目的。

河南地球站监测大屏为多画面组成，每个画面为上星播

出系统的一个核心节点，如信源适配器、信源分配器、复用

器、调制器等，共21个包含电视画面的子屏。

若出现单一节点或者多节点设备故障，则在监测大屏上

该节点的画面会出现静帧或者黑屏，而其包含的故障原因也

有所不同。通过图像采集设备按照一定帧间隔对每个节点画

面进行捕捉，再对捕捉的画面进行图像的灰度变换、二值化

处理等操作。

灰度变换的目的是将图像从原始的三基色彩色图像转换

为0～255的一维图像，从而舍弃了色彩、色度这些冗余信

息，降低了图像运算的复杂度。

图像二值化处理，是根据一个设定的灰度阈值，在灰度

图像的0～255灰度范围内，高于阈值的像素统一赋值为255，

低于阈值的像素统一赋值为0，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取出画面前

景和背景的边界形状，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图像运算的复杂

度，见图2。

二值化以后的图像，还要经过图像分割处理才能准确提

取出图像当中的某一块区域信息，可采用灰度投影法进行图像

分割，分别从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对图像进行提取，见图3。

从投影恢复统计图的峰值曲线中，可以看出波峰代表着

二值化图像中，纵向累加白色像素较多，反之，波谷代表二

值化图像中横向累加黑色像素较多。从这些特征很容易将规

则的、块状的区域分割出来，见图4。

根据上述图像处理过程，最终可将监测大屏分割成21个

子画面，将这些子画面节点根据故障分类分组结合，形成先

验知识库，再将日常图像采集的故障节点画面分别输入先验

图1 系统组成

图3 投影灰度统计

图2 原始图像到二值化图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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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进行比对，最终得出不同类型的告警。整个系统逻辑

流程图见图5。

2  系统开发

2.1 图像采集

系统采用工业摄像头对监控大屏进行实时图像采集，并

对采集图像进行灰度变换、中值滤波、图像二值化、垂直及

水平投影分割等预处理，最终可分割出各监测环节的二值化

图像。

图像采集设备采用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JHSMF

系列USB2.0专业工业摄像头。该摄像头具有高分辨率的

CMOS光学传感器，并且具有可二次开发的SDK接口，非常

适合应用型项目开发。

经过多次论证与调试后，最终确定在站内值班控制台架

设图像采集设备，对电视墙监控大屏进行图像实时采集，同

时在控制台内部署系统服务器，值班员可就近操作该系统，

非常便捷。

2.2 软件架构

系统的开发基于MATLAB.R2014b平台，软件架构的规划

主要由逻辑区、画面显示区、控制区、告警区以及历史数据

查询区组成，见图6。

逻辑区实现对各播出节点画面的实时监测，考虑到值班

员操作的经验的继承性，逻辑区中的信源分配环节、上行链

路环节、信源收测环节以及天馈线环节等软件单元沿用地球

站现有的网管系统布局进行设计，保证值班员在操作该系统

时，能充分遵循原有网管系统的操作习惯，使新系统能够快

速投入使用，详细逻辑分类见图7。

画面显示区主要是对采集到的原始图像的灰度图像和二

值化图像进行实时显示，并对屏幕固定区域进行像素标定，

确保图像不偏离监测区域。

控制区主要对程序进行开始、停止、暂停以及特殊画面

捕捉操作，同时显示每一帧图像在一个循环函数中的运行时

间，方便判断系统运行状况是否正常，见图8。

系统告警区主要功能是对异常的节点实时分析故障类

别，最终通过声光电系统将告警提示和操作提示高效、直接

地告知值班员。通过清除历史信息、告警恢复两个控件可以

对该区域进行相关的告警信息整理操作。

历史数据查询区主要用于对历史告警画面的实时查询，并

将告警画面显示在该区域。系统开发实现的最终界面见图9。

3  系统测试及性能

3.1 系统测试

整个应用程序设计编写完成后，需要完善、详细的系统

测试。测试主要围绕程序运行期间是否能达到前期的设计功

能需求，如程序运行状态、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等。系统在模

拟故障场景下的运行状态如图10所示。

经过测试，当监控画面出现异常时，系统能灵敏捕捉到

异态画面，并可以实时对异态进行识别告警，达到了设计目

图4 投影法得出分割图像

图5 系统逻辑流程图

图6 软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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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要求。

3.2 系统性能

系统性能是在长时间的运行过程中细致观察程序否存在

内存溢出、内存泄漏、帧循环时延抖动等，并根据实际问题

反馈至代码当中，找出问题并进行修改。

经过半年的运行统计，应用程序整体运行良好，内存开

销持续稳定，帧循环时间稳定，综合性能较佳，具体性能统

计见表1。

图7 逻辑区分类

图8 画面显示区和控制区运行界面

图9 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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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广播电视异态辅助监测系统在河南地球站投入运行以

来，多次对播控系统异常进行及时告警，大幅缩短了值班

员预判、处理系统故障的时间，提升了值班员对技术系统异

态处理效率，尤其是缩短了系统手动切换环节的切换时间，

辅助保障值班员的日常值班过程，显著降低了值班员误操作

概率，达到了系统设计的预期目的，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播出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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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系统对各种异态场景告警

表1 系统运行性能统计

运行时间（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总体平均

平均单帧循环时间（秒） 0.24 0.28 0.22 0.27 0.27 0.26 0.25

平均单帧循环抖动（秒） ±0.07 ±0.05 ±0.04 ±0.04 ±0.05 ±0.03 ±0.05

平均内存开销（KBytes） 25584 25597 25589 25570 25579 25588 25585

平均内存抖动（KBytes） ±15 ±16 ±25 ±23 ±31 ±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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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技术方案设计

【摘  要】 为落实党中央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构建全新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加快推动

全国省级融合媒体云平台互联互通、一体化建设，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孤岛式”媒体云平台已经大量存在的实际情况，

参考Kubernetes的技术机制，提出了一种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的总体设计思路，并详细设计了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总

体技术架构和相关关键技术，以期通过异构媒体云的智能协同，实现全国各级媒体云平台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

推进省级融合媒体云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态创新，打造全国或区域性一体化联动的融合媒体云平台提供技术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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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eterogeneous Media Cloud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Technical 
Scheme

Ba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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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deep convergence, build a new 
omni-media propagation system, expand mainstream ideological and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and accelerat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vince-level convergded media cloud platforms, based on actual situation that a large number of “island” media cloud platforms have existed in our 
country, and referring to Kubernetes' technical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overall design idea of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of heterogeneous 
media cloud, and designs overall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related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of heterogeneous media cloud in detail, 
in order to realize interconne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of media cloud platforms at all leve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rough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of heterogeneous media cloud, which provides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interconnec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of 
province-level converged media cloud platforms and building a national or regional converged media cloud platform.

Keywords  Media cloud platform, Heterogeneous,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Kubernetes, Architecture design

白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66)

0  引言

习总书记在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

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

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

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坚持一体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建

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构建新型采编流

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党中央站在

国家治理高度，对时代发展大势和媒体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

与准确把握，为加快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

“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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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媒体云平台新格局”，即“推进省级融合媒体云平台互

联互通、资源共享、业态创新，打造区域一体化联动的融合

媒体云平台”。

基于目前我国“孤岛式”媒体云平台已经大量存在的实

际情况，参考Kubernetes的技术机制，本文提出了一种异构媒

体云智能协同的总体设计思路，拟通过异构媒体云的智能协

同实现全国各级媒体云平台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推进

省级融合媒体云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态创新，打造

全国或区域性一体化联动的融合媒体云平台提供技术参考。

1  总体思路

近几年，全国各级宣传文化机构以及广播电视制播服务

机构积极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响应用户需求，构建了大量规

模不一的融合媒体云平台，这些云平台都是独立建设、独立

运行，形成了大量“孤岛式”云平台。同时，目前已建的多

数媒体云平台主要是针对机构本身的部分或大多数业务构

建的，单独的媒体云平台媒体资源、数据、内容聚合能力有

限，无法形成汇聚、规模效应，且这些媒体云平台选用的技

术架构、技术机制、软件版本等差异性很大，形成了异构关

系。这些异构媒体云平台之间目前无法形成全国海量媒体内

容、资源、能力的整合汇聚，不能满足5G时代宣传文化服务

和智慧广电媒体业务的发展需求。

此外，与公安、金融等其他行业相比，目前我国各级

媒体云平台的运营主体在管理体制上是相对独立的，所以

在各级媒体云平台互联互通、一体化建设方面，不能像其

他行业那样实现上下级之间资源和服务的统一管理、统一 

调度。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参考Kubernetes的技术机制，提出了

一种相对松耦合的异构媒体云平台之间互联互通、智能协同

的技术方案。

2  Kubernetes技术机制

Kubernetes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开源容器编排调度引擎，

它在Docker的基础上，为应用服务提供自动伸缩、资源调

度、多租户环境等机制。Kubernetes由Master节点和多个Node

节点组成，Master节点是主节点和控制节点，负责整个集群

的管理和控制，Master节点负责所有控制指令的下发，并由

它来调度不同的Node节点具体来执行命令。Node节点是工作

负载节点，接收Master节点分配的任务。Kubernetes技术架构

如图1所示。

Kubernetes的Master节点由API Server、Controller 

Manager、Scheduler和etcd组成。

1. API Server：提供了Kubernetes各类资源对象操作的唯

一接口，提供了集群管理、认证授权、数据校验等功能；

2. Controller Manager：是集群的管理控

制中心；

3. Scheduler：负责资源的调度，将不同

的任务调度到相应的Node节点上运行；

4. etcd：是一个分布式的、可靠的、高

可用的Key/Value非关系型数据库，主要用

于共享配置和服务发现。

3  总体技术架构

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平台由中心媒体

云、各省级媒体云和广电云联网组成，并与

诸多第三方商业媒体云平台对接。中心媒体

云是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的统一管理平台，

跨云协同资源调度的核心；各省级媒体云

平台作为分节点，与中心媒体云实现智能协

同；广电云联网实现中心媒体云与各省级媒

体云以及第三方商业媒体云的网络互联。异

构媒体云智能协同平台总体技术架构如图2 

所示。图1 Kubernetes技术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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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心媒体云平台

中心媒体云是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的统一管理平台，跨

云协同调度的核心，具体功能参考Kubernetes架构里的Master

节点。中心媒体云平台通过其内部核心模块“智能协同调

度中心”实现对各分节点媒体云平台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

控，实现响应各分节点媒体云平台的资源请求，并通过智能

调度技术，将资源请求分配给某个分节点媒体云平台处理。

同时，“智能协同调度中心”还具备容器镜像管理、鉴权管

理、计费管理、资源运维等功能。

中心媒体云平台主要功能模块包括：

1. 云协同资源管理后台：提供通用的资源查询、管理功

能及适配媒体业务需求的管理能力；

2. 资源控制器/调度器：提供资源的命名空间、副本管

理、弹性扩展、版本滚动更新等控制功能，促使目标资源尽

可能进入期望状态，实施调度策略；

3. 资源数据库：记录资源的期望状态与当前状态；

4. 鉴权：认证用户身份、来源、赋予权限；

5. 运维组件：提供状态监控、系统安全、告警等运维支

持服务；

6. 资源管理接口集：访问资源的统一入口，实现访问控

制、资源/服务的注册和发现等机制；

7. 计费：根据调用资源占用的数量、比率、时长等参数

计费，支持对通过部署包（拉取容器镜像）开展调度的形式

进行（租/售）计费；

8. 任务管理器：对任务优先级调整、任务执行进度展示

等进行管理。

3.2 省级媒体云分节点

省级媒体云分节点参照Kubernetes架构中的Node节点，

主要为各媒体云运营单位自行建设运营的媒体云平台，是智

能协同体系内主要“资源/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统一资源池

中抽象级别最高的一类可调度资源单云，同时，还是体系内

主要的用户节点，作为用户访问和资源调度申请的入口。

省级媒体云分节点可以保持现状不变，通过新建设和部

署“智能协同组件”实现与中心媒体云“智能协同调度中

心”通信、智能调度，从而接入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体系。

“智能协同组件”包括通信组件、资源分配组件、资源

注册与数据上报组件、资源监控与告警组件等。

1. 通信组件：与中心媒体云通信，以及在中心媒体云授

权下与其他分节点通信；

2. 资源分配组件：实施分节点内部的资源分配；

图2 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总体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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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注册与数据上报组件：获取可调用资源状态及分

节点的数据，并可上报给中心媒体云；

4. 资源监控与告警组件：探测资源状态，提供安全、告

警相关服务。

省级媒体云分节点可供调度分配的资源包括：

1. IaaS层：如虚机、容器、网络、存储等；

2. PaaS层：如数据库、搜索引擎、消息队列等；

3. SaaS层：如媒体剪辑、转码、AI识别等；

4. 成套系统的部署包（容器镜像），可用于将服务部署

于其他云节点。

4  关键技术机制设计

4.1 智能协同技术机制

中心媒体云平台与各省级媒体云平台通过“智能协同调

度中心”与“智能协同组件”的交互，实现各省级媒体云平

台可用资源的注册、分享、租用，实现所需资源的申请、购

买，实现任务队列的管理、任务的调度与分配、任务执行情

况的监控与反馈以及费用结算等。智能协同技术机制具体实

现流程如下。

1. 各省级媒体云平台按照统一资源建模技术机制对可供

其他媒体云平台适用的资源或者服务进行资源建模，并将这

些资源注册通过“智能协同组件”注册到“智能协同调度中

心”，如资源可用情况发生变化则及时通知“智能协同调度

中心”；

2. “智能协同调度中心”对所有对接的媒体云平台分节

点的资源进行实时监控，掌握资源的具体情况；

3. 当某个媒体云分节点A需要其他云平台的资源时，通

过资源统一建模技术机制向“智能协同调度中心”提交资源

申请，“智能协同调度中心”通过查询已掌握的其他媒体云

平台资源的可用情况，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将该资源申请调

度给某个特定媒体云分节点B；

4. 媒体云分节点B收到资源调度申请后，在自己的云平

台上建立相应的资源，并将该资源的使用方式反馈给媒体云

分节点A；

5. 媒体云分节点A收到资源后，使用该资源，使用完成

后，释放该资源；

6. 中心媒体云“智能协同调度中心”实时掌握资源的使

用情况，并实现媒体云A与媒体云B之间的费用结算。

智能协同技术机制的资源调度流程如图3所示。

4.2 多维度海量异构资源建模技术机制

制定一套标准的异构“资源”建模规范，将异构媒体

云之间需要共享的可供相互调度的所有基础资源、服务、

能力、数据、容器、虚拟机、实体机、容器镜像等可调度单

元统一称为“资源”，通过简明的配置方式对“资源”进行

详细的描述和定义，形成标准的“资源”描述文件（如Json 

文件）。

制定一套标准的“消息”交互规范，将中心媒体云平台

与各省级媒体云平台之间的交互消息包装成特定格式的文件

（如Json文件），包括资源调度请求消息、任务下发消息、

资源注册消息、资源监控消息、资源交付消息等。

基于标准的异构“资源”建模规范和“消息”交互规

范，中心媒体云平台与各省级媒体云平台分别建设“智能协同

调度中心”和“智能协同组件”，完成与各自本地媒体云平台

的对接适配工作，进而实现异构媒体云之间的智能协同。

图3 智能协同资源调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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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标签的资源协同智能调度技术机制

通过自定义标签的方式，将所有的可供调用的“资源”

打上标签，在任务匹配和下发时，中心媒体云平台“智能协

同调度中心”根据标签将“资源”请求调度到最合适的资源

池上，即中心媒体云平台“智能协同调度中心”会选择最合

适的省级媒体云平台执行该任务请求，这样就保证了资源请

求与资源交付的一致性。例如，通过标签标明资源类型，同

时标明资源请求的类型，为MySQL服务和转码服务选择最合

适的资源池进行部署，如图4所示。

5  应用案例——IaaS层跨云虚机资源申请

本节通过举例，说明异构云之间“资源”调度的具体 

流程。

1. 位于媒体云A的用户通过认证进入中心媒体云“智能

协同调度中心”，填写资源申请表，申请表中指定虚机实例

资源规格、实例数量、操作系统、存储大小等信息，虚机实

例资源规格事先已通过标签化定义。例如标签为：“CPU：

Intel Xeon(Ice Lake) Platinum 8369B 16核，内存：DDR4 

16G”；

2.“智能协同调度中心”将任务申请信息通过接口方式

写入中心媒体云相应数据库；

3. 负责基础资源的控制器通过监听接口状态变化发现有

新的虚机资源需求，控制器根据其他媒体云实时上报的可用

资源量和媒体云A申请的资源类型进行筛选，筛选后发现媒

体云B拥有相匹配的虚机资源，资源费用也具有优势，负责

基础资源的控制器会将媒体云B中虚机资源与媒体云A资源需

求任务相绑定；

4. 负责基础资源的调度器通过监听接口状态变化发现有

调度任务，会读取相应的绑定信息和资源需求任务，接着将

该资源需求任务下发给媒体云B的“智能协同组件”；

5. 当媒体云B的“智能协同组件”收到虚机资源创建任

务后，会在自己的云平台内创建对应资源；

6. 当媒体云B中的虚机资源创建成功后，其“智能协

同组件”将资源分配成功消息以及虚机资源使用说明上报

给中心媒体云，使用说明包括：机器登录地址、用户名和 

密码等；

7. 中心媒体云“智能协同调度中心”收到媒体云B创建

虚机资源任务成功的消息后，通过消息提醒的方式提醒媒体

云A的用户；

8. 媒体云A的用户收到消息后登录中心云后台，可以看

到已成功分配的虚机资源列表以及对应的使用方式。

6  总结

本文提出的这种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技术方案主要有三

方面优势，一是在我国现有广电行业管理体制下，松耦合实

现了异构媒体云之间资源共享，将本地富余的媒体云资源有

偿共享给其他媒体云使用，既创造了经济价值，同时减少了

资源浪费；二是本方案的实施只需要各省媒体云平台按照本

方案所定义的规范新建“智能媒体协同组件”，不需要各省

媒体云平台进行大规模改造，建设成本低，且不影响其现有

业务运行；三是中心媒体云平台的建设能真正实现全国各种

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

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放大一体效能。本文提出的

这种异构媒体云智能协同技术方案为推进省级融合媒体云平

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态创新，打造全国或区域性一体

化联动的融合媒体云平台提供了技术参考。

本文受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异构媒

体云智能协同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编号：JBKY20210230）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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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电视台全媒体制播业务系统 
设计与实践

【摘  要】 本文所述的全媒体制播业务系统将传统的单一本地生产模式改成云端制作为主，本地生产为辅，实现了“采、编、发、

用、管、存”全面同步上云，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频道“专心做内容、专业做传播、专门做链接”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平

台级技术支撑。本文对该省级电视台全媒体制播业务系统的设计及建设实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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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Omni-Media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Business 
System of Province-level TV Stations

Wei Shuhuan

(Converged Media Technology Center of Zhejiang Radio and TV Group, Zhejiang 310005, China)

Abstract  The omni-media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business system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changes traditional single local production mode 
to cloud production as the main, supplemented by local production. It realizes comprehensive and synchronous cloudification of “collection, editing, 
distribution, use, management, and storage”, which greatly liberates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s a strong platform-level technical support for strategic 
goal of “focusing on content, specializing in communication and specializing in links”.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vince-level TV station’s omni-media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business system.

Keywords  Media convergence, China Blue Cloud,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魏舒桓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融媒体技术中心，浙江  310005)

0  引言

钱江都市频道现有的非编制作网建于2012年底，启用于

2013年，至今已8年多时间。主要痛点有：

1. 目前系统无法适应融合媒体的发展，缺失新媒体生产

发布手段，不能很好地与蓝云结合，实现云上与本地、传统

新闻与新媒体生产发布的齐头并进。

2. 业务口有很迫切的新媒体相关业务诉求，主要痛点在

FTP的传输方式，素材无法做到第一时间回传内网，效率不

高、FTP安全性差。

3. 老旧的技术系统无法很好地与集团蓝云系统实现双向

数据融合，无法高效地引用集团的互联网生产手段，不利于

融合媒体业务的开展。

综上，亟需对现有钱江频道的非编制作网络系统进行改

造，并且在改造的过程中会充分考虑现有设备的资源再利用

以及平稳过渡，确保业务以及数据安全。

本文以钱江都市频道为例，从媒体融合的角度，记录一

个省级电视台在新技术新需求时代背景下，制播业务系统的

全媒体改造进程。

1  项目概述

1.1 建设背景

随着“中国蓝云”的稳定运行，浙江广电集团加快媒

体深度融合步伐，目前已经建成独具自身特色的“蓝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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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厨房”，现已为集团三个新闻中心（卫视新闻中心、新蓝

网新闻中心、浙江之声新闻中心）、两个新闻频道（广播新

闻频道、电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业务，实现了统一策划、统

一内容、指挥调度、协同生产、全媒化考核等于一体的业务 

目标。

中国蓝云是融合了“采、编、发、用、管、存”等媒

体服务特质的媒体云，采用云原生(Cloud Native)架构，面向

融合媒体业态打造，按照租户的理念设计，可实现媒体单

位“拎包入住”。本次钱江频道全媒体业务系统将依托集团

“中国蓝云”的有利条件，对现有钱江频道全媒体业务系统

进行改造建设，以便更好地与蓝云系统融合，打通互联网生

产发布通路，实现双向数据同步，稳步推进钱江频道的融合

媒体战略布局，符合集团的发展方向。

钱江视频团队作为浙江广电集团融媒战略的实践者和

先锋队，短视频品牌上线以来，屡创佳作，爆款不断。除

了自由品牌外，同时承担了省委宣传部两大官方抖音号“美

丽浙江”“浙里最美”的运营工作。钱江视频团队除了对频

道大屏端日播节目保质保量，每日发布各类创意短视频到全

网端近百条，对各类型制作系统和生产工具的需求也迫在 

眉睫。

本方案设计与中国蓝云深度合作，依赖中国蓝云强大的

技术能力和丰富的产品线，采用定制化按需分配的SAAS模

式打造钱江视频云端生产、本地备份的技术环境，满足频道

一定时间内的大屏端和小屏端的发展需求，实现“采、编、

发、用、管、存”全面同步上云，为频道“专心做内容、专

业做传播、专门做链接”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平台级技

术支撑。

1.2 设计原则

在钱江频道的非编制作网扩容改造项目中，遵循以下几

个原则：

1. 高安全性：在分布式架构的基础上，形成“多活”结

构。出现单点故障时，保障平台的服务持续性。本次项目，

通过构建同步数据服务，实现钱江频道本地系统与蓝云系统

之间的数据同步，可以确保钱江频道本地关键业务数据的云

端备份，业务负载分担等，确保数据安全。

2. 全开放性：充分利用中国蓝云生态形成“平台+工具”

模式，在平台统一的基础上，通过租户的入住，提供可灵活

拓展的业务能力。

3. 架构先进性：以云架构下的租户模式实现钱江频道的

系统改造，借助IaaS以及PaaS平台的多层分布式架构，实现

系统的高可靠性、高可扩展性，便于今后系统的灵活扩展。

4. 资源集约：本次方案设计，将充分利用现有地面频道

公共网络系统资源，以节省整体建设成本。

5. 面向全媒体：在服务能力的支持上，除了支持传统媒

体的流程、终端、生产方式外，还需要适应全媒体的要求，

借助蓝云的业务能力打通互联网生产发布通路。

6. 技术前瞻性：在解决当前业务痛点前提下，和中国蓝

云保持同步迭代升级，满足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媒体业务发展

需要。

2  系统总体设计

本次钱江全媒体业务系统项目，将由中国蓝云钱江频道

租户（云端生产模块）、钱江频道本地制作系统（本地生产

模块）以及演播室播出模块构成，整体系统逻辑如图1。

在架构方面，本地制作系统（图1左上部）满足传统电视

生产业务，包括电视制作。与“中国蓝云”（图1右上部）

上的钱江频道租户形成双可用区，实现业务上的负载分担和 

灾备。

在业务应用方面，钱江频道本地系统主要承担传统电视

制作业务，新媒体端制作与发布业务则可以依托中国蓝云能

力快速实现。              

演播室（图1右下）播出方面，本地制作系统和中国蓝云

都具备送演播室直播功能，保证在某一可用区出现故障，不

影响演播室播出。平时默认本地制作系统进行日常送播，云

端则作为应急备份通道。

与全台网（图1中）对接方面，本地制作系统和中国蓝云

都具备与全台网交互功能，可实现文件化送播和媒资归档回

迁等基础业务。同时，本地制作系统和中国蓝云也具备直送

大播出系统的功能，可直接将节目推送到大播出缓存区，由

大播出直接选用。平时默认优先使用本地制作系统实现送播

和归档。

本地系统网络主要由存储、网络、生产站点、后台、演

播室、上载终端和安全部分组成。本地系统主要以升级软件

利旧硬件为主，有硬件损坏的设备进行相应配件更换。

3  云端生产模块

利用中国蓝云拎包入住的特点，在中国蓝云上新建一个

钱江频道租户的新闻制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具备节目汇

聚、生产、分发等功能。钱江频道租户可支持钱江频道所有

新闻的上下载、收录和生产制作，包括文稿、配音、审片等

流程和功能，实现素材有字幕无字幕归档中心媒资，成品文

件送大播出和演播室的功能。同时钱江频道租户可支持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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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的新媒体制作和发布，包括与对外APP的对接，以及与

钱江频道的微博微信矩阵的对接发布。目前，蓝云采用混合

云架构，蓝云提供专属VPN工具解决方案，满足部分特殊场

景下（如出差和居家）的办公需求。

3.1 云文稿

云文稿一方面作为云端生产业务的主线，驱动云端业务

的流程，另一方面，云文稿作为云上和云下协同化作业的重

要模块，可实现云端制作内容通过内容的绑定推送到演播室

的播出服务器进行后续播出流程。

3.2 云非编

云非编的主要功能是完成云端条目和专题节目的编辑制

作，利用云桌面、VDI、瘦终端，完成云端编辑高低码率精

编工作。

云非编采用云桌面方式对外提供服务，实现视频节目快

速制作，为用户提供不同类别的视频编辑工具，目前中国蓝云

上支持多个广电行业主流的剪辑软件，租户可以按照自己的使

用需求选用合适的剪辑软件。云非编支持常用的高清格式，某

些剪辑软件支持4K剪辑，同时也支持高低码率视频编辑。

在功能上，云非编除无上载功能、高清监看功能外，其

性能和功能均可达到与本地非编同等的编辑能力，一方面可

以大大降低对本地高端工作站配置的依赖，一方面可以有效

提升云/端的协同化编辑。

本方案规划的云非编模块，充分利用中国蓝云现有云计

算资源，对比传统机房非编网架构，节约工作站、服务器、

存储等硬件成本数百万元。

3.3 云审片

配音完成，编辑人员剪辑完成后，就可以发起流程送

审，领导可以在任何可以访问中国蓝云的地方打开云端审片

工具进行高码审片，同时也可以在频道审片室使用审片工作

站高码审片，同时将信号延展到监视器上查看。

云端审片工具可以对中国蓝云提交合成过来的节目进行

审查，可以检查新闻串联单、文稿信息，也可以查看节目的

广告点信息、节目信息，同时查看节目的视频内容。按照所

需，填完审核信息后，新闻单条通过后根据策略送入演播室

进行播出，节目通过后会根据策略接入带送播状态。未通

过的节目可以在云非编里面再次编辑，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

图1 钱江全媒体业务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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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再次提交送审。

3.4 信号收录

中国蓝云平台目前已经收录包括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内各

频道电视信源，在地市级县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也陆续提

供给有需求的各县市对县级电视频道播出信号的收录服务。

同时，外部移动端或者其他信号来源，推送RTMP流到

中国蓝云的收录服务器，也可进行非编边收边编，直播流拆

条等操作；收录完成后素材文件入到内容库，非编也可继续

调取使用。

3.5 直播流拆条

在蓝云上部署直播流拆条工具，基本功能如下：

1. 点击进入直播流拆条工具闪拆页面，点击频道列表

中，某频道，右侧播放窗口自动播放当前画面，并实时刷新

时间线；

2. 支持对当前直播信号进行打点拆条；

3. 支持对拆条段添加简单编辑、字幕、特技、遮罩、台

标、片头、片花。点击“ON”按钮至绿色，如图，代表该项

功能在播放窗口效果可见。支持添加多个。且每项的下方展

示最近操作的10条历史记录。

3.6 蓝云智剪

钱江视频目前下设10大垂直领域事业部，累计拥有各类

新媒体账号数十个，每天有近百条各类短视频审核发布，其

中有约小半为“竖版视频”。频道同时运营浙江省委宣传

部两大官方抖音号“美丽浙江”“浙里最美”，需要同步

采集全省很多单位和个人的视频素材供稿。频道坚持“守

住大屏、开拓小屏”的战略宗旨，这就要求系统能兼容多

种创作环境，要求制作人员能熟练掌握各种类型的视频编

辑工具，面向不同终端，能在各类型画幅比和项目制式间 

切换。

中国蓝云的“蓝云智剪”短视频智能生产平台将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与短视频生产相结合，完成从素材采集、

视频编辑到内容分发的所有流程。运用多种人工智能技术，

减轻传统视频制作中的繁重流程，大大提高内容的质量和

产量，重新定义大数据、云传播时代内容生产者的核心 

竞争力。

3.7 新媒体发布

钱江频道新闻媒体发布渠道呈1对N的关系，即利用蓝云

新媒体生产能力完成生产后，支持对接微信公众号群发接口

以及新浪微博的发布接口。

1. 微信公众号发布

支持多个微信公众号同时群发；

支持微信稿单条审核。

2. 新浪微博发布

支持绑定多个新浪微博号发布；

支持图文消息发布；

支持微博稿单条发布。

3. APP发布

支持图文的分发；

支持视频的分发。

中国蓝云平台目前也支持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便捷的帐号

管理、内容发布、数据统计、团队管理等功能，致力于为内

容创作者提高内容运营效率。并将接入营销渠道，为有需要

的团队提供精准推送、营销方案等服务，最大化扩大内容的

影响力。同时支持用户一稿分发到多个主流APP平台，省去

繁琐重复操作的辅助内容发布工具。其中内容分为“视频”

和“文章”两种形式，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4  本地生产模块

钱江频道本地生产模块部分主要是支撑钱江频道高清新

闻节目、部分专题片的制作，该系统能够完成素材上载、

编辑制作、节目配音、审片、新闻演播室播出以及回采等 

功能。

本地生产的文稿工具以本地生产的线索、选题、文稿、

串联单编排为业务主线，通过流程驱动，以强任务流的方

式，建立与制播域的业务协作关系。另外，本地文稿与蓝云

文稿相通，与审片系统以及演播室互通，全流程驱动信息

的交互以及演播室节目的播出。视频工具采用最新的剪辑

软件版本（钱江租户选择了nove11），对节目以及专题纪录

片等时长较长、剪辑较多的大型节目进行精确剪辑，以及

2K、4K等高码率素材进行渲染剪辑输出的专业终端。本项

目中为了节约投资，保证资源最大化利用，审片工具、配

音工具利旧原有设备，进行软硬件升级改造，以适配当前 

系统。

改造完本地高清制作岛拥有全新高清有卡精编工作站十

台、高清精编工作站利旧五台、配音工作站两台、审片工作

站两台、上下载工作站十台、迁移转码服务器利旧四台、后

台合成工作站利旧八台、同步服务器两台，通过纯IP化的以

太网络实现推送演播室直播、推送大播出和全台网送播等 

功能。

本地生产模块和中国蓝云一致，调用接口与全台网主

干平台进行了对接，现有的送播和归档业务依然通过主干

进行。有字幕版成品节目在主干文件化送播流程中，会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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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节目发起中心媒资归档流程；如果是非编工具制作的节

目，在节目审片通过后，后台会将该节目的时间线出现合成

一版没有字幕的工作版，归入中心媒资。

5  演播室播出模块

钱江频道全媒体制播业务系统演播室播出模块采用国内

成熟的网络演播室方案，在原来高清演播室的基础上，通过

增加置换服务器以及升级软件的方式平稳升级改造，这里不

加以详细叙述。

改造完后演播室以文稿为载体，通过接口实现与蓝云和

本地岛的互通，保证了数据安全、实现了灾备和负载分担。

目前演播室拥有MSV播出服务器两台、播控终端两台、演播

室数据库服务器两台、演播室迁移服务器利旧两台、回采服

务器一台，提供新闻直播、节目录播以及成品回采等演播室

功能。

6  数据同步设计

中国蓝云与钱江本地制作系统之间提供数据同步机制，

同时通过镜像部署的制作服务，可实现相应新闻生产业务的

灾备。

1. 数据同步备份能力

中国蓝云与本地制作系统之间通过同步服务，可实现基

础数据和内容的备份，内容备份和生产能力备份。

2. 业务灾备能力

通过对服务以及工具客户端改造，当云端数据中心或者

本地系统出现异常，可切换可用区，进行后续工作，不影响

业务。

3. 负载均衡能力

云端和本地制作系统可考虑均承担电视生产业务，或者

本地系统承担电视生产业务，蓝云承担轻型生产业务，实现

业务负载分担。云端与本地间可同步的数据对象分为4种，详

细如表1所列。

本方案除提供双向数据同步机制以外，如果用户需要

同时通过两套系统对目标对象进行生产，则需要构建相应

的多版本管理机制，确保蓝云侧以及钱江频道本地侧系统对

同一个对象（如文稿、串联单、时间线等）进行操作而不起 

冲突。 

7  结束语

钱江都市频道全媒体制播业务系统于2021年3月完成上

线以来，《范大姐帮忙》《九点半》《浙江名医馆》等一

系列自办类高清电视节目依托中国蓝云平台进行制作，给频

道带来很大的便利。记者以往只能定点编辑、点对点的节目

制作，现在只需要有热点，用自带的笔记本访问中国蓝云就

可以完成素材的上载、节目剪辑送审、以及新媒体平台的推

送，大大加强了突发情况节目生产的效率，同时本地制作岛

以及演播室播出系统的升级改造，也大大加强了节目的安全

播出能力。融媒体技术中心将进一步提升频道节目安全优质

制播能力和制播效率，推进频道的融合媒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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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象 详细类型 同步策略

基础类数据
1. 基础配置

2. 权限配置
全部同步，保持一致

媒体元数据
1. 媒体元数据

2. 媒体文件关键帧
默认全部同步，保持一致；也可以按策略同步

媒体文件
1. 高码率文件

2. 浏览码率文件

默认按需同步，也可按策略同步以及全部

（同步条件：栏目，ML文件夹，上载用户，素材来源）

生产工具数据

1. 节目数据（MetaData+非编工程文件）

2. 电视稿件（线索，选题，文稿）

3. 电视串联单

默认全部同步，也可按策略同步以及全部同步

表1 云端与本地系统数据同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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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台 
并发性能测试研究

【摘  要】 当前，融合媒体向纵深发展，全国各省的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台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省级技术平台覆盖全省，并与

省域内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协同互动，省级技术平台往往支撑省域内上百个县的内容生产和发布，因

此，省级技术平台的并发性能的优劣对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本文从并发性能测试的概念和性能指标出

发，对一个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台的并发性能测试案例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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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currency Performance Test of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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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onvergent media is developing in dept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vince-level technical platforms for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in all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is in full swing.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s often cover the whole province and realize 
interconnec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with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s in the province.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s 
often support conte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hundreds of counties. Therefore, pros and cons of concurrent performance of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s are critical to normal operation of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s. Starting from concept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concurrent performance testi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a concurrency performance test case of a province-level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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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涛，崔俊生，覃毅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北京  100866)

0  引言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2019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当前，

各省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

和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系统的建设如火如荼[1][2]。省平台作为

支撑全省各县的统一技术平台，为省域内各县提供统一的服

务、工具等。省平台应支撑各县融媒体中心用户的并发访问

的需求，融媒APP客户端也应能支撑群众并发访问的需求。

针对这些需求，本文介绍了某个省的省平台并发性能测试方

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

1  并发性能测试的概念

并发测试即验证系统的并发处理能力。一般是指使用并

发测试软件模拟客户端向被测系统服务端发起大量业务请

求，并发测试软件通过检查被测系统服务端响应是否符合业

务需求、测量的被测系统服务端响应时间，同时监测被测系

统主机资源占用情况来判断系统是否达到了既定的并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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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3]。

那么，测试并发性能时，我们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指标

呢？首先，我们先站在用户的角度分析一下，用户需要关注

哪些性能。对于用户来说，被测试系统应该流畅地完成业务

功能，从用户在使用业务功能时点击一个按钮、链接或发出

一条指令开始，到被测系统把结果以用户感知的形式展现出

来为止，这个过程所消耗的时间是用户对这个软件性能的直

观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响应时间，响应时间越小，则用

户体验越好[4]。

其次，我们站在系统运维人员的角度考虑需要关注的性

能点。系统运维人员考虑的性能点包括响应时间是否合理、

服务器资源使用情况是否合理、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资源使

用是否合理、系统能否实现扩展、系统最多支持多少用户访

问、系统最大业务处理量是多少、系统性能可能存在的瓶颈

在哪里、更换哪些设备可以提高性能、系统能否支持7×24小

时的业务访问等。

再次，站在开发（设计）人员角度，要考虑和关注在大

量并发请求条件下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

1. 架构设计是否可支持大量并发请求并在既定时间内响

应请求；

2. 数据库表结构、存储过程设计是否在大量并发的增、

删、改请求下达到设计预期；

3. 业务代码是否在大量并发请求下存在性能方面的问

题，系统中是否有内存泄露、系统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线程

同步方式、系统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资源竞争。

那么站在性能测试的角度，我们所要关注的应该是以上

所有的性能点。下面我们看看各项软件性能指标的概念。

2  并发性能测试的主要指标及测试方法

2.1 主要指标

1.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是被测试系统客户端向服务端发出请求到客

户端收到请求响应所需要的时间，包括网络传输时间、应

用服务器处理时间、数据库服务器处理时间。一个业务功

能由一个或者多个请求组成，可以在测试中抽象为一个事

务，事务内所有请求响应时间反映了完成某个业务所需要的

时间，叫做事务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可以用事务数/秒、请

求数/秒、页面数/秒进行度量，其中请求数/秒是最小度量指

标，请求包括静态文件请求和动态数据请求，其中静态文件

请求响应的时间反映了业务系统CDN或者HTTP服务的处理

能力，动态请求响应时间反映了业务系统业务应用服务和相

关基础软件服务（如数据库服务、消息队列等）的业务处理 

能力。

2. 并发用户数

在并发用户数之前，先要区分一下系统用户数、同时在

线用户数和并发用户数的概念。系统用户数是指系统额定的

用户数量，如一个OA系统，可能使用该系统的用户总数是

5000个，那么这个数量，就是系统用户数。同时在线用户数

是指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最大的同时在线并执行业务功能

的用户数量。在性能测试中并发用户数指的是模拟在线用户

同时执行业务功能的虚拟用户数。

3. 吞吐量

吞吐量指单位时间内被测系统服务端发送和接收的TCP

负载。以WEB业务系统举例，被测系统服务端发送和接收

的TCP负载包括应用的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其中静态数据

包括静态网页HMTL、图片、CSS、JS等文件数据，静态数

据一般存储在CDN，一般不经过被测系统的应用服务器/应

用网关；动态数据指客户端的HTTP/HTTPS请求被反向代理

到系统应用服务器进行处理，并返回响应数据。吞吐量能够

反映系统综合处理能力指标，表征在指定并发用户下，被测

系统的综合业务处理能力。随着负载的增加，吞吐量往往增

长到一个峰值后下降，队列变长。吞吐量可以用字节/秒来 

度量。

4. 资源监测

资源监测是描述业务软件和相关基础软件（如数据库、

HTTP服务）等对所在宿主机的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占用

情况，如使用内存数、CPU使用率、I/O、打开文件数等，资

源占用情况在性能测试中发挥着“监控和分析”的作用，尤

其是在分析系统可扩展性或进行性能瓶颈定位时有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随着并发用户上升，相关资源会被占用得越来越

多。一般用资源利用率进行评估，如CPU占用率、内存占用

率、I/O吞吐量等。

2.2 测试方法

并发测试结果可以用于评估系统并发服务能力、运维人

员参考、开发人员查找性能瓶颈和潜在的问题，但是最终目

的是保障被测试系统应该流畅地完成业务功能。因此在并发

测试前，测试人员要与被测试系统相关人员沟通，分析业务

系统的业务功能和业务流程，在此分析基础上，测试人员根

据业务流程使用测试软件[5][6]：

1. 录制协议选择：根据业务系统客户端与服务端通信协

议与前端实现选择合适的脚本录制模型；

2. 录制通信数据：根据被测系统业务流程，规划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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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的录制事务粒度；配置业务系统客户端代理为测试软

件录制监听端口，在业务系统客户端按照业务流程执行业务

功能，同时测试软件录制被测试系统客户端与服务端的通信 

数据；

3. 生成脚本：使用测试软件分析测试系统客户端与服务

端的通信数据并生成测试脚本，测试脚本在协议层应能重现

步骤1业务流程的全部功能；

4. 参数化测试脚本：根据被测系统目标并发数指标进行

测试脚本参数化，以模拟不同用户和不同业务数据，并根据

业务逻辑添加业务请求响应验证；

5. 脚本调试：调试参数化脚本，直至参数化后的测试脚

本正确运行，以确保测试结果正确性；

6. 配置测试负载：根据被测系统目标支持并发用户数，

配置测试并发用户数，并根据测试负载配置测试负载代理以

均衡测试端设备的压力，避免因测试设备性能不足导致测试

结果失真；

7. 压力测试：进行压力测试；

8. 结果分析：分析测试结果，定位导致并发性能低的请

求并分析原因。

3  被测平台的架构

被测系统是某省的省级融媒体云平台，截至2020年7月，

该平台与该省的100余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了互联互通。

被测系统采用私有云+公有云的架构，业务系统软件采

用微服务架构方式实现，具有松耦合、资源池化、高可扩

展等特性，具备满足业务发展快速迭代升级的能力。平台

的存储、计算、网络能力适配省域内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接入

需求。平台基于多租户的管理机制与技术手段，实现不同网

络、不同业务之间的云主机隔离和安全控制；根据不同用

户、不同业务的计算、存储、网络负载情况，实现资源的动

态分配、弹性伸缩。该平台通过数据备份和负载均衡实现系

统容灾能力。该平台通过业务数据接口与县级融媒体中心以

及互联网汇聚等第三方系统互联互通，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

开展业务。被测省平台总体架构图见图1。

平台包括基础资源、工具、服务、运营管理、宣传管理

服务与媒体协作和安全保障等部分，基础资源主要包括基础

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等，为工具和服务提供基础支撑。

工具主要包括精编生产工具、快编生产工具、微博微信生产

工具、数据分析工具、APP定制工具、生产协同工具等，服

务包括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

务等。宣传管理服务与媒体协作主要包括宣传管理服务、内

容监管、通联协作、内容交换和培训指导等功能。 

被测系统网络架构图见图2所示，右上角为媒体云平台总

出口及县融和C端用户（APP端）的总入口，在出口具备两台

图1 被测省平台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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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负载均衡设备，保证服务稳定有效。在应用安全方面具

备数据库审计、网页防篡改、态势感知系统。

私有云资源池使用2台100Gb/40Gb核心Spine交换机冗余

部署，负责整个私有云资源池上核心业务数据的高速交换。

计算资源池每台云主机双上行万兆分别连接业务交换机，

业务交换机40Gb上联核心Spine交换机。交换机之间均采用

40Gb接口捆绑互联。存储资源池每台存储节点双上行万兆分

别连接存储交换机，通过40Gb上联核心Spine交换机万兆交

换机，整个云平台全冗余架构，保障业务安全、高速、稳定 

运行。

4  被测平台并发业务场景分析

被测系统所涉及的用户分为两类，一类称为B端用户，

即针对省级平台管理人员、编辑人员和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内

部编辑人员，通过平台进行登录、文稿生产、视频生产和发

布的用户。另一类称为C端用户，即对融媒体省级平台APP

客户端进行访问的普通用户。按照这样两类用户的划分，

本次测试涉及的业务场景包括平台系统登录、平台生产文稿

流程、平台上传图片流程、平台审核流程、平台汇聚搜索流

程、平台汇聚导入流程、平台下

载流程、APP页面访问等。针对

被测媒体云平台的平台架构下各

种业务场景的并发性能测试，可

分为常规页面访问类业务场景、

视听媒体素材交互业务场景、

APP页面访问业务场景。

1. 常规页面访问类业务场景

页面访问类业务场景包括平

台系统登录、平台审核流程、平

台汇聚搜索流程等，在页面访问

类业务场景中，当台内用户执行

访问时，通过用户点击页面相应

链接对服务器发起请求，服务器

接收到请求后，返回响应。

2.  视听媒体素材交互业务 

场景

该业务场景包括平台生产文

稿流程、平台上传图片流程、平

台汇聚导入流程、平台下载流程

等，该业务场景在常规业务访问

类业务场景基础上，还会产生素

材的交互。当用户发起上传业务时，由于网络带宽的限制，

台内用户上传素材的大小将会影响业务流程完成的时间。当

用户发起下载业务时，由于台内用户将从CDN进行下载，

因此，下载素材的能力将不受限于云平台的资源，而受限于

CDN的能力。

3. APP页面访问业务场景

APP的页面访问是模拟终端用户通过手机等终端进行

APP页面点击后服务器的响应。

5  测试步骤

了解了并发性能测试的业务场景后，本次我们以常规页

面访问类业务场景作为测试场景进行了测试案例的介绍。以

下是并发测试的具体测试步骤。

1. 审阅被测系统的相关文档，分析被测系统的现状，与

委托方确定所需测试的业务场景；

2. 将装有测试软件的计算机接入被测媒体云平台所在 

网络；

3. 在被测云平台的计算机资源池中新建6台虚机，IP

分别是10.57.1.22、10.57.1.225、10.57.1.99、10.57.1.29、

图2 被测系统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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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1.191、10.57.1.46，在虚机上分别部署并发测试软件的

代理；

4. 根据1.的业务场景，逐条录制测试脚本，具体见2.2节；

5. 使用“调整工作负载”对脚本执行场景的并发用户

数、运行条件、测试时间等进行设置。依据《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规范》标准，新媒体播发指标中要求系统并发访问数

量应大于1000。因此并发用户数选择下限为0，上限为1000，

运行条件为每10秒增长100用户，测试时间为并发数达到1000

用户后，稳定时间为3分钟；

6. 使用“分配代理”添加6台虚机上的测试软件的代理，

作为并发压力的请求发起和响应接收与测量的服务器；

7. 使用“运行测试”开始进行并发测试，产生设定时间

的并发压力；

8. 查看并发测试过程中的各项指标，包括活动用户数、

事务数、错误数、吞吐量、HTTP点击数等；

9. 在6台虚拟机上分别打开资源管理器，对虚拟机的资源

进行监控，包括CPU、内存、磁盘I/O、线程等参数的实时变化

情况，确保不因运行测试软件的机器性能导致测试结果失真；

10. 记录测试的条件，输出测试结果并分析；

11. 对出现瓶颈的功能或者未能满足预期要求的功能，应

进行分析，确认是否对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应用软

件和中间件软件进行优化调整；

12. 对有缺陷的功能进行优化（代码、中间件软件、系统

软件）并对该功能进行回归测试。

6  结果与分析

并发性能测试时首先要保证测试环境中的不存在性能

瓶颈。第一次测试时，我们在图2左上方接入交换机通过

500Mbps专线接入测试代理对被测系统进行测试，在发起并

发事务时，带宽已占满，测试软件频繁收到HTTP 500内部

错误响应。通过对测试结果分析发现，测试时发起的流量为

500Mbps，且图片、css、js等静态文件响应时间较长。针对

图片、css、js等静态文件响应时间较长的问题，通过对测试

软件接入点至被测试系统链路进一步分析发现，该链路存

在500Mbps的网络路径，成为影响性能的瓶颈。针对HTTP 

500内部错误响应，结合静态文件响应慢的问题，与系统开

发方进一步讨论分析，发现系统开发方没有对系统做动静

分离，静态文件的HTTP服务通过Servlet容器的HTTP服务 

提供。

此时，应调整测试链路，经调整，我们选择在被测系

统云平台上建立6台虚拟机，并在虚拟机上部署Agent，通过

云平台虚拟机上的Agent对被测服务器进行压力测试，这样

做的好处是，测试端和被测端之间的网络带宽将会上升到

10Gbps，系统在网络带宽上不再存在瓶颈。同时开发方，进

行了动静分离的软件修改。

在测试过程中要随时观察Agent所在虚机的资源利用率，

包括CPU占用率、内存占用率、带宽占用情况等，确保测试

时的性能瓶颈不在Agent所在的虚机上。图3、图4和图5为测

试过程中Agent所在的6台虚拟机的CPU、内存和网络带宽占

图3 测试过程中6台虚机的CPU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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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Web服务器的HTTP请求数情况，平均点击数为1,603.13个/

s，从图7、图8中可以看出，随着用户数的增多，吞吐量、每

秒钟到达Web服务器的HTTP请求数都逐渐增大，未出现系统

负载增大吞吐量陡降的情况。图9为成功事务的响应时间，随

着用户数的增多，响应时间逐渐增大，并在达到最大用户数

后保持稳定，未出现因为用户响应超时而导致的响应时间陡

增的情况。响应时间最小为2.89s、平均为32.23s、标准差为

10.98s，符合委托方对响应时间的要求。此外，在整个并发

性能测试过程中，未出现HTTP 500错误。因此，本次测试并

图4 测试过程中6台虚机的内存占用情况

图5 测试过程中6台虚机的网络带宽使用情况

用情况，从监测结果中可以看出6台虚机的资源利用率未达到

瓶颈，均处在正常水平。

系统模拟1000用户并发访问APP首页的操作，事务通过

总数为7331，失败总数为0，停止总数为0。图6～图9为具体

的并发性能测试结果，从图6中可以看出，系统虚拟并发用户

数，按照启动前设置的策略，逐步提升，在达到设置的1000

用户数时稳定运行3分钟，在稳定运行时间结束后用户迅速

释放，证明并发用户均访问完成，无超时情况发生。图7为

系统吞吐量情况，平均吞吐量95706.15kB/s，图8为每秒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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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测试可认为系统可承载1000用户并发的访问

压力。

7  结束语

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

省级技术平台将逐渐凸显其媒体行业主力军

的地位，平台的并发性能将成为承载台内用户

访问和终端用户访问的主要评价指标，平台并

发性能的评估将有利于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

台建设机构在构建平台过程中完成调优，为建

设一个安全、稳定、高效的云平台提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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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协议与多路径实时视频连线 
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摘  要】 当视音频使用情景复杂，处理设备繁多，传输路径过长时，如何确保实时视频连线安全可靠，连线双方沟通的流畅感

及连线过程中的声画同步十分重要。为了确保FAST环境下视频连线的安全可靠，贵州广播电视台基于SDH、卫星、公网等信

号传输手段，设计了一套低延时、高质量、多路径、多备份、高可靠的实时视频连线系统，本文对该系统的设计及建设实施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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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al-time Video Connection System  
Based on Multi-protocol and Multi-path

Long Xiaoyan, Hu Bin, Qua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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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nsur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real-time video connection, smooth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sides of the 
connection, and the synchronization of sound and picture during the connection when the scene of video and audio is complex, processing equipment 
is various and transmission path is too long. In order to ensur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video connection in FAST environment, Guizhou Radio and TV 
station designed a set of low-delay, high-quality, multi-path, multi-backup, high reliability real-time video connection system based on SDH, satellite, 
public network and other signal transmission means.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Keywords  SRT, Low latency, Real-time call, SDH, Satellite transmission

龙小燕，胡滨，全伟

（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  550002)

0  引言

“中国天眼”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观天巨目、

国之重器，实现了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

破，以南仁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此默默工作，无

私奉献，令人感动。本次实时连线让总书记通过视频察看

“中国天眼”现状，并同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连线，向

他们并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拜年，同时向全国展示了国之

重器——“中国天眼”，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实时视频连线技术系统架构

此次连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且考虑到FAST整体环境

的复杂程度，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和中国电信负责共同完成此

次连线。具体规划为中国电信负责2号点分会场至1号点主会

场传输链路IP专线，以及3号点分会场至2号点分会场的光缆

传输裸光纤链路搭建；贵州广播电视台播控传送中心承担整

个连线的传输任务，采用4套编解码设备（支持IP打包流传

输）、2辆卫星车、4套光端机和2套有线网络宽带传输设备完

成各会场之间的信号传输任务，信号传输实时连线技术系统

架构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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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系统的实施与应用

2.1 高效、安全可行的技术方案设计

本台承担此次任务的实时连线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接到任务后，立

即拟定技术保障方案，并积极与中国电

信单位协调沟通，在充分了解现场环境

和连线需求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技术

方案。通过前期不断的规划与测试，提

升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确保实时连线

过程中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

此次连线，信号安全传输是重要的

环节，在充分考虑传输链路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的基础上，拟定技术方案的同

时，我们便着手与中国电信协商，利用

SDH光缆、卫星、公网的传输手段，保

障主备二备的链路通道。此次连线承担

着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合理、高效、

安全地保障一号点到二号点之间实时连

线，对设计的方案进行演练和测试，检

验方案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2 实时视频连线传输系统

2.2.1 主传输系统

主传输链路由电信的SDH（同步

数字传输系统）提供的155M双向通道

构成，此链路拥有物理上的主备两条光

缆，安全性较高。发送端基带信号经编

码器编码成为IP流送入电信SDH接入设

备Metro 1000，接收端将SDH输出的IP流

送入解码器进行解码，最终将视音频信

号送入现场大屏和扩音系统，实现两地

的实时连线对话。

由于编码设备繁多，为保障编码设

备信号流程清晰，特意制作编码设备规

划表，给技术人员信号确认与应急处置

提供便捷，编码相关参数配置规划表见

表1。

2.2.2 备传输系统

备传输链路为卫星传输链路，卫星传输设备为贵州广播

电视台的两辆Ku波段卫星车。采用同星双频的上行方式，实

现两地信号的双向实时传输，且采用BISS加密传输的方式确

保信号安全。结合实际情况，为确保信源安全，使用百米以

上长距离光缆将会场SDI信号通过光收发机传送到卫星车上，

两台卫星车停放点如图2所示。

2.2.3 应急传输链路

为保障本次活动的传输安全，还设置了一路由2号点至1

号点的应急传输链路，此链路由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公网传输

图1 实时连线技术系统构图

表1 编码参数配置表

地点 设备 管理IP 组播地址 端口号 网口

1号点

编码主 192.168.1.137 239.1.1.1 5000 Ge3/4

编码备 192.168.1.136 239.1.1.2 5000 IP 1

解码主 192.168.1.106 239.1.1.3 5000 IP DATA 1

解码备 192.168.1.13 239.1.1.4 5000 Gbe-1

2号点

编码主 192.168.1.135 239.1.1.3 5000 Ge3/4

编码备 192.168.1.7 239.1.1.4 5000 stream 1

解码主 192.168.1.106 239.1.1.1 5000 IP DATA 1

解码备 192.168.1.113 239.1.1.2 5000 Gb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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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构成，此设备基于SST协议，且具有网络聚合功能，可

同时使用移动网络和宽带网络实现信号传输，为保证网络的

稳定性，两地由电信提供上下行速率100Mbps的宽带。此套

传输设备的接收服务器需要固定的公网IP地址和打开相应的

端口号。

2.2.4 观景台机位传输链路

由于FAST观景台上的特殊性，不能使用任何电子设备，

因此在3号点观景台上设置的两路摄像机机位信号采用光缆传

输送至2号点进行切换和背景画面使用。光缆链路为当地电信

公司提供的暗光缆（裸光纤）路由，传输设备（光收发机两

对）为贵州广播电视台提供。

图2 卫星车停放点

2.3 安全、稳定的网络和供电保障

2.3.1 网络保障

主会场与分会场由当地电信公司负

责现场网络保障，具体包括1号点主会

场、2号点分会场。需配合连线工作做好

设备调测，提供固定公网IP地址，以及

开通相应业务传输端口，独享上行和下

行带宽100Mbps。保障视频会议连线所

需网络的畅通。

2.3.2 供电保障

供电部门需为1号点、2号点、3号

点分会场的视频连线现场提供双路主备

电源，满足不间断电力供应，以保障会

议的连线安全。整体供电示意图如图3 

所示。

1号点供电包括室内会场、设备放置

点以及卫星车停放点；2号点和3号点的

供电包括导播间供电和观景台供电。 

3号点观景台上的供电由观景台二

楼的配电室提供，由于观景台的供电

为单路供电，为保障供电安全，贵州

广播电视台提供在线式UPS和便携式锂

电池进行二次保障。配电室市电接入

UPS不间断电源，观景台上设备由UPS

供电，如遇市电中断，可换为锂电池 

供电。

卫星车供电功率约 1 0 k W，单项

220V。分别接入1号点、2号点配电箱，

并配置独立空开。卫星车车载发电机作

为自身上下行时应急使用。

2.4 实时通话

2.4.1 连线通话保障

此次连线，通话是重要关键点，两地的连线通话由两地

互传的SDI视音频信号解嵌出音频信号提供，为了提高双方

沟通的流畅感，此次连线从多个方面来保障通话具有更低的

延迟、更高的可靠性。从设备选型来说，选用安全性高、传

输延迟最低的设备；从编码方式来说，采用Low Delay的编码

方式使音频具有更低的延迟；从传输协议和通道选择来说，

使用具有高安全、高可靠、低延迟的SRT协议和SDH网络来

作为主要传输手段。经过测试，整个通话延时可控制在1秒以

内，通话延时和音质都满足使用需求。

图3 供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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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内部通话示意图

2.4.2 内部通话保障

在连线的整个流程当中，为了确保连线画面的高质高

效，向总书记展示中国天眼的境况，记者和导播之间通话非

常重要，采取三种不同路由的方式实现通话。第一种，使用

基于微信与无线网络的方式实现多方通话。第二种，采用电

信提供的多方通话系统，其中3号点上的摄像与2号点工作楼

导播间的通话、2号点至1号点的通话由中国电信提供，包含

每个点两条线路，话机2台，共六台话机。第三种采用音频单

向光纤通路作为2号点到3号点的光缆通话。三种通话方式同

步使用，多方面保障了整个通话的安全，通话示意图如图4 

所示。

同时，为防止在1号点切换的同时通话全部中断而导致 

2号点无法知晓连线播出点，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方案，1号点

与2号点在连线开始时，约定计时，读秒，到点切出，并进行

多次演练，确保在通话全部中断时，保障1号点在切的同时，

2号点实时播出。

3  技术系统的难点

3.1 确保声画同步

整个连线环境复杂，由于视音频解嵌，视频由大屏处理

终端展示，音频由调音台和功放来进行处理，视音频处理环

节多，处理设备不一致，导致声音和画面存在声画不同步的

现象，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对整个系统的视音频的各项处

理设备进行调试，通过多次调试，调整各项设备选型、设置

参数，确保了声画同步。

3.2 解决连线回音现象

在实时连线过程当中，由于双方对话都是通过扩音后

再拾音实现的，再加上系统存在的延时，必然会产生回音

现象，怎么样解决回音现象是个难题，首先我们采用的解决

方式是在一方说话的同时闭掉另一方的声音，这种方式虽

然解决了回音问题，却大大降低了连线过程当中双方的互

动感，为了让此次连线双方能随时对话，不采取闭掉另一

方声音的方式，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大量对拾音设备的指向

性和音频声音大小的多次调整，找到最合适的拾音指向性

和音频声音大小，使产生的回音较小，回音现象可以忽略 

不计。

3.3 实现无缝切换

此次连线安全传输是关键，为了确保连线安全，技术人

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系统流程复杂，设备功能性与稳定

性未知，应急处理难度系数提升，这些压力都明显体现在技

术人员身上。在突发情况下怎样确保安全传输、实现备份无

缝切换是安全传输考虑的重要关键点之一，根据实际情景，

模拟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突发连线中断，并针对各种中断情

况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组织技术人员对信源、设备、通

道的突发情况进行实时情景演练，确保连线过程当中突发情

况出现时技术人员做到快、准、稳的无缝切换。

4  结束语

接到此次任务，本台高度重视、精心部署，通过大量

的前期调研与协调，提前制定了科学的技术方案及应急处

置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应急演练，圆满地完成了此次

连线。此次连线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技术人员的处理能力，

业务技能也得到了不断的锤炼，扎实了我台的技术力量，为

今后各大视频连线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展示了中国天

眼在漂移扫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巡天、脉

冲星测时、快速射电暴观测、发现观测暗物质和暗能量、

观测太阳活动提供“空间天气预报”的重大成果，是当之

无愧的国之重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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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台的建设实践

【摘  要】 录制机房是广播电台生产制作节目的重要机房，宁波广电集团广播技术中心为了提高机房的使用效率，建设了全场

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台。本文详细介绍了该管理平台的工程设计和实现，并对技术创新点和尚需进一步改进的方向进行了

论述。该平台的建设有效解决了原先机房管理的弊端，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机房资源的利用率，为科学地管理和使用录

制机房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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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Full-scene Reserv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Recording Room

Zhao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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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Recording room is an important room for radio stations to produce programs. In order to improve use efficiency of the room,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Center of Ningbo Radio and TV Group has built a full-scene reserv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recording room. This paper introduces 
engineer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platform in detail, and discus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ints and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effectively solves the disadvantages of original room management,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room resources, and provides advanced means for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use of recording rooms.

Keywords  Full scene, Room reservation, Access control, Video monitoring

赵勇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5000)

0  引言

广播录制机房是广播电台生产节目、广告及各种音频插

件的重要工艺机房，各个频率的记者、编辑、主持人需要使

用广播录制机房完成大量广播节目的生产制作任务，随着广

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广播从业人员对于节目质量的不断追

求，导致了人均机房使用时间的不断增加。原有的机房管理

模式是将录制机房固定分配到各广播频率的独占模式，容易

出现机房在时间和空间上使用不均衡的现象，在同一时段有

些广播频率的机房不够用，而有些广播频率的机房此时正好

没人用，造成了机房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也降低了录制人员

的工作效率，为了提高录制机房的利用效率，我们尝试将原

来的独占式管理模式改为共享式的管理模式。

新模式带来了新问题，独占式管理模式时，机房使用时

间的分配是由各个频率内部自行协商安排，即使这样也会因

为沟通不畅等原因，造成使用时间上的冲突，共享式管理模

式使得特定时间特定机房的使用分配变得更为复杂。另外，

由于录制机房对建筑声学的特殊要求，隔音性能特别好，

且录制人员也不愿在工作时被外界打扰一般都是关门录制节

目，因此无法从门外获知机房的使用情况。所以当录制机房

改为共享式管理模式时，就非常需要一个信息管理平台来管

理机房的使用预约，展示机房的状态信息。宁波广电集团广

播技术中心通过新建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系统，构建了

一套将机房使用信息状态实时呈现并且方便管理和预约使用

的录制机房使用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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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设计

1.1 设计目标

1. 该系统应使录制机房具备预约使用的能力。录制人员

可以通过该系统自主选择时间和机房进行预约、取消预约、

结束使用等操作。

2. 该系统应具备对录制机房进行管理的能力。管理人员

可以对系统内机房的数量、信息、使用权限进行管理。

3. 该系统应具备对录制人员管理的能力。管理人员对用

户的信息、权限、添加删除进行管理。

4. 系统还应具备信息呈现的功能。管理人员可以发布公

告将机房信息告知用户。实时显示机房的状态，用户可以在

多种场景下获知当前及未来的机房使用和预定情况。

5. 系统还应具备机房端设备的管理能力。系统可以根据

预约系统里的预定信息或者管理人员的指令对录制机房的进

出权限和设备使用权限进行管理。

6. 系统应具备对录制机房进行视频监控的功能。系统

可以对录制机房内部进行监控，同时对监控视频进行记录 

存储。

1.2 系统架构

根据以上设计目标的要求，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

台主要由预约系统、门禁系统及监控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

（见图1），各个子系统协同配合完成整个平台的使用和管理

功能。

2  系统实现

2.1 预约系统

预约系统是基于B/S模式实现的。B/S架构是一种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而兴起的系统架构。它是由浏览器、web服务

器、后台数据库三者组成，这种架构特别适用于预约系统，

录制人员在任意的智能终端上打开浏览器就能使用。预约系

统安装在服务器上，并接入办公局域网。我们在办公局域网

内为本平台单独划分了一个VLAN。本平台的所有设备都配

置在同一个VLAN内以方便管理，同时不与局域网内其他设

备产生冲突。

桌面版预约系统主要使用HTML和ASP.NET技术平台开

发，通过IIS（Internet 信息服务）作为服务容器，使用微软

SQL Server 2008 R2作为数据库平台来存储数据，使用TCP/IP

协议传输数据。录制人员可以在办公电脑上的浏览器里输入

网址进行访问。

在已有的桌面版预约系统基础上，我们订制开发了移动

版预约系统，并将移动版预约系统接入广播技术中心微信公

众号“FM音乐屋”，以方便录制人员对于机房预约情况的

了解，并可以通过手机随时使用预约系统。在方便录制人员

使用的基础上，未来根据情况向社会推广我们的录音业务。

移动版预约系统使用HTML5+Javascript作为前端动态页面开

发技术，PHP5.6作为服务端开发技术，APACHE2.4作为服务

容器，同时与桌面版预约系统共用同一个数据库，同样采用

TCP/IP协议传输数据。我们使用了natapp内网穿透软件，将

内网IP映射到公网上，以便使用者在公网也可以使用。我们

将移动版预约系统的网址绑定在广播技术中心的公众号FM音

乐屋的自定义菜单的子菜单“预约服务”上。录制人员可以

通过访问我们中心的公众号进入移动版预约系统进行预约。

另外，我们还在录制机房所在的3、6楼两个楼层各放置

了一台现场预约机。现场预约机是一个由装有windows系统的

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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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台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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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pc机和触控显示器组成的一体机，并且连入了预约管理

平台所在的局域网。录制人员可以使用现场预约机上的浏览

器进行机房的预定，操作方式与办公电脑上相同。预约机还

外接了一台55寸的LED电视机，可以将录制机房的预约和使

用情况实时地显示在电视机上。

至此，录制人员就可以随时随地，不受场景限制，使用

本预约系统了。

2.2 门禁系统

本门禁系统使用了宁波博太科公司生产的BTEPS智能安

防管理平台。该平台技术上成熟可靠，同时还兼容了现有的

员工IC卡，因此无需再另外配发新的IC卡。这样做的好处显

而易见，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降低了施工难度，减少了建

设成本，避免重复建设的浪费。

当录制人员在预约系统里完成了机房预定相关的操作

后，机房预定服务软件就会把预约系统后台数据库里的相

关信息如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员工IC卡号等，同步到门禁

系统的后台数据库，并由门禁系统的软件模块根据预定信息

按时自动下发预定者的员工IC卡信息到机房的门禁控制器和

网络一体机上，安装在机房的IC卡读卡器通过读取员工IC卡

信息并与门禁控制器和网络一体机内的有效IC卡信息匹配，

来判断其是否具有该机房的使用权限，如果有权限就为其开

门、开通设备取电；如果没有刷卡器就会发出报警声来告

知。除了通过预约系统来获取机房的使用权限外，管理员还

可以通过门禁系统管理软件来手动开通或取消录制人员的机

房使用权限，或者直接对门禁设备下发控制指令。另外，平

台用户的注册、预约功能的开通、IC卡的登记都由专门的管

理人员负责。

因此门禁系统既可以接收预约系统的预定信息自动控制

机房门禁，又可以由管理员手动控制，控制方式灵活，具有

非常高的可控性。

2.3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主要由网络摄像机、网络录像机、监控管理软

件和网络交换机组成（见图2）。网络摄像机我们使用了19个

DS-2CD3110FD红外半球型网络摄像机，分别布置于16个机

房内用于实时拍摄机房内的画面。2台DS-8600N-I16网络视频

存储服务器位于总控机房，可为这19个摄像头1080P画质的

视频数据提供三个月的存储服务。这19个摄像头及2台网络

视频存储服务器通过网络交换机接入办公局域网。管理人员

可以在办公局域网内使用监控管理软件IVMS-4200进行实时

预览、远程配置设备参数、录像存储、远程回放和下载、报

警信息接收和联动、电视墙解码控制、电子地图、日志查询

等多种功能。并且各个录制机房的实时监控画面都已接入总

控机房的大屏幕上，管理员可以很方便地对机房状态进行监

管。同时使用者也可以通过现场预约机上的监控管理软件查

询实时监控视频，查看自己预约机房的内部状态，发现异常

情况时可以及时通知管理人员。

接入交换机

录音机房一 录音机房二 录音机房三 录音机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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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场景录制机房预约管理平台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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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创新点

在技术平台的建设中，我们产生了以下三个技术创新点：

1. 全场景可预约。 我们建设了基于B/S架构的录制机房

预约系统。B/S架构具有开发成本低、升级维护方便等特点，

相比C/S架构更加符合我们的使用需求和投入成本。该系统

具有两套使用界面，分别是显示信息更加全面、适合较大屏

幕使用的桌面版界面，以及内容精简更适合较小屏幕的移动

版界面。桌面版使用界面可以在办公内网和现场预约机上使

用，显示内容更加全面，操作方式更符合传统电脑的鼠标键

盘模式。移动版使用界面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操作方式更加

适合手机的手指触控模式。录制人员可以在录制区现场预约

机、办公内网和手机微信上对录制机房进行预约，基本涵盖

了录制人员的所有使用场景，可以随时随地对机房进行预约

和查询机房的使用状态。相较于原先传统的录制人员之间自

主协商的录制机房管理使用模式，机房使用效率更加高，使

用更加便捷，机房使用不会产生冲突。

2. 全自动高可控。我们通过定制机房预定服务软件，实

现了平台内预约系统和门禁系统的联动。门禁系统会根据预

约系统内的预定信息自动分配回收录制机房的使用权限，并

反馈机房的使用状态，无需人为干预。同时平台管理员也可

以根据需要手动对机房的使用权限进行分配和管理以及对门

禁设备进行管理控制。自动化的管理方式，减轻了平台管理

人员的工作负担，并大幅提高了机房预约管理的工作效率。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平台管理人员还可以手动进行操作，大

大提高了系统整体的可靠性。

3. 可视化管理。由于录制机房是广播电台的工艺机房，内

部的专业设备通常价格不菲。并且机房对声学环节要求很高，

机房环境相对封闭。人在里面大声喊叫，外界基本上听不到声

音。我们通过建设视频监控系统，可以确保录制人员的规范使

用，方便对机房内发生的事件进行回溯，并且可以及时发现机

房内的异常情况，极大地方便了机房的日常管理。

4  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本平台运行已有一段时间，整体运行稳定，达到了当初

的设计预期，但在功能和细节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4.1 完善信息推送功能

为了提升使用者的用户体验，提高录制机房的使用效

率，我们可以完善信息推送方面的功能。我们可以部署信息

推送软件，将特定信息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等一种或

者多种方式发送到使用者的手机上。比如当用户比预定时间

提前完成了机房的使用时，系统就可以向后面的预定者发送

信息告知前面的用户已经提前结束，可以将预定时间提前。

管理员也可以将机房的维护停用等通知发送到相关用户那

里。这样将大大提升系统的便利性，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4.2 系统间的深度融合

在我们的平台中，监控系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并

没有与预约系统、门禁系统进行信息的交互。而且平台当前

的身份识别主要是靠用户的员工IC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发展，智能识别的准确性大大提升，人脸识别在安防金

融安全等领域大展拳脚。我们可以部署更高性能的具有人脸

识别功能的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的人脸识别功能可以作为

门禁系统提供身份识别的功能与门禁系统进行联动。当监控

系统通过人脸识别，发现你当前正好具有机房的使用权限，

就会通知门禁系统为你解锁机房门，开通机房内设备取电权

限。同时也可以依托更加先进的算法将人脸识别与移动侦测

等监控功能相结合，实现对机房内人员情况进行深度识别，

进一步判别机房内人员使用状况，并与预约系统内该机房的

预约状态进行匹配，当有人员活动与预约信息不相符时，系

统将自动通过信息推送功能向相关人员发出提醒信息或操作

链接，从而使得平台各个系统之间进行深度的融合。

5  结束语

广播录制机房是广播电台重要的工艺机房，是广播节目

的重要生产资料，对于其高效合理地分配使用，是广播节目

生产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宁波广电集团通过对全场景录制

机房预约管理平台的建设，将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日常

的机房管理中，最终实现了录制机房、审听室等重要工艺机

房在各种典型应用场景下的可预约使用、机房分配过程的高

度自动化和机房管理的可视化。通过使用新技术、新方法，

创新了机房管理手段，为广播节目的高效优质生产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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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电视转播专网系统 
设计与实现

【摘  要】 大型体育赛事电视转播专网承担开闭幕式和全部赛事转播信号的传输职能。本文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例从

设计思路、传输方案、5G应用及相关经验等方面对电视转播专网系统设计与实现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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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Network System  
for TV Broadcasting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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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al TV broadcasting network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undertakes transmission function of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and 
broadcasting signals of all the events. Taking the 7th CISM Military World Gam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V broadcasting private network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design idea, transmission scheme, 5G application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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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体育赛事电视转播专网是电视宣传报道的重要基础

设施，专业性强、系统复杂、安全可靠性要求高。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又一次国际大型运动

会，电视转播专网覆盖了分布于武汉各个城区的52个竞赛场

馆，3个非竞赛场馆，5个单边报道点及5个风景机位。

1  概述

电视转播专网的功能定位是完成各类转播信号的本地传

输环节，网络采用星形组网方式，由光纤网络、相关设备、

传输端口等组成。场馆TOC机房将各类转播信号通过转播专

网汇聚到网络中心IBC TER机房，并统一传输到IBC CDT机

房，同时完成返送、控制等信号的反向传输，以满足赛事信

号传送要求。

在进行广播电视信号转播传输专网网络设计时，应充

分综合考虑传输信号质量要求、场馆地理位置、场馆之间

距离、传输线路安全以及相关设备性能等因素，制定组网方

案。根据场馆与军运会国际广播中心IBC之间的距离、所处

地理位置等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信号传输方式，包括压缩编

码传输和非压缩基带传输。

2  转播信号传输方案

传输方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信号质量要求、传输距离、

传输介质特性、传输线路安全及设备性能等因素。通常情况

下，中短距离场馆采用裸纤无压缩基带传输，长距离场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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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切换器、监视器和码流分析仪等，对本机房传输的所有

信号监看监听。每个TOC机房配置一套监测系统，负责对传

输的所有高清视频信号进行监看，对每路信号的4路嵌入音

频通道实现可视化音柱显示和耳机插孔音频监听功能（音频 

解嵌）。

图4为中短距离场馆TOC机房信号监测示意图。光端机将

高清信号送往IBC的同时，从设备的监测环出口输出到多联

高清监视器，进行监视监听；通道数量较多的，光端机另一

路监测信号经高清信号多选一切换器输出到带音频解嵌的主

监视器，进行监视监听。监测系统可通过网管监视光端机设

备板卡的运行状态。

图1 军运会电视转播专网网络拓扑图

图2 中短距离场馆信号传输示意图

图3 中短距离场馆传输路由备份保护示意图

图4 中短距离场馆TOC机房信号监测示意图

于OTN网络进行压缩编码传输，采用5G传输通道作为第三路

传输通道传输备份信号。军运会电视转播专网拓扑图如图1 

所示。

2.1 传输模式的选择

电视直播中的公共信号、单边信号都将面临后续的切

换、编辑等进一步加工处理，从信号制作的角度来看，使用

裸光纤直接进行HD-SDI基带传输因无损伤、无时延而成为最

理想的选择。综合考虑光纤自身衰耗、光纤熔接衰耗和光纤

跳线衰耗和目前主流视频光端机接收灵敏度四个主要因素，

并预留一定余量后，实践中通常将裸纤基带传输方式应用于

40公里以内。当传输需求大于40公里时，需要改用压缩编码

方式进行传输。

2.2 中短距离场馆传输方案

图2为全程传输衰耗小于28dB的中短距离场馆信号传输

示意图。转播团队在场馆端负责将待传送信号送到场馆TOC

机房DDF，运营商负责将DDF视频信号送光端机转为光信

号，通过ODF本地光网络送到国际广播中心IBC TER机房

ODF。在TER机房，运营商将ODF光信号重新恢复为视频信

号，再经DDF送达CDT机房，从而完成整个传输过程。场馆

至IBC基带信号传输时延≤5ms。

为确保信号传输安全，整个传送流程采用双机箱、双板

卡、物理双路由光纤直连等措施，提供两个完全独立的通

道，形成1+1主备用路由。图3为中短距离场馆传输路由备份

保护示意图。

为便于及时发现信号传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排除

故障，转播专网各关键环节需具备信号检测功能。

场馆TOC机房设备主要包括光端机及监测系统。其中光

端机用于将高清视频信号以基带方式传输。监测系统包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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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号采用光端机1+1热备方式，双光缆连接。场馆

TOC机房和IBC TER机房的光端机设备，公共信号主备用通

道采用独立机框和板卡，每块板卡传输1路HD-SDI高清视频

信号，同一公共信号的主备用信号不得在同一机框内传输。

2.3 长距离场馆传输方案

长距离场馆（全程衰耗大于28dB）：将需传输的信号通

过编码器进行压缩编码、IP封装后，采用基于OTN网络传输

技术专线电路进行信号的传输送到IBC TER机房。对少数偏

远现场点位需采用增加一级光纤直联的方式扩展延伸终端覆

盖范围，参见图5。

为确保广播电视信号可靠传输，长距离场馆采用OTN网

络进行信号传输，应确保传输电路为专线电路，并具备环状

保护，如图6所示。

长距离场馆采用编码器和传输接口单元进行高清视频信

号的传输，图7为其信号监测示意图。转播车和单边来的高清

信号连接到视频分配器，视频分配器其中1路直通输出连接到

编码器，另1路输出到监视器进行监视监听；经编码器压缩编

码后的IP信号输出到OTN，编码器同时可以输出IP流到码流

分析及多画面监视系统，实现对编码后的图像进行监视和码

流分析。

每个编解码模块只可用于传输1路HD-SDI高清视频信

号，且经压缩编解码成ASI信号送给传输接口单元，或接收传

输接口的ASI信号解码成高清视频信号。

传输接口单元：多台传输接口单元要求设备机框和板卡

独立，每个模块只可用于传输1个传输通道，公共信号主备用

经压缩编码后送至不同传输接口单元。

2.4 IBC TER机房

如图8所示，IBC TER机房主要由信号接收和监测两部分

组成。

信号接收系统实现对所有场馆信号、媒体信号的汇聚

（包括光端机和编码解码器），高清光端机和解码器至少输

出两路高清视频信号。其中一路信号直接输出至总控调度系

统（CDT）。另一路信号进入监测系统。

IBC TER机房的监测系统采用多块大屏显示器构建的电

视墙，能够实现同时对IBC TER机房汇聚的所有高清视频信

号进行监视监听，每块屏幕分屏不高于16分屏，对每路信号

的4路嵌入音频通道实现可视化监视。能够随时选择某路进行

重点监视监听（带音频解嵌）。并通过统一网管，实时监视

光端机、编码器、传输接口单元等设备板卡的运行状态。

3  优化与拓展

按照上述设计方案，转播专网已具备信号传输基本功

图5 长距离场馆信号传输示意图

图6 长距离场馆路由备份保护示意图

图7 长距离场馆TOC机房信号监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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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进一步提高网络传输信号质量和安全可靠性，降低专

网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及成本，并为赛事运行管理工作提供服

务，军运会电视转播专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优化与拓展。

3.1 等级测评

为进一步保障网络和信息安全，军运会电视转播专网首

次将等级测评机制引入项目设计、规划、实施和服务中，符

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2007】43号第三

级的要求，并获得由公安部核准颁发的“国际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备案证明（第三级）”。

鉴于各赛事场馆地域分布广，产权归属较为复杂，基础

设施建设标准不统一，从节约经费，降低场馆负担考虑，

各TOC机房须满足二级等保的要求，在承重、抗震、防火防

盗、供电、防雷接地、温湿度控制等方面均应有可靠保障。

3.2 裸纤基带方式传输距离

军运会转播专网实践表明，通过新铺设光缆、采用光纤

直熔技术、减少跳纤等措施，能有效降低全路径衰耗，大幅

提高传输距离。经统计，共有6个主备路由传输距离在40～ 

56公里场馆，全路径衰耗小于22dB，成功采用基带无压缩方

式安全可靠地实现了信号传输。

3.3 非直播场馆信号传输

如条件允许，转播专网也可覆盖非直播场馆，将ENG信

号素材传送给IBC收录机房，避免用传统的人工方式来传递

素材，有效地提高报道时效性。

3.4 综合运行管理中心

赛事综合运行管理中心承担对运动会综合管理功能，对

场馆各种转播信号也有实时监看的需求。为保障其正常履行

职能，可将国际广播中心IBC内有线电视或IPTV网络延伸至

综合运行管理中心，将其纳为收视用户。

4  技术创新点

5G元年，军运会首次将5G作为第三路由传输备份信号，

对转播信号传输通道提供安全保护，并开启了5G+4K直播时

代，这也是5G技术第一次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应用。同时，

通过技术创新，转播专网较好地解决了OTN网络自身传输保

护倒换的时延问题。

4.1 5G应用

引入5G第三传输路由后，当主备路由同时中断时，转播

专网仍可保证赛事信息正常回传。为保证场内5G网络优先服

务于转播业务，转播专网采用了贯穿无线接入网、传输网和

核心网的端到端5G切片技术，基于一张5G基础网络，通过云

化、虚拟化方式重构网络资源，将网络切分成多个具备差异

化性能特征的逻辑专网，每个逻辑“切片专网”满足网络优

先级、延迟、数据速率、服务质量和其他关键性能指标的特

定服务要求。同时对5G卡数据进行特殊处理，保证开机后建

立的默认承载的QCI (QoS Class Identifier)优于现网普通公众

用户的QCI值，在核心侧及无线侧对赛事专网用卡用户的参

数进行修改，保证场内赛事专网备用卡的用户优先使用，优

先调度，从而达到确保赛事信息传输质量的目的。

军运会5G回传+4K（50帧、HDR）直播方式如图9所

示，每路机位拍摄采用40M码流，5G直播背包同时使用3路

5G信号直播回传。全路段保持60Mbps以上稳定上行带宽，用

于支撑5G直播工作。5G直播背包能直接与IBC TER中视音频

解码设备或5G视频直播平台匹配。IBC TER中的解码设备采

用专线与5G核心网连接，将信号解码后提供给主播机构。主

播机构亦可通过互联网接收前方赛事视频信号后，将前方实

时影像直接传送或经过制播后传给客户的媒体云服务平台，

并通过分发网络向手机、VR眼镜、平板等终端提供服务。

为了确保直播信号在5G网络中的传输质量，5G网络需在

传统业务基础上针对性优化改进：一方面对无线网侧协议栈

功能进行定制切分，利用 AAU(有源天线处理单元)、DU（分

布单元）、CU（集中单元）端到端的切片技术提高直播信号

的传输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在基站侧设置MEC边缘云，进

一步提供高带宽低时延能力。同时，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和大

范围移动也对5G网络跨多基站切换提出很高要求，需要赛前

对5G网络进行多轮测试和优化。

4.2 OTN电路倒换

OTN是以波分复用技术为基础，在光层组织网络的传送

网，利用其子网连接保护（SNCP）的业务功能，在工作子

图8 IBC TER机房信号监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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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链接失效或性能劣化到某一规定的水平时，子网连接的接

收端根据优选准则选择保护子网上的信号，专用保护路由取

代子网承担在整个网络中的传送任务。但在电视直播信号的

传递中，如果采取自动倒换方式，尽管倒换时间可以控制在

50ms以内，但倒换过程可能带来的误码仍会在画面上产生明

显干扰。即使为了避免频繁倒换设置拖延时间（Hold-off），

超过拖延时间依旧可能出现自动倒换的情况。

为了确保转播信号不因自动倒换而影响画面质量，在

OTN网络设备上配置SNCP的业务时，通过对SD使能标识的

值域进行配置，见表1，锁定信号传输道通，禁止自动倒换，

采用传输环两侧开通双波道方式进行“硬”传输保护，实现

两路信号同时传输。禁止操作需要在网管上完成。

5  结束语

随着电视转播与新技术高度融合发展，4K、8K直播逐渐

成为直播观赛的主流，对转播专网的技术与安全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第十四届全运会首次大规模提供4K公用信号并首次

使用8K技术进行现场直播， 其电视转播专网围绕5G切片、

光传送网、数字视频传送等核心技术，为赛事信号传输提供

了坚实可靠的保障。未来，5G、8K、AI、VR和云转播等先

进技术的有机组合将进入到电视信号制作和专网传输中，在

带给观众更极致观赛体验的同时，也对转播专网和转播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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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NCP保护参数--SD使能标识

域 值域 说明

SD使能

标识

禁止、使能

缺省值：禁止

设置SD使能标识：指保护组正常运行过程中，检测到SD条件时，是否触发倒换

“使能”：若SD使能标志设置为使能，保护组工作通道出现SD条件时（如误码越限），业务会发生倒换

“禁止”：若SD使能标志设置为禁止，保护组工作通道出现SD条件时（如误码越限），业务不会发生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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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网络资源信息可视化应用能力 
提升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 基于GIS技术的广电网络资源管理系统经过多期的建设演进，已经在信息共享、业务支撑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提升网络资源可视化应用能力的方法与实践，以期进一步拓展广电网络资源管理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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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pproaches to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Radio 
and TV Network Resourc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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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any phases of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radio and TV network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business support, etc.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approach and practice to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network resource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resource 
management.

Keywords  Network resourc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s

郭皓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江苏  210001)

0  引言

广电网络资源管理系统是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在现代广电行业中的应用，是在计

算机软、硬件支持下，综合地、动态地获取、管理和分析某

一区域内地理信息及广电专题信息的应用系统，可以有效服

务于广电资源管理和规划。

南京广电网络资源管理系统经过多年建设，通过统一规

范的数据格式，在电子地图上表现现有网络范围内光缆网、

电缆网、管线、机房设备等基础物理网络资源的建设和使用

情况等，对资源具有统一管理功能，提供了方便、快速、准

确的数据录入、维护手段，保证资源数据的有效性、准确

性、实时性；同时能够提供便捷的数据浏览、查询和空间分

析功能；在与外部其他相关系统交互的业务流程中，通过资

源查询配置、服务开通、服务保障来实现数据支持和信息共

享的服务能力。

本文首先介绍了系统在网络资源可视化应用能力提升方

面的关键技术，然后给出了相应的建设性结果，并展示了可

视化的应用前景。

1  广电资源可视化所面临的挑战及设计思路

伴随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GIS技术成果在资源系统

的设计与应用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充分发挥了传统数据库带

入可视化空间的优越性，在广电行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

而，目前行业内资源可视化功能仍主要以基础的查询和空间

分析呈现，其应用能力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可视化的视角单一，展现形式较简单，缺乏关联

分析和有效的互动。其次，数据运用程度不足，客户、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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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业务资源与网络资源的互连互通有所欠缺。最后，企

业各部门的资源应用需求结合不够紧密，缺乏切实可行的资

源应用方案以及管理模式。因此，需要结合广电网络资源

信息管理现状与可视化应用提升的需求来进行可视化应用 

设计。

根据笔者的实践，资源可视化应用架构主要包括五层：

数据资源层、数据接入层、数据存储交换层、数据应用层和

业务应用层，如图1所示。其中数据资源层是数据接入、数

据存储和管理的基础，包括空间地理数据库和业务数据库，

通过数据接口和调用服务从物理网络资源系统、逻辑资源系

统、工单系统、BOSS系统、地址系统中获取地图数据、网络

数据、报修数据、标准地址、业务开通数据等，从而进行统

计分析、GIS展示、拓扑分析、覆盖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区

分析、路径分析，实现可视化相关的各类业务应用。探索数

据，规范可视化建模，在空间范围与属性统一的基础上发现

新的模式，创造丰富的视觉效果来共享洞察资源信息，最终

实现网络资源信息扩展应用。

利用GIS数据可视化的特征，以非常直观的图形反映数据

本身的空间属性，迅速从图形本身的拓扑了解设施设备之间

的逻辑联系和层次关系，贯彻“数据一个源，资源一张图，

业务一条线”建设思路， 来开发资源系统的可视化应用。

GIS技术因其面向互联网开放、面向大数据结合，贯穿了资源

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各方面，又具备应用于多个相关专

业的学科交叉特征，可以实现广电资源系统运行 “一张图”

展现，保障资源管理的运转高效和决策优化。

2  可视化应用关键技术与系统实现

为达到资源应用的服务对象明确、业务流程畅通、相关

部门职责清晰、对应系统边界清楚的目标，不断进行可视化

应用能力提升方法的探索和实践，为资源应用建设提供实施

方案和技术储备，为市场营销和服务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具

体介绍如下。

2.1 增强数据识别效率，传递有效信息  

以光缆网网络资源为例，统一对所有光缆网设施建立数

据模型。光缆网的拓扑结构有两个基本要素，即点（设备）

和线（设备）。 常见的点有局端的ODF架、光交接箱、光接

收机、熔接盒、光分等，线通常为光缆段，由纤芯组成。利

用GIS技术对点、线建立拓扑关系，以此增强网络模型数据的

识别效率，实现更贴近现实工作的应用场景。

实际工作中发生光缆中断时，是通过OTDR来量测中断

点的光纤距离的。在系统中选中机房出局光缆，选择纤芯并

输入这个距离数值进行“故障定位”查询，如图2所示，可以

在地图上快速、准确、直观地定位到断点位置，如图3所示，

结合实际道路施工情况，及时协调抢修资源，顺利、高效地

完成故障的应急抢修。

此外，光缆还可以进行覆盖分析，即设备、线缆的接续

利用GIS点线的拓扑关系进行空间分析，在地图上直观显示该

光缆的覆盖范围，如图4所示。

图1 资源可视化应用架构

图2 出局光缆纤芯选择、查询

图3 故障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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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光接收机回溯分析功能，此时光接收机的下行/上

行路由信息，即出局光缆光端子开始的接续关系，包含各级

光缆段、接续盒，直到末端光接收机的所有拓扑设备和线缆

按照路由顺序依次显示，在各级设备节点处还标识出从出局

至此的累计路由长度，如图5所示。通过展示GIS路由，可以

在地图上直观看出从光接收机回溯到机房的线缆路由图，如 

图6所示。

丰富的可视化应用提高了有效信息的传递效率，丰富了

故障判断分析手段，可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保障的可

靠性，促进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达到专业化抢修、

高效化管理的目的。

2.2 关联分析可视化对象，丰富展现形式

相较于纯粹的文字与数字，将资源相关数据与内容，应

用地图的方式进行分析统计与展示，有效进行专题制图，

突出并完善与主题相关的一种或几种要素，发布在web页面

上，可以极大限度地提升内容的直观程度和使用便捷度，提

高阅读体验。

在资源数据分析过程中，结合数据的逻辑特点去进行分

类，对海量数据分层处理，才能落实好图形管理工作。GIS 

图层的复合涵盖空间配准与内容的复合两个方面，多元图层

处于相同地理坐标时，结合实际需求，把不同的内容和图层

有效分离，结合主题要素进行叠加组合，提取相互叠加以及

具有共同边界的图层，展现各个不同形状和特征的图形，构

建全新的数据空间信息以及专题图。

从数学基础、地图分级、要素显示级别、制作的符号库

等方面，对道路层级、小区机房等专题数据及背景数据进行

抽取、渲染和质量检查，生成直观反映小区机房分布的专题

图，如图7所示；将数据接口获取的客户业务数据进行抽取，

以标准地址关联的地理区域进行叠加，生成反映各城区分部

客户数量及业务对比的专题图，如图8所示；将区县机房和光

缆信息进行抽析，生成反映区县机房光缆路由的专题图，如

图9所示；将市区光缆级别进行筛选分类，提取一级环网、二

级环网，生成专题图，如图10所示；绘制多边形网格区域，

进行叠加分析，可以生成团队网格一览图，如图11所示；提

取道路、管道图层，根据管道属性中不同规模的管孔数进

图4 光缆覆盖分析

图5 展示路由信息

图6 回溯路由显示

图7 小区机房分布图 图8 各区域客户类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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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级，生成全市范围内的管道（管控）分布图，如图12所

示，可以为缆线建设、资源分配提供参考依据。由此可见，

不同类型专题图可以结合不同应用场景，在实践中发挥其应

用价值。

2.3 发挥系统协同作用，实现资源共享

各业务系统间的静态数据、图形数据、实时数据的交

互，实现业务开通、资源信息的一体化，消除了传统意义上

的孤岛，达成系统应用智能化的集成和共享。

提升资源开通管理水平，提高业务开通服务质量。当客

户开通业务时，前端营业受理人员可以实时确认资源能力信

息，后端装维人员可以在工单系统APP上得到路由及端口配

置信息，如图13所示。将网络资源管理系统从后端推向前

端，从仅是面向资源管理人员使用变成面向全体运维和相关

图9 区县机房路由图

图10 市区光缆环网

图11 团队及网格分布图

图12 管道（管孔）分布图

图13 工单信息截图

业务人员共同使用，促使网络开通和网络保障的流程优化，

减少生产运营的中间环节，实现线上与线下直接互动，最大

限度地提高运营效率。

在GIS地图上快速搜索定位标准地址，以此为纽带，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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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资源的业务提供能力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内，从客户信息、

开通业务类型、故障报修记录等各个层面对楼宇进行综合资

源管理，实现业务、客户、资源的关联，展现客户全方位视

图，如图14所示。 

该功能的建设需要开发与BOSS系统、与工单运维系统的

接口。从BOSS系统中获取客户业务资源信息，从网络资源管

理系统中对接网络资源数据，从工单运维系统中获取故障报

修记录。

功能建设完成，可以提高业务分析调度能力，实现对资

源利用数据及空间数据的统计分析，实现对资源数据逻辑完

整性、数据质量、网络分布科学性的分析评估；提高市场营

销分析支撑能力，可以为市场、运维等部门提供用户业务及

资源能力信息——两达图，结合房间单元提供针对性营销建

议，提升营销成功率，有助于提升报修等服务保障的质量。

在此基础上，楼宇建筑业务覆盖率、资源到达能力、宽带业

务带宽分布率、业务房间到达情况、竞争对手占有率等的直

观展现，为市场部门制定网格化营销、集团客户的针对性营

销方案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2.4 增强数据的交互性，被动接收转为主动参与

增强可视化数据的交互性既是可视化应用自身发展的需

要，也是资源信息传达过程中提升运维人员体验的需要。系

统使用人员直接参与数据的生产环节，可以加大参与深度和

交互的主动性，提升数据质量，有效控制数据分析处理的结

果，提高可视化应用成果。

传统的光机调试记录通常以纸质、工程图纸、Excel表

格、基础的信息管理系统等方式进行，资源管理分散，数据

容易丢失，共享性差，历史记录查找对比不够灵活，制约管

理运维的工作效率。而通过资源的可视化应用，不仅可以将

光机资源信息直观展现在资源管理系统地图上，还可以进行

光机调试记录的新增、查询历史调试记录，如图15所示。

在系统中新增调试记录的过程，避免了冗余数据的录

入，既保证了调试记录录入的效率，也提高了准确性和一

致性。历史调试记录可以一目了然进行对比，有助于分析决

断，能够为网络优化、工程管理、外线运维部门提供信息化

工具支撑，也能够辅助新员工尽快上手，提高工作效率。

3  结束语

总之，广电网络资源系统精细化管理中的可视化应用是

广电网络资源管理的技术创新，是提高网络管理水平的有效

手段，是网络资源精细管理新模式。本文介绍的可视化应用

能力提升的方法可实现资源管理和服务的空间化、精细化、

图14 楼栋结构图&客户信息

图15 光机调试记录查看

动态化、可视化、真实化，有力推进资源信息共享，展现信

息融合的魅力，对广电网络资源系统的高效化运行具有积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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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业务承载终端的演进 
策略及探索实践

【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广电运营商业务承载终端的演进现状, 再提出一个终端层次模型，并从硬件、操作系统、应用、内

容、应用服务和交互六个层次来分析终端演进的本质，接着探讨终端未来的演进方向,最后介绍苏州有线的具体实践，可为国

内广电同行提供终端演进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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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Strategy and Exploration Practi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ervice Carrying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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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evolution statu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operators’ service carrying terminals, and then proposes a terminal 
hierarchy model and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terminal evolution from six levels of hardware, operating system, application, content, application service 
and interaction, then discusses futur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terminals, and finally introduces specific practice of Suzhou Branch of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Ltd. This paper provides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domestic radio and television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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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鑫鹏，邹飞非，马振洲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苏  215006)

0  引言

广电运营商面向用户提供的业务有直播、点播等，所有

业务目前都是以物理终端为承载体。鉴于终端的重要性，

广电运营商投入大量资源不断推出更智能的终端产品。以

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有线)为例，从2010年到 

2021年先后推出标清机顶盒、高清互动机顶盒、4K超高清机

顶盒、集机顶盒与音箱为一体的有线精灵。未来广电运营商

终端向何处演进是每一个广电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文先以苏州有线终端演进情况为例，随后提出一个终

端层次模型，使用此模型分析以往终端的演进本质，接着探

讨广电运营商终端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和特点，最后介绍苏

州有线两个典型的实践案例。

1  终端以往演进概况

广电运营商终端（以下简称终端）以往演进路径总体是

从标清至高清、超高清，提供的业务从单向至双向。我们以

苏州有线为例回顾下终端的演进概况。

2010年之前苏州有线发放的终端为标清机顶盒，该款产

品硬件芯片仅支持标清画质，存储几十兆左右，没有双向通

信模块，系统采用Linux系统，业务仅有直播和股票数据业

务，使用传统的红外操控。随着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高清芯

片技术逐渐成熟，2010年后苏州有线开始高清数字机顶盒

研发工作，硬件集成高清编解码芯片，存储1G，同时内置

双向网络通信模块，可支持互动点播、Web图文信息等双向

业务。随着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终端操作系统开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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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VOS，存储空间升至1G+2G以上。业务上提供更为丰富

的双向业务，例如应用商店等。2016年左右4K超高清视频

编解码芯片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苏州有线开始4K智能终端

研发工作，存储空间升至1G+4G，操作系统也更新至TVOS

新版，业务方面开播两套4K超高清直播频道，同时上线了

ChinaDRM、VR等高新视频。2020年研发的4K智能终端内置

蓝牙通信模块，存储升至2G+8G，人机交互配备了蓝牙遥控

可支持近场语音操控。

上述为苏州有线终端演进的概况，其他广电运营商终端

演进也是类似情况。下面本文从一个终端层次模型的角度来

剖析其中的演进特点。

2  终端层次模型及以往终端演进本质

2.1 终端层次模型

整个终端可分为“硬件层”“操作系统层”“应用

层”“内容层”“应用服务层”与“交互层”，如图1所示。

1. 硬件层

硬件层是终端运行的物理基础，包括CPU、存储、网络

通信模块、CA卡槽以及周边接口等。

2. 操作系统层

操作系统是管理终端硬件与软件资源的系统级程序，负

责芯片调度管理、存储管理、I/O设备管理等。目前终端的操

作系统有Linux、Android以及我国自主开发的NGB智能电视

操作系统TVOS等。

3. 应用层

应用层是直接面向用户使用的实体，包括java应用、浏

览器、后台服务等。应用可以事先预置也可以通过应用商店

下载安装。

4. 内容层

内容层与应用服务层为广电运营商的主营业务，也是用

户最能直接感知的业务。用户所见所闻皆为内容，例如音视

频、图文信息、股票、在线购物等。

5. 应用服务层

用户无法以感官感知但能够真实得到使用价值的业务即

为应用服务，典型的有以终端为控制中心的智能家居业务。

6. 交互层

用户与终端交互的一切方式均属于交互层，例如实体与

虚拟遥控器、近场与远场语音、外设游戏手柄等。

以往终端基本都包含上述六个层次。

2.2 以往终端演进特点

以此终端层次模型为基础分析以往终端的演进本质，本

文仍以苏州有线终端为例。

2.2.1 硬件演进

媒体解码芯片由标清芯片演进至超高清解码芯片，一路

视频解码扩展至多路；存储容量大大提升以更好支持视频的

数据缓冲及应用的数据存储；增加蓝牙与Wifi通信、有线网

口通信等模块使得双向业务成为现实。硬件的演进为上层模

型的研发与创新提供了硬件能力基础。

2.2.2 操作系统演进

操作系统由Linux系统演进为具备丰富应用生态的TVOS，

可提供高效灵活的全媒体处理架构和机制、高效的全媒体处

理引擎、高效的HTML5引擎等。

2.2.3 应用演进

基于操作系统的演进，应用开发不再是只能随终端版本

内置，而是演进出可以通过应用商店下载安装。另外应用可

以由众多合作应用商开发。这种演进结果极大提高了应用的

使用灵活性也降低了整个终端软件的研发成本。

2.2.4 内容与应用服务演进

除了传统的单向直播业务外，广电业务内容演进出了超

高清直播、互动点播等业务，为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盛

宴；在线购物、云游戏等业务则实现了从看电视的被动体验

到用电视的互动体验的跃升。

近些年智能家居技术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家居系统服

务商、制造商加入这一领域，广电运营商基于自身终端能力

也开展了智能家居业务探索，从而使得整个终端层次模型第

一次演进出了应用服务层。

2.2.5 交互方式演进

基于内置蓝牙芯片，人机交互方式演进出蓝牙操控方

式以及近场语音操控，方便了老年用户。另外，一些高图1 终端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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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终端硬件内置拾音硬件，演进出远场语音操控并解放

了用户双手。随着游戏类等应用出现，交互方式进一步

演进出各种外围操控设备，极大提升了用户使用终端的 

体验。

苏州有线终端及其他广电运营商终端演进本质上都是六

个层次中部分或者全部层次的进化。

3  终端未来演进趋势

基于以往终端演进概况，未来终端的演进方向可考虑

为全IP化、迷你化与移动化，本质上来说依然是终端层次

模型部分层面的演进。需要注意的是，未来的终端与已有

的终端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二者都有各自的使用 

场景。

3.1 终端全IP化

目前，直播和点播业务使用的DVB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落地的（超）高清频道越来越多使

得频点资源不够使用；对于广电集客的酒店用户，有部分酒

店并没有同轴入户，广电开展业务也是难题。

采用全IP化技术构建新型业务系统是一个解决方案。业

务全IP化即为业务平台建设、网络传输和终端研发均基于IP

技术。苏州有线2019年在接入网方面大规模部署FTTH，2020

年建成内容IP分发平台，2021年开始在部分酒店商用全IP终

端。全IP终端通过一根五类线与部署于户内的光猫连接，实

现传统的直播、点播业务等全IP传输。

全IP演进本质主要是硬件层去除DVB相关部件，增加有

线或者无线通信模块用于收发IP数据；应用层相关业务应用

升级至全IP版本。

3.2 终端迷你化

终端在家居安装布线上并不美观，有电视机的电源线和

HDMI高清线，有终端的电源线、网线以及同轴线，有数通

设备的电源线、入户光纤，整套环境安装至少需要六根线，

给一线运维带来了安装困难。

终端以全IP化为基础向迷你化演进是一个解决方案。例

如全IP终端外围接口只保留一个HDMI接口接电视机，一个

USB接口用于电源输入，通过无线模块收发IP数据，减小体

型同时可省去不必要的线材。

迷你化演进本质主要是硬件层只保留芯片、存储、无线

通信模块、HDMI接口与USB接口等主要部件与接口，其余层

次无需做太大变动。

也有广电运营商开始研发电视一体机，既有电视大屏的

属性，也有业务承载的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彻底的迷你化，

从终端层次模型角度来说完全去除了硬件层。

3.3 终端移动化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

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快速增

长，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10.07亿人，较

2020年12月底增加了0.21亿人。在这种背景下，用户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可在手机上使用视听业务，而广电运营商终

端的吸引力则大不如前。近两年即使由于疫情使得用户更多

时间是在家中，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也不到30%。用户流失的

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原因需要引起重视，那就是终端的

“位置固定”属性。

本文至此探讨的终端位置都是固定的。过去由于获取视

听节目的方式有限，人们大多只能在家中通过电视机观看，

这一属性还并未成为一个缺点。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用户更偏爱在手机上观看视听业务，此时位置固定属性

逐渐变成一个缺点。因此广电运营商如果要重新获取用户，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终端移动化，在移动互联网上拓展新的

流量渠道。要移动化必然要全IP化收发IP数据，同时也必然

要迷你化才可随身携带。本文探讨终端APP化与短视频化两

种移动化方式。

3.3.1 终端APP化

使用APP形式承载广电业务并将APP推送给用户，使得

用户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不必拘泥于“家”这个固

定场所以及“晚上”这个固定时间点，打破时空的限制。

APP化是去除了终端硬件层、操作系统层和交互层，广电运

营商可专心做应用、内容和应用服务。

APP形式的优点有：

1. 进一步节省硬件成本、操作系统集成成本和交互软硬

件成本。

2.  解决终端位置固定缺点，扩展用户使用的时间和 

空间。

缺点有：

1. 手机应用市场已是一片红海，需要投入巨大的市场宣

传成本。

2. 与市场主流且成熟的视频类APP竞争，压力非常大。

3. 业务数据流量完全走公网，不易可管可控。

3.3.2 终端短视频化

2021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8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88

亿，占网民整体的87.8%。在某主流短视频应用查询影视类

号，粉丝量多则上千万少则几十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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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影视类短视频的认可，因此可探索将短视频平台作为业

务承载平台的可能性。

基本思路是用户观看某一短视频内容若超过预定时间，

平台则判定用户对此内容有兴趣并下发全片播放链接，用户

点击后即可在手机端观看全片。短视频平台流量巨大，广电

运营商积累大量粉丝后可进一步做其他运营，如将流量引荐

至广电运营商内网提高开机率等。

相对于APP化而言进一步节省研发成本，避免与主流视

频APP竞争，如果入驻的短视频平台支持智能推荐算法，则

宣传费用会大大减少，但是依然面对其他短视频账号的竞

争，也存在不易可管可控的问题。

短视频承载形式则只保留内容层，广电运营商只需专心

做内容运营即可。

4  苏州有线实践案例

苏州有线在业务承载终端演进方面做了一些实践，这里

介绍两个典型案例。

4.1 全IP机顶盒

苏州有线于2021年开始研发全IP机顶盒。芯片层面采用

HI3798MV200H，操作系统层面使用TVOS3.1系统，应用层

面支持APK应用与浏览器页面，内容层面全面承载了IP化的

直播、点播与电影院线，交互层面配备蓝牙语音遥控器。在

网络接入方面，全IP化机顶盒通过一根百兆网线接入Cable 

Modem或者FTTH ONU即可收看IP化业务。

目前苏州有线全IP化机顶盒已在集客商用。

4.2 苏州云媒体APP

苏州云媒体APP是苏州有线研发的一款媒体客户端，面

向苏州地区用户提供频道直播、回看，以及最全的影视资

讯。用户只需使用苏州云媒体APP成功绑定自家的苏州有线

终端，借助通信运营商的宽带业务或者移动数据业务，即可

在户外的任意时间点使用苏州有线的业务，初步打破了传统

终端的“位置固定”属性。

5  结束语

广电业务承载的终端近十年发展变化很大，从标清单向

演进为（超）高清双向，搭载了更加智能的操作系统，可提

供（超）高清直播与点播、图文信息资讯等过去没有的高新

业务，交互方面也出现了语音操控以及其他外围操作设备，

整个终端层次模型都在不断向前演进。在移动互联网如火

如荼发展的背景下，广电运营商需要创新业务承载终端，积

极探索终端全IP化、迷你化与移动化。再从终端层次模型来

看，终端整个演进过程是不断去除部分层次，最终只有内容

层以及应用服务层，即未来广电运营商借助各种平台和工具

专心做好内容或者应用服务的运营，这也是回归广电运营商

的初心。

另外，不管未来终端如何演进，与已有的终端关系

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每种终端都有各自的适用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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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TTH业务的终端管理系统平台建设

【摘  要】 随着FTTH业务的发展，网关型的ONU终端使用得越来越多，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家庭终端的管理，对FTTH业

务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详细介绍了终端管理系统平台的建设实践，可实现对ONU家庭网关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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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Based on FTT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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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xi Branch of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mpany, Jiangsu 214000, China)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TTH service, gateway-type ONU terminals are used more and more.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home terminal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TTH servi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in detail, which can realiz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ONU home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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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必文1, 陶琦2

（深圳市天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广东  518000)1

（江苏广电有线信息网络公司无锡分公司，江苏  214000)2

0  引言

ACS（Auto Configuration Server）系统是一套家庭终端

管理平台系统，主要用于支持TR069管理协议的CPE终端的

管理，对于FTTH网络，ACS用于ONU终端初始配置的自动

下发、远程管理、远程业务配置、远程故障诊断等功能，实

现对网关型ONU终端（HGU）的远程管理，这有助于一线装

维人员提高安装效率，以及快速识别、处理故障，提升用户

体验。移动、电信、联通等传统的通信运营商，都将 ACS平

台作为一套重要的管理平台，对用户的家庭网关型ONU终端

以及家庭网络（路由器、WiFi）进行远程管理。对于江苏有

线无锡分公司，基于FTTH的业务比重逐渐上升，目前在网

ONU终端已达7万多个。借鉴通信运营商的先进经验，江苏

有线无锡分公司需要建立一套ACS平台系统，实现家庭网关

型ONU终端的远程管理，这对公司FTTH业务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1  系统平台核心功能

ACS（Auto Configuration Server）系统是一套终端管理

平台系统，主要用于ONU初始配置的自动下发，对于用户终

端的管理、维护和故障诊断等可以实现远程操作，图1所示是

ACS系统的核心功能图。

ACS系统主要实现以下核心功能：

1．配置自动下发：实现在ONU首次连接时下发ONU所

需的初始配置，无需再进行人工配置操作。目前，ONU安装

前均需一线人员手动将配置文件导入ONU并手动输入PPPOE

账号密码，确认手动配置无误后再前往用户家安装。实现此

功能则ONU的配置无需再人工配置，由系统自动下发完成。

2．实现HGU终端管理：包括ONU基本信息查询、业务

配置信息查询。

3．终端监控：主要用于ONU基本信息、光功率、配置

信息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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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ONU 性能监控

监控ONU的性能信息。对ONU的性能信息ACS每隔6个

小时采集1次，采集的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具体采集的性能

数据如表1所示。

3.3 终端远程配置

ACS系统可远程对ONU终端进行配置，终端远程配置模

块提供了终端的远程配置界面，主要配置是ONU的WAN配置

信息和无线参数配置，终端远程配置如图4所示。

3.4 远程诊断功能

ACS可远程从ONU端发起故障诊断，诊断接口返回给

ACS系统。远程诊断功能包含Ping诊断、Traceroute诊断DNS

图1 ACS系统核心功能图

图2 ACS系统平台架构图

4．WAN配置：实现可单独修改ONU的某一WAN口 

配置。

5．终端维护：包括第一重置即重新配置，当O N U

端口配置被人为改动时，可通过重新配置功能将配置修

改回初始状态。第二配置备份与还原，设备的配置可支

持配置备份和还原至历史备份的任一版本。第三故障诊

断，故障诊断包括：PING诊断、TRACERT诊断、DNS

诊断等，故障诊断功能是验证用户家上网情况的重要 

功能。

2  系统平台架构

ACS系统主要由ACS 管理平台和CWMP SRV模块组

成，CWMP模块是分布式系统，实现对在线终端设备的采

集和管理，数据统一汇总到ACS管理平台，实现业务的管

理。ACS系统需要BOSS进行接口对接，从BOSS系统获取

对应ONU的账号信息，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如图2所示。

3  系统平台具体功能和实现 

3.1 ONU终端管理

ACS系统能实现终端的自动发现以及ONU终端配置信息

的采集，包含ONU基本信息、ONU业务配置信息、 ONU和

ACS的交互报文信息，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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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ONU终端管理功能

表1 ONU具体性能监控参数

序号 ONU性能监控参数 描述

1 发射光功率 ONU的发送光功率

2 接收光功率 ONU的接收光功率

3 偏置电流 ONU的偏置电流

4 工作电压 ONU的工作电压

5 温度 光模块的温度

6 PON模块上行流量 接收字节数（包含PON端口和LAN端口），转为速率

7 PON模块下行流量 发送字节数（包含PON端口和LAN端口），转为速率

8 误码率 误码率

9 FECError FECError 计数

10 HECError HECError 计数

11 Lan 端口流量 每个LAN端口的流量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4期〕68

有线网络  ︳  CATV传输覆盖

诊断，以及邻居WiFi诊断、上传和下载诊断，具体诊断功能

如图5所示。

3.5 自定义任务管理

自定义任务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按照TR069协议标准，根

据不同型号的ONU数据模型，对ONU终端进行批量配置下

发。自定义任务是一个系统工具，用于非标准业务流程的实

现，ACS的自定义任务实现的数据模型如图6所示。

ACS系统的默认操作，由ACS系统适配完成，包含重

启、恢复默认配置、备份ONU数据等多种操作。根据不同型

图4 远程终端配置

图5 远程诊断功能

图6 自定义任务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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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ONU的数据模型，定义指定参数的设置操作，操作包含

删除、设置以及读取，业务是终端配置的组合，由不同的操

作组合成一个业务，对ONU执行配置的规则，包含了执行策

略、触发条件以及事件段等条件组成。

3.6 ONU默认操作管理

ACS系统预置了9种终端的默认操作，默认操作是适配所

有ONU型号类型的数据模型，通过默认操作对ONU进行快速

配置和操作，如表2所示。

表2 ONU默认操作管理类型

序号 操作 描述

1 重启 重启ONU终端

2 恢复出厂设置 ONU恢复出厂设置

3 恢复默认设置

1. 根据ONU的型号，查询配置文件中是否存在默认的配置文件

2. 重新下发配置文件

3. ONU的配置文件下发之后，ONU重启，重新进行业务配置， 
操作为清空WAN，重置业务WAN和重置IPTV WAN

4 备份配置文件 手动备份ONU的配置文件

5 清空WAN 清空除了管理WAN之外的所有WAN

6 重置上网业务WAN

1.   删除所有的PPPoE WAN设置

2.   重新下发模板管理中默认的上网业务WAN

3. 重新下发账号和密码

7 重置IPTV业务WAN

1. 删除所有IPTV WAN设置

2. 重新下发模板管理中默认的IPTV类型WAN

8 重置用户和密码

1. 从BOSS中查询PPPoE账号密码

2. 重置PPPoE账号和密码

9 固件升级

1. 对ONU进行固件升级

2. 固件版本为固件录入时候，ONU的最新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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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任务的模板任务中，执行模板任务的触发条件有以

下几个：触发事件，事件段限制，型号限制，SN限制四个条

件。几个限制条件的说明如表3所示。

4  系统建设成效

系统平台实现了公司2万多个三合一终端的管理，包含

ONU基础信息的管理、ONU业务信息管理以及远程诊断。在

全链路故障诊断系统中，结合ACS系统，实现了对ONU的远

程Ping诊断，方便了运维人员快速对三合一终端进行诊断以

及远程终端维护，提升了运维人员的运维效率，为公司发展

FTTH业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公司未来发展FTTR业务打

下坚实的基础。

5  结论

ACS（Auto Configuration Server）系统是一套终端管理

平台系统，主要用于ONU初始配置的自动下发，对于用户

终端的管理、维护和故障诊断等可以实现远程操作，可提高

安装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同时系统可提供给一线运维人员

使用，帮助运维人员快速识别、处理故障，优化倒三角支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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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ONU默认模板触发条件

序号 限制条件 参数描述

1 触发事件

1. 首次连接和设备重启两种类型

首次连接：ONU接收到 0BOOT事件

设备重启：ONU接收到1BOOT事件

如果ONU同时接到0和1两个EVENT CODE，以0为基准

2.  触发事件和时间段限制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即启用了触发事件，则不启用时间段限制

2 版本型号限制 型号限制，包含制造商（OUI为基准）、型号，以及软件版本

3 SN限制 是否指定终端列表，启用了SN限制，则只对指定的终端进行业务操作

4 时间段限制

1. 业务操作的时间段，最多有三个

2. ONU不在线，不进行业务下发

3. ONU在线，到了时间段，则执行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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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传输的 
研究与实现

【摘  要】 为解决数字电视卫星信号长距离传输问题，本文提出了利用CWDM传输卫星信号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实际工程验

证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该方案可以有效解决光纤通道资源紧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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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of digital TV satellite signal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olution of transmitting 
satellite signal by CWDM, and verifies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through practical engineering. The scheme can effectively solve shortage 
problem of fibre channe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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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雷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210018)

0  引言

江苏有线数字电视系统支撑着全省1500多万用户。而数

字电视节目的来源90%是卫星信号，因此卫星信号质量对数

字电视系统稳定运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江苏有线具

备本地和城西两座卫星地面站，两座卫星地面站互为备份，

有效地解决了因5G、电磁干扰、雨衰、雪衰、日凌等因素造

成的播出中断问题，从而保证了数字电视不间断、高质量播

出，提高了数字电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江苏有线城西地面站距离省中心约30km，原有点对点方

式传输数字电视卫星信号，占用了大量城域网光纤通道。而

CWDM光传输系统仅使用一个光纤通道就能传送多路数字电

视卫星信号，极大地节约了光纤通道资源。

1  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系统简介

1.1 数字电视卫星信号传输

有线电视网络系统主要使用卫星接收机完成数字电视

卫星信号的接收，国内主要采用下行信号C波段（3.7GHz～

4.2GHz）和Ku波段（12.25GHz～12.75GHZ）传送数字电

视，下行信号经卫星天线高频头（LNB）下变频为L波段

（0.95GHz～2.15GHz）信号作为卫星接收机的输入。L波段

信号在同轴电缆中传输衰减大，无法使用同轴电缆进行长距

离传输。同轴电缆衰减常数详见表1。

由表1可知，SYWY-75-9同轴电缆的衰减常数按12dB/ 

100m估算。高频头的输出电平一般为–30dBm，按文献[2]

要求卫星接收机的输入电平范围为–65dBm～–30dBm，取

–60dBm。则从高频头到卫星接收机的电缆可供衰减30dB。

SYWY-75-9同轴电缆的理论最大长度为30/12×100=250m。而

城西地面站距离江苏有线省中心30km，使用电缆传输数字电

视卫星信号的方式完全不符合要求，在实际工程中使用光传

输的方式解决数字电视卫星信号的远距离传输问题。在时代

不断发展的今天，使用CWDM传输数字电视卫星信号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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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WDM系统简介

波分复用WDM（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是

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波长的光载波信号在发送端经复用器（亦

称合波器）汇合在一起，并耦合到光线路的同一根光纤中进

行传输的技术；在接收端，经解复用器（亦称分波器）将各

种波长的光载波分离，然后由光接收器作进一步处理以恢复

原信号。这种在同一根光纤中同时传输两个或众多不同波长

光信号的技术，称为波分复用。波分复用技术作为一种系统

概念，通常有两种复用方式，即稀疏波分复用（CWDM，

Coar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和密集波分复用

（DWDM，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地采用CWDM进行数字电视

卫星信号的传输。CWDM是一种面向城域网接入层的低成本

WDM传输技术，可以在一根光纤里同时传输多达十几路承载

着数字电视卫星信号的光信号，大大提高光纤的传输容量和

利用率，节省干线的传输资源。在光纤资源和工程投资限制

的情况下，江苏有线使用CWDM解决数字电视卫星信号的远

距离传输问题和光纤通道不足问题。

2  CWDM设备选型

本工程中所使用的CWDM设备主要有光收发器、合波

器、分波器等。合波器和分波器是无源器件，主要起到波分

复用和解复用的功能，相关技术和标准已经相当规范，对于

设备的选择范围比较大。而数字电视卫星信号光收发器缺乏

相关规范，选择此类光收发器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1. L波段信号频谱宽、频率高、传输电平动态范围大。选

择的光收发器不能造成L波段信号频谱结构失真和性能指标 

下降。

2 .  光发射器的输入信号范围要求包含 9 5 0 M H z～

2150MHz，输入电平范围为–60dBm～–5dBm。

3. 光收发器增益控制具备手动和自动模式。

4. 光接收器的输出电平范围–60dBm～–5dBm，光接收器

可以接收ITU规定的不同波长，减少备品备件的数量。

5. 设备支持网管，支持SNMP协议，以便满足后期综合

网管开发。

3  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传输系统架构与实现

3.1 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传输系统设计与实现

在城西地面站由同轴电缆将数字电视卫星信号送到光发

射机，经过合波器由一根光纤传输送至江苏有线省中心机

房。省中心机房分波器解复用输出的不同波长的光信号送到

光接收机。

光发射机在发送光信号的同时，需要给卫星高频头逆向

供电，在高频头和光发射机之间串联集中供电器，由集中供

电器给高频头供电，这样能够保护光发射机。

省中心机房分波器分解出光信号接入光接收机从而得到

数字电视卫星信号，然后经过功分器进入L波段切换器，实

现城西卫星信号与本地卫星信号的相互调度，解决因电磁干

扰、雨衰、雪衰、日凌等因素造成播出中断问题。

江苏有线接收的数字电视信号来自于中星6A、中星6B、

亚太6号、亚洲5号、亚洲4号和亚洲6号等卫星，卫星信号经

过高频头下变频共有8路L波段信号，系统设计为8+2模式即8

路传输在用L波段信号，2路备份，采用CWDM方式传输，提

高传输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根据需求，需要传输8路L波段信号，可采用支持16路

波长的CWDM。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传输系统图如图1

所示。2路备份光发板卡波长要与在用的8路光发板卡波长不

同。16路波长的CWDM传输系统预留了很大的扩容空间，如

需要接收现有系统中未有的卫星信号，增加光收发板卡就可

以达到增加信源的目的。

3.2 光放大器的设计

光放大设备是WDM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下通过理

论计算说明系统是否需要光放大设备，做到准确掌握工程预

算投资。

假设：城西地面站位于A点，江苏有线省中心位于B点，

两点距离为AB=30km。光发射机光发板卡的输出功率PLout= 

3dBm。16路CWDM合波器、分波器的插损都是L1=2.6dB，光

接收机接收板卡的最佳接收功率PLin=–18dBm。

1550nm波长的损耗常数a=0.25dB/km，1次跳接损耗

L2=1dB，1对光接头的损耗L3=1dB，考虑余量R=1dB。合波

表1 同轴电缆衰减常数

频率MHz
SYWY-75-9 SYWLY-75-12 SYWLY-75-13

衰减常数dB/100m

5 ≤1.2 ≤0.7 ≤0.6

50 ≤2.4 ≤1.9 ≤1.6

200 ≤5.0 ≤3.9 ≤3.2

550 ≤8.5 ≤6.7 ≤5.4

800 ≤10.4 ≤8.2 ≤6.6

1000 ≤11.9 ≤9.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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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分波器的CWDM路数按n=16进行链路计算，不考虑熔接 

损耗。

1. 计算A地经CWDM合波器后的输出光功率PAout

PAout=PLout+10×lgn–L3–L1=3+10×lg16–1–2.6=11.44（dBm） 

2. 计算合波器输出到分波器输入的光路由损耗L。合波器

输出到分波器输入有2对光接头，两次跳接。

L=AB×a+2×L2+2×L3+R=30×0.25+2×1+2×1+1

 =12.5（dB）

3. 如果光收板卡最佳值是–18dBm，计算输入到CWDM

分波器之前的所需光功率PBin

PBin=PLin+10×lgn+L3+L1=–18+10×lg16+1+2.6

 =–2.36 （dBm）

4. CWDM合波器后的输出光功率经过光链路损耗实际到

CWDM分波器之前的光功率为P：

P=PAout–L=11.44–12.5=–1.06（dBm）

可以得出：P>PBin即达到CWDM分波器的光功率大于光收

板卡最佳值所要求的光功率，而对于光收设备的接收光功率是

一个接收范围，所以本工程两地之间的路由不需要光放大器。

4  结束语

目前，江苏有线数字电视卫星信号CWDM传输系统已使

用近两年时间。该传输系统实现了数字电视节目卫星信号近

乎无损的超长距离传输，解决了光纤通道资源紧张问题。通

过CWDM技术传输卫星信号在偏远地方建设卫星地面接收

站，可以有效避开5G等空间干扰，同时两地的卫星地面站

互为备份还可以最大程度地削弱雨衰和雪衰对卫星信号的影

响，保障全省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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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建设方案探索与实施

【摘  要】 2020年云南省启动了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建设，拟在中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基础上，丰富广

播电视节目套数，达到“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15套电视节目”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建设过程中，我省

根据云南省情和投资情况，探索了多种建设方案，并最终确定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现已开始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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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Plan for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of Province-level TV Programs in Yunnan Province

 Xu Huaning 

(utilities development center,Yun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Yunnan 650031, China)

Abstract  In 2020, Yunnan Province launched province-level DTMB programs. It is planned to enrich the number of TV programs on basis of 
central program wireless digital coverage project, so as to meet national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idance standard of “providing no less 
than 15 TV programs through terrestrial digital TV”.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ur province has explored a variety of construction plans 
according to conditions and investment situation of Yunnan province, and finally determined feasible construction plan, which has been started to  
implement.

Keywords  DTMB, Province-level programs, Construction scheme

许华宁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事业发展中心，云南  650031)

0  引言

2019年，云南省圆满完成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

化覆盖工程建设任务，项目共涉及550个广播电视无线发射

台站，其中：一期工程涉及161个台站，二期补点工程涉

及389个台站，覆盖区域内的群众，可通过无线数字化接收

的方式免费收看12套中央电视节目，收听3套中央广播节

目，广播电视无线覆盖的效果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但

仍未达到“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15套电视节目”

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为此，我省在不断的

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开始实施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工程。

1  共用中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系统

2020年初，我省启动了省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

程，以中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为依托，利用全省131座

具备条件的广播电视发射台，通过与CCTV-17等中央4套标清

节目发射系统共用频道、信号源和发射系统，在129个县级以

上行政区实现省级、州市、县级各1套电视节目的无线数字化

覆盖，暂时解决人口密集区域人民群众收听收看15套电视节

目的基本需求。

1.1 节目源部分

已建中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系统CCTV-17等4套节目

的频道，主用信号源为中星6A信号，备用信号源为中星6B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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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省级电视节目（云南卫视）信号在中星6B、中星6A、中

星9号、有线电视链路都能获取，州市、县级的节目仅能通过

有线电视链路传输到台站，除中星6A信号采用AVS+编码，

其余信号源均采用MPEG2编码。综合考虑，我省采用在无线

发射台站通过中星6B和有线电视网络获取中央、省、州市、

县级电视节目的MPEG2码流，利用中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系统的备用信号源系统，经转码、复用生成一路AVS+传送码

流，送地面发射系统。该方法仅需增加1根ASI信号线，再对

信号源设备软件进行简单配置即可实现AVS+码流信号的获

取，兼顾信源系统稳定。系统调整后，原有备用信号源系统

变为主用，原主用信号源系统变为备用，当现在作为主用的

信号出现问题时，系统又自动切换回中星6A信号源，对中央

节目的正常播发影响不大。

1.2 发射系统部分

由于原有中星6A传输的4套中央节目是带有单频网同步

信息的码流，发射机激励器工作中会通过检测同步信息，自

动控制信号发射时间，实现单频网组网，而经备用信号源系

统转码复用后的节目流并不带有单频网同步信息，因此需将

发射机激励器由单频网（SFN）模式改为多频网（MFN）模

式。此外，由于节目数量增加，系统所需码率相应增加，原

4QAM的映射方式势必会导致调制器溢出，因此还需将原来

的映射方式由4QAM改为16QAM，这样可将系统净荷数据率

由原10.396Mbps拓宽到20.791Mbps，以满足增加节目数量后

的码率需求。

发射系统的其余部分和天馈系统仍然使用中央节目无线

数字化覆盖系统的设备，不需再做调整。

1.3 系统优缺点

该方法优点在于基本不需要资金投入，操作方法简

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单频网（SFN）模式改为多频网

（MFN）模式后，导致原单频网组网破坏，个别发射台存

在同频干扰，只能购置单频网适配器重新组网的方式加以解

决；同时，该方法只能暂时解决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地区的

覆盖，对于乡镇补点发射台附近的人群依然无法收看省级节

目，因此，该方法并非长久之计。

2  探索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方案

为彻底解决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2020年底，我省

决定建设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系统，在全省实施中

央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550个台站中，新建一套省级节

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设备。其中省级节目4套，州市节目2

套，区县节目1套。由于7套节目中，只有云南卫视具备卫星

信号接收条件，其余6套只能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接收，而省级

节目的难点在于信号源前端的设置方案，设置方案不同，则

建设成本、建设难度、建设周期也大不相同，因此，经我省

技术人员结合工作实际、现有条件，以及投资情况研究，总

结出3种信号源系统的可行方案：

2.1 发射台前端方案

该方案是将系统信号源前端设置在各无线发射台站机

房，如图1所示。在无线发射台站现有的有线电视光缆/同轴

电缆传输过来的包含有7套节目的有线电视射频信号进行解调

解扰，并将7套节目转码为AVS+信号，再经过复用器将7套节

目复用成1路多节目流，以ASI信号给发射机，通过发射机进

行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该方案整体系统拓扑结构较为简单，各个发射台不会因

为某一发射台设备故障而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可靠性较高。

但每个台站都需考虑无线发射台站是否接入了有线电视光缆

/同轴电缆传输的射频信号，同时需要在每个县发射台配置具

备8套节目解调、解码、转码、复用能力的设备，为组建县

域单频网，各发射台均需配置单频网适配器，极大地增加了

建设成本和系统安装、调试、运维难度。此外，该方案便于

实现台站的自台监测，但难以实现上级部门对台站无线发射

的监测监管，也难以应对目前部分无线发射台站无人值守的 

需求。

2.2 州市级广电网络前端

该方案是将系统信号源前端设置在各州市级广电网络公

司机房，如图2所示。各区县融媒体中心将自办的1套节目通

图1 发射台前端方案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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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县级网络支公司上传到州市级广电网络公司，州市级广电

网络公司将省广电网络公司下传的4套省级节目和2套州市节

目、N个区县的各1套节目转码为AVS+格式（N表示该州市的

区县个数），并复用为1路或N路码流，以IP流的形式下传到

各区县网络支公司，再分配到各无线发射台站，在台站配置

IP-ASI适配器，以ASI信号送给发射机，通过发射机进行节目

无线数字化覆盖。

根据系统架构，在州市级广电网络前端，共需要对4套省

级节目+2套州市节目+N×1套县级节目进行转码。针对区县

较多的州市，转码器则需配置具备更多转码能力的设备或配

置多台设备，复用器亦是如此，需要配置复用能力更强的设

备或配置多台复用器；如在所有节目复用为1路码流同时向

各区县下传时，还需充分考虑链路的出口带宽。在建设监测

监管系统方面，只需在州市级广电网络前端布置监测监管系

统，并在发射台设置信号源和信号接收的远程监测系统。另

外，如需组建县域单频网，还需在各区县网络支公司将接收

到的信号通过单频网适配器进行适配。因此，该方案建设成

本和安装调试难度都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该方案也存在不足：需充分调研和明确县级

网络支公司——州市网络公司，县级网络支公司——无线发

射台站两个传输通道的出口带宽、租赁成本、传输形式、畅

通与否等。由于网络传输基本采用租赁方式，运行维护管理

的成本必将很高；同时，州市级网络前端或传输通道一旦出

现故障，必将导致州市境内所有发射台的信号故障，因此，

需尽量确保网络前端和传输通道的稳定、可靠。

2.3 县级网络支公司前端方案

该方案是将系统信号源前端设置在区县级广电网络支公

司机房，如图3所示。在区县级广电网络支公司将4套省级节

目、2套州市节目和该区县的1套节目转码为AVS+格式，以IP

流的形式下传到县发射台及各个乡镇补点发射台。在台站配

置IP-ASI适配器，以ASI信号送给发射机，通过发射机进行节

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根据系统架构，在区县级广电网络前端，共需要对4套

省级节目+2套州市节目+1套县级节目进行转码，再复用为

1路节目IP流送往各个无线发射台，因此对转码器、复用器

的设备要求不高，目前多数设备厂商均能实现。在建设监测

监管系统方面，需在区县级广电网络前端布置监测监管系

统，并在发射台设置信号源和信号接收的远程监测系统。另

外，如需组建县域单频网，只需在区县广电网络前端设置一

套单频网适配器即可。此外，该方案只需充分调研和明确县

级网络支公司——无线发射台站两个传输通道的出口带宽、

租赁成本、传输形式、畅通与否等，建设成本和安装调试难

度、运行维护管理成本相比前两个方案适中，某个区县网络

前端或传输通道出现故障，不会导致州市境内所有发射台

的信号故障，因此，该方案从技术角度来看，是最佳建设 

方案。

3  实施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

2021年初，我省财政部门向省广电局下拨了部分省级节

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建设资金，省局迅速开展了项目的调

图2 州市级广电网络前端方案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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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研究，并要求全省各级广电部门按照省局部署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实施。

3.1 确定建设方案

根据调研情况，结合云南省情、资金投入情况，以及广

电行业的相关政策，我省明确了建设的基本原则：

共建共享。省级节目与州市、县级节目共用发射、天馈

线等系统。为避免重复投入，州市、县级节目频率已纳入

700M频率迁移的地区（含调整和保留），不再重复配置发射

设备等。

边境优先。优先在边境州市、县推进省级节目无线数字

化覆盖，推动广播电视融入和服务全省强边固防工作大局。

建管并重。同步建设监测控制系统，推进台站管理运行

智慧化；同步考虑后续运行维护的经费、人员、技术保障。

此外，我省由于地处欠发达地区，技术力量相对薄弱，

特别是近年来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的机构改革后，基层广

电局技术力量更显薄弱，部分县局完全没有技术人才，区县

内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大多隶属于区县广电局，区县广电

网络公司技术力量也相对薄弱，且大多也未安排24小时值

班、值守人员，导致无线发射台站的运行维护存在较大问

题。另一方面，州市级广电局技术力量相对较好，各州市已

建成或在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监管机构，为无线发射台

站的监测监管提供了硬件基础，州市级广电网络公司技术力

量也相对较好，且都安排了24小时值班、值守人员，对今后

无线发射台站的运行维护更有保障。

根据调研和建设台站摸底调查情况，州市网络公司到县

网络支公司传输通道比较完善，而县网络支公司到发射台的

网络情况参差不齐，特别是县网络支公司到乡镇补点发射台

的网络大多数没有建设。经多方探讨和考虑，我省确定以试

点的形式，选定了12个网络传输条件较好的发射台作为此次

试点建设台站，开展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一期工程，计

划2021年底前，为州市政府所在地、边境人口密集地区提供4

套省级电视节目和2套州市、1套县级电视节目。

技术方案选定方面，综上所述，即使第3种方案从技术

角度来说是最佳选择，但考虑到系统建成后的运行维护管理

工作，系统构架最终确定采取上述第2种方案：计划从州市

网络分公司分别取出省、州、县三级电视节目清流信号，经

转码、复用后生成一路传送码流，通过OTN（MSTP）下传

至县网络支公司，再以IP方式送至任务台站。经IP-ASI适配

后，省、州、县电视节目共用发射、天馈等系统，优先使用

县域单频网发射。

3.2 信号源部分

根据建设方案和上述第2种技术方案，各发射台节传系统

的各项设备的性能及数量、具体设备要求配置如表1所示。

其中，AVS+标清编码器可实现MPEG2/H.264标清格式转

码为AVS+标清格式，需指出的是，怒江州、迪庆州的州市级

平台则应实现至少4+2+N，即9套节目的转码，复用器则必须

实现输出为3路各7套节目的码流，且应支持IP及ASI形式的输

入输出。

单频网建设方面，由于目前仅在各区县的300瓦以上发射

台建设，乡镇补点台站暂未纳入建设范围，因此暂不组建单

图3 县级网络支公司前端方案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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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网。监测系统方面，此次建设范围现也只对台站现有的自

台监测系统的功能进行升级，州市级的监测监管系统建设将

在后期补点项目建设时加以考虑。

3.3 发射及天馈系统部分

发射及天馈系统根据各个台站发射功率、多工器配置、

天线频率、铁塔使用等具体情况进行配置，此处不再详细 

赘述。

4  结束语

在实施省级节目的过程中，全国各省区情况不一，但信

号源的前端安排部署是整个工程项目的关键，必须结合省区

情况、技术力量、地理条件、投资情况综合考虑。目前，我

省省级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已启动招标采购工作，下一

步将继续推进工程监理的招标采购、设备设施的安装调试及

第三方技术检测工作，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面完成一期工程。

从此次建设的站点来看，建设难度不大，而计划2022年启动

的二期工程建设，县网络支公司到发射台的传输通道必将是

建设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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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节传系统设备性能及数量清单

州市 台站
功率

（瓦）

节传系统

州市广电网络前端 发射台站

下传方式 AVS+编/转码器 复用器 IP-ASI传输适配器

德宏州 瑞丽市畹町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OTN 实现7套节目转码
复用为1路有 

7套节目的码流
1套

西双

版纳州

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发射台 1000 MSTP

实现8套节目转码
复用为2路各有

7套节目的码流

1套

勐腊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OTN 1套

文山州

麻栗坡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OTN 实现8套节目转码
复用为2路各有

7套节目的码流

1套

马关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1套

怒江州

怒江州广播电视发射台 1000

OTN 实现9套节目转码
复用为3路各有

7套节目的码流

1套

福贡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1套

贡山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1套

迪庆州

迪庆州广播电视发射台 1000

OTN 实现9套节目转码
复用为3路各有

7套节目的码流

1套

德钦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1套

维西县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1套

大理州 大理州团山广播电视发射台 300 OTN 实现7套节目转码
复用为1路有 

7套节目的码流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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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与调频电视高山发射台共址技术研究

【摘  要】 本文提出了利用已有的高山调频电视发射台增加中波播出系统的思路，研究了在现有某高山调频发射台增加中波

发射系统的可行性。设计了斜拉单极子中波天线，并对发射系统覆盖效果进行测试分析，验证了中波发射系统与高山调频电

视台站共址技术可行性。该技术可有效节约中波台的用地和建设投资，为中波发射台搬迁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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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using existing high mountain FM station to increase medium wave system, and studies the feasibility 
of adding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ystem to an existing high mountain FM transmitting station. It designs cable-stayed monopole medium wave 
antenna, tests and analyzes coverage effect of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verifies technical feasibility of co-location between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ystem and high mountain FM station. This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save land an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of medium wave sta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edium wav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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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确保覆盖效果，中波发射台通常需要建设在面积较

大、空旷、平坦的地面上。然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

进的今天，发射台逐步从城市边缘进入城市重要发展区域，

周边环境变化对发射台覆盖效果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保障

城市发展需求以及发射台自身覆盖效果，很多中波发射台面

临着搬迁需求。

一些多山地区因地形限制，很难在城市周边找到合适的

中波发射台台址，甘肃某中波发射台拟搬迁至距离原台区15

公里远的海拔2800m的高山调频、电视发射台站，计划中波

与原台站调频、电视共址发射，目前国内外尚无类似条件中

波台站，需论证其技术可行性。本文旨在研究甘肃某中波发

射台迁至城市周边现有高山调频发射台的可行性，即在高山

台站发射中波信号需要保障原有服务区的覆盖效果不减弱。

1  仿真计算及覆盖预测

1.1 仿真计算

采用三维仿真软件，对斜拉单极子中波天线进行建模，

以高山调频台70m高自立铁塔为支撑，将长70m直径为60cm

的笼形单极子天线上端固定在自立塔平台围栏。天线振子由

4根φ4.0铜线和数个圆形钢撑环组成，大地参数设置介电常数

为10，电导率为0.01，地网设置半径为5m的铜皮。经过仿真

计算，1170kHz天线增益为2.7dB，天线三维方向图如图1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调频塔影响，天线方向图呈现弱

定向，但对覆盖结果影响不大。

1.2 覆盖预测

利用专业覆盖预测软件，在原台址和高山调频台分别

对发射频率的覆盖效果进行仿真计算。选取原台址发射频

率684kHz，高山台发射频率1070kHz，分别设置发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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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山地区，环境复杂，覆盖预测软件采用通用传输模型进

行覆盖分析，无法精确预测实际覆盖效果。因此，为客观评

估搬迁后的覆盖效果，在调频台搭建1kW中波发射系统，对

城区以及近郊区的覆盖场强进行收测，测量比较台站现有播

出频率和拟迁建台站中波系统播出频率的覆盖情况，分析搬

迁后的覆盖效果。

搭建了斜拉单极子中波天线，天线搭建如图3所示。将笼

形单极子天线上端固定在70m高自立塔平台围栏上，下端通

过棒形绝缘子和φ6.6钢丝绳在地面固定，天线与铁塔成30度

图1 1170kHz三维方向图 图2 两台址覆盖预测结果对比

图3 天线搭建结构图

10kW，依据GY5069-2001《中波、短波广播发射台场地选择

标准》附录A，夜间地波最低可用场强值为71 dBμv/m。预测

模型采用DETVAG90/FOA传播模型。两台址覆盖预测结果如

图2所示，蓝色为原台址覆盖区域，黄色为高山台覆盖区域，

红色部分为城区主要人口覆盖区域，结果表明，虽然整体覆

盖区有所偏移，但高山台对城区的覆盖范围略有增大。

2  实际测试

2.1 测试系统搭建

台站原址与拟迁址的调频台址相距约18km，且调频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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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敷设6根40mm宽约30m长铜带和30根

φ2.0约20m长铜线作为天线临时地网。天线

测试1170kHz阻抗为27.8+j116.3Ω，通过调

配网络调配使天线系统阻抗为50.0+j0.2。

使用原台站1170kHz发射机与天线系

统连接，发射机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发射机发射功率为1058W，反射功率为

3W。

2.2 场强测试分析

采用车载广播路测仪M A 9 6 9 B对原

台址发射的684kHz（10kW）、1035kHz

（10kW）两播出频率和高山调频台新搭建

的1170kHz（1kW）中波发射系统发射场强

进行收测。测试过程中未发现新搭建的中

波发射系统对高山调频台电视调频发射系

统工作产生影响。

2.2.1 发射系统技术参数

各发射系统主要技术参数设置如表1 

所示。

2.2.2 测试线路

测试线路：兰州市内其东向覆盖半径约

为8～9km，其南向覆盖半径为8～9km，西

向覆盖半径为25～26km，北向覆盖半径为 

5～6km；青兰高速覆盖半径为28～29km。 

2.2.3 测试数据比较分析

1. 收测1170kHz场强数据

采用车载收音机收听1170kHz播出，

绝大部分城区收听效果良好。在兰州市绝

大部分城区可听度达3分以上。根据路测

仪MA969B记录各路径测的1170kHz场强及

场强分布百分比如图5所示。统计场强超

过61dBµV/m占比为90.07%（由于功率为

1kW，所以统计门限场强为61dBµV/m）。

2. 收测684kHz场强数据

根据路测仪M A 9 6 9 B记录各路径测

的684kHz场强及场强分布百分比如图6所

示。统计684kHz场强超过71dBµV/m占比为

77.71%。

3. 收测1035kHz场强数据

根据路测仪MA969B记录各路径测的

1035kHz场强及场强分布百分比如图7所

图4 1kW发射机

图5 路测仪记录的1170kHz场强分布图

表1 发射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 原台址 高山调频台

测试频率 684kHz/1035kHz 1170kHz

发射机输出功率 10 kW/10 kW 1kW

发射机调制度 大于80% 30%

发射天线形式 76m单极天线 70m斜拉天线

发射天线增益 3dB 2dB

发射天线地网 120根76m长地网线 30根20m长地网线

收测数据点 1525个 15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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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统计1035kHz场强超过71dBµV/m占比为

82.86%。

3  结论

综上，以中波广播覆盖标准中夜间农村

地区覆盖值71dBµV/m为有效覆盖标准，统

计路测1525处场强数据结果如下：

频率0.684 MHz有效覆盖率为77.71%，

频率1.035 MHz有效覆盖率为82.86%，频率

1.170 MHz有效覆盖率为90.07%（由于高山

台所搭建的中波发射系统发射功率为1 kW，

因此评估1.170 MHz频率覆盖效果时需将测

量值增加10dB）。数据表明高山台所搭建的

中波发射系统如发射10kW功率，覆盖效果将

优于原发射台，该结果验证了中波与调频电

视高山发射台共址的可行性。

在现有高山台站调频电视发射塔上增加

斜拉单极子中波天线搭建临时中波发射系

统，并实测分析覆盖效果的方法可应用于中

波发射台搬迁项目中场地比选，该方法较为

准确且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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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系统分级建设研究

【摘  要】 伴随着全国地面数字电视700兆赫频率迁移工程的展开，未来我国地面数字电视将会构建众多单频网系统。现阶段

地面数字电视发射台站的建设要求比较明确，而围绕单频网的系统建设相对薄弱，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统一构建。本文从系统

建设和台站建设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探讨，根据四种单频网类型提出了三种单频网系统级别，并对每种级别的单频网系统建

设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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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TMB Frequency Migration Project on 700MHz, a large number of DTMB SFN systems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he future. So far the requirement for construction of transmitting station is explicit,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SFN system is incomplete 
relatively. It needs top-level design and unified building for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t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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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2021年8月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中标“中

国广电全国地面数字电视700兆赫频率迁移项目工程总承包

（EPC）”工程，700兆赫频率迁移工作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

一步。此次招标确定迁移项目总承包商后，将开始对全国范

围内广播电视发射台站的现有发射机系统及天馈线系统进行

改造，共涉及台站6026座，涉及频道12350个，预算金额18亿

元。伴随着该迁移工程的展开，未来我国地面数字电视将会

整合为众多规模不同的单频网系统，对单频网系统的建设迫

在眉睫。

相比较单频网系统，地面数字电视发射台站建设要求

比较完备，可以遵照62号令中无线发射转播台实施细则开

展建设，除此之外，还有GY/T 5065-1999《调频广播、电视

转播台（站）建设标准》进行规范。但围绕单频网的系统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4期〕84

无线覆盖  ︳  Wireless Coverage传输覆盖

建设却略显不足，并没有明确的规章或者标准可以参照。

GB/T 28433-2012《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网技术要求》给

出了单频网的技术要求，GY/T 318-2018《地面数字电视广

播单频网系统实施指南》给出了单频网组网和优化的指导

性实施方法，这两项标准都对单频网提出了部分要求，但

尚未完全满足单频网系统建设的要求。对于以系统为单位

进行整体运维、满足安全播出的单频网来说，还需要更全

面、更系统、更详细的标准，来指导和规范单频网的系统 

建设。

1  单频网现状及建设分析

1.1 单频网现状

现阶段，我国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主要为中央广播电视

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以下简称“中央覆盖工程”）建

设的单频网以及各省市自主独立建设的单频网，从这些单频

网的建设、运行维护、应急处置等现状来说，还存在如下 

问题：

1. 信号源系统缺乏系统建设，安全播出保障不够

单频网系统作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单频网内所有台

站都要接收来自同一信号源的节目码流，一旦该信号源发生

故障或者节传链路出现问题，而又缺乏备份的单频网信号

源，就会导致整个单频网系统瘫痪，因此，其信号源系统至

关重要。

目前，单频网建设没有系统级的信号源系统，都是各台

站独自建设自台的信号源系统，台站具备一主多备的信号

源，但往往只有主路信号为单频网码流，备路信号普遍为不

含SIP信息的码流，一旦各台站切换至备路信号源，就会变为

多频网工作状态，导致大面积相互干扰。

为了保障整个单频网系统的安全播出，需要对单频网系

统的信号源进行统一建设，按照不同安播等级进行备份。

2. 单频网规模不同，系统分级建设缺失

中央覆盖工程以“省域单频网为主，区域单频网为辅”

建设了大量单频网，这些单频网规模各异，覆盖面积也大小

不同。按照2020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全国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频率规划》，未来将对现有单频网进行整合，重新

按照全国单频网、省域单频网、地市域单频网和县域单频

网四级覆盖网络架构进行建设，这也对单频网提出了新的 

要求。

以全国单频网和县域单频网为例来说，其规模、覆盖面

积、影响程度等差异巨大，针对这两种单频网的建设要求一

定是有所区别。规模不同的单频网，其在安全播出、系统配

置、运行维护、应急处置等方面，应满足不同的建设要求，

而现阶段尚无明确的文件或标准进行规定，这也对单频网系

统的分级建设提出了迫切需要，应当按照不同等级提出明晰

的建设要求。

3. 台站基础条件不一，台站间双向网络不健全

目前地面数字电视发射台站的运维模式还是停留在独立

维护、单站管理的阶段，缺乏网和系统的概念。另外，又由

于广播电视的特性，节传链路基本是单向的，在建设台站的

时候，没有对双向网络提出要求。在多频网的阶段，单站管

理不存在问题，但进入到单频网的阶段，一些问题就会暴露

出来。

对于单频网的运维、监测、应急处置等方面来说，台

站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一个整体，站与站之间必须建

立双向的数据网络，运维指令、监测数据、安全播出事件报

告、应急处置响应等都需要实时在单频网各台站之间传递，

以保障整个单频网系统的安全播出。但现实中各台站基础条

件差异巨大，有些台站地处偏僻，不具备网络条件，又有

些台站规模较小或是无人值守，设施简陋，也不具备双向 

网络。

上述问题，对单频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在未来

的单频网建设中逐步加以解决。

1.2 单频网建设分析

单频网系统建设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

面是系统建设，从顶层开始构建，需要对系统整体进行规

范，涉及的单位部门较多，实施也较困难；第二个层面是台

站建设，聚焦到各发射台站，其建设涉及范围小、主体单

位明确，较容易满足。系统建设内容涵盖台站建设内容，

这两方面内容有共同的部分，但因为涉及其他主体单位，

系统建设还需统筹规划、多方共同建设。就目前我国单频

网的现状而言，单频网系统建设相对薄弱，现阶段的单频

网仅满足基本组网需要，缺乏对系统级别的单频网网络整

体、统一的规划和部署，难以满足更高级别安全播出、运维

等方面的要求；从台站建设方面来说，台站建设相对较成

熟，单频网主要都是基于现有台站进行组网，但由于单频

网的特殊性，现有台站在某些方面不能很好地满足单频网

系统运维的需要，这又反过来对台站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 

要求。

2  单频网系统建设建议

2.1 单频网系统总体架构

为了更好地满足单频网建设的需要，本文将单频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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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单频网信号源系统、单频网节目分配网络、单频网各发

射台站、单频网监测系统以及应急广播系统。

按照我国目前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系统实际部署情况，

其架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集中式架构，单频网信号

源系统独立建设，不在发射台站内，需要通过节目分配网

络将单频网码流分发至单频网主站与单频网各从站，图1给

出了集中式架构示意图；另一种为分布式架构，单频网信

号源系统建设在单频网主站内，通过主站经节目分配网络

将单频网码流分发至单频网各从站，图2给出了分布式架构 

示意图。

图1 单频网系统集中式架构示意图

图2 单频网系统分布式架构示意图

表1 单频网分级

序号 单频网等级 安播等级 类型

1 一级单频网 一级安全播出保障 全国 

2 二级单频网 二级安全播出保障 省域/地市域

3 三级单频网 三级安全播出保障 县域

2.2 单频网分级建议

按照《全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频率规划》，单频网系统

一共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全国单频网、省域单频网、地市域

单频网和县域单频网。其中全国单频网用于传输中央节目，适

用于全国范围建设；省域单频网用于传输中央、省级节目，适

用于省级范围建设；地市域单频网用于传输中央、省级、地市

级节目，适用于地市级范围建设；县域单频网用于传输中央、

省级、地市级、县级节目，适用于县级范围建设。

按照上述不同范围的单频网，根据建设规模并参考《广

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建议将单频网系统分为一级单

频网、二级单频网、三级单频网三种等级，其中一级单频网

等级最高，如表1所示。

2.2.1 一级单频网

一级单频网主要为全国单频网，在单频网信号源系统、

单频网主站设置、技术系统配置、运行维护、预防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保障要求，应达到一级安全播出保障

要求。

一级单频网采用集中式架构，通常采用卫星传输链路

作为节目分配网络，建议建立一主两备的单频网信号源系

统，日常播出由单频网主信号源系统发送节目，另外两个信

号源节目与主信号源节目一致，作为备份使用。一级单频网

系统建设框图如图3所示。如单频网主信号源出现异常，则

单频网系统各台站应统一切换至第一备路信号源或第二备路 

信号源。

一级单频网应至少设置三个单频网主站（一主两备）。

2.2.2 二级单频网

二级单频网主要为省域单频网、地市域单频网等，在单

频网信号源系统、单频网主站设置、技术系统配置、运行维

护、预防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保障要求，应达到二

级安全播出保障要求。

二级单频网可以为集中式架构，也可以为分布式架构。

如为集中式架构，则应建立一主一备的单频网信号源系统，

日常播出由单频网主信号源系统发送节目，另外一个信号源

节目与主信号源节目一致，作为备份使用；如为分布式架

构，则应建立一主一备两个单频网主站，日常播出由单频网

主站（主）的信号源系统发送节目，另外一个单频网主站

（备）的信号源节目应与单频网主站（主）的信号源节目一

致，作为备份使用。

二级单频网系统建设框图如图4所示，这里以分布式架

构为例说明。对于此架构的单频网系统，单频网主站（备）

除了正常接收单频网主站（主）的单频网信号以外，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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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级单频网系统建设框图

图4 二级单频网系统建设框图

独立建设单频网信号源，作为整个单频网系统的备份信号

源，各从站除了接收单频网主站（主）的单频网信号外，还

应接收单频网主站（备）的单频网信号。一旦单频网主站

（主）的信号源出现异常，则各从站应统一切换至单频网主

站（备）的信号源。

二级单频网应至少设置两个单频网主站（一主一备）。

2.2.3 三级单频网

三级单频网主要为县域单频网，在单频网信号源系统、

单频网主站设置、技术系统配置、运行维护、预防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保障要求，应达到三级安全播出保障

要求。

三级单频网可以为集中式架构，也可以为分布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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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备份信号源系统或者备份主站不做要求，如有条件可以

按照不同架构设置不同备份系统。这里以分布式架构为例说

明，如图5所示。

三级单频网应至少设置一个单频网主站。

2.3 单频网信号源系统

单频网信号源系统为单频网系统提供播出节目源，承担

单频网系统节目源信号编码、复用、单频网信号适配、分发

等职责。

单频网信号源系统应输出经过单频网适配器后的码流，

码流应为包含SIP信息（主要包括编码效率、符号星座映射方

式和帧头模式等单频网系统参数）的TS。主备信号源系统应

为相同节目。

对于一级和二级单频网，由于覆盖范围大，涉及台站

多，为了保障安全播出，其信号源系统在单频网适配器前建

议至少具备三路不同传输路由的信号源（一主两备）；对于

三级单频网，其信号源系统在单频网适配器前建议具备两路

不同传输路由的信号源（一主一备）。

对于前述的单频网系统架构，无论是集中式架构，还是

分布式架构，从单频网系统全局的安全播出考虑，都需要对

单频网信号源系统进行主、备配置，这点是单频网系统建设

的重要环节，不可忽略。现阶段对单频网信号源的备份要求

不够，往往存在将普通码流（未经过单频网适配器的信号

源）作为备份的情况，一旦主信号出现问题，各台站切换至

备路信号源，就会导致单频网变多频网的工作状态，单频网

组网失效，将造成大面积覆盖干扰，严重影响用户正常收听

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通过不同单频网适配器传输的单

频网码流将无法保证同步，单频网系统如需要切换主、备信

号源，则各台站应统一进行切换，避免同一单频网系统内各

台站使用不同来源的单频网信号。单频网网络中的码流在同

一时刻应严格一致，单频网内各台站应当接收来自同一信号

源（即同一单频网适配器输出）的码流。

2.4 单频网节目分配网络

单频网节目分配网络负责将单频网适配器输出的具有SIP

信息的TS传送到单频网各发射台站。单频网节目分配网络同

样是保障单频网同步机制的重要环节，在传输过程中不改变

TS码流速率、内容和时序，并且要求传送到各个单频网发射

台站的TS流抖动小于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对TS码流抖动的容

忍值。

单频网信号分配网络可采用卫星、光纤、数字微波等传

输手段，协议可采用PDH、SDH、IP等传输协议。从单频网

适配器的输出到各个单频网发射台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不同类型的分配网络，但需要保证通过单频网信号分配网

络到达各单频网发射台站的时延差小于1秒。如不满足该条

件，则需要重新调整或更换分配网络。对于IP传输网络，要

注意尽量减少格式转换、减少传输路由节点，以保证时延的 

要求。

另外，由于节目分配网络与信号源系统关联紧密，在

图5 三级单频网系统建设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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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频网信号源系统进行备份时，也要考虑节目分配网络

的不同。在建设主备信号源系统时，尽量选择不同路径的节

目分配网络，以提高安全播出保障的可靠性与健壮性。比如

通过卫星链路传输时，主备信号源系统建议选择不同的卫星

进行传输，以避免某颗卫星出现问题，而导致整个单频网 

失效。

2.5 单频网监测系统

单频网监测系统包括自台监测平台和监测中心监测平

台，其中监测中心监测平台应按照不同等级的单频网系统进

行建设。

自台监测平台除了对现有指标的监测外，还应增加单频

网系统关键指标的监测。自台监测平台应实现与监测中心监

测平台的对接，能够实时回传自台监测数据，同时能够对关

键数据进行本地存储。自台监测系统应能够及时响应监测中

心的指挥调度。

监测中心监测平台应与单频网系统各台站监测平台对

接，实现单频网监测数据的汇聚、展示、分析、存储等功

能。单频网系统一旦出现异常、告警、故障、事故等情况，

监测中心应及时发现，并启动应急处置措施。

自台监测平台和监测中心监测平台应按照62号令的要求

进行建设，本文不做详细介绍。

2.6 单频网应急广播系统

按照总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

划》的要求，将进一步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到2025年，

全国各级应急广播平台基本建成。这也对单频网提出了新的

要求，未来的单频网系统建设应包含应急广播系统。

单频网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符合应急广播体系相关标准

的要求，包括GY/T5093-2020 《应急广播平台工程建设技术

标准》、GD/J 079-2018《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GD/J 087-2018《地面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等配套 

标准。

单频网应急广播系统如图6所示。红色虚框为应急广播平

台建设内容，本文不做介绍。绿色虚框为单频网应急广播系

统建设内容，需要在单频网信号源系统中增加应急广播适配

器和地面数字电视复用播出系统。

应急广播平台将应急广播消息通过应急广播平台联动接

口传送给单频网信号源系统的应急广播适配器，应急广播适

配器对应急广播消息中的指令数据进行校签，验证消息合法

性后，封装形成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传送流，

通过地面数字电视复用播出系统进行复用播发，再送入单频

网适配器进行单频网码流适配。

单频网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根据单频网系统分类，按

照单频网信号源系统建设要求进行配置，在相应主、备信号

源上增加应急广播设备。

单频网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根据总局未来部署，分阶段

有序开展。

3  单频网台站建设建议

3.1 台站分级

根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无线发射转播台实施

细则》，发射台站分为一级台站、二级台站、三级台站，分

别对应一级安全播出保障等级、二级安全播出保障等级、三

图6 单频网应急广播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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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安全播出保障等级，一级为最高保障等级。保障等级越

高，对技术系统配置、运行维护、预防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等方面的保障要求越高。

单频网台站对照该实施细则进行分级，如表2所示。

单频网台站分级在系统规划设计阶段就应明确，在建设

阶段应按照规划设计中规定的级别进行建设。

单频网台站建设在供配电系统、信号源系统、发射系

统、自台监控系统、台站环境、维护器材、灾害防护与应急

播出、无人值守台站等方面均应满足该实施细则中的要求。

3.2 台站分类

根据单频网运维管理需要，单频网系统内台站分为单频

网主站与单频网从站两种类型。

3.2.1 单频网主站要求

单频网主站为单频网系统内等级最高的台站，承担整个

单频网系统的管理、运维、调试、应急处置等职责。

对于一级单频网和二级单频网，其主站原则上应按一级

台站建设，二级单频网的主站可根据单频网实际情况，调整

为二级台站。三级单频网的主站按三级台站建设，如果县级

条件良好，可调整至二级台站。

为了满足单频网系统运维需要，单频网主站需配置频谱

分析仪、场强仪、激励器延时测量设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监测接收机、接收天线、码流分析仪、测试用地面数字电视

接收器（机顶盒）、便携电视、定位设备等。

单频网主站又分为单频网一级主站和单频网二级主站。

1. 单频网一级主站

单频网一级主站承担单频网节目传输分配职责，同时承

担单频网系统管理职责，统一协调单频网各从站，完成单频

网系统的管理、运维、监测、应急处置等。单频网一级主站

包含单频网信号源系统，完成单频网码流生成，码流中包含

SIP信息，之后通过节目分配网络将单频网码流传输至各单频

网从站。

一个单频网系统内可以存在多个单频网一级主站，其中

一个作为日常主站，其他作为备份主站。在同一时刻，单频

网系统应只采用同一主站生成的单频网码流，其他主站生成

的单频网码流做备份。一旦该主站发生异常，导致无法分发

单频网码流，则单频网系统启用备份主站，系统内其他台站

自动或手动切换至备份主站的单频网码流。

2. 单频网二级主站

不承担单频网节目传输分配职责，仅承担单频网系统管

理职责，协助一级主站完成单频网系统的管理、运维、监

测、应急处置等。

一个单频网系统内可以存在多个单频网二级主站。

3.2.2 单频网从站要求

单频网从站为单频网系统内处于从属地位的台站，接收

来自单频网信号源系统或者单频网主站的单频网码流，识别

单频网系统参数并按照规划正确发射。单频网从站应接受并

及时响应来自单频网主站的调度管理。

为了满足单频网系统运维需要，单频网从站需配置场强

仪、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监测接收机、接收天线、测试用地面

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便携电视、定位设备等。

4  结束语

2 0 2 1年 1 0月，总局印发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其中主要任务里的第四项“加

速传播体系创新，重塑智慧广电新网络”里明确指出“推进

地面覆盖网络效能优化”，而单频网系统建设则是今后几年

内地面覆盖网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直接关乎地面

覆盖网络的安全播出以及覆盖效果，需要引起重视。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单频网系统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工作，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分阶段、分步骤有序

地开展。本文提出了分级建设单频网的思路，也希望能够对

即将展开的700兆赫频率迁移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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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发射台站防雷技术选型实践

【摘  要】 本文以江西832中波台的防雷工程技术选型为例,结合防雷工程实施前置选型工作对保护可靠性和使用期成本节

能要求为评估要素，最终选定采用感应消雷保护措施进行升级改造，通过一个雷雨季节的应用，可以看出一个技术可靠的

中波发射台防雷工程改造可带来安全和节效的综合效益，特此总结性文章，以供雷击严重的中波发射台适用防雷技术选型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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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for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Xiong Chenhui

(Fuzhou 831 Station, Jiangxi 34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ightning prote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Jiangxi medium wave station 832 as an example, considering 
requirements of protection reliability, cost and energy saving in service life for pre-sele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engineering as evaluation factors, 
and finally selects protection measures of inductive lightning suppression for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a thunderstorm 
season, it can be seen that a technically reliable improvement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project for mid-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can bring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safety and effici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suitable for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s with severe lightning strike.

Keywords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Weak currents monitoring and lightning protection, Inductive 
lightning suppression technology

熊晨辉

（抚州八三一台，江西  344000）

0  引言

中波台的发展历史较长，在新一轮的广电无线覆盖数字

化基础改造中，中波台站的基础配套得到进一步提升，改造

提升后的台站环境安全配套系统节点越来越多；节点系统设

备集成度越来越精细；不间断播出的监控质量手段和技术要

求越来越严格，尽管中波台工作环境大都为空旷平地场合，

但每次雷击过后，这些配套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要及

时二次修复，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这对年雷暴日大

于40天以上的中波台，一个雷雨季节的这种意外雷击损坏累

积还是很大的投入，影响了台站维护经费的超计划支出，这

就要求对雷击自然灾害的影响有更可靠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我江西抚州中波发射台为中波和调频发射混合台站，位

于低海拔的抚州郊区，周围无其它高层建筑覆盖，中波发射

台机房西侧有我台高90m的调频发射铁塔（T1），机房东侧

有一高30m的中波小天线铁塔（T2），中波发射台分布图如

图1所示。

台站气象条件：抚州雷暴日大于50天，属雷击损坏严

重的中波发射台，已经采用传统防雷技术进行过多次改

造，根据传统防雷要求，每年都要做防雷接地检测，最后

检测的电阻数值基本都是符合要求，最终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雷击损坏问题，针对防雷工作的重要性，在本轮中波台

站基础改造中，特别给以防雷技术选型问题重视，进行多

次研讨，针对中波发射台站，雷击最容易损坏的是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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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弱电子信息系统，只要中波台解决了环境监控的雷害保

护问题，其它机房系统设备一定可以在安全保证范围内，

结合抚州麻姑山708高山发射台感应消雷技术的应用效果，

最终选定能够对症解决中波台雷害的感应消雷技术给以改

造，通过雷雨季节的实际使用，证明了选用技术的保护 

效果。

图1 831中波发射台系统平面图

图2 单脉冲电流波形分解图

1  中波发射台站监控等弱电子信息 

雷电损坏设备的原因分析

对监控弱电子设备的损坏原因，教科书中传统防雷理论

的基本认识是这样的：

“监控雷击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标准答案：感应雷击！

“感应雷击如何防?”

标准要求：只要做好系统线路的接地工程，检测电阻符

合要求就可以，实在不行通过线缆屏蔽和安装监控端口SPD

加以保护。

在中波台站的监控系统工程中，基本都是附带或做过上

述防雷措施要求的防雷系统，但雷击严重场合，有些部位监

控系统设备雷击必坏，一般台站对监控系统设备只能当作雷

击易损品处理，采用多库存更换。

从技术层面来说，重复出现的损坏事故，属于技术方法

不当，必须从技术层面找出原因，才能对症解决。

1.1 电磁感应相位特征

有直接雷击的发生，才有雷击电流的产生，我们知道直

接雷击有两种方式：云闪和地闪。

云闪：两种不同极性正、负电荷的对流云层之间的放电

现象；

地闪：云层和地面（设施）之间的放电现象。

我们知道形成直接雷击地闪一次放电的雷云是单一极性

的电荷，放电过程中，其极性不变，在放电过程中变化的是

电荷的数量（雷电流大小），其产生的直接雷击放电电流是

一个单向脉冲波，一个简单规则的单向脉冲电流其波形可分

解为如图2所示。

对一次直接雷云地闪电流，其主要成分为直流基波，其

次为幅度较小的谐波成分，其危害主要是直流成分的雷电流

基波和低次谐波（规则单脉冲波为一次谐波）。

运用电流波形分解图，和简单的数学级数知识，可以知

道，一次谐波的幅度成倍减小，谐波的频率根据f=1/T:

假定直接雷击单次放电的时间为1毫秒级，其一次谐波的

频率为1000Hz；假定直接雷击单次放电的时间为10毫秒级，

其一次谐波的频率为100Hz；根据物理电学知识，放电时间

越长，频率越低，对10000Hz以下的电流，其主要特性是电

流流过途径阻抗性质的消耗特性，而不是对周围空间的辐射 

特性。

对实际发生的直接雷击地闪电流，为不规则的单脉冲电

流，会有各种高次谐波成分，这些高次谐波幅度很低，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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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电位安全特性

在电器系统设备的有源线路端口和机壳间存在着基本的

过电位安全特性：当二者之间的空气间隙的电位差小于1000

伏/毫米时，电位是安全的；当二者之间的空气间隙的电位差

大于1000伏/毫米时，就会发生打火放电的故障。

图3 感应电势叠加影响图示

图4 地电势反击示意

传输的衰减很大，在感应对象物体表面产生的感应电压叠加

影响有一特殊的特性，感应叠加的影响如图3所示。

感应磁场B垂直于回路电流的分量有感应作用，作用的

能量和感应体的表面积乘正比，产生的感应电势是垂直于回

路电流的局部电势（水平电势ε），和回路电压（垂直回路

电压）没有叠加影响，其对220伏电源系统无直接叠加安全 

隐患。

事实上近距离的直接雷击危害的症结是直接雷击地闪电

流在接地系统上产生的地电势ε的叠加反击，其大小直接和雷

击地闪电流成正比。

1.2 地电势反击机理

在一个典型的机房电子系统设备中，地电势反击对机房

系统设备的损坏机理，如图4所示。

接地体PE1对设备电源系统的闭合回路来说，是可以假

设该点为零电位参考点的，即电位U=0，但雷云Q直接雷击在

该点的雷电势不为零，其大小为ε，ε值的大小取决于雷云能

量的大小和接地体表面的零电势参考界面的位置，雷电流是

雷电荷由高电势向低电势自动转移的电荷流，在某一时刻，

接地体上形成的地电势ε，通过过压保护元件接地点、设备电

源整流模块和电源相线形成电势差，在某一个瞬间，因相线

电压具有交变的相位差，会发生叠加效果，如果供电系统的

远端接地点位置比近端零电势点位置低很多，那么这个叠加

就会形成雷电流，当电势ε较大（正）或较小（负）时，都有

可能损坏避雷元件和整流模块，而且这个损坏发生也是随机

的概率。

1.3 并联SPD保护措施的认识

1.3.1 电气设备的安全特性

电气系统设备的安全特性，有过电位安全特性和过电压

安全特性这两个基本内容。

1. 过电压安全特性

任何电气设备，在产品设计中都有一个安全的电压工作

范围，这个安全工作范围的工作参数有工作电压、温度、湿

度等，而最主要的是产品的工作电压范围，在规定的工作电

压范围内，产品的任何一个组件都能经得住考验正常工作，

当工作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电路的组件就可能过载而损

坏。因此，对任何一种电气设备而言，有这样一个电压安全

特性：

当过压时间小于毫秒时，小于1500伏的过压不会损坏电

气设备；

当过压时间大于毫秒时，大于280伏的过压都有可能使电

气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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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并联SPD模式的安全水平

一种三相五线制开关电源低压机房系统设备防雷线路工

作原理，如图5所示。

相应的电源端口a、b二端并联SPD模块后，保护的安全

雷电压差Uab=Ua–Ub，认为只要端口二端处在接地系统同一

个雷电位上，雷电压差就是安全的。

电源端口a、b的工作电源电位Ua、Ub是正负相反的动

态过程，有正、负极性的区别，接地系统的雷击地电势也

有正、负极性的区别，不同极性的端口电位和地电势都是标

量，其物理特性是正负叠加，要产生叠加反击，在叠加瞬间

Uab≠Ua–Ub！

从图5可以看出，地电势反击情况下，端口二端的保护安

全电压Uab直接为并联SPD单个模块的UP值:

雷电压为UAN、UBN、UCN=火线（A、B、C）-N间的

氧化锌元件残压，其保护的端口雷电压大于1500伏。

对这种方式的保护安全性，我们可以运用电器设备的安

全特性给以比对。

对持续时间小于毫秒的感应雷击，选择合适参数的SPD

器件，理论上可以保证安全。

事实上对直接雷击地闪引起的雷电流，其持续一般大于

毫秒，有的会持续几十毫秒以上，对这种雷电流引起的地电

势叠加，要求其残压小于280伏（一般容许范围正负20%）才

是安全的，这在单个SPD技术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比较常见的故障是系统的SPD正常，但被保护的电源系

统设备损坏，或在局部电路部位发生打火放电故障；比较重

的故障是SPD也同时损坏。

1.4 监控系统设备损坏原因

中波台范围内，有场地正上方的雷云电场，也有场地侧

方向的雷云，按照传统引雷防雷措施，不管是正上方的、还

是侧方向的保护，都是产生直接雷击地闪电流。

雷电流是超高压有害电流，雷电流发生的流经途径是

串联途径，引流泄放的防雷方法，工程措施是要求途径的

电阻越小越好，电具有缓变特性，只有通过电阻的消耗才会

减少，电阻小表示雷电流在这个途径上消耗小，外层空间的

有害能量直接通过雷电流短路传导到系统范围内，直接把高

压雷电流的能量消耗在接地系统后面，流经接地系统后面的

雷电压不会自动变为零，质量最好的引下线检测电阻为零欧

姆，并不表示接地系统为零电势，接地电阻的测量数值是用

一段电阻的电位差测量的数值，电位差为零不等于电位为

零，这个接地系统后端消耗瞬间的高电压会叠加到雷电流前

端，即在接地系统前面要产生超高压的地电势。

在直接雷击发生的瞬间，雷击地电势和三相电源通过接

地系统产生叠加反击，叠加的结果是三相电源一相升高、一

相降低，从而引起相关的电气系统设备损坏，这个地电势叠

加的损坏是一个随机的概率。

监控系统设备，都是小功率开关电源低压设备，在工程

实施时采用的开关电源（适配器）功率冗余不足，单遇电源

电压偏高时，开关电源就要发生过压击穿损坏；单遇电源电

压偏低时，开关电源就要发生欠压过流损坏，单在实际工作

中，电源电压偏低更容易发生监控系统设备损坏。

具体的，对监控系统的供电电源电压偏低有两种情况：

1. 台内直接雷击地电势叠加反击引起的某相电压瞬间 

偏低；

2. 台外供电线路引起的某相电源偏低。

具体地针对上述两种情况采用综合保护，才能保证监控

系统的雷击安全。

2  弱电子信息设备电源瞬间变化的解决措施

2.1 中波台感应消雷保护方案

雷电是有害电，高电压是危险的，低电压才是安全的。

所以对有害雷击高压电技术上唯一可靠的保护措施就是

采用在前端（铁塔顶端）消耗的方式，用小电流、高电势方

法主动消耗雷电的有害能量，从而消除接地系统雷击地电势

的叠加隐患。

抚州831中波台具体实施方案如图6所示。

      在铁塔T1安装相应型号的感应消雷针Z1，因我台中波为

小天线铁塔，塔顶结构比较单薄，因此采用在周边安装副针

的方法，在天线周边较高的建筑上安装感应副针Z2和Z3，主

动感应消耗中波发射台上方的空间雷云电场的有害能量，消

图5 SPD保护模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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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波发射台的雷击地电势叠加隐患发生，保证台内电源电

压的稳定。

2.2 中波台地电势叠加反击影响消除

中波机房电源系统为交流配电模式，一般的为保护电源

系统的安全，会在配电前端配置大功率交流隔离变压器和交

流稳压电源，这些装置在供电线路瞬间雷击电压偏低的情况

下，无法瞬间跟随提升，使得监控电源发生欠压过流损坏，

要保证监控的安全，必须确保监控电源的稳定，在一些台

站，为降低监控雷击损坏的影响范围，监控电源一般取自主

机房的外围，而这些外围的电源雷击瞬间变化的幅度很大，

因此监控很容易损坏。

而我台采用了感应消雷技术，监控电源直接在主机房系

统UPS后取电，因此完全消除了外界电网雷击引起的电源电

压变化的意外损坏情况发生，从而确保了我台中波弱电子信

息系统的安全。

3  中波发射台防雷项目实施前置评估的意义

3.1 防雷安全性评估要素的确定

雷电是有害电，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安全用电的基本常

识，确定防雷安全性评估的基本要求：

雷击产生过程（铁塔）是有害的超高电压，会在接地系

统产生高压地电势，这个地电势具有正、负极性，通过铁塔

到地的幅度越强，危害隐患（雷击地电势叠加）越大；

雷击在铁塔上产生的有害高压电势不会突变，只有通过

阻性元件的消耗才会变小；

评估的基本方法就是看防雷措施是不是从减少或消除雷

电流的幅度入手进行评定。

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评定一下传统富兰克林避雷针引雷泄

放防雷措施存在的技术问题：

雷电流流过途径是串联途径，接地系统电阻小，表示前

面雷电能量消耗小，其余的能量全部消耗在途径后面的大地

部分上，这个高电势会叠加到途径的前面，引雷泄放不是减

少地电势的正面措施。

3.2 使用期成本的评估要素

使用期应用成本有使用成本，如电费；维护成本，如接

地检测、接地电阻数值保持的投入成本。

感应消雷针为无源器件，使用期没有电费成本，保护可

靠性和接地系统数值无关，没有地线维护和接地电阻检测的

成本。

特此总结文章，给以其他中波台防雷技术选型参考。

作者简介：

熊晨辉，男，1979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江西抚州

八三一台中波台技术中心主任，擅长中波台工程技术设

计、项目实施管理等工作。2006年参加工作至今，长期在

技术一线工作，有丰富的中波防雷工作经验，对防雷工程

在新技术选型上有独到认识见解。

图6 中波发射台感应消雷针安装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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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天调网络的避雷原理及 
有效防雷措施分析

【摘  要】 中波天线工作在野外环境下，容易遭受到雷击，雷击将会导致天调网络及发射机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破坏后将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修理，由此可见做好防雷工作的重要性。本文对当前中波天调网络的防雷原理进行了分

析，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雷措施。

【关键词】 中波天线， 天调网络， 雷击， 防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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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献信息】闫本芳.中波天调网络的避雷原理及有效防雷措施分析[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4).

Analysis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Principle and Effective  
Lightning Protection Measures of Medium-wave Antenna Tuning Network

Yan Be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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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W antenna works in the field environment and is prone to lightning strike. Lightning strikes can cause serious damage to ATU and 
transmitter. After the damage is caused, it will take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to repair it. So lightning protection is very importance. The paper analyzes 
lightning protection principle of ATU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lightning protection measures.

Keywords  MW antenna, ATU, Lightning strike, Lightning protection measures

闫本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节目传输中心七六〇六台，新疆  832000）

0  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推动了各行

各业的快速发展。广播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受到科学技术

因素的影响获得了快速的进步，如今中波发射台使用的中波

广播发射机基本全是全固态发射机。之所以全固态发射机得

到了广泛的使用，主要是因为该种发射机具有许多不同于传

统电子管发射机的优势。虽然全固态发射机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使用操作上比较简单，大大提高了广播发射效率，但是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既然存在优点就一定存在一些缺

点，全固态发射机的缺点在于容易受到雷电的影响，受到雷

击发射机功放模块就很容易受到损坏。在恶劣天气下，如果

不提前做好相应的措施，整个发射机的损坏程度会十分的严

重。为了使得全固态发射机能够在各种天气情况下安全稳定

地工作，则需要采取相应的防雷避雷措施。

1  中波天调网络的防雷原理分析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雷电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自然现

象，雷电一般产生在对流发展较为旺盛的积雨云中，在产生

雷电现象的时候，一般都伴有较为严重的暴风或者是暴雨，

当雷电现象产生时，一般都会有闪电和雷鸣。雷电现象属于

一种非常常见的自然现象，但是雷电产生的过程中会对一些

装置和仪器产生影响，因此一定要在前期做好相应的防雷避

雷工作，避免出现由于雷电原因而造成的问题。

在强风和暴雨的天气下，积雨云中会存在大量的正电荷

和负电荷，当两种电荷相遇并且产生反应时，将会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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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在短时间内被释放出来，此为雷电现象，当雷电现象

出现的时候，雷电电流平均约为20000A（甚至更大），雷

电电压大约是10的10次方伏（人体安全电压为36伏），一次

雷电的时候大约为千分之一秒，平均一次雷电发出的功率

达200亿千瓦，雷电现象会对地面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对

于一些没有做好避雷和防雷工作的建筑物和设备会造成十

分严重的影响，情况严重者，还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 

威胁。

对于中波发射台而言天线铁塔则更容易遭受到雷击。也

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应在中波天线端开展相应的避雷措

施，通过天调网络将雷电分量引入到大地的方式来避免雷电

分量进入到全固态发射机中，能够有效对全固态发射机进行

保护。

2  中波天调网络的有效避雷措施

2.1 高频扼流圈接地

想要做好中波天调网络的防雷措施，则必须要从多方

面入手，充分了解当前较为常用的一些防雷措施，并且根

据实际情况采用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以此来对相关装置和

仪器进行更好的保护。如今在对中波天调网络进行防雷的过

程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高频扼流圈接地。扼流圈从

根本上来讲属于一种电感线圈，其对交变电流会产生一定的

抗遏作用，利用该种方式的原理在于让线圈电抗和频率产生

正比关系来对高频交流电流产生相应的遏制作用。通过这

样的方式，能够让低频电流和直流电流顺利通过。应用高

频扼流圈能够起到良好的防雷避雷作用，在开展工作的过

程中，高频扼流圈可以将电云集聚在一起，以此来减少放

电次数，虽然在整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电荷，但是当电

荷产生以后会随之与大地进行联通，所产生的电荷会直接

向大地释放，因此能够从根本上减少雷击对设备所造成的 

破坏。

2.2 在基部安置放电球

除了高频扼流圈接地这种方法以外，目前最为常用的

防雷避雷措施还有在天线底部安装放电球。雷雨天气时，

带电云会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电荷，当大量电荷产生以

后，则会对天调网络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应用放电球则

能够对云层电荷产生一定的抵御作用，放电球本身对于设

备的电荷值有一定的设置，因此能够产生较好的抵御效

果。在天线底部安装相应的放电球能够充分结合放电球实

现大量的放电，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电荷进

行扩张，避免对天调网络造成雷电损害。在应用放电球的

过程中需要注意相应的问题，那就是需要在前期科学合理

地对放电球间距进行计算，如果间距过大则达不到有效的

保护作用，但是如果空隙过小，则会导致天线正常工作情

况下放电球放电，这样就会影响发射机的正常播音。在进

行计算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较为

主要的几个因素包括发射机的功率、使用频率以及天线高

度等等，只有多方考虑才能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除

此之外，在对放电球进行设置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在天调室内放置一些石墨类的放电球，石墨类的放

电球既能起到放电保护作用，同时还可抵御多次放电带

来的高温，避免放电球的烧毁，从而能够起到更好的避雷 

效果。

2.3 匹配网络的防雷

从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中波天调网络匹配网络的

防雷主要是采用串臂电容、并臂电感型，之所以会采用此类

型，主要是因为此类型匹配网络的形态更有利于防雷击。在

运用该类型匹配网络进行防雷的过程中，要把所设计的匹配

网络串臂是容抗形态，并臂为感抗形态。之所以这样设计，

是因为这种设计方式能够起到更好的防雷效果，可以从根本

上达到双重防雷的目的，串臂电容有利于隔离雷电直流分

量，并臂电感由于引雷电相对高频分量入地，利用匹配网络

进行防雷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对匹配网络进行设计的过程

中，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串臂和并臂进行灵活设定，这样

才能达到最佳的防雷效果，如果在设计的过程中盲目随意，

则既无法达到有效的防雷效果同时还会对全固态发射机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

2.4 应用陷波电路防雷

陷波电路防雷法在最早期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仅仅是

希望通过该种方式来对高频波信号进行拦截，并没有过多

地考虑将该种方式运用在防雷工作上，但是通过后期的设计

发现，陷波电路防雷能够达到十分理想的防雷效果。在应用

该种方式的过程中，采用两级陷波电路，第一级应用在天调

网络中，在天调网络中加入高频信号的滤波电路，第二级加

在全固态中波发射机的输出网络端，通过加入陷波电路这种

方式，使得全固态中波发射机对反射电压的感应变得非常敏

感，当监测到反射电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地作出自我保护。

为了保证陷波电路防雷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出来，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保证陷波电路的吸

收频率能够始终在中波天调网络的工作频率之上，如此才能

真正达到双重防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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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驻波保护

中波天线均建设在野外环境下，因此更容易受到外界环

境因素的影响，为了能够从根本上降低雷电危害所造成的影

响，必须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雷电保护措施，达到避雷防雷

的目的。在遇到雷电天气的情况下，必须要能够立刻熄灭电

弧，并且要保证天调网络在电弧熄灭之后能够对发射的信号

进行有效的恢复，这样才能保证广播播出的稳定性。在对天

调网络的元器件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选择耐压值

较大的元器件。

3 总结

综上所述，虽然全固态发射机在应用的过程中有许多优

势，但是其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果缺乏有效的保

护，很容易造成全固态发射机的损坏，使得其使用寿命大大

减少。由于中波天线及其附属设备都是直接暴露在野外环境

中，因此很容易受到雷电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采用科学有

效的保护措施，一旦中波天线遭受到雷电攻击则很容易出现

全固态发射机损坏的情况，一旦出现损坏则需要后期投入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维修，这不仅会增加相关部门的经济

成本投入，同时还会影响安全播出。由此可见，积极采用合

理有效的防雷避雷措施的重要性。在采用避雷措施的过程

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为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降低

雷害事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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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广播计算机远程协助监控系统改造

【摘  要】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下属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于2007年进行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建设，由于当时技术限

制远程监控系统采用89C51单片机远程控制系统。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对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

统进行电脑化、模块化远程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升级完成后将提高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对下属21个机房设备的管理能力，

增强技术维护人员设备维护能力、降低维护成本、快速排除播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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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Computer Remote Assistance Monitoring System  
for FM Radio

Wang Ran

(Chongq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In 2007, Chongq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enter, a subsidiary of Chongq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FM radio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Due to technical limitations at that time, the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used 89C51 single-chip 
remote control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hongq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enter has upgraded 
FM radio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with computerization and modularization. After the upgrade, Chongq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enter will improve 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in its 21 subordinate computer rooms, enhance equipment maintenance ability of technical 
maintenance personnel, reduce maintenance costs, and quickly eliminate broadcasting accidents.

Keywords  FM Transmitter, Central Monitoring, Remote Debugg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王燃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庆  400045）

0  引言

随着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对播出稳定性、安全性要求

越来越高，为更好地适应广电总局关于62号令要求，提高安

全稳定的播出质量，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对调频广播远程

监控系统进行大规模升级。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项目

工程于2016年1月开始规划建设，并于2017年4月完工并交付

使用；工程总体设计要求是增强更加便捷和更加稳定的远程

监控与远程维护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现将调频广播远程监

控系统由原来的89C51单片机远程监控系统升级为计算机远

程协助监控系统。

1  远程监控系统升级要求和思路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要求实现监控设备的网络

化、智能化，升级完成后设备兼容性更好、运行更加稳定、

维护更加方便，且为以后增加机房、增加设备提供预留接

口；同时为便于远程实时监测播出设备的播出质量，调频

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增加调频广播的实时收音和实时录音 

功能。

根据设计方案思路制定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

框架图，其升级前后拓扑对比图如图1所示，橙色为升级 

模块。

2  远程监控系统升级特点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取消使用英特尔开发的89C51单

片机、4808集线器和TCP/IP传输模块，使用更加稳定的接口

控制器和工控机做总线控制，系统升级使远程监控设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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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稳定的同时，增加实时音频采样功能，进行实时远程播

出信号监听和实时远程播出信号录制。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采用模块规划，其工控机是

监控系统的核心，但考虑到播出任务的安全性、稳定性、

重要性，当监控系统出现问题时并不会对播出系统造成影

响，不会产生由于监控系统故障造成播出系统故障的播出事

故；工控机内部终端服务软件能自动远程软件升级，远程

监控系统软件升级的同时，并不会对播出系统造成影响；

远程监控系统软件升级能不断提高监控系统的稳定性、 

安全性。

3  远程监控系统升级模块

3.1 发射机模块

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发射机模块采用成都康特和成都

凯腾四方数字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的300W、100W调频广

播发射机，调频发射机主要负责重庆新闻频道、重庆经济频

道、重庆交通频道、重庆音乐频道、重庆都市频道、重庆文

艺频道共计6套调频广播的信号发射；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旗下21个机房每个机房6套调频设备，共计126套调频广播发

射机，因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旗调频发射机数量众多，为

不造成发射频率相互干扰，其发射功率和发射频率应按照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对当地实际要求和规划进行设置；126套调频

广播发射机内部都需按照要求对发射机控制主板进行改造，

以便调频发射机控制主板485串口通信模块实现TCP/IP数据传

输转换。

3.2 电源控制模块

电源控制模块采用独立的电源控制器，其内部分别为供

电端和控制端；供电端使用继电器独立控制输出至6套调频广

播发射机，为6套调频广播发射机供电；控制端由48针排线连

接至接口控制器，用于接口控制器控制电源控制模块内继电

器的通断，达到控制发射机电源的目的。

使用电源控制模块统一控制调频广播发射机的电源，其

目的是当调频广播发射机出现死机或过保护时重启广播发射

机，达到远程快速解决发射机一般故障的问题。

3.3 接口控制器

接口控制器其内部分为调频广播发射机数据转换模块

TCP232和电源控制器数据模块，模块分别实现对6套调频广

播发射机和电源控制器的电流、电压、功率、调制度等参数

的转换。

调频广播发射机数据转换模块通过TCP232嵌入式串口转

以太网模块，将调频广播发射机485串口数据转换为以太网

接口数据，实现TCP/IP数据转换，其通信电路改造及定义如 

表1。

为使服务器分别识别出播出机房内的每一台调频广播发

图1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前后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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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机的播出频率、功率、调制度等播出参数具体情况，需要

为6套调频广播发射机分别做TCP232的端口映射，映射端口

地址需分别对应每一台调频广播发射机的端口地址，映射定

义如表2。

3.4 交换机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升级的交换机要求1U机架式工业交

换机。使用1U机架式工业交换机有以下几个优点：抗干扰

性强、使用寿命长、散热性更好、快速冗余，并且采用工

业级元器件能较好地应对恶劣环境；由于1U机架式工业交

换机可统一安装在机架上，使用1U化设计更加便于标准化

机柜式安装；采用1U机架式工业交换机其目的是使接口控

制器内部模块与6套调频广播发射机实现对工控机的数据 

交互。

3.5 工控机

工控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 I n d u s t r i a l  P e r s o n a l 

Computer，简称 IPC），工控机要长期稳定地对远程监控系

统进行监测和控制，所以对其易用性、散热性、防尘性、耐

用性有着严格要求。

工控机向上发送数据，向下控制设备，其内部包含硬件

和软件部分；硬件部分包括：工程控制计算机、无线网卡、

调频广播接收器、音频采集器。软件部分是监控系统核心，

它包括：设备监控终端服务、调频广播接收软件SDR、音频

采集软件、远程系统控制软件。

3.6 服务器

为便于统一集中管理设备，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采用

服务器进行远程集中式管理，集中管理每个机房、每台设备

的播出和运行情况。

为保障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

性，要求服务器具有高速的运算能力、长时间的可靠运行能

力；服务器为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提供数据响应服务、并

快速处理数据服务，同时它为下属监控台站提供实时数据 

服务。

3.7 监控台站

监控台站安装调频广播远程监控软件，远程监控软件便

于维护人员实时远程查看和远程维护设备；远程监控软件能

实时了解播出机房6套调频广播的发射功率、反射功率、驻波

比、播出调制度、功放电流、功放电压等参数，同时由于增

加了调频广播接收器和音频采集模块，远程监控软件能远程

表2 发射频率及TCP232端口映射定义

发射频道 新闻 经济 交通 音乐 都市 文艺

发射频率 96.5 101.2 95.5 88.4 93.5 103.8

发射编号 1 2 3 4 5 6

目标端口 4000 4001 4002 4003 4004 4005

本地端口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表1 300W、100W调频发射机数据通信接口定义及功能

网口 1 2 3 4 5 6 7 8

串口 1 2 1 4 3 6 5 5

定义 数据A 数据B 数据A 功率检测 发射机复位 发射机恢复 接地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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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听播出信号和实时录制播出信号，使维护人员能随时

了解调频广播发射机运行情况和实际播出信号质量；远程监

控软件数据由服务器进行收发，由于使用网络化数据传输，

实现了随时网络监控管理设备，实时了解播出情况。

4  远程监控系统软件调试与设置

4.1 设备终端设置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其远程监控终端为软件的核心，

图2 监控终端设置

图3 监控终端设置

图4 监控终端软件Config.xml文件编辑信息 图5 调频监控控制台界面

远程监控终端将调频广播机房内1台电源控制器和6台调频发

射机通过TCP/IP连接起来，软件安装在工控机上，工控机通

过设置进行实时数据收发。

远程设备监控终端需手动添加1台电源控制器和6套调频

广播发射机设备。调频广播发射机需设置对应播出编号、

发射机具体型号、发射机播出频率、设备IP、设备端口等信

息，所有设置需与机房实际情况相互对应，并按照当地实际

情况添加设备管理名称、地址、经纬度等参数。其设置完后

如图2、图3所示。

为使服务器识别具体调频广播机房位置，需用记事本打

开远程监控终端设备软件下的Config.xml文件进行编辑，编辑

播出站点实际地名，以便远程终端识别后在服务器控制台显

示具体位置，同时此文件还可进行无网络重启、无调制报警

等设置。其设置如图4所示。

4.2 远程监控系统控制台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控制台下载服务器数据至监控台

站，控制台实时监控播出台站设备运行情况；控制台软件远

程监控发射机，做到实时信息采集，达到动态远程监测播出

情况和远程维护播出设备的目的；调频广播远程监控控制台

软件解压缩后即可使用，软件运行界面如图5所示，每次重新

运行软件时自动与服务器文件对比版本号，以便实现远程监

控软件的自动升级。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控制台软件为模块化设计，软件

可修改公司名称、设备名称，可设置不同权限管理不同机房

设备，可后续添加播出设备、添加温度、湿度监测，可添加

多画面视频监控功能。

5  远程监控系统测试

为保证监控系统在不干扰播出的情况下能长期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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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需对监控系统做系统测试，以便减少故障几率，减轻维

护人员后期维护成本。

5.1 控制端测试

重启测试：为保证播出机房因意外断电后设备能自动恢

复，监控平台和播出平台能自动通电开机后恢复播出、恢复

监控，需对所有硬件和软件运行自动重启测试。

软件测试：对终端服务软件、调频广播接收软件、音频

采集软件的稳定性和功能性进行测试。

通信检测：为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终端服务需定时检

测远程设备监控终端网络是否正常，当检测终端无网络时间

达到设定值后自动重启监控设备，且重启过程中不能影响播

出设备运行。

5.2 控制台测试

播出信号测试：使用调频广播远程收音软件（图6）实时

监听调频广播播出设备播出信号质量，监听声音是否清晰且

无杂音。

远程操作设备测试：远程控制6套调频广播发射机进行开

关机、复位等操作。

工程机远程重启测试：使用远程监控控制台对播出机房

监控终端进行重启测试。

6  远程监控系统升级实施情况

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工程，于2016年开始至2017年4月竣工，项目经过规划、设

计、实验、施工、验收、交付5个阶段，每个阶段现已完美收

工。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至今，其监控系统设备运行

稳定，没有发生一例由监控系统造成播出系统故障的事故；

远程监控系统的升级使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对下属21个机

房的126套调频广播播出设备的管理能力得到增强，同时由于

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工作人员的全程参与，锻炼了重庆广

播电视技术中心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了技术人员的业

务水平。

7  总结

调频广播远程监控系统升级后，可有效提高调频广播

图6 调频远程收音软件界面

远程监控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减少维护人员工作量、

减轻维护成本，能及时发现设备、供电、信号等停播事故，

做到快速排查调度和处理劣、停播事故，同时通过对播出

设备参数的自动记录进行动态分析，能为预防性、计划性

维护检修提供参考依据，能为台、站稳定播出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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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大数据智慧 
安播系统设计

【摘  要】 本文针对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安全播出”最为重要的特点，将台站安全播出相关的监控数据分析作为台站智慧安播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智慧安播系统平台，建立完整的监测数据指标体系，实现对台站管理数据的综

合统计分析，实现关键监测指标的主题分析、关联分析，建立数据分析模型，来协助台站监控管理，分析报警数据,实现智能诊

断、联动处理,做到台站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监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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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Big Data Smart Broadcasting System 

for Radio and TV Transmitting Station
Liang Jianbin

  (Station 808,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ical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51024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safe broadcas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this paper takes monitoring data 
analysis related to safe broadcast of the st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ation’s smart broadcast system, uses big data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smart 
broadcast system platform, establishes a complete monitoring data indicator system, realizes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ation management 
data, realizes thematic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key monitoring indicators, establishes data analysis models to assist sta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analyzes alarm data, and realizes intelligent diagnosis, and linkage processing to achieve statio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digital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Keywords  Big Data, Smart station, Safe broadcast, Radio and TV transmitting station

梁建彬

（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八〇八台，广东  510240）

0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快速变革，以及数据信息量

的持续增大，广播电视台站监控系统不可避免地将由传统的

自动化监控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并有向智慧化方向发展的趋

势，传统的数据存储和监控技术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需

要及时进行升级和创新。

智慧安播系统采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将发射台监控、台

站综合管理及第三方或互联网有机地结合起来。智慧安播

系统将打通多个数据系统，统一数据口径，整合异构数据，

具备很好的横向扩展能力；建立中央数据处理中心，实现离

线数据分析、实时流数据分析和多任务自动化工作流调度；

采用企业级数据平台，通过统一管理、统一运维，提升管控 

能力。

1  系统概述

智慧安播系统采用大数据技术组件满足大数据集成、处

理、运维等多方面需要；强大的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功能，具

备海量数据管理能力；支持实时流计算，帮助台站实现快速

分析；成熟地实施架构服务体系，帮助台站优化技术路线。

同时私有化部署保证平台数据安全，通过认证、权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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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保证平台内部各系统、各部门以及系统内、部门内不同

层级数据安全，全方位保护敏感数据。智慧安播系统平台结

构框架如图1所示。

2  智慧安播系统功能

智慧安播系统在原有的自动化监控系统上整合大数据统

计分析技术，将监控技术与台站业务管理有机融合，具备智

能管理、智能诊断等功能。智慧安播系统技术功能框架如图2

所示。

1. 业务协同服务功能：提供业务流程协同引擎，由流程

驱动各类开发组件，在不同节点完成不同的业务处理任务或

逻辑处理任务。在流程的驱动下，轻松实现跨组织和跨业务

系统的协同工作和成果共享。主要实现播出管理业务之间，

以及播出管理系统与事业管理系统之间的业务数据协同处理

问题。

2. 统一消息服务功能：平台提供各个自动化系统、应用

系统的消息引擎统一服务，集成台站各个业务系统产生的推

送、通知、公告和预警等消息，实现对各类消息的统一展示

和提醒，并支持对消息的简单回复或页面跳转等多种处理模

式，与各个业务系统实现无缝衔接。

3. 统一检索功能：基于可视化集成开发组件开发联合分

析引擎，为数据应用分析系统提供统一的非结构化数据和结

构化数据联合查询、检索和分析服务。应用分析系统与联

合分析引擎之间通过 HTTP/JSON 接口交互查询请求和响应

信息。统一检索服务包括以下检索功能：关键字检索、自

然语言检索、自动摘要、自动聚类、自动分类、信息推送 

等等。

4. 智能报表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统计汇总功

能、计算占比、计算环比和同比、分析功能、报警功能、数

据筛选功能、数据钻取功能、数据导出功能、网页打印功

能。全面支持实际管理所用各样式以及自定义报表，支持报

表与图表等数据可视工具的自动集成。支持事件响应，并

与任意 HTML 控件一起制作图表，可以自由设计报表页面

图1 智慧安播系统平台结构框架

图2 智慧安播系统技术功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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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方式。支持报表数据的导出、支持 WEB 打印等辅助 

功能。

5. 在线分析功能：能够为台站所有用户提供基于 Web 的

即时查询和在线分析能力，能够支持数据模型和业务模板

的设计功能。在平台上设计的数据模型可自动转化为数据

库结构，也可以自动从已有数据库中读取已经存在的数据结

构，再通过建立映射关系和数据索引等方式转换建立业务视

图模型，让业务用户可以直接从业务角度理解和使用数据。

业务视图模型支持主题、数据项的重定义和重组织、可视

化模型设计、数据权限控制、维度设计、指标定义、函数

的扩展和自定义等，来提供更加直观和可视化的数据应用 

能力。

6. 决策支持功能：能够为不同层级的管理者提供丰富

的交互式操作。平台基于数据访问引擎（如 OLTP 引擎、

OLAP 引擎、分布式计算引擎、查询搜索引擎等）和数据管

理工具来构建统一的决策支持服务层，可以按台站和部/室

级分别封装实现统一管理、看板管理、报表中心、在线分

析、辅助决策以及自定义服务等一系列数据应用和可视化

展示功能，并通过权限控制数据应用和决策支持的对象和 

范围。

7. 数据挖掘功能：提供图形化的一站式算法服务，包括

机器学习算法开发、训练数据导入、特征抽取、模型训练、

评估评测以及部署应用等通用功能。

8. 门户内容定制功能：支持丰富的门户开发组件实现对

不同层级门户的自定义，使得平台中不同的用户、不同角色

可展示不同的内容。可以使用门户开发组件快速地对系统中

所有展现分析成果进行重新组合，调整不同的展现方式和展

现内容。包括：自由页面开发、门户定制开发、多终端一致

性开发等内容。

3  智慧安播大数据综合统计分析平台基础框架

本系统采用先进的混搭架构模式，运用大数据技术，结

合数据仓库的设计模式，采用分布式计算+分布式数据存储的

技术架构框架来实现平台基础框架，根据平台技术架构及应

用部署架构完成系统环境搭建。

本系统将自动化监控系统与业务系统的数据通过ETL工

具或同步工具，抽取到MPP数据仓库，完成数据质量分析，

进行数据预处理，重点包括数据清理、数据集成、数据规

约、数据变换等，在MPP数据仓库中构建数据集市。然后将

MPP数据仓库中明细数据抽取到Hadoop中，同时将爬虫过

来的数据存储到Hadoop中。MPP数据仓库作为数据集市支

撑上层数据分析和服务，Hadoop提供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

和管理，同时提供监控明细数据查询。其中数据抽取部分，

可根据源系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数据采集方式。框架如图3 

所示。

通过大数据平台搭建实现监测数据和管理数据的各类综

合统计汇总查询功能，并确保数据的准确、一致。根据统计

分析系统设计要求，设计开发各类可定制化的条件查询统计

汇总功能，其主要统计分析对象应至少包括：发射机参数、

报警信息、业务管理信息等。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来实现关联

分析、智能诊断、报警联动、应急预案等功能。

3.1 安播业务综合监测告警子系统

安播业务综合监测告警系统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例如

台领导、技术部门值班长、技办主任 IT 部门、财务部门等）

和各类主题门户（例如个人门户等）不同的部门（例如发射

机房、节传机房、中控机房等）分别展示不同角度范围的播

出任务、设备状况和相关环境、支撑系统软硬件状态以及音

视频信号等；实时整合所有底层告警数据，综合分析、去重

去错，快速定位故障位置，从而使得安全播出环节上的各个

用户、各个部门在一个集成界面就能及时得到辖区内所有安

播设备及其附属相关系统状态，迅速锁定告警；大大减轻值

班的压力，缩短故障处理时长。

3.2 数据统计子系统

统计分析子系统解决基本和复杂的台站监控管理数据统

计，利用各类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分组、时间序列、平衡

等），对分析对象（报警数据、设备参数、业务管理信息

等）设计分析指标，按照分析维度（时间、节点、区域、数

量等）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统计分析功能是决

策支持系统的最基础功能，也是后续开展关联分析和预测分

析的基础准备工作。

图3 安播大数据平台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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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多维综合分析子系统

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对数据处理交换中心里的安播数

据、温度监测数据、各种日志数据等进行多维分析、特征

分析、在线实时分析、趋势预测分析及机器学习等丰富的可

视化实时分析功能，逐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整个安播生

产链条的数据模型，探索影响安全播出的关键因素（例如发

射机关键位置的温度、湿度等）和非关键因素（例如天气因

素、机房环境因素等），从而帮助台站有效提升播出质量、

降低停播风险。在对播出自动化系统、生产保障系统、事业

管理系统现有数据有限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对相关数据进

行充分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数据关联分

析，并尝试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故障分析与故障预警，同

时，在数据综合运用基础上，实现智能业务数据报表，让台

站管理者便捷及时掌握平常疏忽的重要信息。按类别可分为

播出业务多维统计分析、事业管理多维统计分析、台站全

数据关联分析、业务发展趋势预测、故障分析与预警等。

系统包含以下功能：在线关联分析、日志综合分析、业务

故障辅助定位分析、调度任务优化分析、发射机智能诊断 

分析。

3.4 智能决策支撑子系统

决策支撑系统为台站管理层、技术执行层等角色提供

全台安全播出、保卫安全、信息安全等数据的深入分析和

实时展示，通过建立台管理驾驶舱、专业主管领导看板等

功能支撑领导层对全台站核心业务情况的综合态势掌控，

支持技术层对节目播出情况、设备运行情况、元器件使用

情况等安播业务数据的实时检索和和统计分析报表，并能

够结合对传输发射设备的监测数据、运行数据、日志数据

等综合深入探索和挖掘分析，提供带有预测性的决策支持 

功能。

3.5 知识库管理子系统

通过不断丰富各类业务相关规定、制度、标准等文档，

结合数据多维综合分析结果与业务管理论证，建立部分自学

习模型，形成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迭代，逐步打造各类

知识库，实现各项业务知识的有效共享。

4  系统安全保障设计

智慧安播系统在新建、改建、扩建时同步规划和设计安

全方案，根据相关的网络安全等保要求建设网络安全体系，

保障数据安全。统一考虑物理与环境安全、主机安全、网络

安全、接口安全、运行安全、数据安全与应用安全等相关问

题。通过部署相应安全策略建设安全体系，确保智慧安播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及业务的连续服务。

4.1 架构安全

本系统采用面向服务的模块化设计，具备内聚程度高、

接口简单、方便维护等特点；架构设计中的各个采集、监

测、控制环节分布式设计、系统环境故障，不会对发射台原

有的发射链路造成影响。

4.2 数据安全

本系统遵循“一个中心、三重防护”的总体思路、总体

原则开展数据安全监控服务方案建设设计，通过对安全管理

中心和计算环境安全、区域边界安全、通信网络安全的安全

合规进行方案设计，建立以计算环境安全为基础，以区域边

界安全、通信网络安全为保障，以安全管理中心为核心的安

全整体保障体系。

1. 系统具备运行期容错、防护与恢复机制；

2. 系统登录的加密措施，保障网络数据安全性；

3. 根据数据安全等级将核心数据通过手动、定时备份，

保障数据完整性。

5  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产品、系统不同时期的建设等，

不可能保证一个系统永远处于领先地位。为此在设计方案

时，考虑到系统升级扩容的灵活性和兼容性，采用模块化、

开放式、集散型、分布式的控制系统，在不改变原有设备、

不损失前期投资的情况下，能方便地升级和扩容，确保系统

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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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技术在广电运维领域应用的 
思考和实践

【摘  要】 在5G网络即将普及的时代环境下，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大量数据以及使用数据。将处于表格、文件和数据库中的大量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以直观清晰的图形展示出来，能让工作者更快地理解、分析和处理信息，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以

及存在的问题，给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引，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本文介绍了数据可视化技术

的重要作用，并对此在广电运维领域范围内的应用展开阐述，最后进行了具体实践。

【关键词】 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 数据可视化, 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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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Practice on Application of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ing Le

(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uangdong 510066,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when 5G network is about to be popularized, all walks of life will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data and use data.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ata in tables, files and databases, and display them in intuitive and clear graphics, which 

allows workers to understand, analyze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more quickly, find out development rul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ing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work, so as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roduce huge social eff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mportant 

role of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expounds it in the field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finally carries out specific  

practice.

Keywords  Data analysis, Data statistics, Data visual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丁乐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  510066）

0  前言

随着5G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系统建设规模变大，未

来广电领域的各种数据量将大幅增长。大部分数据都是安安

静静地存放着，系统故障和设备状态难以准确掌握，人们

无法直观地读懂这些数据，也无法知道里面蕴含的规律。在

数据量较小时，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通过人工统计方式还可

以勉强地去进行提炼和分析；而当数据量达到几千几万甚至

几十万条以上时，就不是人工操作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如果

能将这些纷繁复杂、看似毫无规律的大量数据按照一定的

规则进行分类统计和可视化，便能从中发现更多有规律和

有价值的内容，帮助人们直观地去读懂这些数据及其背后

隐藏的规律，从而帮助人们在工作中去思考、调整和统筹 

规划。

1  数据可视化让运维由繁化简

数据可视化具有直观性、关联性、实用性、艺术性和交

互性这五个特性[1]，它将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多维数据的形

式表示，使人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观察数据，并通过图形化

的方式清晰而有效地传达和交流信息，有助于用户分析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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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据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了解数据背后隐藏的价值。数据可视化包含的主要技术有数

据空间、数据开发、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

随着各类信息系统建设的快速发展和规模逐渐变大，

设备类型和数量增多，网络结构日益复杂，系统故障变得

难以准确定位，设备状态无法准确掌握，这些都给运维人员

带来了一定的工作压力。数据可视化技术将各类设备和信

息系统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映射成几何图元，再绘制成

图形和图像直观地展现出来，清楚地传达数据的含义，显

示过往数据分析文字报告无法看到的数据实时更新趋势，

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大量数据中获得有用的数据见解变得

更加容易。这将改变传统的人工运维，让运维工作由繁 

化简。

2  广电运维数据可视化的实现方法

2.1 电视台运维数据探讨

1. 新一代的电视台系统建设加入了很多IP技术和IT技

术，设备/系统每天都会产生大量数据，例如告警或错误信

息，或日常操作信息等。这些信息是静态地存在于文件/数据

库中，我们无法获知它们之间是否蕴含着一些规律，是否有

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事件。

2. 以广东IPTV为例，它拥有将近200个频道，这些频道

分布在多个多画面显示屏的格子里面（见图1），它们的信号

质量主要由相应多画面服务器进行监测。

当系统监测到某个码流信息不稳定或者有异常时就会告

警，每天都会产生一定量的告警信息，保存在数据库里面。

而值班员只会关注和处理当班的告警/错误，次数有限，不能

直观地看到某些阶段数据深层次的规律。

3. 深层次的分析。比如某个频道，它某种类型的告警每

月会发生几次，是否隔一定的时间出现一次？又如当某个时

刻一个频道发生告警时，是否同时有其它频道也发生了相同

的告警，这些频道是否来源一样或者经过同一个设备？

如果能够按照一定的设定条件去对系统进行各个维度的

统计，统计出各个频道在一段时间内各种类型告警的次数，

以及各个维度下告警数据的分布规律等，就能进行比较详细

的分析，获得直观的数据分析图形，从而在未来的工作中针

对存在的问题及潜在的隐患进行改进和调整，保障播出安

全。这时便需要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实现。

图1 多画面显示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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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可视化实现的一般步骤

2.2.1 数据导出和处理

1. 数据导出。数据导出根据需要可以按条件抽取历史数

据，比如抽取一个月或一年的数据；也可以每天实时抽取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选择的时间范围越大，具备参考价值的数

据量也就越充足。

2. 数据清洗。数据清洗从业务方面考虑，将一些没有参

考意义的数据过滤掉，以免影响可视化结果[2]。例如，每天

凌晨很多频道都是播出彩条信号，相关系统会检测到静帧和

静音并进行告警，这部分告警数据可能会对可视化分析结果

造成影响，因此进行清洗过滤。

3. 数据合并。导出的原始数据文件里的属性列可能并不

足够进行可视化分析，因此要与其它来源的属性列进行合

并，以扩充属性列字段，方便进行多维度分析。同时在进行

数据合并时，如果存在某些扩展属性列缺失相关数据，需要

进行缺失值填充[3]。

2.2.2 原始数据分析

从业务方面考虑，各个频道都有一系列的运维数据。将

相应频道数据从时间/空间（纵向/横向）进行统计分析比较，

构建业务应用分析模型，从中发现频道业务系统的健康水平

差异及发展趋势。

从设备/系统方面考虑，自定义配置告警等级、阈值，采

集设备/系统运行数据及应用产生的告警等信息。将告警信息

数据按各属性维度进行聚合统计，并以图表等形式展现。

2.2.3 数据可视化映射

对数据进行清洗、合并，并按照业务目的进行数据分析

之后，根据各个分析结果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可视化呈现图

形，将处理后的数据信息映射成可视化元素。常见的数据可

视化展示图形有条形/柱状图、折线图、饼图/环形图、漏斗图

和词云图等，可视化展示图形要根据不同类型和分析需要来

选择，要求能突出数据之间的差异，或者呈现数据之间的关

系和发展趋势，易于进行对比和直观分析。可视化图形的一

些例子如图2所示。

2.3 数据可视化分析

可视化分析可分为描述分析、规范分析和预测分析，它

们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描述分析就是叙述已经发生

的事情并指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规范分析除了帮助我们了

解原因，还从发生的事情中学习并制定可解决当前问题的策

图2 可视化图形选择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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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号监测管理系统介绍

广东IPTV集成播控平台直播信号监测管理系统（见图3）

对各频道IP信号源进行码流监测、码流分析、多画面分割等

全功能信号处理，支持DVB TR101-290中的三层报警，监测

包含视频丢失、音频丢失、黑场、彩条、静帧、连续计数

错、音量过高/过低等。其日志数据，包含告警时间、告警错

误类型、多画面名称、频道名称、组播IP等信息，并可通过

与频道信号来源文件进行扩展得到频道清晰度、延时器、切

换器和卫星极化等属性信息。因此，日志统计分析可按时间

维度和属性维度的特性来进行。

3.2 数据维度及扩展

本文抽取一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日志数据只有日期时间、告警错误类型、多画面名称、

频道名称和组播IP地址五个可用字段，而频道信号来源文件

记录了各频道清晰度、延时器、切换器和卫星极化等属性信

息，需要将日志数据文件与频道信号来源文件以组播地址为

图3 信号监测管理系统图示

略。预测分析可以帮助用户识别出建议未来情况和行为的模

式。使用预测分析，组织可以提前规划，预测新趋势并选择

最优方案，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3  数据可视化应用实例

广东IPTV集成播控平台，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根据国家三

网融合总体方案和广电总局有关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的要

求，招标采购相关软件系统和硬件设备并结合自身开发维护

建设而成的省级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该平台与中央总平台

进行对接，接收中央总平台下发的内容和元数据；同时，充

分整合利用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及广东省各地市等本地优势资

源；向下则与电信内容分发网对接，向电信内容分发网提供

直播信号和点播节目等内容。因此，广东IPTV集成播控平台

在整个广东IPTV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章将对广东

IPTV集成播控平台直播信号监测管理系统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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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按不同维度进行统计的汇总信息

关键词进行数据合并，将频道的其它属性列合并到原始日志

数据文件中，扩展可视化统计的维度。

3.3 原始数据的可视化方向规划

根据业务系统的特性，可以按子系统/子设备和频道两个

方向对数据进行分析。

1. 从子系统/子设备方向去考虑时，可分别按告警错误类

型、多画面名称、频道名称、清晰度、延时器、切换器和卫

星极化这些维度去进行聚合统计。进行上述统计后可按各维

度关键词热度排序，绘制词云图。此种统计不区分频道，旨

在分析出每个维度下各种类型告警的总数分布，获得直观的

数据，并检查子系统/子设备是否有突出的异常点。

2. 按频道方向去考虑时，对每个具体频道的数据进行

单独统计分析。从将近200个频道混杂的历史日志里面抽离

出单个频道里面各个类型的告警日志，可以按各错误类型

的总数进行统计；也可以进一步细化到按月份进行统计，

绘制出走势图，得出每个频道各种错误类型数量的发展 

规律。

3.4 可视化图形的选择

告警错误类型、多画面名称和频道名称这三个维度，由

于它们包含的细分类目较多，因此采用柱状图展示数据。而

清晰度、延时器、切换器和卫星极化这些维度包含的细分类

目较少，采用环形图、南丁格尔玫瑰图或漏斗图展示数据均

可（见图4）。

对单个频道数据分析的展示，按各错误类型的总数进行

统计时采用环形图（见图5）； 按各错误类型的月份总数走

势进行统计时采用折线图（见图6）。同时，将结果生成到网

页文件中，用分页组件Tab对频道进行分页，点击具体频道的

分页标签就可以看到这个频道的统计图形。

3.5 分析结果应用

通过对呈现的可视化结果进行观察，直观地发现数据中

的差异，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了解到工作中需要格外

关注的地方，为进一步分析和决策提供依据。例如，按多画

面维度统计时发现多画面10上的告警数据总数明显比其它多

画面多，这便是一个突出的异常点。在发现这种情况时，就

可以作进一步的工作安排，对这个多画面服务器的情况进行

全方位的研究。

4  结束语

技术与业务是相辅相成的，在5G、大数据等新技术出

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使用新技术去促进生

产，把工作做到极致。本文通过对数据可视化技术在广电运

维领域应用的思考，介绍了它的重要作用，并在广电运维领

域的范围内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和可视化的实践，这些思考

和实践是通用的，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传统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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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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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广播电视画面 
多等级亮度增强和色彩保真算法研究

【摘  要】 为提升节目画面有效信息，提高广播电视智能监管的准确性，本文提出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图像增强网络。该网络

考虑到不同场景下对于正常照度的定义不同，实现了图像亮度的多等级映射和色彩保真。通过定性和定量结果可以看出，网

络能够将低照度图像增强至参考亮度，且缓解了颜色失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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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level Brightness Enhancement and Color Fidelity 
Algorithm for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Based on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Wang Yanan, Men Aido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age enhancement network based on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to improve image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accuracy of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The method consider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normal illumination in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realizes multi-level 
brightness mapping and color fidelit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twork can enhance low-light image to reference brightness, 
and alleviate color distor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Low-light image enhancem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uto-encoder,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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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100876）

0  前言

智能监管系统对保障广电各项工作安全运行起到重要

的辅助作用，在网络视听监测监管中，图像和视频则成为

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若想让图像和视频能够完整地传递信

息，需要其具有较高的清晰度，具体表现在画面亮度合适、

细节清晰完整以及颜色自然保真等方面。在实际应用中，由

于环境、设备和技术的限制，被拍摄场景往往照明条件不理

想，获取到的画面质量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低亮度、

低信噪比和颜色失真等，有损图像的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

很难清楚识别画面中的人或物体，给监管工作带来困难。因

此利用低照度图像增强技术提高此类视频或图像的亮度，可

以提升画面质量，为随后的智能检测AI画面提供更加完整

有效的信息。由于在检测识别不同场景时对于正常照度的定

义不同，工作人员对于亮度的感知也存在细微差别，本文使

用任意场景下的亮度参考图像作为正常照度标准，指导网络

将低照度图像提升至相似亮度，实现了多等级增强，改善了

现有方法中亮度增强程度不可控的问题。此外，考虑到颜色

对于判别不同的人员或物体同样至关重要，我们在提升亮度

的同时还关注了色彩保真的问题，以更好地提高智能监管的 

准确性。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4期〕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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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背景

图像和视频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在传播和交流信息的

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实际拍摄时，受限于环境

和设备，获取到的图像或视频往往由于亮度过低造成画面中

物体不清晰和颜色失真等问题，无法有效提供信息。因此，

针对昏暗环境中的低照度图像问题，设计增强网络，以提升

图像质量使其完整传递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

1.1 低照度图像增强算法

低照度图像增强技术是针对照明不足的图像存在的低亮

度、低对比度和颜色失真等问题进行处理，恢复图像亮度，

提升视觉感知效果和图像质量。低照度图像增强作为一项经

典的低层次计算机视觉任务，不仅带来更令人满意的视觉感

受，还为后续可能存在的分析和处理图像任务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持，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在很多领域都有着重要

的应用价值。

1.2 研究现状

在光照不充足的环境中，相机捕获的光子数较少，导致

拍摄到的图像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在人眼感知方面也不能

满足审美需求。为了提高图像质量，低照度图像增强技术应

运而生，其起源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

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一些传统方法开始普及，主要表现为

提高图像的对比度，可归纳为基于直方图均衡化的方法、基

于灰度变换的方法和基于Retinex理论的方法三种。近年来，

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量基于深度学习的高质量低

照度增强算法不断涌现，以学习增强问题中的复杂变换，常

用的方法可分为三类：基于编解码器的方法、基于卷积神经

网络的方法和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的算法。

2  网络架构

智能监管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参与，而人们对不同场景下

正常照度的定义是不同的，如在家庭客厅灯下照度通常为50

勒克斯，办公室照明下照度范围为320～500勒克斯，上述两

种情况均被定义为正常光照强度，但数值范围却相差很大。

此外每个人对于亮度的感知存在细微差别，同一个人在不同

工作环境下对于亮度的感知也不同。因此在增强图像时，应

以场景需求和工作人员的感知为导向，进行多等级增强，但

这一任务存在一个固有问题，即人眼对亮度的感知是非线性

的，导致了图像亮度值和主观感受的不一致。基于此，本文

提出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图像增强网络，以任意图像作为正

常照度的参考，将低照度图像增强至该标准下的亮度等级。

此外，由于物体颜色对于人眼识别和准确传递信息也极其重

要，因此网络在增强亮度的同时，还实现了色彩保真。本文

模型以两点假设为重要基础，接下来将进行详细介绍。

2.1 假设

假设一：一幅图像可以在隐空间中被分解为两个特征分

量，分别称为内容分量和亮度分量。

令 { }1 2, , , nx x x x=



表示一组不同环境光条件下获取的同

一场景的图像，对于任意一幅图像xi(1≤i≤n)，令fi表示其在

隐空间中对应的特征向量，该向量由内容分量ci和亮度分量li

构成。我们认为在同一场景下拍摄的图像中，特征向量被分

解后得到的ci是一致的，而li受图像亮度等级的影响，我们称

ci中包含的是场景不变性信息，li包含的是亮度特定性信息。

也就是说，对于 { }1 2, , , nx x x x=



中的一对图像(xi, xj)(i≠j)，经过编码器E进

行编码，生成特征向量fi=E(xi)和fj=E(xj)；在隐空间中fi和fj

分别被分解为(ci, li)和(cj, lj)；接下来，将从两幅图像中分解

得到的特征分量ci和lj进行拼接，即可得到一个新的特征向

量f ′，则f ′=fj。f ′经过解码器G的重构，应获得与xj相同的图

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 { }1 2, , , nx x x x=



中提取出多种表示不同光照等

级信息的亮度分量，通过和内容分量的拼接重构，实现多亮

度等级映射。然而依据上述情况得到的结果图像本身便存在

于 { }1 2, , , nx x x x=



中，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分解得到的两个特征分量维度固定，具有低耦

合性。

对于一幅低照度图像，若不存在对应场景下的正常照度

图像，那么我们希望使用任意图像作为其增强过程中的亮度

参考图像，以得到呈现近似亮度的增强结果，该参考图像的

内容与低照度图像的内容无需一致。基于此，特征分量应该

具有低耦合的特性，以保证在拼接不同图像的特征分量后，

不会在低照度图像的增强结果中引入参考图像的内容信息。

令(x, y)表示一组场景无关的图像，其中x为待增强的低照度

图像，y为亮度参考图像，本文任务的目标是学习从x到其正

常照度版本x′的映射，且保证x′与y亮度相似。具体来讲，x和

y的特征分量分别被分解为(cx, lx)和(cy, ly)后，cx和ly被拼接重

构，输出x的增强结果x′，该结果保留了x中所有具有场景不变

性的物体信息，并从y中引入了目标亮度信息，因此低照度图

像在亮度得到增强的同时还具有色彩保真性。通过选取不同

的参考图像来指导增强过程，可以实现不同需求下的图像亮

度增强。

上述假设中我们认为图像的所有信息初始在特征向量中

呈随机分布的状态，经过一定限制后可以呈规律分布，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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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解为两个包含不重叠信息的特征分量。这两个假设对图

像均没有特殊限制，也未对图像中的信息进行修改，因此对

所有图像均适用。

2.2 网络总体设计

本文网络旨在将低光照图像增强至正常光照强度，模

型结构如图1所示，由编码器E、特征拼接模块和解码器G组

成。该网络有两个输入，包括低照度图像Ii和亮度参考图像

Ir，这两个输入图像共享编码器E的参数。在训练时，Ii和Ir

的内容相同，仅呈现不同亮度；而在测试时，Ir可选取任意 

图像。

我们采用U-Net[1]的下采样部分和全局平均池化操作构

成本文网络的编码器E，其作用是将Ii和Ir分别编码为隐空间

中的特征向量fi和fr。特征拼接模块是本文模型的关键部分，

该模块从两个编码的特征向量中提取出所需信息进行重新拼

接。具体来说，我们将fi和fr输入特征拼接模块，从中分别分

解出ci和Ir，接着拼接这两个特征分量得到新的特征向量。网

络的最后一部分是解码器G，由一个全连接层和U-Net的上

采样部分组成。拼接后的特征向量被输入解码器，首先通过

全连接层和扩维操作，得到与编码阶段对应特征图具有相同

分辨率和通道数的重组特征图，最后通过上采样以获得重建 

图像。

本文所提出的网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低照度图像的内容

信息，仅引入参考图像中的亮度这一额外信息。这种方式缓

解了低照度图像中颜色失真的问题，符合低照度增强任务中

仅改变亮度的要求，实现了色彩保真。

3  处理流程及结果

3.1 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有参考和无参考图像质量指标对所提出的方

法进行性能评估。当测试数据集有真实标注图像时，我

们采用有参考评价的方法，以常用的峰值信噪比（PSNR, 

Point Signal to Noise Ratio）和结构相似性（SSIM, Structural 

Similarity）来衡量预测结果相较于真实标注的失真程度，其

值越大，表示生成图像的效果越好；反之，当测试数据集没

有真实标注图像时，我们使用NIQE作为无参考评价指标，其

值越小，表示图像质量越好。

3.2 处理流程

3.2.1 数据集

在训练网络时，我们使用LoL[2]和MIT-Adobe 5K[3]这两个

数据集。前者由500组图像对组成，其中485组用于训练，每

组图像包含一个低照度图像和对应的正常照度图像。后者由

5000张低照度图像和5个摄影师（A/B/C/D/E）分别一一调整

的共25000张正常照度图像，本文采用摄影师C的调整结果作

为真实标注，并使用4500组图像用于训练。

在评估网络时，使用LoL中15组图像和MIT-Adobe 5K中

500组图像进行有参考图像质量评估，使用LIME[4]、DICM、

NPE和MEF四个数据集进行无参考图像质量评估。

3.2.2 训练和测试流程

我们使用Tensorflow框架在NVIDIA 2080Ti GPU上实现网

络，训练时采用Adam优化器进行了1000轮的优化，学习率固

定为1e-4。

本文以端到端的方式训练网络。在训练过程中，网络

的输入图像包括一幅低照度图像和一幅相同场景的正常照

度图像，经过模型的完整处理后生成增强后的图像，再将该

结果输入网络编码器部分，最终得到低照度图像、正常照度

图像和增强结果及其各自的特征分量，用于计算损失以优化 

网络。

在测试过程中，网络的输入由一幅低照度图像和一幅任

图1 基于卷积编解码器的图像增强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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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亮度参考图像组成。网络首先将输入图像编码为特征向

量，接着由特征拼接模块将低照度图像的内容分量和参考图

像的亮度分量重组，经过重构后得到亮度提升至与参考图像

亮度相似水平的输出图像，即为网络的最终结果。

3.3 实验结果分析

3.3.1 有参考图像质量评价

为公平比较，我们在评估本文方法和其他方法的性能

时，对使用相同数据集进行训练和测试的方法进行统一比

较。表1和表2分别展示了不同方法在LoL和MIT-Adobe 5K数

据集上的PSNR/SSIM对比结果，且每个指标的结果中我们

将最优结果标红，次优结果标蓝。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

PSNR，本文模型在LoL数据集上相比于次优方法MIRNet[9]

高3.76dB，在MIT-Adobe 5K数据集上相比于PieNet[14]高

3.11dB；对于SSIM，本文模型虽然在LoL数据集上表现次

优，较最优方法低0.03dB，但在MIT-Adobe 5K数据集上依然

效果最好，相较于MIRNet高0.02dB。综上可见，本文所提出

的方法优于其他算法，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隐空间中分解图

像特征向量的方式可以尽量地保留低照度图像的场景不变性

信息，使网络能够有效增强图像，另一方面颜色失真的问题

得到缓解，也可以改善结果图像的质量。

3.3.2 无参考图像质量评价

我们还在不包含正常照度图像的四个数据集（LIME[4]、

DICM、NPE和MEF）上使用无参考图像质量评价指标NIQE

对不同方法的性能进行评估，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最优结

果被标红，次优结果被标蓝。从表中可以看出，本文模型在

NPE数据集上的NIQE结果相比于GLAD高0.03，表现次优，

但在其他三个数据集上都获得了最优结果，得到的NIQE相比

于次优方法至少低0.24。在缺乏真实标注的情况下，我们的

模型鲁棒性更好，再次说明了本文使用的图像分解方式有利

于网络生成视觉效果更好的增强图像。

3.3.3 低照度图像多等级亮度增强

图2展示了本文网络在增强低照度图像时，使用不同亮度

参考图像生成的多种结果。其中（a）、（b）和（c）均为增

强结果，且使用不同亮度等级图像作为参考。从图中可以看

出，同一幅低照度图像的一组增强结果在画面细节、物体结

构上基本一致，仅亮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当使用同一幅

亮度参考图像指导不同低照度图像的增强过程时，得到的结

果图像具有相似的亮度等级，即接近参考图像的亮度。上述

结果说明了利用分解出低耦合性的特征分量的方式提取不同

亮度信息，再与内容信息拼接重构，可以使网络有效学习到

一对多的映射，得到符合不同需求的结果。此外，通过定性

观察，可以看出我们的模型生成的图像真实自然，实现了高

对比度、丰富的颜色和清晰的细节。

表1 多种低照度增强算法在LoL数据集上的性能评估

表2 多种低照度增强算法在MIT-Adobe 5K数据集上的性能评估

表3 多种低照度增强算法的五参考图像质量评估结果

方法 LIME[4] Retinex-Net[2] GLAD[5] KinD[6] RUAS[7] DRBN[8] MIRNet[9] Arora等人[10] 本文方法

PSNR 16.76 16.77 19.72 20.87 18.23 20.13 24.14 23.01 27.90

SSIM 0.56 0.56 0.70 0.80 0.72 0.83 0.83 0.89 0.86

方法 HDRNet[11] DPE[12] DeepUPE[13] RUAS[7] MIRNet[9] PieNet[14] 本文方法

PSNR 21.96 22.15 23.04 20.83 23.73 25.28 28.39

SSIM 0.87 0.85 0.89 0.85 0.93 0.91 0.95

方法 LIME DICM NPE MEF

LIME[4] 4.16 3.03 3.64 4.55

Eetinex-Net[2] 5.95 4.71 4.29 5.63

KinD[6] 4.41 3.39 3.51 4.24

GLAD[5] 3.90 3.09 3.25 3.66

本文方法 3.51 2.74 3.2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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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在提升广播电视中的低亮度画面以传递更加有效、

完整的信息的任务背景下，提出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增强网

络。该网络除实现提升图像亮度这一基础任务外，还提出以

任意图像作为亮度增强目标，解决增强程度不可控的问题，

同时使用亮度参考图像的方式解决了人眼对于亮度的非线性

感知问题。此外网络还关注了颜色对于识别物体的重要性，

在增强时最大程度保留原色彩。这是深度学习技术在广播电

视系统的又一次成功应用，对质量较差的低照度画面可进行

亮度增强，为智能监控提升更有力的技术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受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9YFC1511404），

基金项目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200202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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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低照度图像多等级亮度增强结果



稳定安全 协同高效  

山东省新闻中心超高清系统打造行业标杆项目
——山东省新闻中心超高清系统建设与使用访谈录

1月19日，山东省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当日，山东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在这里举办了首场新闻发布会。自启用

起，几乎每天都有新闻发布活动在此举行。

据了解，山东省新闻中心项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下辖山

东广电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中标承建。

3月下旬，广电猎酷连线采访了山东广电传媒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霄。在连线中，王霄表示，全社会对4K的认可与

需求都在与日俱增，这就要考虑满足各行业、各应用场景中

不同用户的需求。未来，新闻中心采集制作传输分发的全面

超高清化势在必行，因此选取的设备易用性高、兼容性好是

非常重要的。

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直播演播室，完成了《两会大家谈》电视

直播。运行平稳，使用率高。

在新闻发布会之外，新闻中心日常还举行宣传策划

会、政策解读座谈会等活动，总体来说，日常业务量是比 

较大的。

“最放心的就是专业视频系统的运行”

广电猎酷：迄今为止，新闻中心直播活动中设备的运行

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否让人满意？

王霄：山东省新闻中心启用以来，最放心的就是专业视

频系统的运行。

自运行以来，所有新闻发布会都是直播。对于内部会

议，也会进行录制，保留素材。

无论是新闻发布会直播，还是其他形式的活动会议，需

求都是多元、多变的，系统势必会有频繁调整的需求。

新闻中心的设计和建设团队成员，对于广电设备的稳定

性、可靠性有深切的感受。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在预算允许

的情况下，要依托广电级视频系统，为未来工作开展打下坚

实基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7个系统都要整合在狭小空间

广电猎酷：在您看来，新闻中心在设计和建设中的重点

和难点是什么？

王霄：设计和建设的重点是确保高度集成的各个技术系

统稳定运转，各个功能区协同高效运行；难点就是在空间受

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化空间复用，根据每场活动的具体功能

要求，灵活调整技术系统，以满足各类应用场景使用需求。

山东省新闻中心是山东省权威信息发布平台，重大会议

新闻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山东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为媒

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满足宣传部宣传策划、协调会议召

开，也是各级新闻发言人活动中心。

山东省新闻中心选址在山东大厦两个相邻会议厅，紧挨

山东省新闻中心新闻发布厅

新闻中心启用以来，除春节假期几乎天天都使用

广电猎酷：王总，您好。新闻显示，1月19日，山东省

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启用至今，举办过数十场政府新闻发布

会，请您谈谈使用情况。

王霄：你好。自1月19日启用以来，除了春节假期外，新

闻中心几乎每天都有发布或会议任务。

1月21～27日，在山东省“两会”期间，山东省新闻中心

承担了省人大和省政协多次重要新闻发布会。

值得一提的是，新闻中心的混合采访区，作为山东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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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山东“两会”的山东会堂，地理位置优越。

宣传部领导定下了“一个平台，六个中心”（即权威信

息发布平台、重大会议活动新闻中心、山东形象展示中心、

一站式媒体服务中心、宣传策划协调中心、新闻发言人活动

中心、融媒体采编运维中心）的建设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十余个技术系统全部整合进两

个会议厅的有限的空间里，方案经过了反复推敲、细致精

算，一点一点抠了几十版方案，这对整个设计和施工团队而

言都是一次难忘的挑战，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实际建设中，我们利用一个过道搭建了设备机房，装下

了包括视音频系统、大屏灯光系统、媒资生产系统、云会议

系统等七个系统的控制台和机架设备，把可用空间用到极

致，做到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新闻发布厅、多功能厅、混合采访区，我们布置了14

个多功能接口箱。具备高清、4K视频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

口、网络接口、光纤接口，可以满足70人媒体采访信号调用

需求。在嘉宾接待区、办公区也配备了丰富的信号接口，方

便嘉宾和记者使用。

广电猎酷： 目前，新闻中心的直播是超高清与高清系统

并行制作吗？会有哪些难点呢？

王霄：直播信号会看大家需求定。有4K需求，就给4K信

号。如没有需求，就给高清信号。目前阶段，不是所有用户

都有4K信号源需求，我们会保留4K素材。

目前超高清和高清并行制作没有太多困难。

“UE155给了我们团队很大的惊喜， 

制作空间一下子就提升了”

王霄：在选择视频制作标准的时候，我们认为作为一

省新闻中心，要兼顾省级主流媒体和互联网视频制作发布

需求，4K标准比较合适。这一思路也得到了宣传部领导的 

认可。

至于如何配置摄像机，要考虑新闻发布会的大多数视频

采集都是服务新闻发布会直播这一特点。

我们希望尽可能多为现场媒体记者留出富余活动空间。

发布厅的空间受限，是客观情况，所以，我们在新建的新闻

中心里，尽量压缩专业采集设备所要占用的空间。在不降低

视频制作标准和效果的情况下，我们采用了演播室讯道摄像

机和云台一体化摄像机相结合的方案。

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们会采用3台讯道摄像机，其中2

台面向新闻发布区，1台面向现场记者席。在新闻发布厅前后

部，各设置1台云台摄像机。

根据过往广电设备使用经验，起初，我们认为云台摄像

机和讯道摄像机相比，在清晰度、动态范围、色彩还原等指

标方面会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云台摄像机镜头素质，跟讯道

摄像机会有较大差距。

这次，在两种机型配合使用中，经过细致调整，一致性

比预想好很多，肉眼已察觉不到差异。

UE155的20倍变焦非常实用，挂在墙上，不占空间，极

大地提高了现场镜头捕捉能力。

新闻中心的副切在配合导播工作时，可以灵活操作云台

摄像机，运用20倍光学变焦，捕捉讯道机照顾不到的特写镜

头。应用得好，是比较出彩的。

在应用中，UE155给了我们团队很大的惊喜，一下子制

作空间就提升了。抓特写，效果很不错。尤其是导播一直说

“这个设计太好了”。

考虑到现场空间有限，1台讯道摄像机+1个摄像师，就要

占2平米。另外，现场如果太多讯道摄像机，会给现场秩序维

护带来压力，对会议沉浸感也有影响。未来，我们会更多配

置云台摄像机，尽量不“打扰”会议现场，依然可以灵活捕

捉各种精彩镜头。

这两款摄像机的输出接口也都是比较丰富的，除了专

业SDI,HDMI，也有网络信号的接口，大家都感觉方便、 

实用。

两种摄像机配合使用，或者单独使用云台摄像机， 

尽量不打扰会议

广电猎酷：能看出云台摄像机给实际工作留出了很多发

挥空间，也没有影响捕捉特写镜头的效果。可否举例谈谈，

山东省新闻中心多功能厅

广电猎酷： 据了解，山东省新闻中心应用了松下AK-

UC4000演播室摄像机、AW-UE155一体化摄像机，请您谈谈

这两款摄像机在新闻中心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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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两款摄像机各自侧重的应用场景和目前使用中得到的

反馈？

王霄：新闻发布会一般是两种机型配合使用。

对于一些内部会议，我们团队的做法是尽量不打扰会

议，没有人进入会场，所以会完全依靠云台摄像机录制。

在空间受限的条件下，为了在现场和镜头画面看上去都

不那么局促，需要精心设计留白。在某些视角，多一两平米

空间，视觉效果就会明显舒服。作为一省的新闻中心，如果

看上去太拥挤，从设计上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设计、建模的时候，我们一平方一平方精确推敲。最

终，借助于包括松下云台摄像机在内的多个产品的应用，我

们基本实现了最初的设计构想。

新闻中心启用以来，各级领导、媒体记者和现场工作人

员对现场使用的舒适便利性和直播呈现效果都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 

混合采访区设计下了大功夫，所有空间用到极致

广电猎酷：在山东省新闻中心混合采访区，咱们提供了

哪些软硬件条件，来协助参会媒体记者采访、编辑、制作超

高清素材呢？媒体记者对此有何反馈？

王霄：对于混合采访区，我们作为广电技术团队，希望

在这个区域展示这些年来在演播室设计、建设和运营上的突

出优势。为此，我们在这里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整个新闻中心从入口到展示区，到接待区、到混合采访

区，四个功能区是浑然一体的。

混合采访区空间大约20平左右。实际位置是在走廊的尽

头，有一个通向外部的阳台，是整个采访空间的一部分。当

有新闻采访的时候，可以选择利用阳台做街景的采访区。拉

上帘子，可以做室内采访区，还可以做虚拟采访区。

在这个空间，我们考虑以一对一、一对二采访为多，甚

至不一定坐播，所以这里完全可以满足到混合采访的要求。

这里也配置了专业灯光，采访需要的提词器、液晶屏，

也预留了和其他功能区一样的视音频网络接口。在混合采访

区，记者可以采访，也可以做日常播报。这里甚至也可以作

为休闲区和景观应用。

山东省新闻中心新闻发布厅

山东省新闻中心混合采访区

山东省新闻中心形象展示区

广电猎酷：这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空间。

王霄：对。

在接到设计任务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只要是允许发挥

的空间，一定要充分利用，至少要提出2个以上应用场景。

我们把两个会议厅东侧的走廊，做成互动展示区、接待

区和混合采访区等多个功能区，同时在视觉上获得了极大的

空间延展；把西侧走廊改造成导控区、同传区和设备机房。

所有空间都力求用到极致。

对AV-UHS500MC切换台的兼容性表现满意

广电猎酷：山东省新闻中心启用以来，AV-UHS500MC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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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台的应用频次如何？AV-UHS500MC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如

何？您最满意的方面是什么？哪些地方可以更好？

王霄：根据项目预算和功能需求，AV-UHS500MC切换台

是比较好的选择。

从功能上来说，切换台是整个信号调度的中枢，稳定性

和可靠性是首先要考虑到的。

对于新闻中心项目，我们还会重点考虑要有比较丰富的

功能接口，尤其是需要输入的可扩展性。每一路信号，都必

须带有帧同步。综合考虑，这款切换台在同等价位中表现 

突出。

新闻中心毕竟不是广电专业演播室，未来要响应更多来新

媒体，甚至非媒体行业用户的需求。我觉得兼容性至关重要。

切换台是信号调度中枢，如果成为瓶颈，将极大限制我

们的发挥空间。

所以，无论从建设，还是运营角度来看，我们都对现在应

用的方案，选用的包括松下在内的系统设备，是比较满意的。

山东省新闻中心未来超高清化建设中，强调设备的稳定

性、兼容性与适用性。

广电猎酷：未来，山东省新闻中心在超高清方面是否会

有持续投入？在超高清化方面，对设备性能的主要要求集中

在哪几个方面？

王霄：我们希望，依托山东省新闻中心进行高品质视频

制作传输分发的更多探索。

不仅广电行业，全社会对4K的认可与需求都在与日俱

增。未来，新闻中心内容采集、制作、传输、分发的全面超

高清化是大势所趋。

最初，对4K的关注，主要来自包括广电在内的专业视频

制作机构，现在全社会已经对4K有了广泛的需求，作为4k相

关产品开发，这就要考虑满足各个行业用户，各种应用场景

的不同需求。

如果4K设备开发只盯着传媒专业用户，而对其他行业和

非专业用户来说，通用性、易用性上都感觉不够友好，那全

面推广超高清就会有很大问题。

我们选超高清设备，要成为内容生产的加分项，而不该

成为获取、展示、交流优质内容的羁绊。所以，在未来的项目

建设中，我们还是会关注设备的稳定性、兼容性、易用性。

广电猎酷：目前山东省新闻中心的活动转播存储形式是

怎样的？自身有建设媒资系统吗？存储使用用蓝光盘吗？

王霄：目前，新闻中心采用硬盘录像机录制4K素材，用

非线编系统录制高清素材。随着素材积累量增加，势必要面

临大量媒体文件的归档和存放问题，未来磁带库和蓝光存储

应该也会涉及到。

广电猎酷：感谢您接受采访。

王霄：谢谢。山东省新闻中心导播间

王  霄

中共党员，山东广电传媒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电子与通信工程硕

士，高级工程师。 近三年，先后主持建成8讯道和6讯道4K转播车

及后期剪辑、调色、包装的全流程4K制作体系；主持建设山东省新

闻中心、5G融媒应用技术平台（山东省首批5G试点项目）；主持

开发全省16地市视频互动直播系统、外场大型转播集群等项目，研

发成果成功应用于全省消防、防汛、地震救援等大型应急演练、全

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问政山东》等重要活动和节目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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