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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于卫星通道的应急广播地震速报建设
建设覆盖全国的秒级地震预警、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对于减少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意义重大。应急广播作为地震速报信息的一个重要发布手段，需要根据技术进步和国家要求，进一步改进
地震速报速度，实现秒级预警。本文提出一套基于卫星通道传输的地震速报应急广播系统，充分发挥卫星信
号传输速度快、覆盖广的优势，系统传输链路高效，终端实时响应，能够满足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快速播
发时效性要求。基于卫星通道传输的地震速报应急广播系统是卫星在应急广播领域的创新应用，探索出一条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

〔40〕 基于FOV编码的8K VR视频端到端系统的研究与搭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年先后发布了5G高新视频系列技术白皮书、5G高新视频系列标准体系，引导行业培
育打造5G条件下更高技术格式、更新应用场景、更美视听体验的高新视频新业态。VR视频是高新视频业态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应用中由于高分辨率、高传输带宽、低延时、沉浸感等不足原因，导致VR视频质量
参差不齐，限制了VR视频业务的良性发展。本文针对目前VR视频端到端业务系统普遍存在的内容审核难、
传输带宽大等问题开展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广电同仁的技术视野。

〔76〕 覆盖全场景的有线电视门户业务访问量智能分析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伴随有线电视网络新业务的落地，如何全盘掌握各类型业务的终端访问情况并根据业务的受欢迎程度合
理布局对于业务部门的日常内容运营成为新的课题。覆盖全场景的门户业务访问量智能分析平台的建设目标
就是通过对TVOS终端门户系统中各不同技术类型的业务访问入口进行可配置的采集点设置，通过终端行为
满足条件时触发上报的形式屏蔽业务之间的技术差异，对用户的业务访问量数据进行抽取挖掘，再通过后台
查询、报表提取、开放式第三方接口、周期性元数据生成等多种途径将数据分析结果进行能力输出，为业务
部门、上级部门、第三方机构提供业务规划依据。

〔106〕 中波发射台标准化智慧运维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在智慧广电建设中，打造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安全保障运行体系，提升中波发射台的智慧化安播
水平，是智慧广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当地发射台的具体情况，采用新理念新技术对传统发射机
房进行智能化、网络化监管，通过“全域采集、多维监管、预前告警、智能诊断”的手段，建立了一套技术
先进、功能齐全、反应快捷、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为一体的广播电视安播监管运维体系，实现了全台智
慧运维，降低台站人员劳动强度，提高运行维护技术水平，可供同行借鉴。

〔135〕 直播卫星业务全景监控平台设计与实现
近年来我国直播卫星业务飞速发展，相关技术系统的数量和复杂度不断增加，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也需
要同步提升。本文设计实现了一套基于直播卫星平台的业务应用监控系统，通过对卫星直播资源基础信息的
集中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情况的量化监控，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增强卫星直播业务系统的安全监控能力，提
高故障快速判断和响应能力，保障安全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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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Based on Satellite Channe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caused by earthquake disasters to build a nationwide earthquake
warning system with a magnitude of seconds and a rapid intensity reporting system with a magnitude of minut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leasing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informatio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peed of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and realize second level early warning according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national requirements. In this paper, a set of emergency
broadcast system for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based on satellite channel transmission is proposed, which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fast satellite signal transmission speed and wide coverage. The system transmission link is efficient, and the terminal responds in real
time,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apid broadcast timeliness of emergency broadcast messages for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The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based on satellite channel transmission is a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atellite
in the field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xploring a new mode and new path of public servi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40〕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8K VR Video End-to-End System Based on FOV Coding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5G high-tech video series technology
white paper and 5G high-tech video series standard system to guide the industry to cultivate and create new high-tech video
formats with higher technology formats, updated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better audio-visual experience under 5G conditions.
VR vide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tech video business. Howev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high resolution,
high transmission bandwidth, low delay, immersion and other reasons, the quality of VR video is uneven, which limits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VR video business.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 content audit and large transmission bandwidth
that are common in VR video end-to-end service system are studied, which can further expand the technical vis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olleagues.

〔76〕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TV Portal Business Traffic Intelligent Analysis Platform Covering All
Scenarios

With the landing of new cable TV network services, how to comprehensively gain the terminal access inform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services and reasonably arrange according to the popularity of services has become a new topic for the daily content operation of
business departments.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the portal business traffic intelligent analysis platform covering the whole scenario is to
shield the techn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businesses by setting configurable collection points for the business access portals of different
technology types in the TVOS terminal portal system, and to extract and mine the user's business traffic data through background query,
report extraction, open third-party interface, periodic metadata generation and other methods can output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to
provide business planning basis for business departments, superior departments and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106〕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latform for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to create a
standardized,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ecurity oper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smart broadcasting level of the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local transmitting station, this paper adopts new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to conduct
intelligent and networked supervision on the traditional launchers' rooms. By means of "global collection, multi-dimensional supervision,
pre-alarm and intelligent diagnosis", it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ecurity supervision and operation system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complete functions, fast response,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automation, which has realized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whole station. It reduces the labor intensity of station personnel and improves the technical level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peers.

〔135〕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verall View Monitoring Platform of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ve satellite business, the number and complexity of related technical systems
are increas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cu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also need to be improved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set of business application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live satellite platform. Through th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tellite live broadcast resources and the quantitative monitoring of the operation of relevant facilities, it can
find out the potential risks in time, enhance the safety monitoring ability of the satellite live broadcast business system, improve the fault
rapid judgment and response ability, and ensure the safe broadcast.

中国视听大数据（CVB）专栏•系统 ︳CVB Column • System
专栏简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研究部署建设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并以“中
国视听大数据”（CVB）向社会行业发布科学、客观、真实收视数据，全面发挥数据价值引领作用，为行业健康生态
持续注入数据洞察力、传播感知力、决策支撑力和价值引导力。“中国视听大数据（CVB）专栏”聚焦数据治理全新理
念，数据挖掘先进技术，数据分析多元视角，数据平台探索经验，数据赋能创新应用，旨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
力构建大视听发展新格局。

【本文献信息】
胡暐宸，
遇琪.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的设计与创新[J]，
02022,Vol.49(7).

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的设计与创新
胡暐宸，遇琪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北京 100866)

对收视数据分析呈现结果的有效性、
精准性起到关键作
【摘 要】播后电子节目指南作为收视数据统计分析的重要基础数据，
用。
本文从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的架构设计出发，
具体介绍了实时视频流数据采集、
音视频智能识别、
节目标签自动关
联等技术创新，
为系统的建设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播后电子节目指南，实时视频流数据采集，碎片化数据处理，音视频智能识别
【中图分类号】TN93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7001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Post-broadcast Elecotronic Program Guide
Production System
Hu Weichen, Yu Qi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Post-broadcast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has a pivotal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accuracy of viewing data analysis results as important
basic data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ewing data. Starting from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of the post-broadcast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production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s such as real-time video stream data acquisition, audio and video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and
program label automatic association, which provides the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Keywords Post-broadcast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Real-time viedo data acquisition, Fragmented data processing,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of audio and
video

部分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电侧运营商和机顶盒生产厂商基

0 引言

于现有数字电视平台自有开发的电子节目指南，存在采集内

精准的电子节目指南是用户收视数据分析计算的先决

容缺乏统一约束、数据格式缺乏统一要求、节目数据时间准

条件，节目数据时间上的偏离将对收视数据统计带来极大

确度不高等缺点，因此，为实现对全国各地不同频道节目收

误差，给收视数据的分析、应用带来极大困难。我国各省、

视数据的精准分析和呈现，需建立一套智能、精准、详尽、

市、区各级广播电视台每年播出的节目数量总计超过千万，

高效的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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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的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可以有效满足“中
国视听大数据（CVB）”时效性和时间精准度要求，对于CVB

︳中国视听大数据（CVB）专栏•系统

化。系统采用分布式部署，系统功能隔离运行，保障系统整
体运行的稳定性。

更好地服务宣传管理、支撑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2 系统技术创新

1 系统架构设计

2.1 实时视频流数据采集

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具备多格式视频流采集、工

数据采集的核心技术采用Python+ FFmpeg方式来实现。

单任务建立和管理、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电子节目指南审核

其中FFmpeg主要作为视频转码录制服务，Python作为整体调

等功能。能够通过收录广播电视频道视频流，持续将其物理

度控制服务。

碎片化，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对视频内容进行多维度的关键信

转码录制支持RTPM、FLV、HLS等多种协议，流录制转

息标引，从而建立一套高效、精准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智能

码以10s为单位进行文件切片，同时支持录制码率“一进多

处理流程。

出”，即输入直播源地址可以指定分辨率、码率，转码录制

系统建立在公有云上，依托公有云优势，保障平台扩展

文件也可以为多个码率。低码率视频内容可以作为编辑标注

能力，同时也可降低实施成本。系统采用格式适配、图像识

生产，高码率视频内容可以作为图片特征提取、成品数据查

别、关键帧提取、语音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先进技术，完

看等，从而提高生产内容传输效率、节约带宽。数据采集服

成对视频内容的片段化，并实现节目属性信息标记，同时针

务流程如图2所示。

对获取到的信息，和已有节目属性附加信息进行关联，构建
节目内容信息库。

调度控制服务根据采集系统中的节点数量、采集流数
量、采集流码率、输出码率等基础服务情况，将所有待录制

系统由直播流采集系统、工单系统、视频标注生产系统
（电子节目指南生产、校核）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中，直播
流采集系统基于使用需求进行任务分配和指定，支持UDP、
RTMP、HLS、HTTP等多种协议，应用FFmpeg技术对视频数
据进行实时采集和碎片化数据处理。工单系统根据不同加工
团队进行任务分配，并且实现对各工单任务的全流程管理。
视频标注生产系统（电子节目指南生产、校核）基于ASR按
声音关键帧对直播流内容进行碎片化自动拆分，根据VIS、
OCR自动提取节目信息、主题、集数等，最后辅助人工校验
审核，生产出精准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系统采用B/S架构实现集中化部署、分布式应用，支持按
需升级维护，采用MVC的开发模式实现重要业务逻辑和表示
层解耦，实现无感化系统升级和业务功能扩展，支持按需进
行业务资源扩容，在满足系统运行要求的同时实现成本最小

图2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图1

整体系统架构图

采集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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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还会持续递增。所有文件上传到CFS文件系统后，将利
用数据同步功能，在文件系统中保留一份小数据量的同名文
件，将视频实际的存储文件，同步存储到OS对象存储里面。
根据数据产生时间、数据使用频率等参数，自动将文件存储
到三级存储中。文件分级存储示意如图3所示。
在成品数据标注完成后，用户需要通过平台查看、播放
相关视频数据。此时需要将OS存储中的文件做逐级取回操
作，先判断数据是存储在对象存储的哪一级中，然后在中转
代理服务器上将需要播放的数据取回，最后做CDN加速播放
图3

文件分级存储示意图

处理。

2.3 音视频智能识别
视频生产标注过程中，使用音视频识别算法进行数据预
处理，生成粗模态待加工数据，编辑团队在此技术上对数据
进行二次精加工，从而完成完整的视频标注。
音频识别技术将一段语音信号转换成相对应的文本信
息，主要包含特征提取、声学模型、语言模型以及字典与解
码四大功能模块。为了更有效地提取特征，还需要对所采集
到的声音信号进行滤波、分帧等预处理工作，把要分析的信
号从原始信号中提取出来，之后将声音信号从时域转换到频
图4

语音识别架构图

域，为声学模型提供合适的特征向量，声学模型再根据声学
特征性计算每一个特征向量在声学特征上的得分，语言模型

的直播数据存入待采集队列，通过统一的服务进行输入流数

则根据语言学相关的理论，计算该声音信号对应可能词组序

据转码。根据采集的不同流的输出情况，将低码率和高码率

列的概率，最后根据已有的字典，对词组序列进行解码，得

的输出文件分别导入到不同的待转码队列中，同时结合各节

到最后可能的文本标识。语音识别架构如图4所示。

点CPU、内存负载情况做统一服务调度，按不同频率、速度

视频识别技术通过视频指纹，将采集转码后的碎片化视

从待转码队列中提取任务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完后的结果统

频，按每秒提取5帧视频信息的方式，获取每秒视频关键的图

一存储到存储中。

片信息，形成唯一数字序列。因为每一帧视频都具有其独特

2.2 数据文件存储

性，每一帧提取的数字序列也具有唯一性，从而使得组合而

数据文件存储部分主要包括CFS文件系统存储及OS对象

成的信息形成了独特的视频指纹。

存储。其中，CFS为热数据存储部分负责高IO文件写入口，

对采集的碎片化视频抽取其中格式化固定的部分，如广

同时作为写入文件校验出口，判断数据是否正常录入。OS对

告视频，作为基础的视频样本数据库，再经过视频指纹采集

象存储作为文件长期存储的资源池，采用分级结构设计，针

提取后，形成唯一的广告样本数据库。电子节目指南信息预

对不同使用场景及使用频率，OS对象存储将文件自动划分到

处理后的广告段数据通过该处理方式，对广告段中所有的内

热存储、冷存储、归档存储三级存储模型中，热存储中存放3

容进行视频指纹提取，提取后的指纹信息，与广告样本数据

天以内或访问频率较高的文件，冷存储中存放3～15天以内或

库中的信息进行比对识别，从而返回信息检索结果，从相似

访问频次较低的文件数据，归档存储中存放超过15天或几乎

度、时长、播出频道等多个维度进行数据比对，进而完成所

无访问的文件数据。

有广告数据识别。视频识别架构如图5所示。

在实际的直播流录制过程中，服务器集群直接连接CFS

2.4 节目标签自动关联

文件系统，以高频存储的方式进行大规模数据读写。经计

播后电子节目指南中涉及大量的数据标签，标签类型分

算，以上星频道数据为例，单频道1天文件写入次数近2万

为标题、集数、内容主题、所属剧场等属性信息。按照节目

次，写入量超过200万条，随着频道数量的递增，每日文件

内容，将广播电视节目标记成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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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视听大数据（CVB）专栏•系统

视频识别架构图

标签，形成涵盖电视剧、文艺节目、新闻资讯、体育赛事、

体系，实现标题关键字自动标签关联和标签自动扩充更新功

电影、纪录片、少儿节目等一级节目类型，以及谈话类、娱

能，此功能将为收视数据分析挖掘提供多样化的节目标签信

乐类、赛事、新闻等二级节目类型的分类体系，并实现标签

息，从而丰富节目输出成果。

自动关联，将重要的节目属性自动进行关联，如对于晚间播

4 结束语

出的电视剧，根据播出规则、连续播放等相关条件会自动关
联黄金时间标签，对于非精编、节选、片段展播等内容会自

播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利用公有云资源，采取了分

动关联首播标签，对于电视剧、电影、动画会自动关联剧场

布式任务调度机制，基于数据实时采集、数据文件分级存

标签，对于纪录片节目会自动关联栏目标签。

储、音视频智能识别等关键技术，在实现精准化、智能化、

3 系统成效

高效化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的同时，减少了人工参与，降低了
人工成本。“中国视听大数据”（CVB）设计并建设的播

本系统将创新地实现节目视频流的实时采集及处理。系

后电子节目指南生产系统具备输出各类精准节目指南数据能

统按照“实时采集、高效处理、智能加工”的原则，支持

力，并可向各级广播电视监管部门、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

UDP、RTMP、HLS、HTTP等多种协议，基于FFmpeg，利用

播电视运营商等提供专业的电子节目指南类、收视数据分析

大数据技术框架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和碎片化数据处理，并结

类数据支撑服务。

合人工辅助为收视数据分析挖掘提供高效精准的节目数据支
撑。利用flight-control进行分布式任务调度控制，基于ASR按
声音关键帧对直播流内容进行碎片化自动拆分；根据VIS、
OCR自动提取节目信息、主题、集数等以实时收录、智能处
理、人工辅助的方式高效生产精准化播后电子节目指南。
本系统将提高节目数据时效性与精准度。系统实时对采
集视频流进行预处理，高时效产出播后节目单，数据颗粒度细
化到毫秒级别，满足收视数据分析要求的时效性和精准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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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方法及系统:CN201910749207.1[P]. 2019-11-08.
[2] 周云飞. 数字电视电子节目指南系统设计与实现[D]. 湖北: 华中科
技大学, 2004.
[3] 章素华, 王明敏. 机顶盒电子节目指南系统设计[J]. 有线电视技术,
2015(8):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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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系统输出成果还将为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节目内容管理和

胡暐宸，男，1988 年生，工程师，北京邮电大学学士学

制作机构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提供节

位，现任职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

目播出信息查询，满足其日常节目、广告的监播需求。

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数据算法及平

本系统将形成一套广播电视节目标签体系。系统通过
对全国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节目信息进行积累，形成

台技术支撑等工作，参与编写GY/T339.1《有线电视网络
大数据技术规范第1部分：通用要求》；GY/T339.2《有线
电视网络大数据技术规范第2部分：平台要求》等行业标

电视剧、文艺节目、新闻资讯等多个一级节目类型，以及谈

准，参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建设

话类、娱乐类、赛事、新闻等多个二级节目类型的分类标签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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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论点 应急广播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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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卫星通道的应急广播地震速报建设
郝晓斌，邹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北京 100866)

该系统提高了应急地震信息发布的及时性、
【摘 要】本文介绍了基于卫星通道传输的地震速报应急广播系统的开发和设计。
有效性，
极大程度地起到了防灾减灾作用，
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并对地震速报在应急广播应用方面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地震速报，卫星传输，应急广播
【中图分类号】TN938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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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Based on Satellite Channel
Hao Xiaobin, Zou Feng
(Security Transmission Guarantee Department,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he emergency broadcast system of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based on satellite
transmission. The system improves the timeli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earthquake information release, plays a role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to a great extent, has good social benefit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i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Keywords Earthquake quick report, Satellite transmissio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0 引言

1 地震速报应急广播现状

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批复“国家地震烈度速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预

与预警工程项目”，主要是建设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观

警项目是提升防灾减灾基础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增强防震减

测网络，实现全国分钟级仪器地震烈度速报与重点地区秒级

灾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

地震预警，为公众防灾避险、重大工程应急处置提供服务。

工程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对中国这样一个地震活动

应急广播作为预警信息的一种发布手段，应紧跟国家战略发

频繁、灾害严重的国家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秒级地震

展需求，结合国家和预警部门的有关要求，建立应急广播快

预警、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灾害

速响应服务机制，实现与“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非常必要，意义重大。2019年

目”的对接，建立应急广播速报体系。

6月，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地震前，社区广

目前我国应急广播体系架构和技术要求已基本确定，全

播、手机、电视启用了“大喇叭”，为宜宾市提前10s发出预

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正趋于完善。利用应急广播系统基于卫

警信息，成都市更是提前到61s，这样的地震预警引发社会关

星通道快速、高效地播发地震速报消息，能在第一时间把灾

注。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这些传统的发布手段在预警方面仍

害消息或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信息传递给民众，让人民群众

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应急、避险，将
社会公共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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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进步，国内地震自动速报平均用时正在逐步
缩短，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且“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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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目的在于建设秒级地震预警、分钟级地震烈度速
报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表1

︳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国内地震速报平均用时

年份

速报平均用时

测报平均用时

造成损失

2017年

3分钟

15分钟

164亿元

2018年

2分钟

10分钟

30亿元

2019年

111秒

9分32秒

59亿元

失。应急广播作为地震速报信息的一种发布手段，针对地震
消息的快速播发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优化。应急广播系统方
面，在实验室进行测试从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播发应急广播消
息到终端接收时效为：IP方式为5s以内，TS方式为5s以内，
RDS方式为7s以内。如果在实际情况下，考虑到传输线路变
长、外部干扰、多平台交互等情况，应急广播响应的时长数
据还会变长，可见目前的应急广播机制和技术无法满足地震

势，通过卫星传输信号，可实现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100%

速报新的秒级预警需求，应急广播系统也应当根据技术进步

覆盖。

和国家要求，进行进一步改进。

2 应急广播传统覆盖方式痛点分析
一是传统应急广播传输覆盖以现有的广播电视信号覆盖

综上所述，为了解决时延较长、区域覆盖不全面、适应
性差等因素，基于卫星通道传输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可
很好地契合地震速报对于传输延时性、适应性、稳定性、可
靠性以及区域覆盖全面等要求。

网络为基础，由IP、有线电视、无线数字电视（DTMB）、
调频、中短波以及数字声音广播（CDR）等多种类型方式将
应急广播消息传送到传输干线、各级应急广播平台和发射台

3 基于卫星通道传输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
3.1 系统架构及业务流程

站等传输覆盖网络，从而导致了传输线路长短、外部干扰、

地震局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与应急广播平台进行对接，对

多平台交互等情况对应急广播消息传输时效性产生影响。影

接完成后，应急广播平台按标准规定播发经过国密签名的地

响传输延时的因素过多，显然不适合传输对时效性要求较高

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TAR包，通过卫星应急广播适配器将应

的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

急广播消息TAR包适配为包含指令与数据的TS流，经专有网

二是IP、有线电视、无线数字电视（DTMB）、调频、

络的主备光缆传送至卫星集成播出平台作为主、备数据源。

中短波以及数字声音广播（CDR）等传统传输覆盖方式均

数据在卫星集成播出平台进行复用加扰后，再通过专有光缆

有特定的接收群体，无法通过单一传输覆盖方式达到全面覆

传输网络传送至地球站调制上行传输至卫星，实现地震速报

盖的要求。对于地震灾害而言，灾害影响的范围较广且具有

应急广播消息在卫星的传输，由卫星应急广播消息接收适配

不确定性，因此，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需要全面的大区域

终端接收，输出模拟音频接至收扩机、大喇叭播放。卫星传

覆盖。

输覆盖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三是IP、有线电视、无线数字电视（DTMB）、调频、

3.2 应急广播平台数据前端集成

中短波以及数字声音广播（CDR）等传统传输覆盖方式覆盖

地震局预警信息发布系统通过《GD/J 083-2018应急广播

的区域有限，且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差。如有线电视和IP必须

平台接口规范》与应急广播平台进行对接。应急广播平台按

有通达到户的同轴线路；调频、中波、CDR和DTMB的传输

标准规定播发经过国密签名的应急广播消息TAR包，通过卫

依托于发射台站，受发射台站的高度及发射机功率的影响，

星应急广播适配器将应急广播消息TAR包适配为包含指令与

所覆盖的范围也不尽相同。并且无论是铺设的线缆还是建设

数据的TS流。以广电直播星为例，经省干网光传输设备传送

的发射台站都极易受到灾害的影响，导致其失去传输覆盖的

至国干网。前端系统图如图2所示。

作用。

应急广播指令在应急广播平台进行国密签名后传输，卫

通过卫星传输覆盖的方式，则无需通过多级链路的下

星应急广播消息接收适配终端在接收到指令后会进行验签工

发，终端可直接采用卫星接收天线实时响应并播出地震速

作，保障应急广播指令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验签不

报应急广播消息，完全满足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快速播

通过时不会播放应急广播消息，从而避免非法攻击播发不真

发时效性要求。并且以卫星作为传输覆盖通道，不受任何

实的应急广播指令，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复杂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任何自然灾害和人为事件的影

3.3 干线网传输

响，可以解决偏远山区等信号接收问题。由于卫星的本身优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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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

卫星应急
广播
适配器

应急广播
平台

地球站

卫星集
成播出平台

卫星应急广播
消息
接收适配终端

地球站

图1

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卫星传输覆盖框图

Tar包

Tar包

地震预警消息

直播星传输

应急广播平台

应急广播

发布系统

适配器

省干网

主

主

主

省干网

备

E1

光传输设备 主

MPTS

MPTS
备

备

E1

光传输设备 备

主备信
号接国
干网传
输设备

MPTS

图2

应急广播数据前端系统框图

段环保护、通道环保护、端口SNCP选收保
护相结合的保护方式。框图如图3所示。
地震速报
应急广播
消息

光
传输
设备
主

光
传输
设备
主

光
传输
设备
备

光
传输
设备
备

ASI

适
DS3
配
器

信号
适配
设备

国
干
网
DTM

首站
核心
SDH
设备

国
干
网
DTM

首站
核心
SDH
设备

3.4 京内SDH环网
DS3

中国有线首站将国干网主路信号适配设
备输出的信号作为主用信号源，通过京内主
路由传输至卫星直播中心播出机房，经适配

地震速报
应急广播
消息

ASI

信号
适配
设备

DS3

器后输出ASI信号；将国干网信号适配设备
输出的ASI信号作为备用信号源，通过京内
专有网络传输至卫星直播中心播出机房。信

应急广播平台

省网

中国有线

号传输系统示意图如图4所示。

3.5 卫星直播中心播出机房前端集成
图3

卫星直播中心播出机房引接中国有线主

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传输国干网传输框图

备两路ASI信号，经过保护切换开关切换后
网主备不同路由光缆传送至国干网（中国有线），信号以ASI

接入1:1主备复用器。主备复用器同时输出两路ASI信号，分

格式交接。中国有线将主、备ASI信号进行适配后分别接入省

别进入主备1:1 ASI切换保护开关，经独立保护切换后，主备

干网信号适配设备，通过异构传输网将主、备信号传输至中

切换开关各输出一路ASI信号分别作为主系统输出信号，总码

国有线首站。为保障传输安全，全网需采用路由保护、复用

率约为43.1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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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为保证信号传输的安全性，卫星直播中心建设1 : 1备份

维的人力财力投入较大。开创性地利用卫星传输链路，其覆

系统，主备复用器同时输出两路ASI信号，分别进入主备1:1

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方式，且圆极化卫星接收设备具备体积

ASI切换保护开关，各输出一路ASI信号分别作为备系统输出

小、成本低的优势。采用卫星数据通道传输地震速报应急广

信号。主备系统输出的ASI信号接至系统间的切换开关进行系

播数据信息，PID标识的数据传输模式不同于传统的TS流内

统级备份，输出两路信号送至地球站上行。

通过Service描述业务，不同的PID标识不同的地震速报应急广

地震速报应急广播单消息按照20个PID计，每个PID

播数据更加简洁明了。以直播星应急广播覆盖新链路传输应

均为一个独立的广播业务，编码方式为参考AAC，码率为

急广播信息为例，终端采用户户通接收天线可以实时响应并

20kbps，包含加密信息、其他指令开销等。按照20个通道规

播出应急信息，扁平化的系统结构完全满足I级应急信息的播

划，共需占用码率0.5Mbps。同时，在码流中传送专用PID作

发时效性要求，充分保障应急广播系统的高可用性。

为应急广播标识位，该PID不被普通直播卫星机顶盒解析，只

4.2 双国密技术体系
按照《GD/J 081-2018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技术规范数字签

有定制的直播卫星接收适配终端可进行解析，接收上述应急

名》的要求，传统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机制采用数字签名方式

广播节目。
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在卫星直播中心播出机房前端节

实现合法性、完整性和真实性保护，密码算法采用国家密码

目采集、复用、监测系统框图如图5所示。

管理局规定的SM2、SM3算法。但只对于指令表单进行基于

3.6 地球站上行传输

国产密码算法的签名，终端验签后再进行播发，以保证消息

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使用中星9号卫星。上行调制参数

来源的合法性，但并未对应急广播消息内容进行保护。在原

采用QPSK调制、3/4纠错、0.25升余弦滚降系数、28.8Msps调

有基础上，利用直播卫星管理中心现网的国密DCAS系统对

制字符率，信息速率43.1Mbps，使用36MHz转发器，与其他

应急广播流进行加扰，通过复用加扰器识别应急广播指令后

节目一同加扰复用后传输覆盖。

在正常节目流中插入应急广播实时数据，节目流通过DCAS
系统进行加密，进一步保障了应急广播系统信息传递、播发

4 应用领域创新点

过程的安全。而终端需开户及被授权后才能进行解扰，加强

基于卫星的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覆盖的实际需求，结

了对非法终端的排除性，从而达成了对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指

合现有应急广播技术体系相关规范标准，针对卫星传输系统
的特点，创新性地进行了组合应用与技术优化。

4.1 新型应急广播应用模式
首站

现行的应急广播标准规范中，GD/J 084-GD/J 087目前局

生命园10G SDH网络 主路

卫星直播中心播出机房

生命园DTM网络 备路

限于调频、中波、有线、地面数字电视此类传统广电网络，
但经过实践验证，上述方案不适用于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
图4

快速播发及全面覆盖，尤其边境地区的情况，且新建、运

图5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京内传输示意图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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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码率对EBM消息播发速度影响

应急广播表 188 Bytes TS

1s/TS包

100ms/TS包

10ms/TS包

5ms/TS包

1ms/TS包

指令码率

1504 bps

15040 bps

150400 bps

300800 bps

1504000 bps

令表单与消息内容的双重保护，构建了“双国密”架构，进

定位机制。卫星天线支持直播星信号接收的同时，还具备北

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斗定位信号输出。终端采样该北斗定位位置信息，对区域进

4.3 超低带宽

行再校准，实现应急广播数据接收后的精准区域匹配，能够

1. 该表数据编码压缩。数据编码方式由MPEG1 Layer2

进行更加精准化的应急广播播发。对于位置精度要求更高的

优化为参考AAC，码率由128kbps优化为不到20kbps（实际约

特殊应急广播，如地震预警/速报，北斗定位直接关系到预警

15kbps左右），大幅节约了带宽。优化效果明显：原方式，

应急广播的精准性。

20路应急广播数据需要约4Mbps带宽，优化后只需要0. 5Mbps
带宽，降低了80%。

2. 精准时间播发。北斗信号内除位置信息外，还有时间
信息。终端采用该北斗时间信息进行终端内置时间的校准，

2. 裁剪无用PSI/SI表。应急广播数据封装传输的PID值，

满足更加精准化的本地时间。硬件设计上，免除了传统的内

通过应急广播指令进行描述，并不需要PMT表、SDT表、

置电池设计，更加优化；同时，时间更加精准。当有定时应

PCR 等内容描述。据此，多个并发应急广播数据与应急广播

急广播播发时，可以精准地无误差广播。对于时间精度要求

指令复用下发，去掉PMT表、SDT 表、PCR等之后，能够大

更高的特殊应急广播，如地震预警/速报，北斗时间直接关系

幅节约传输带宽。以20路应急广播数据传输为例，优化前这

到预警应急广播的精准性。

部分PSI/SI表占用带宽需要20×0.05kbps= lMbps，优化后这部

3. 指令下发速度。指令带宽配置层面，应急广播表播发带

分带宽为0。

宽调整到最优带宽。如表2统计，包含一个EBM的应急广播消

4.4 超低时延

息，封装在一个188字节TS包内，不同的码率对应不同的EBM

地震速报应急信息的播发对时效性要求很高，对整个系

消息播发速度。如果设置指令播发码率为1.5kbps，能够保证

统的优化设计可降低延时时间，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业务

每秒只有一个指令数据包，显然，这种情况的时延很大。所以

层面，研究实现了业务和数据分发分离，各自不影响，多线

合理设置指令播发码率不小于150kbps，能够确保终端在10ms

程处理，业务流程简化。具体如下：

内收到应急广播消息，对系统整体时延影响大幅度降低。

1. 平台优化处理逻辑优先响应业务，合理规划流程，最后

4.6 应用灵活

大屏展示。在满足基本业务需求的条件下，快速实现消息接入

系统组网应用，由省市级应急广播平台，通过卫星应急

与审核、调度控制筛选资源、生成预案与下发指令、打包加签

广播适配器，经由卫星传输链路，实现应急广播下发至终

后直接传输。之后再处理流程需要的媒资入库、数据入库等后

端，方便省市级用户灵活应用，快速播发。

台处理；同步完成与大屏展示模块的交互，实现上屏展示。

5 结束语

2. 根据时延要求，适配器也做了同样的优化工作。业务
优先，后台流程处理置后。适配器收到TAR包后，快速实现

基于卫星传输地震速报应急广播消息的技术充分发挥

安全验签、进行协议适配后下发。业务处理完成后，同步再

了卫星信号传输速度快、覆盖广的优势，且适用于多种应

进行必要的数据库操作，不影响整个系统流程。

急广播应用场景，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服

3. 终端采用多线程处理机制，当收到应急广播指令后，

务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是卫星在应急广播领域

终端CPU同步处理指令解析与指令数据的安全验签，多线程

的创新应用，探索出了一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新模式

并行处理，判断逻辑进一步优化，快速筛选出匹配的应急广

新路径。

播消息后，在同步完成指令数据安全验签时，调度本地解码
器进行广播播发。

4.5 精准播发
1. 精准位置播发。第四代直播星广播系统，采用了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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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应急广播是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方式，通过广播电

源共享、平战结合”的原则，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建设市应
急广播平台。

视传输覆盖网和其他信息网络，向公众或特定区域、特定人
群发布应急信息的传播系统，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公众提供
应急信息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
国家、省、市高度重视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特别是
2017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了《全国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总体规划》（新广电发〔2017〕236号），江苏省政府

1 平台建设的探索
1.1 平台结构
如图1蓝色部分所示，总台主要承担市应急广播平台的建
设，不同平台之间的对接，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适配，以
及部分应急终端的建设。
应急广播平台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制作播发平台和调

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扎实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度控制平台。制作播发平台负责预警信息的接收、处理和播

见》（苏政办发〔2017〕78号），苏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

发，并确保信息内容安全和播出秩序安全。调度控制平台实

《关于扎实推进全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苏府

现信息接入、信息处理、消息生成、资源管理、资源调度、

办〔2017〕305号）。市政府与各有关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播发控制、效果评估、安全服务和运维管理等功能。

单位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全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目标和

本次建设，我们采用制作播发平台和调度控制平台集中

[2]

部署的形式。平台负责处理三类信息，分别是应急信息EI、

按照“政府主导、统一实施，统一规划、分级负责，资

应急广播信息EBI和应急广播消息EBM，如图2所示。

任务 。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19

热点 论点 应急广播 ︳Emergency Broadcasting

图1

图2

苏州市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框架

应急广播平台结构与内部信息流

1.2 安全防护
应急广播平台的安全防护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广

图3

等级保护整改

平台所在网络经整改后，部署了Web应用防火墙、网闸、网
络入侵检测系统NIDS和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以满足二

播电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和应急广播安全服务系统。

级等保要求，如图3所示。

1.2.1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1.2.2 应急广播安全服务系统

等级保护是针对应急广播平台计算机网络系统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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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应急广播各级系统仅接收和处理合法的应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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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和内容，防止非法攻击干扰正常社会秩序，
需要采用相应的安全手段保障应急广播指令的合
法性、真实性、完整性[3]。
应急广播消息和指令的安全保护机制采用数
字签名方式实现合法性、完整性和真实性保护，
密码算法采用国家密码管理局规定的SM2、SM3
算法，如图4所示。

图4

应急广播消息的数字签名机制

如图5所示，实际工作中通过将应急广播专
用的密码设备集成到应急广播平台、播发设备、
终端等各部分，使应急广播系统具备安全管理、
国家应急广播认证中心

信息验证及鉴别等功能，从而实现在应急广播系
统的信息传递、播发过程的安全。

1.3 对接
苏州市应急广播平台横向上需要与市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苏州有线应急广播传输调

省级证书安全代理

应急广播管理系统

平台密码机

平台密码机

度平台对接，纵向上需要与江苏省应急广播平台
和苏州下辖五个县市的应急广播平台对接，如图
6所示。由于系统类型存在差异，对接工作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1.3.1 CAP协议适配后对接

省应急广播
管理系统

证书安全代理
应急广播江苏省平台

应急广播苏州市平台

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属于气象体
系，传递信息基于CAP协议，采用XML格式封
装成文件，需进行协议适配后才能正确接入应急

发射器/编码器安全模块

密码机/密码器
编码器
应急广播城区插播平台

广播系统。
如图7所示，我们通过在总台部署气象台前
安全模块

安全模块

置机来实现两个系统的互联互通：气象台通过专

安全模块

应急广播终端

线与总台连接，FTP服务器接收预警信息文件，
气象台前置机从FTP服务器指定位置提取文件，

图5

应急广播安全服务系统示意图

经过解析转换后接入应急广播平台。
1.3.2 GDJ 083-2018标准协议对接
江苏省应急广播平台，常熟、太仓和吴江应
急广播平台，以及苏州有线应急广播传输调度平
台都属于标准应急广播平台，对接时可以直接参
照GDJ 083-2018标准接口协议进行。
1.3.3 升级至符合GDJ 083-2018后再对接
昆山和张家港的应急广播实质都是大喇叭
系统，而大喇叭系统多早于GDJ 083-2018发布时
间，不能和应急广播平台直接互通。因此，需要
先把软件升级至符合标准，然后再进行对接。

1.4 FM-RDS覆盖网
RDS是成熟的调频多工技术，利用调频广播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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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平台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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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空闲副载波来传输数据，由于带宽有限，只能用来传

能。如图8所示，RDS适配器解析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EBM，

输文本和控制指令。FM104.8作为苏州市应急广播频率，我

生成应急广播音频节目和应急广播指令，前者由FM通道传

们在东吴发射台对FM104.8相关发射通道做改造增加RDS功

输，后者则由RDS通道传输。在通常情况下，音频切换器输
出普通广播节目至调频发射机；在应急情况下，音频切换器
受切换指令控制，输出应急广播音频节目至调频发射机。
FM-RDS在应急广播系统中是作为大喇叭终端的备份通
道存在的。当IP、DVB-C等有线接收方式不可达时，可以调
用FM-RDS无线信号，实现大喇叭终端分区域控制，包括功
放开关、音量调整以及广播定时等功能。

1.5 应急广播终端
1.5.1 楼宇多媒体终端
楼宇多媒体终端是本次建设的重点项目，目前已建成100
余块，安装在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较多的商业区以及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特定场所。如图9所示，终端有壁挂、立式、横屏和
竖屏等多种形式，可以播放视频、图片、游动字幕等节目内
容，还可以承载公益广告，彰显应急终端的城市服务属性。
图7

应急广播平台与气象台对接

苏州移动电视频道作为苏州市应急广播频道，其DTMB
信号由东吴塔发射，供全市各类公交和地铁DTMB终端使
用。如图10所示，在日常情况下，楼宇多媒体终端通过IP网
络接收前端服务器下发的各类图文信息，并在HDMI 1通道显
示；当收到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应急切换指令后，多媒体终
端通过DTMB信号接收苏州移动电视频道节目，并立即切换
到HDMI 2通道显示，实现应急展示功能；在应急结束后，终
端自动切回HDMI 1通道，恢复日常图文信息显示。
1.5.2 文明服务栏
“苏州文明服务栏”是一种全新的社区媒体，已建成600
余块，如图11所示，它集LED信息发布、平面广告发布和广
播告知于一体。文明服务栏终端以电信4G网络联网，经过应

图8

FM-RDS无线广播通道示意图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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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多媒体终端

图10

楼宇多媒体终端传输示意图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mergency Broadcasting

︳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急广播适配器改造后，可以接收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应急广
播文字信息。
如图12所示，通常情况下，文明服务栏终端接收文明服
务栏发布平台下发的文字消息；在应急情况下，应急广播平
台下发应急广播消息经文明服务栏适配器解析后，被文明服
务栏发布平台接收，最终在指定位置的文明服务栏上以滚动
文字的形式展示。由于此类终端多安装在小区出入口等明显
位置，因此对周边居民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2 技术创新点

图11

苏州文明服务栏

2.1 基于云平台架构
平台采用云架构的设计，充分论证和分析了应急广播系
统的业务需求，结合云计算的优势，提升系统的敏捷性和稳
定性，实现不同资源池、平台环境的统一调度和管理。相比
于传统服务器架构的应急广播平台，完成以下五个能力的提
升：面向应急系统的服务能力，面向内部的管理能力，基于
协作和信息共享的能力，大数据和高并发处理的能力，系统
事件分析和系统改进的能力。
如图13所示，整个应急广播云架构，包含：EB IaaS应急
广播云基础设施、EB PaaS应急广播云平台、EB SaaS应急广
图12

播软件应用服务。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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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云服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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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业务系统多为信息发布、收集，没有大流量、大
带宽业务。本次网络规划全网核心链路规划采用10G/40G组
网，网络可靠性方面均采用冗余设备和冗余链路设计。
虚拟化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硬件采购成本，更加
节能和节省空间，考虑除专用设备外，业务系统全部采用虚

亮度达到500cd/m2。
水平/垂直可视角度不低于178°，面板经过防眩光处理，
配备HDMI A型输入端子，支持7×24小时不间断显示。考
虑到经济性和可靠性，我们并没有采用双边拼缝1mm以下的
屏，而是选用了较为成熟的双边拼缝1.8mm的屏。

拟化形式部署。我们规划了各类计算服务器资源需求，配置

我们结合机房的实际高度和宽度，在保留必要检修空间

6台物理主机，每台配置2颗6238 CPU、24×32G内存、2块

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大了电视墙的可视面积。最终使用了

600G SAS盘作为系统盘，单独配备了1台存储服务器，配置

16块拼接屏，以2行8列的形式进行拼接。

24块2.5寸 3.84T SSD企业级硬盘，24块8TB NL SAS企业级

2.2.3 融合拼接器
我们采用融合拼接器来实现视频信号的路由调度。供电

硬盘。

2.2 基于广播总控建设应急指挥中心
为应急广播平台单独构建一个指挥中心，从场地、人
员、安全和经济等方面考虑不适合。由于广播总控机房空间
足够，且与应急广播系统在业务上有较大关联，所以我们选

部分采用冗余双电源；输入输出部分采用模块化板卡设计，
支持带电热插拔和即时业务自动恢复；软件部分带有显示编
辑器，支持模板的存储与调用。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规划了36路HDMI输入和16路DVI

择基于广播总控建设指挥中心。

输出。由于视频信号源分布在不同位置，现场测量最远距离

2.2.1 电视墙体

已接近40m，需要HDMI长距离传输。普通HDMI铜缆存在传

广播总控原有简易电视支架已无法满足多屏监看需要，
我们改用拼接屏专用电视墙体。

输长度限制，HDMI光纤线又过于昂贵，我们采用的是6类网
线HDMI延长器方案。该方案的缺点是延长器盒子需要单独

电视墙框架、隔板采用2.0mm优质冷轧板，面板、侧板

5V/1A供电，通路一多，电源适配器不仅会占用大量插座，

等部分采用1.5mm优质冷轧板。设计有布线空间和通道，以

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工业开关电源由于稳定性高，输出功率

方便安装电子设备和走线，电源与信号分开走线，下部板材

足，支持7×24小时工作，非常适合机房集中供电应用。我们

作出一定装饰散热孔。电视墙后面配置2个电源分线盒，配

在拼接器的输出和输入端各使用2个50W/5V工业电源，很好

置机架专用PDU，每两单元配置6插位10A多功能PDU。金

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属结构件与机房接地连接环接通，接地电阻<1Ω，绝缘电阻

如图14所示，所有视频信号汇集到融合拼接器，利用控

>1000MΩ。

制站对视频信号进行模板编排和综合调度，最后在电视墙上

2.2.2 超窄边框拼接屏

显示。新的大屏展示系统，可以满足应急广播大屏显示的需

拼接屏为商用型号，55英寸，分辨率1920×1080/60p，

要，也能兼顾广播播控系统监测的需要，具有较强的功能性
和扩展性。
2.2.4 应急广播操作台
我们在总控原有一排16工位操作台的基础上，新增第二
排10工位操作台，专门用于部署应急广播平台相关操作站点。
如图15所示，应急广播操作人员可从广播播控人员中调整。

2.3 基于5G+4K+无人机的移动应急广播车
建设应急广播机动宣传系统，通过车辆的高机动性，在
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过视频展示及语音扩声，
架起沟通宣传的渠道。
2.3.1 移动应急广播车体
我们在总台原有大屏车的基础上做改造，通过增加小型
FM发射机，实现特殊情况下的定点广播。车厢上展开的LED
大屏可以在应急现场显示宣传和引导信息，给民众提供各类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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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展示系统结构

帮助，如图16所示。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mergency Broadcasting

︳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2.3.2 5G+4K应急无人机
应急广播车还配置了大型行业无人机，针对应急用途，
在选型上主要考虑：
1. 环境适应性
应急环境通常比较恶劣，需要能够满足–20℃～50℃工作
温度，IP45防尘防水，抗风能力达到15米/秒，支持六向定位
避障。
2. 飞行性能
50分钟以上续航，支持电池热替换，飞行速度不低
于20m/s，最大倾斜下降速度7m/s，最远图传距离要达到
15km。
图15

3. 多模块负载

基于广播总控的应急指挥中心

可以通过快拆卡口挂载不同模块实现不同功能。大喇叭
模块用于应急喊话，热成像模块用于黑暗场景执行任务，4K
摄像头模块用于高分辨拍摄。
4. 高级双控模式
其中一人进行飞行操控，另外一人进行模块控制。飞行
和功能分离，确保无人机执行任务时效率最大化。
另外，我们将无人机遥控器的HDMI输出接入广播级5G
背包，利用高带宽、低延迟的网络把现场4K图像清晰、准
确地传回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能够及时直观地掌握现场情
况，便于决策与指挥。

3 播发效果
项目一期于2020年5月完成，同年12月通过验收。截至
2021年7月底，平台共播发各类消息4813条，其中2021年播发
消息已达493条，平均每月播发消息在60条左右。
应急广播系统在今年梅雨季节和台风极端天气的预警中
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在疫情防控方面也贡献了广电力

图16

机动应急广播车与无人机

量。特别是在今年7月，南京和扬州相继发生疫情反复现象，
我们以应急广播为手段工具，有序播发疫情防控信息，积极

参考文献：

提醒苏州民众做好日常防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 李晓鸣, 丁森华, 张乃光. 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技术白皮书(2020版)
[R]. 北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0.

4 结束语
苏州市级应急广播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参照国家相关标
准，结合苏州实际情况，取得了不错的城市针对性和科学

[2] 苏州有线网络公司,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苏州市应急广播体系建
设方案[R]. 苏州: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8.
[3] GD/J 081-2018. 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技术规范数字签名[S]. 北京: 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2018.

有效性。由于采用云架构，具备了平滑扩展性和持续演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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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曾参与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

水平。

重大安全播出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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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构建了应急广播在有线数字电视系统中的应用技术方案，
重点阐述
【摘 要】本文依据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了有线传输调度平台与有线数字电视前端适配对接实现的三个主要流程。
此外，
制定详细的功能测试条目，
采用先小网验证
后大网分批次升级模式，
完成了苏州8款TVOS机顶盒验证及升级，
覆盖存量机顶盒终端50余万。
应急广播消息在苏州全市机
顶盒终端的快速覆盖，
进一步提升了应急广播覆盖面和影响面。
【关键词】应急广播，数字电视，TVOS机顶盒，适配对接
【中图分类号】TN934.4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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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in Cable Digital TV System
Yuan Weimin, Cui Jin, Shi Xinpeng
(Suzhou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 Ltd,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emergency broadcasting of cable digital TV,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s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cheme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in cable digital TV system, and focuses on three main processes of cable transmission scheduling
platform and cable digital TV front-end adaptation and docking.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ormulates detailed functional test entries, adopts the mode of
batch upgrade of large network after first small network verification, and completes the verification and upgrade of eight kinds of TVOS set-top boxes
in Suzhou, covering more than 500,000 existing set-top box terminals. The rapid coverage of emergency broadcast news in set-top box terminals in
Suzhou further improves the coverage and influence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Keywords Emergency broadcasting, Digital TV, TVOS set-top box, Adaptation and docking

0 引言
应急广播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和防灾减
灾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
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部署要求，江苏有线苏州分

流程、功能测试、终端升级、效果展示等方面做了详细说
明。本案例对有意实现与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对接的其它地市
应急广播平台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有线数字电视前端对接适配方案

公司重点实施苏州城区（包括吴中、相城、姑苏、园区、新
区）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如何最大化利用广电网络基础资
源，实现应急广播消息最广大覆盖效果是项目建设的努力
目标。
本文详细介绍了应急广播平台与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系统
对接全过程，分别从网络架构、终端信息同步、开户与广播

26

1.1 网络框架
苏州有线传输调度平台完成与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的适配
搭建，通过广播电视专网实现上级应急广播平台预警信息的
传输，利用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实现应急广播信息的播发覆
盖，网络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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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Broadcasting
整体实现流程如下：
1. 调度控制子系统自动生成分发传输方案，并通过安全

上级应急广播平台

保障子系统中的安全模块对应急消息进行签名处理，下发至
有线数字电视前端；

苏州市有线传输调度平台

2. 有线播发适配器具备与传输调度平台的接口，可接收

调度控制子系统

平台下发的应急广播消息，按照标准规范实现协议解析；

有线监测子系统

安全保障子系统

3. 根据应急广播消息类型，调用多路视频转码器对应急
广播音视频进行处理，包括图片、滚动字幕、音频、视频的

苏州市有线数字电视前端
有线播发适配器

格式、码率、分辨率等；

多路视频转码器
核心复用器

4. 处理后的应急广播音视频通过IP接口输出，有线播发
适配器完成应急广播协议封装、适配、发送，包括有线数字

边缘调制器（IPQAM）

电视TS流的应急广播索引表、应急广播内容表，以及应急广
播音视频传输流的处理；

有线数字电视网络

5. 通过ASI接口将应急广播消息输出至核心复用器，核心
复用器将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内容复用到所取全部频点中，并
输出至边缘调制器（IPQAM）调制输出进入有线数字电视网

机顶盒（终端）
电视机

络（HFC）；
6. 应急广播表在传输流中使用特定的PID 进行传输，该

图1

网络总体框架

PID 对应的节目内容和信息直接进行透传；
7. 当有线机顶盒监听到该特定PID 的内容时，机顶盒通

2. 接口要求

过内置安全模块进行验签处理，确认消息来源无误后解析出

1）BOSS通过FTP服务提供机顶盒数据信息。

相关消息及指令，实现滚动字幕、音频播放等对应展示，并

2）BOSS提供机顶盒Excel数据，Excel表格有具体的命

将工作状态回传反馈至有线传输调度平台；
8. 有线检测子系统根据终端反馈进行设备、任务状态统
计、报表呈现。

1.2 适配技术详述
上级应急广播预警信息成功下发至机顶盒终端并解析播
出，适配对接主要实现三个流程：终端信息同步流程、初始

名要求，全量数据：suzhou_20210916_full.xls，增量数据：
suzhou_20210917_ex.xls。
3）Excel表格数据必须包含机顶盒物理编号、行政区域
及编号、更新标志等信息。
1.2.2 初始化配置（开户）流程
传输调度平台将初始化配置开户指令下发至有线数字电

化配置（开户）流程和应急广播消息播发流程。

视前端设备有线播放适配器（简称“前端设备”），实现终

1.2.1 终端信息同步流程

端物理地址与逻辑码的对应映射设置，设置逻辑码之后所有

机顶盒终端信息在BOSS服务器中，跨平台消息的有效下
发，需要传输调度平台中终端信息同步匹配BOSS系统中终端
信息，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对接流程
BOSS系统通过FTP服务对外提供相应格式的Excel表格

应急广播业务中需进行寻址匹配的操作一律应用逻辑码，流
程如图2所示，说明如下：
1. 前端设备可以对某些区域下的所有终端进行开户处
理，且开户的时间可控，最短1分钟，最长365天。
2. 同一时间，前端设备不能同一区域进行重复开户。

数据，Excel表格包含机顶盒物理编号、行政区域及编号、更

3. 开户的封装结构应该按照终端控制表封装结构进行封

新标志等信息，BOSS首次提供整个管理区域的机顶盒全量

装处理，终端控制表的TABLEID为0XFB，且对应开户的指

数据，以后定期提供更新的机顶盒增量数据，传输调度平台

令类型为0X02。

终端适配管理软件定时去FTP服务获取机顶盒信息数据，通
过解析相应的数据字段，动态更新机顶盒信息，从而实现和
BOSS的对接。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4. 开户指令的内容应该由终端物理码和逻辑码构成，且
二者之间一一对应，方便终端进行开户的解析。
5. 新增、修改或删除开户数据时，终端控制类指令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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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设备工作前提：
有线传输调度平台已从BOSS服务器同步
终端物理地址码和终端所处区域信息。其中
终端物理地址码为MAC地址或智能卡号或两
者组合，逻辑编码由18位数字组成，其中12
位数字区域编码表示终端所处区域(细化至行
政村级)，其他6位为终端类型和编号，规范
要求详见《应急广播资源分类及编码规范
GDJ 080-2018 》。

前端设备工作开始
设置时长：
最短1分钟，
最长365天
对区域A进行寻址设置，时长T

区域A是否正在设置

N
启动寻址设置线程

前端设备获取区域A下所有机顶盒物
理地址和对应的安装地址

前端设备根据安装地址形成
区域码，进而生成机顶盒的
18位数字逻辑编码，并将逻
辑编码与物理地址一一对应

生成管理配置表时，依据《有线数字电视
应急广播技术规范GDJ 086-2018》中第8部
分应急广播管理配置协议中的区域码设置
指令，多个设置区域码指令可以循环重复
放入一个管理配置表内。

N

Y

打包形成PID=0X0021，
table_ID=0xFB的管理配置表

配置管理表复用后进入有线
数字电视节目流

时间T到达

Y

寻址设置流程停止工作

结束

图2

终端初始化配置

随之更新，并且版本号加1，此时终端需重新解析终端控制类

急广播的索引表和内容表，其封装结构见相应的封装表；索

指令表，并在成功匹配终端物理码后更新逻辑码。

引表的TABLEID为0XFD，内容表的TABLEID为0XFE。

1.2.3 应急广播消息播发流程
应急广播消息下发至前端设备，播发流程如图3所示，说
明如下：
1. 前端设备具备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功能，不具有权限
的用户不能下发广播。
2. 前端设备应该根据广播形式（字幕、音频等）封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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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或删除应急广播消息时应重新对应急广播的索引
表和内容表进行封装，并将版本号加1，此时终端需重新解析
应急广播索引表，并在成功匹配后播放应急广播。

1.3 功能测试
苏州分公司大网机顶盒型号多总量大，为保障大网整体
安全，我们搭建了小网测试环境，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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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Broadcasting

开始

编码规则符合《应急广播资源分
类及编码规范GDJ 080-2018 》，
注意其中通配符的用法，如区域
码为110000 000000代表对全北京
所有终端进行广播。

前端设备工作流程：
1）当有播放应急广播节目的详情频道（只有
音频或者音视频均有）时，将详情频道相应的
描述符封装入索引表中对应的应急广播消息条
目中，同时将相应的文本和图片（如有）数据
封装入应急广播内容表中；

对区域A中终端进行
应急消息广播

2）无详情频道时，将应急广播消息文本和图
片（如有）或伴音（如有）等辅助数据封装入
应急广播内容表中。

︳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广播权限校验

具有广播权限

包括更新索引表的版本号，根据
应急广播平台所下发消息的参数
设置相应的EBM_ID，起始和结束
时间，消息类别、消息级别等。

Y
更新PID=0x0021 table_id
=0XFD的索引表

有详情频道？
N

Y
索引表中填充
详情频道参数

详情频道节目流
同步复用下发

广播失败提示

包括添加应急广播消息语种代码，
发布机构名称，应急广播消息文
本内容及图片或伴音等辅助数据
（如有）。
N

生成PID=0x0021，table_id =0XFE，
table_id_extension= EMB_ID的
crc16校验值的内容表

将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内容
表签名后，复用下发

有截止时间到，
应停止广播的消息？
Y

N

更新PID=0x0021 table_id =0XFD的
索引表，版本号+1，删掉该消息
对应的条目数据等

清除PID=0x0021，table_id =0XFE，
table_id_extension= EMB_ID的
crc16校验值的内容表数据

将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内容
表签名后，复用下发

结束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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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款TOVS机顶盒按照5个功能测试项进行应急广播
消息测试，大致分为5类：图片应急消息；文字应急消息；音
频应急消息；视频应急消息；开户及分区域。详细功能项测
试说明见表1～表5。

1.4 终端升级计划
图4

小网测试环境示意图

最新的TVOS3.0协议已支持应急广播消息的解析，现网

表1
TEST_001

测试编号

测试编号TEST_001
项目属性

必选

测试项目

图片广播显示

测试步骤

1）前端平台对机顶盒下发开户指令。
2）指定的图片广播信息输入到平台并设置好下发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建议设置1分钟），或者次数（默认1次），对机顶
盒所在区域下发图片广播。

通过标准

1）平台中已将盒子信息录入并成功开户（前端平台对机顶盒下发开户指令，指令中包含逻辑码，机顶盒收到指令后，会自
动更新自身逻辑码为平台下发逻辑码）。
2）被测机顶盒在接收到图片广播消息后，立刻在电视机上进行展示，并要满足以下几个场景：开机后的初始画面、正常看
直播界面、正常看点播视频的界面。
3）应急广播消息停止，机顶盒恢复到广播前界面。

表2
TEST_002

测试编号

测试编号TEST_002
项目属性

必选

测试项目

文字广播显示

测试步骤

1）前端平台对机顶盒下发开户指令。
2）指定的文字广播信息输入到平台并设置好下发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建议设置1分钟），或者次数（默认1次），对机顶
盒所在区域下发文字广播。

通过标准

1）被测机顶盒对收到的应急广播的文本内容，应按照应急广播消息设置播放对应的语种内容，并在本条应急消息有效期内
循环播放。
2）被测机顶盒至少应支持字符集编码符合GB/T 2312- -1980标准的中文文本内容的解析和展现。
3）应急广播消息停止，机顶盒恢复到广播前界面。

表3
TEST_003

测试编号

测试编号TEST_003
项目属性

必选

测试项目

音频广播显示

测试步骤

1）前端平台对机顶盒下发开户指令。
2）指定的音频广播文件录入到平台之后，确认好下发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或者次数，对机顶盒所在区域下发音频广播。

通过标准

1）被测机顶盒在接收到音频广播消息将电视机画面切换到音频播放界面，并要满足以下几个场景切换：
a. 机顶盒初始界面；b. 直播节目界面；c. 点播节目界面。
2）播放含有音频的辅助数据时，被测机顶盒应记录原音量，并将当前音量调整到应急广播默认音量；消息停发后，恢复到
记录的音量设置值。
3）被测机顶盒按照指令跳转到指定频道进行播放。
4）应急广播消息停止，机顶盒恢复到广播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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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顶盒通过软件升级，即可支持应急广播消息的安全验证
和解析。针对现网8款TVOS机顶盒，我们采取分批升级的
策略。例如，先在小网测试环境内对A型号分体式机顶盒进
行定制开发及联调测试，测试通过后，再在大网环境做全
量功能测试，测试通过之后升级大网A型号分体式机顶盒，
流程如图5所示。其余7个型号TVOS机顶盒参考同样的升级
策略。

现了待机唤醒特色功能，唤醒逻辑如下：
1. 有线精灵假待机，继续监测PID为0×21且table_id为
0xFD的应急广播表。
2. 若监测到应急广播索引表版本发生了变化，则判断应
急广播表中EMB_Number是否大于0。
3. 若应急广播表中EMB_Number大于0，则选取表中优先
级最高的应急广播消息A，并判断当前是否有应急广播消息

此外，分公司新型AI智能音箱机顶盒（有线精灵）还实

表4
测试编号

︳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TEST_004

在播。

测试编号TEST_004

项目属性

必选

测试项目

视频广播显示

测试步骤

1）前端平台对机顶盒下发开户指令。
2）指定的视频广播文件录入到平台之后，确认好下发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或者次数，对机顶盒所在区域下发视频广播。

通过标准

1）被测机顶盒在接收到视频广播消息将电视机画面切换到视频播放界面，并要满足以下几个场景切换：
a. 机顶盒初始界面；b. 直播节目界面。
2）被测机顶盒按照指令跳转到指定频道进行播放。
3）应急广播消息停止，机顶盒恢复到广播前界面。

表5
测试编号

测试编号TEST_005

TEST_005

项目属性

必选

测试项目

下发区域外的机顶盒接收应急广播消息后的反应

测试步骤

1）前端平台对所有机顶盒下发开户指令。
2）有线传输调度平台将指定的任意一种广播对其中一台机顶盒所在区域下发广播。
3）被测机顶盒正常接收有线传输调度平台发送的广播消息并播发，其他区域的机顶盒均无反应。

通过标准

1）机顶盒A逻辑码在姑苏区，机顶盒B逻辑码在相城区，平台仅对姑苏区下发广播，要求机顶盒A可以收到。
2）更新机顶盒B逻辑码为姑苏区，平台仅对姑苏区下发广播，要求机顶盒B可以收到。
3）机顶盒A逻辑码在姑苏区，机顶盒C逻辑码在相城区，平台对苏州市下发广播，机顶盒A和C可以收到。

机顶盒（A型号）

机顶盒软件定制开发

机顶盒软件测试版

小网环境全量测试

大网环境全量测试

机顶盒软件正式版

大网环境机顶盒批
量升级（A型号）

升级完毕（A型号）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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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应急广播消息呈现

序号

消息类型

消息格式要求

预期呈现效果

1

纯文本预警消息下发、电
视终端接收及展示

文字格式至少支持TXT，终端支持字符集编码符合GB/
T 2312—1980标准的中文文本内容的解析和展现。文
字显示位置、大小、颜色、滚动速度等均可调节

预警消息字幕呈现在电视屏幕顶端，
由右往左游动

2

图片预警消息下发、电视
终端接收及展示

图片格式至少支持JPG一种，分辨率不做要求，符合
机顶盒支持的和电视机物理屏幕的分辨率即可

图片预警消息能够在电视机正在播放
的画面上直接居中显示

3

音频文件预警消息下发、
电视终端接收及展示

音频格式至少支持MP3这一种，其它主流格式能支持
更好

有线数字电视终端收听到对应预警消
息音频，同时播放专用画面

4

视频文件预警消息下发，
电视终端接收及展示

视频格式至少支持MP4一种，分辨率标清能够支持
720×576，高清能够支持720P、1080P等机顶盒和
电视机能够支持的分辨率

电视终端跳转到应急广播专用频道进
行预警节目播发，播放结束后跳转至
原电视频道

图6

文字消息在TVOS机顶盒上的播发效果

图8

音频消息在TVOS机顶盒上的播发效果

在有线电视大网环境379频点，增加了1路应急广播节目，节
目码流4M，用于播放应急广播视频和音频。在有线电视全频
道中插入控制流，控制流码流300Kbps，用于播放应急广播图
片和文字。应急广播消息呈现如表6所示。
TVOS机顶盒呈现的应急广播消息包含：文字、图片、视
频、音频等四种类型，具体播发效果如图6～图10所示。

3 结束语
图7

图片消息在TVOS机顶盒上的播发效果

苏州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是国家应急广播战略中国家、
省、市、县中的重要一环。苏州分公司充分利用了现有广

4. 若当前没有应急广播消息在播，则唤醒有线精灵并播
出消息A及其指定频道。
5. 播出完毕，有线精灵假待机，继续回到第一步。

2 应急广播消息预期呈现及效果展示
为实现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在TVOS机顶盒中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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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络基础资源，尤其是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系统，发挥其覆
盖范围广、涉及家庭用户多的特点，经系统对接开发及终端
升级，最终将有线电视系统50余万有效机顶盒纳入应急广播
体系，实现了整个市区的有效覆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
益。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系统运行机制原
因，上级应急广播平台预警信息下发至机顶盒终端呈现存在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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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应急广播 热点 论点

视频消息在TVOS机顶盒上的播发效果

图10

AI智能机顶盒待机唤醒效果

延时过长问题，目前超出地震预警信息从平台下发至终端响

[4] 杨方. 应急广播在有线电视网络中的应用[J]. 电子技术. 2021,

应时长3秒内的要求，后期研究重点在于优化网络路径及有

50(12): 182-183.

线电视前端运行调度机制，建立一套应急预警信息快速传送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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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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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湖南 410003)

研究探索如何将应急广播多场景应用融入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
全文首先
【摘 要】本文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提出要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
其次以湖南省平江县为案例，
重点介绍了在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过
程中，
如何通过应急广播与视频监控联动及强化应急广播与横向部门业务联动，
并实现应急信息感知的延伸，
进而深化和丰
富应急广播应用场景，
达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
【关键词】应急广播，智慧广电，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TN934.4/TN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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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en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County-leve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u Jianming, Tang Qi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studies and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the multi-scen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radio and television rural projects. Firstly, it puts
forward that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should follow the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Secondly, taking Pingji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the paper introduces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how to use emergency linkage and strengthening
emergency broadcast radio and video monitoring business linkage with lateral branch, and realize the extension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awareness,
further deepen and enrich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Emergency broadcast, Intelligence radio and televis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0 引言
应急广播是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方式，通过广播
电视传输覆盖网和其他信息网络，向公众或特定区域、特

志”“扶智”的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应急广播体系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应用
场景更为丰富，在智慧乡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定人群发布应急信息的传播系统，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公众

1. 应急信息发布

提供应急信息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国家公共

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

等突发公共危机时，应急广播可提供一种迅速快捷的信息传

应急广播国家标准，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有了统一的标准，应

输通道，在第一时间把灾害消息或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传递

急广播技术方案、设备趋于标准化，建设更加科学规范。在

到民众手中，让人民群众在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过程中，应急广播发挥了“扶

应该怎么撤离、避险，将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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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舆论宣传

发布的应急信息，右侧与各传输覆盖网打通，根据需要，广

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中央、省、市、县党和政府声

泛深入播发应急广播消息。应急广播平台架构示意图如图1
所示。

音可以通过应急广播体系直接、主动、及时传播到城乡全范
围，实现人群全覆盖。应急广播体系是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

应急广播平台处理的主要信息有应急信息、应急广播信

重要内容，是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息和应急广播消息等。应急信息包括突发事件、 社会治理以

值观的有力抓手。

及减灾救灾信息，各级党委政府政令、领导人讲话、公告信
息和其他相关应急信息。

3. 服务乡村振兴
通过开通本地新闻联播、农科信息之窗、生活百事通等

2 应急广播多场景应用主要设备

栏目，宣传农技知识，指导农业生产，倡导农村新文明，宣
传优秀民俗民风。将应急广播平台与农村电子商务平台融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首要作用是服务于应急信息发布，但

合，改善农村与城市信息服务，畅通农产品销售和工业品下

应急情况不常有，各地应急广播建设也明确要求在使用方面

乡渠道，打通农村电商服务“最后一公里”，对推动农业转

要做到“平战结合”，战时能应急，平时也要发挥广播应有

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具有重要意义。

的作用。支撑“平战结合”的应急广播产品除前面介绍的应
急广播平台外，还包括前端设备、终端设备以及满足新应用

另外，应急广播与视频监控、环境治理等系统打通后，
在疫情防控、危险水域防溺水警示、垃圾分类等乡村治理应

场景下周边扩展设备。

用场景发挥重要作用，能够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2.1 应急广播前端
应急广播前端设备是用于平台间适配对接以及广播信息

能力现代化水平。

发布的人机交互设备，主要分为应急广播适配器、智能话

1 应急广播平台标准化

筒、移动端APP三种形态。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在2018年发布的应急广播技术标准

1. 应急广播适配器：分为平台级适配器和乡村级适配

规范，全国应急广播体系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组成，

器，其中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调频/数字电视台站适配

各级应急广播体系由应急广播平台、传输覆盖网、快速传送

器属于平台级适配器，用于应急广播平台与大喇叭系统或广

通道、应急广播终端和效果监测评估系统等组成。应急广播

播电视台站发射系统之间的适配对接。乡村级适配器，用于

平台在整个应急广播体系中居于信息枢纽位置，能够实现

基层广播室不同传输模式的日常和应急广播消息接收及插播

“纵向垂直管理、横向左右贯通”的效果。纵向基于专网构

发布。

建国家、省、市、县四级应急广播平台，实现垂直管理；横

2. 智能话筒：以IP网络通讯为主，具备音频采集、分权

向方面各级应急广播平台左侧与应急信息源打通，接收权威

限管控、分区播发、U盘播放功能，需要用户身份验证通过

应急广播调度控制平台
（省/市/县）
传输覆盖网络
上级应急
广播平台

调度控制

接入处理
应急广
播消息

信息处理

资源管理

生成播发

信息接入
应急广播制
作播发平台

应急
信息源

效果监测
评估系统

传输卫星
大功率短波广播

信息制作

资源调度

效果评估

应急广
播信息

中波广播
有线数字电视

基础服务

应急信息

运维管理
安全服务

调频广播
地面数字电视
大喇叭系统
机动应急广播系统
新媒体

监管数据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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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用户权限自动分配相关播发区域。通常具有图形化
交互界面，触摸屏交互面板。

亮，传播距离远。
2. 音柱：适用于室外或室内全天候环境使用的放音设

3. 移动端APP：主要适用于各层级的广播管理和播发人

备，功率为30W，自带高低音播放单元，适合于街道、社区

员，通过手机实现广播的日常管理和播发工作，具备录音喊

等人口密集区域广播播放，其特点是声音柔和、音质清澈悦

话、文转语广播、直播喊话、定时广播功能，也可以通过手

耳，听感较为舒适，除播放应急广播内容外，还适合播放背

机查看和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广播终端状态。

景音乐及文化娱乐宣传使用。

应急广播前端设备常见外观如图2所示。

2.2 应急广播终端

2.3 应急广播创新应用场景周边设备
为适应更多应用场景，应急消息需要更加多样化的呈

应急广播终端主要用于应急广播消息的播放，根据使用

现，从而让应急广播发挥更大社会治理价值，需要在信息

场景的不同主要有收扩机、音柱、功放、音箱四种形态，如

采集端和呈现端采用多种信息感知和表达的设备，常见的外

图3所示。

部设备和系统主要有智能识别功能摄像头（或相应的监控系

1. 收扩机：适用于室外全天候环境使用的功放设备，常

统）、大屏对接适配器、LED显示屏，如图4所示。

见功率为50W/100W/200W不等，配合高音号角使用，适合于

1. 智能识别功能摄像头：作为信息采集端，能够全天候

广大农村地区较为分散的居民点广播宣传，其特点是声音嘹

识别监控重要区域，自动识别异常信息，并联动相应区域应
急广播终端播报发声，为应急广播装上智慧的“眼睛”，让
应急广播能“说”也能“看”。
2. 大屏对接适配器：将应急广播消息对接呈现在现有的
户外广告大屏上，不影响原有大屏业务的同时也能在必要的
时候发布应急消息，进一步扩大应急消息的受众面。
3. LED显示屏：高速公路、雨雪天气道路上快速行驶的
车辆内人员不一定能够听到道路两旁的广播声音，通过联动
LED显示屏的方式，用文字信息同步显示应急广播消息，确

图2

常见应急广播适配器、智能话筒、移动端APP（从左至右）

保车内人员也能及时收到应急消息。

3 应急广播多场景应用实践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南地区，全省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
为主，全省各地遍布丰富多样的河湖水系，夏季高温干旱，
全省易出现洪涝、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2012年以来，
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和应
急广播体系建设，建成111个县级“村村响”系统，2018年
至2020年将其中11个深度贫困县“村村响”系统升级改造为
应急广播体系，基本实现了农村广播声音全覆盖。2020年以
图3

常见收扩机、音柱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应急
广播体系建设的通知》（湘政办函[2020]68号），部署推进
全省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十四五”中央支持湖南部分公共文化服务重大工程建设
的通知》（湘广电发[2021]55号）文件，有序推进老少边及
欠发达地区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目前，“村村响”和应
急广播体系已成为省委、省政府向基层群众发布疫情防控、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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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摄像头、大屏结对适配器、LED显示屏（从左至右）

气象灾害、交通安全、防一氧化碳中毒等预警信息的重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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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应急广播在政策宣传、防灾减灾、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展“一江碧水” 净滩行动》《天岳街道开展“一盔一带” 文

产安全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明交通劝导志愿活动》《虹桥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

湖南省平江县被列入2021年老少边及欠发达地区县级应

老年人健康讲座活动》等相关报道40余篇，有力助推了文明

急广播体系建设县，在遵循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标准规范的

城市创建和市民素质提升。

基础上，平江县结合本地实际需求，通过前端信息传感设备

3.2 监播联动助力禁渔防火

和终端信息呈现设备对接，实现了应急信息感知的延伸和应

平江县地处湖南省东北部，全县地貌山地面积超过

急消息呈现的多样，创新打造多个应急广播应用场景，较好

80%，山林、森林覆盖率超过70%，汨罗江穿城而过，全县

提升了平江县社会治理水平。下面根据项目实际应用情况，

山清水秀、环境优美，这一切得益于平江县强有力的环境保

将常用的典型场景进行介绍。

护治理工作。

3.1 城区文明创建

本次应急广播建设，也充分考虑到平江县日常环境治理

平江县应急广播建设考虑到县城城区广播覆盖，在城区

需要，在汨罗江城区段一江两岸以及全县重要森林防火宣传重

部署150个广播点，主要分布在街道、社区、广场等人员密集

点部位，安装部署156个带视频监控探头的应急广播点位（如

场所，每个广播点安装一对30W音柱，声音婉转柔和。播放

图6所示）。通过将视频监控系统与应急广播体系充分融合，

内容主要是新闻快讯、防电诈、突发公共卫生、地质灾害预

利用视频监控自动识别人员功能，针对越界进入目标区域人

报播报；国家政策法规、农业防害、春耕生产及文化娱乐内

员，进行禁渔禁捕宣传实时警示（如图7所示）。针对未成年

容播报。在播放时间方面也是经过多次试播，广泛听取群众

人，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通过事前警示避免意外发生。广播

反馈意见，调整为上午九点十五分、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

和终端设备采用4G传输，太阳能供电，不受野外广播选点位

半，在确保广播内容覆盖面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

置限制，监控及广播喊话警示、宣传范围更加广泛灵活。

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干扰。

3.3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为提升应急广播传播覆盖效果，平江县应急广播平台与

平江县应急广播设计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方平江县融

城区最受群众欢迎的天岳广场高清户外大屏进行信息打通，

媒体中心，积极与应急管理、水利、自然资源横向部门沟通

实现重要通知信息在播发音频广播的同时可以通过户外大屏

日常治理需求，主动将应急广播建设融入平江县社会治理业

以图文形式同步播发（如图5所示），进一步强化重要应急消

务过程，让更多相关横向部门了解应急广播、使用应急广

息传播有效性。平江县应急广播体系还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播，充分发挥应急广播效用的同时，增强了应急广播的生命

心对接，建设文明创建音柱点，并与“雪亮工程”摄像头联

力。相关治理应用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场景。

通，“千里眼”接上“顺风耳”，实现文明实践与文明传播

1. 尾矿区应急广播点位

同频共振，成为平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的展示集中区、

根据平江县应急管理部门需求，全县分布数十个尾矿区

活动主阵地，目前已发布《月池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地质风险点，在极端灾害天气情况下，这些区域存在发生地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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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第一时间通过应急广播平台监看点
位实况（如图8所示），并发布相应应急
预警消息，帮助当地居民及时避险。
2. 水库水位预警应急广播点位
平江县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全
县大大小小分布了几十个水库，根据水
利部门需求，本次应急广播建设在全县
33个水库附近安装部署应急广播终端并
向水利部门开放相应终端管理播发权限
（如图9所示）。应急广播平台接入水利
部门信息化系统入口，方便水利部门用
户通过应急广播平台单一入口就可以直
接进入水利系统，根据水利系统监测到
的水库实时水位信息，向水库周边民众
发布预警广播内容。
3. 地质灾害预警应急广播点位
平江县全县地形超过80%是山地丘
陵，春夏之交雨量充沛，是容易引发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区域，根据平江县自然
资源部门需求，本次应急广播建设，针对
具有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的居民居住和途经
区域，部署47个应急广播点位（如图10所
示），相关广播点位播发权限开放给自然
图6

监播联动一江两岸禁渔禁捕、森林防火点位布局

资源部门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及时向相应
区域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3.4 提供综合信息服务
平江县应急广播体系围绕县委、县
政府中心工作，与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对
接工作，承担相关部门宣传任务，加强
政务信息、生活服务、产业发展、普法
宣传等内容发布，构建“应急广播+综合
信息服务”，既拓展了政府部门触达百
姓的渠道，同时也为群众了解全县动态
提供了有效窗口。
1. 应急广播+农业信息服务
与县农业农村局对接，将应急广播
图7

监播联动一江两岸禁渔禁捕、森林防火点位布局

平台与农业技术信息结合起来，助推老
区巩固脱贫成果。

质灾害的风险。本次应急广播建设针对可能受尾矿区地质灾

2. 应急广播+政务信息服务

害影响的群众居住及途经区域，部署23个带视频监控的应急

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对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政务公

广播点位，相关点位查看、播发权限向应急管理部门开放，

38

开、公示公告等政务信息可以在应急广播平台优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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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广播+生活服务
开设文化服务、教育服务等专题

版块，为群众提供本土文化文艺、本
地教育信息等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4. 应急广播+产业发展服务
与县乡村振兴局、县文化旅游广
电体育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商
务粮食局对接，助推全域环境整治和
全域旅游发展，加速平江县产业和电
子商务发展。
5. 应急广播+普法宣传服务
与县司法局对接，将普法宣传等
图8

尾矿库监播联动呈现

方面融入应急广播节目，做实基层综
合治理工作。

4 结束语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遵循国家广电
总局发布的标准规范是基础，发挥应
急情况下服务基层避险救灾的作用是
核心。通过与视频监控以及横向部门
业务联动，强化应急广播防灾减灾的
能力，在防灾阶段提前判断安全隐患
情况，及时进行干预；在减灾阶段，
可以及时响应危险信息源，提前通过
广播疏导人员密集区域以及周边群众
及时撤离。在发挥好日常宣教功能的
图9

水库水位预警应急广播点位布局

同时，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
和水平，同时大大增强应急广播生命
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高效工具和
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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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7006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8K VR Video End-to-End System
Based on FOV Coding
Wei Na, Guo Xiaoq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Research Institute,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High-quality VR video experience needs high video resolution. 8K VR guarantees picture quality but requires high transmission bandwidth,
which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VR video.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PEG OMAF technical standard, subsequently
proposes an 8K-UHD VR Video End-to-End System Based on FOV coding. The system adopts CMP based mapping and FOV based encoding and
decoding algorithm, which can ensure high-quality viewing and greatly reduce the transmission bandwidth. Fin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ystem
framework, key technologies and FOV coding effect in detail,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he system.
Keywords Advanced-format and new-concept video, FOV, VR video, OMAF, Codec

0 引言

VR视频是高新视频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应用中
由于高分辨率、高传输带宽、低延时、沉浸感等不足原因，

5G网络环境下视频业务发展空间广阔，以“高格式、新

导致VR视频质量参差不齐，限制了VR视频业务的良性发

概念”为特征的高新视频将成为文化消费主流。国家广播电

展。本文针对目前VR视频端到端业务系统普遍存在的内容审

视总局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发布了5G高新视频系列技术白

核难、传输带宽大等问题，研究了球面视频到平面视频的投

皮书、5G高新视频系列标准体系，培育打造5G条件下更高技

射内容审核方法、基于FOV的VR视频编码技术，并搭建了基

术格式、更新应用场景、更美视听体验的高新视频新业态，

于内容审核、FOV的8K超高清VR视频端到端实验系统。

形成多元化的商业模式。5G高新视频也被列入《“十四五”

1 OMAF与MCTS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
快发展的意见》《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
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等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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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MAF系统
OMAF (Omnidirectional MediA Format)全向媒体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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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端到端系统介绍

是一种由MPEG组织提出的360°媒体内容应用格式，其标
准号为MPEG-I（ISO/IEC 23090）：Part2。OMAF是VR视
频产业应用方面的一项重要标准，可用于科学研究和商业
领域。
MPEG OMAF适用范围包括360°全景视频、图像、音
频、文本等，并且只适用于3DoF VR。OMAF规定了包含x、
y、z的球面坐标系统，映射和矩形区域调整打包方法，全
景视频的存储，以及使用ISOBMFF的元数据，通过DASH/
MMT封装和传输全景视频流等内容。其系统架构如图1

︳内容制播

2.1 系统框架
基于FOV编码的8K VR视频端到端系统包括VR信号源输
入及处理、VR视频内容审核、VR视频编码和VR视频终端播
放4个模块，系统框架如图2所示。

2.2 VR信号源输入及处理
输入信号包括多目摄像机实时采集拍摄、第三方VR视
音频内容和多个普通平面视频信号。其中，多目摄像机实时
采集拍摄的视频内容经过专业软件缝合形成360°VR视频；

所示。

多个普通平面视频通过多画面布局渲染系统合成为360°全景

1.2 MCTS
MCTS（Motion-Constrained Tile Set）是指HEVC编码中
的运动约束分块集方法，具体是在编码段将全景图像划分为

视频。360渲染是通过预先设定的多个布局模板，分别把各
平面视频信号通过VR视频投射算法投射到360°视频中的某

多个分块（Tile），编码为不同质量的码流，根据用户视角信

一个区域，最终合成一幅完整的360°视频。音频部分则把多

息在网络传输中动态切换不同分辨率和码率的流媒体，并在

个平面信号中的音频提取出来，处理形成一个多音轨音频

解码端组合形成高质量主视角和低质量背景的混合图像。该

信号。

方法也被OMAF标准采纳。

2.3 VR视频内容审核

基于视角的全景视频分块编解码能够在固定带宽情况

VR视频输入信号处理完成后送至VR视频审核模块。本

下，根据观看质量合理地分配分辨率和码率，有效地契合

系统的VR视频审核创新性研究并实现了一种球面视频到平面

了全景视频的特点，提升了终端用户的观看体验，本文也

视频的投射内容审核方法，即将球面视频画面以部分重叠的

基于此技术，研究搭建了基于FOV的8K超高清VR视频端到

方式投射到一个正方体的六个面上，然后可以使用人工或者

端系统。

智能审核系统进行内容审核。

音频编码

文件封装
与存储

音视频获取

缝合、映射、
区域打包

切片

文件
视频编码
元数据

网络传输
音频渲染

音频解码

终端播放

文件解封装
视角信息

图像渲染

视频解码

视角跟踪
视角信息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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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实时采集

VR视频编码

VR视频缝合

VR视频编码
传统方法
VR视频审核

第三方VR内容

VR视频编码
基于FOV
多路平面信号

360°渲染合成

VR视频直播和点播

图2

表1

基于FOV编码的8K VR视频端到端系统框架

CMP模型的各个映射面

映射面

标识

备注

0

PX

正面，X坐标值为正

1

NX

背面，X坐标值为负

2

PY

顶面，Y坐标值为正

3

NY

底面，Y坐标值为负

4

PZ

右面，Z坐标值为正

5

NZ

左面，Z坐标值为正

3 球面到平面的VR视频投射内容审核
当前业界对VR视频还没有特别的审核方法，审核者不方
便带头盔等设备长时间审核360°VR视频内容，且容易遗漏非
主视角的敏感内容。但如直接将观看内容投射成平面的VR矩
形视频，又会出现文字畸变等问题。本文提出了球面到平面
的VR视频投射内容审核方法，该方法基于传统CMP映射模
型，改进后可以解决VR视频中的内容反畸变、解决跨区块边
界问题，辅助审片人员检查VR视频内容是否存在违规等。

3.1 CMP（Cube Map projection）正六面体映射
CMP映射模型是VR视频最常用的映射模型之一，此外还
有ERP、EAC等模型，ERP、CMP映射模型也是HEVC、AVS
等编码标准推荐采用的VR视频映射方法。

2.4 VR视频编码
本系统VR视频编码的环节包括传统VR视频编码器和基
于FOV视场角的VR视频编码器两种方式。VR视频传统编码
器将VR视频编码为一个普通的VR视频，使用普通的VR播放
器即可进行播放；而基于FOV视场角的VR视频编码将视频帧
分割为若干大小相等的小矩形，每个小矩形编码为一个Tile，
相对独立地完成编码，通过并行处理的方式提升编码效率，
且能够以Tile为单位拆分码流，提高传输的可伸缩性。

2.5 VR视频终端播放

CMP映射模型有6个映射面，分别被标识为PX、 PY、
PZ、 NX、 NY、 NZ（“P”代表“positive”，“N”代表
“negative”），每个面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CMP映射模型的各个uv平面如图3所示，u和v的取值定义
在[–1, 1]之间，每个uv平面都是2×2的正方形。

3.2 基于CMP映射的改进
本方法将球面视频画面以部分重叠的方式投射到一个正
方体的六个面上，然后使用人工或者智能审核系统进行内容
审核。VR视频中变形的内容将以正常方式显示在六个正方形
平面中，方便审核人员或者系统快速准确识别。与传统正方

经过编码传输后的VR视频码流到达终端后，进行解码和

形投射法相比，虽然画面有重叠冗余，但可以保证相邻区域

渲染播放。本系统的终端支持直播和点播，且支持传统VR视

的内容被完全显示，不会被正方形边界所割裂，一旦有违规

频的解码播放、基于FOV视场角编码的VR视频解码播放等功

内容（如敏感文字），更容易被审查员或智能审核系统一眼

能，更好地给用户提供全方位沉浸式体验。

看出。内容审核效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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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解码端

4 基于FOV的超高清VR视频编解码
目前超高分辨率的VR视频在编码传输时资源耗费巨大，
考虑用户观看时同一时刻只关注特定视角，本文采用了一种

在解码端，通过设备传感器获取用户当前观看视角，计
算所需位置的图像区块并下载对应Tile码流，极大地节省用户

创新的、基于FOV的编码传输技术以节省带宽和算力。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将高分辨率的全景视频分片，多个
FOV可视区域的分块加上一路4K分辨率的背景流，使VR终端
播放器能通过相应的视角FOV分块和4K分辨率全景背景流实
现8K VR全景视频的播放，同时还能保证低延时不会出现眩
晕感。采用本方法较传统VR视频编码算法可节省约70%以上
的带宽，能够在大幅节省后端码率的同时很好地保证用户的
观看体验。

4.1 编码端
在编码端，8K超高清VR视频FOV编码器将视频帧分割为
若干大小相等的小矩形，把每个小矩形编码为一个Tile相对独
立地完成编码，通过并行处理提升编码效率，并且能够以Tile
图3

为单位拆分码流，编码端流程如图5所示。

图4

球面视频到平面视频的投射内容审核

图5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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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表2

基于FOV的编码和分发

基于FOV编码的性能效果分析

360°视频参数

Tile分块

8K码率

背景分辨率及码率

编码方式

终端同等观看质量下码率

传统编码

7680×3840，
50P，10bit

—

100Mbps

—

HEVC

100Mbps

基于FOV
编码

7680×3840，
50P，10bit

640×320
（12×12）

100Mbps

1920×1280
4～5Mbps

HEVC

20Mbps

带宽。为快速响应用户姿态变化，可动态调整视角更新采样

本系统将助力5G高新视频——VR视频的应用与发展。随着

率，配合运动预测和自适应的视角调整，使用户难以察觉视

5G技术和云服务的普及，也将切实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角切换时的高低清图像转换；通过多级缓存，提高Tile下载及

终端用户观看VR视频内容、游戏娱乐、教育学习等高新视频

处理效率。通过对Tile码流进行拼接，自适应地调整拼接图像

视听体验。

分辨率，降低后端解码压力，提升解码渲染和播放兼容性。
本文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2021年度

编码端流程如图6所示。

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VR视频终端技术指标研究”（项目编

4.3 性能效果分析
基 于 F OV 视 场 角 的 编 码 算 法 ， 在 终 端 相 同 观 看 画 质
状态下，较传统VR视频编码算法可节省约70%以上的带
宽。也就是说，传统一路8K 50P VR视频需要的传输带宽

号：JBKY20210270）资助。
参考文献：
[1] ISO/IEC 23090-2信息技术沉浸式媒体编码表示第2部分: 全景媒

为100M左右，在保证终端相同观看图像质量情况下，通

体格式(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oded representation of immersive

过FOV编码后的8K 50P VR视频只需20Mbps左右传输码

media - Part 2:Omnidirectional media format)[S], ISO/IEC JTC 1/SC 29,

率，大幅降低了高质量VR视频对传输带宽的需求，如表
2所示。基于FOV编码的VR视频传输系统在直播赛事、文

2021(7).
[2] 郭晓强、王强等. 5G高新视频——VR视频技术白皮书(2020版) [R],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2020(8).

娱、点播等实际应用中，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沉浸式视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 5G高新视频——VR视频标准体系(2021

听体验和增值业务服务体验，具有强烈的实际推广应用

版)[S]. 2020(3).

意义。
第一作者简介：

5 结束语

魏娜，女，1988年生，硕士研究生，广播科学研究院电视
技术研究所工程师。主要从事5G高新视频、VR视频、图

VR视频作为高新视频的重要业态之一，未来将在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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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像处理等方面的技术研究，承担及参与了VR视频、
台内制播、深度学习等方面的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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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广播电视台在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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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News Clue Platform Based on SaaS
Architecture in a Converged Media Environment
Zhang Hao1, Sheng Zhihua1, Gong Weiliang2, Hou Yanjun1
(He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enan 450000, Ch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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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ed media center, He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used the SaaS Cloud Platform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news clu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The system mainly includes modules such as data
acquisition, pretreatment, clue analysis, and stream processing, and provides a service access entry, forms a complete clue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scheme, and realizes the intelligent collection of news clues.
Keywords News clues, Data collection, Integrated media cente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0 引言
新闻线索——也称采访线索、报道线索，是指为新闻采
访报道提供的有待证实、扩展和深化的引导性信息。新闻线

信息甄别困难等问题，容易导致“信息茧房”“回声室”等
效应。未经挖掘、运用、处理的线索，如沙里之金、石中之
玉，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信息资源，难以得到最高效的
利用。

索是记者发掘新闻报道题材的凭据之一。同时，对线索的挖

鉴于此，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

掘、处理、运用，也是新闻报道活动的重要起点，更是新闻

对于新闻线索的采集、分析、挖掘至关重要。本文在大象云

生产链的首要环节。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媒体行业发

智慧服务平台的基础上，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设计和实

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拓宽了媒体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渠

现了新闻线索采集与分析系统。本系统主要以重整数据为目

道，改变了其获取新闻线索的方式 [1-3] ，减轻了其工作量；

的，首先通过数据采集框架采集互联网中各个平台的热搜、

而另一方面，信息过载会造成新闻线索分布相对零散、真假

新闻等数据，其次使用预处理程序，对数据进行清洗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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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整合到一起，建立一个内容较为全面的新闻线索候选

采集互联网各个平台中的新闻、热搜等数据。采集的数

库。再通过线索聚类分析与流处理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据有标题（记为title）、正文（记为content）、发生时间

分析新闻线索，找出关联线索，以实现追踪新闻线索的目

（记为time）、来源（记为source）和URL（记为url），

标。最终，面向新闻记者提供了接口服务，使其能方便地查

因此一条新闻线索可以由五元组d（title，content，time，

阅线索候选库中存在的新闻线索。

s o u rc e， u r l） 表 示 。 新 闻 线 索 一 经 采 集 就 被 送 入 预 处 理

1 系统架构设计

模块。
预处理模块主要负责新闻线索的清洗与去重工作，如清

本文中的系统主要分为数据采集框架、预处理程序、

洗正文中的HTML标签。完成清洗和去重工作后会将其转发

线索聚类分析、Flink流处理等。数据采集框架主要负责

至消息队列，等待进一步的处理。线索聚类分析与Flink流处
理模块同时监听消息队列中的Topic，等待消息到达。
线索聚类分析主要负责新闻线索聚类任务，将一系列的
新闻线索按照主题划分到各个话题集中。话题集定义为二元
组T（W，W），其中W为该话题集中一系列的关键词，D为
新闻线索d的集合，即

 d1   title1
D =    =  
d n  titlen

content1

contentn

time1

timen

source1

sourcen

url1 
  . （1）
urln 

其中n为新闻线索个数。聚类分析完成后会将其存入
b = [b
, bm ]
1 ,
HBase数据库中供用户查询使用。
m bits
Flink流处理任务负责对新闻线索进行分类、关键词抽取
∀i ∈ {1,..., k}, bhi (d ) = 1
和数据同步。新闻线索分类将新闻线索划分为政治、娱乐和
T
体育等类别。关键词抽取任务抽取该新闻线索中具有代表性
D = ( d1 ,..., d z )

的词汇，使读者初步了解该条线索涉及的内容。数据同步任
kn k
务将新闻线索写入HBase和Elastic
Search中，完成新闻线索的
 
1 
p = 1 − 1 −  
  m 
持久化。系统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整体架构

k=

2 系统模块介绍

m
ln 2
n

2.1 数据采集框架
1 T
原始新闻线索由数据采集框架采集（主要采集内容为新
∑ ∑ log p ( wt+ j | wt )
T t =1 − c≤ j≤c , j ≠0
闻或热搜内容），该模块采用基于Python的Scrapy框架开发。

(

)

Scrapy框架是数据采集领域中，较为标准的实现方案。使用
exp vTwO v wI
|
p
w
w
=
(
)
O
I
T
Scrapy框架时，只需要编写少量的代码即可完成数据采集，
exp vTwi v wI
∑
i =1
同时该框架具有优异的性能表现，并支持高并发脚本运行。

(

)

Scrapy架构如图2所示。
l
viu v ju
∑
数据采集框架采集的网站主要有百度热搜、百度新闻、
s ( d i , d j ) = u =1
l
l
新浪热搜榜、新浪微博、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等，采集流程
v2 v2

∑ ∑
u =1

iu

u =1

ju

为：请求网页；解析HTML；保存新闻内容。为了最大限度
地获取最新的新闻线索且不影响网站的正常运营，我们制定
的采集规则为热搜内容每20分钟采集一次，新闻数据早晚各
采集一次。在保证数据不重复的情况下，新闻和热搜的日均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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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量约为5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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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title1 content1 time1 source1 url1 

D = d1  =title
 1 content
 1 time
 1 source
 1 url1 
D = d  = title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
n
n
 n 
d n  titlen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n 

布隆过滤器原理图

2.2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包含了数据清洗、去重和转发操作。数据预
处理是对采集数据质量的严格把控，数据清洗与去重操作决
定了采集数据的质量如何。预处理工作是对数据的校验和审
查的过程。预处理模块在数据采集框架采集的新闻线索数据
中，需要修正数据的编码，清洗HTML标签，判断数据的合
法性等。
新闻数据采集自多个网站，包含标题和正文，热搜数据
采集源单一且内容只有简短的描述，本系统根据其特点分别
进行去重操作。
1. 新闻数据的去重实现是以URL为标识使用布隆过滤器
（Bloom Filter）[5]实现的。布隆过滤器的用途是检索一个元

b = [b
, bm ]
1 ,
b = [b
bits
, bm ]
m
1 ,
m bits
（i=1，…，z）进行式（3）操作。现检测新闻线索d，若h
1
∀i ∈ {1,..., k}, bhi (d ) = 1
（d）（i=1，…，k）均为1，则新闻线索d为重复新闻；否则
∀i ∈ {1,..., k}, bhi (d ) = 1
d未与任何线索重复。虽然布隆过滤器效率高，但该过滤器会
T
D = ( d1 ,..., d z )T
D = ( d1 ,..., d z )
有一定误检率p，可由下式计算：
k

kn
 
1 
（4）
p =1 − 1 − 1 kn k .
 
 
p = 1 − 1 − m 
  m 


哈希函数的个数可以由下式计算：
m
k = m ln 2
（5）
k = n ln 2.
n
1 T
[6]
T
2.
算法实
∑
∑ log p ( wt+ j | wt )
1T 热搜数据的去重是以标题为标识基于SimHash
t =1 − c≤ j≤c , j ≠0log p ( w
∑
∑
t + j | wt )
T t =1 − c≤ j≤c , j ≠0
现的，其常用于对网页的去重处理。SimHash是一种局部敏

(
(

)
)
)
)

是存在一定的误检率，即从布隆过滤器中得知某一元素存在

感哈希（Locality Sensitive
exp vTwO vHashing），其思想是将相近的内
wI
p ( wO | wI ) = exp
vTwO v wI
T
容映射到相近的Hash空间中，即Hash值的近似程度体现了输
T
p ( wO | wI ) = ∑
T exp v w v w
I
T i
i =1 exp v v
∑
wi wI
入内容的近似程度。

于集合中，但实际上该元素并没有包含于集合中。布隆过滤

2.3 Flink流处理

素是否包含在集合中，其优点是节省空间和查询效率高，但

器首先会将已有数据散射到各个槽位中并将值设为1，在查
询时，将查询数据同样找到散射的槽位，判断对应槽位的值
 d1   title1 content1 time1 source1 url1 
是否全为1，以判断该值是否重复。布隆过滤器的原理如图3
D=  = 



 
所示。   
d n  titlen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n 
令所采用的布隆过滤器为一个m位的数组，记为：

b = [b
,
d1 ,bm ]. title1 content
content1 time
time1 source
source1 url
url1 （2）
1d
1    title
1
1
1
1 
 1
m bits
D
=

=






D =    =   



   
为布尔数，初始值为0。假设本系统所采用的布
titlen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n 
其中b
n  title
di d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n 
∀i ∈{1,...,
b
n  k },
n =1
hi ( d )
隆过滤器共有k个哈希函数h 1 ，…，h k ，对于一条新闻线索
T
b= =

1 ,
d（title，content，time，source，url），数组b中下标为h
=[b[(1b
bD
,d

, b,mbd]mz ])
1
1 ,...,

m bits
m bits
（d），…，hk （d）被设置为1，即：
k
i∈
{1,...,
k}, b kn =
1
{1,...,
（3）
∀∀
i∈
 k}, b1hi (hdi)(d=) 1.
p = 1 − 1 −  
  m 

T 
令 D = ( d1 ,..., d zT) 为已检测且未重复的新闻线索，即对d i
D = ( d1 ,..., d z )
m
广播与电视技术
k = ln 2〔2022年·第49卷·第7期〕
n
kn k k
 1 − 1 −1 1 kn  
p
=
p =T1 − 1 − m   
1   m 

i =1

(
(

l

∑v v
Flink是一款高性能的分布式流处理框架。在Flink流处理
s (d , d ) = ∑ v v
s (d , d ) =
中主要完成三个任务，分别是新闻线索分类、关键词抽取和
∑v ∑v
v ∑v
∑
数据同步。
l

i

i

j

j

u =1

ul=1

l

u =1

u =1

iu

iu

ju

ju
l

2
2
iu l
ju
2
2
u =1
iu
ju
u =1

新闻线索分类和关键词抽取都是为记者提供对本条线
索是否感兴趣的初步筛选信息，新闻线索的类别有财经、
教育、军事、科技、社会、时政、娱乐和体育八种。关键词
抽取任务是提取线索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汇，使用的算法为
TextRank[6]，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候选词图，通过计算候选词权
重，最终选择权重较高的K个词汇作为关键词。
最终，流处理任务会将数据持久化写入HBase和Elastic
Search中，供用户查询使用。
线索聚类分析是一种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分析的技术。
将数据按相似度归类，相似度高的数据归为一类，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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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数据归到不同的类别中。常用的聚类算法有K-Means、
DBSCAN、层次聚类和Single-pass聚类等。本系统中处理的
数据为流式数据，采用Single-pass聚类较为合适，其思想是
遍历每一篇文档，与已存在的主题比较，如果相似度大于预
先设定的阈值就将其归到当前主题，否则就创建新的主题。
Single-pass聚类过程如图4所示。

  

d n  titlen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n 
 d1   title1 content1 time1 source1 url1 
  = 
D



 
b=
= [b

 , bm ]
1 ,
dmn bits titlen contentn timen sourcen urln 
∀i ∈ {1,..., k}, bhi (d ) = 1
b 新闻线索聚类时，需要将线索表示为向量的形式，这样
= [b
, bm ]
1 ,

m bits
才可以计算线索与线索之间的相似度。一种合适的做法是采
T
D = ( d1 ,..., d z )
[8]
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基于词的词向量word2vec
构建线索
∀i ∈ {1,..., k}, bhi (d ) = 1

的向量表示。为了训练word2vec模型，采用由数据预处理模
kn k
 
1T  
D
=
d
,...,
d
p
1
1
=
−
−

(
)
型处理后的新闻线索库D作为语料库进行训练。Word2vec有
 1  zm  


CBOW和Skip-gram两种模型，本系统采用Skip-gram模型训练
kn k
m 
1  [9]。训练时word2vec模型的损失函数如下
得到的预训练词向量
k
=
ln
2
p = 1 − 1 −  
n  m 
：

所示[10-11]
1 T
m ∑ log p ( wt + j | wt ).
（6）
kT=∑
ln 2
t =1 − c≤ j≤c , j ≠0
n
其中c为训练时采用的滑动窗口宽度、T为语料库中词汇
T
1 T
wI )
logexp
p ( wvt +wOj v| w
∑
t
量、wp∑
t为语料库中低t个词汇，p(•|•)条件概率函数。可以看出
|
w
w
=
T t(=1 −Oc≤ j≤Ic ,)j ≠0 T
T
exp
v
v
∑
wi wI
条件概率函数的定义至关重要，其定义如下：

(

i =1

p ( wO | wI ) =
s ( di , d j ) =

)

(

(

)

exp vTwO v wI

T l

v v( v
∑∑exp
i =u1=1
l

T
ju w
i

iu

)

v wI

)

.

（7）

l

其中v w 为词汇w的词向量、w
∑ viu2 ∑ v 2ju
O 表示输出词、w I 表示输
u =l 1

u =1

∑ viu v ju
入词。
s ( d i , d j ) = u =1
l
l
本系统在用向量的形式表示线索时，首先将线索标题
viu2 ∑ v 2ju
∑
u =1
u =1
分词，再从正文中提取关键词，作为候选词表，然后从词
向量库中找出这些词对应的词向量，计算均值表示该线索
的向量表示。如果某个词没有对应的词向量则忽略该词。

其流程如图5所示，1. 首先将新闻线索进行分词；2. 在得
到分词结果后，利用训练好的word2vec模型获取每个分词
的词向量；3. 之后为了得到该条新闻线索的词向量，将各
个分词的词向量进行累加，累加结果即为该条新闻线索的
词向量。
图4

Single-pass聚类过程

在得到每条新闻线索的词向量后，可以利用Single-Pass

图5

48

新闻线索向量表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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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title1
D =    =  
d n  titlen

content1

contentn

time1

timen

source1

sourcen

url1 
 
urln 

︳内容制播

闻线索的成本在增加。因此，新闻线索采集、分析、挖掘是
关键环节，也是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本文结合河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实际

b = [b
, bm ]
1 ,

需求，基于大象云智慧服务平台，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设

∀i ∈ {1,..., k}, bhi (d ) = 1

用，实现了智能化获取有价值新闻线索，极大地节省了新闻

m bits

计和实现了智能化新闻线索采集与分析系统，并投入实际使

媒体人的工作时间和成本。

D = ( d1 ,..., d z )

T

kn
 
1 
p = 1 − 1 −  
  m 



k=

本文受“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

k

学）”开放课题资助（No.SKLMCC2021KF003）和河南省媒
体融合平台与传播技术研究实验室支持。

m
ln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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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于个性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同一物理空间中的人同时访问不同的多媒体信息流，
【摘 要】近年来视听技术发展迅速，
对于视频媒体来说易于实现，
但对于音频信息流来说实现比较困难。
因此，
本文对基于正交基扩展的多区声场重放方法进行
了深入研究，
首先结合连续扬声器设置理论加入了不同的扬声器阵列类型进行仿真测试，
然后在消声室进行声学实测实验，
最后将实测与仿真结果作对比分析，
综合讨论此方法的实用性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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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dio-visual Technology for Multi-zone
Sound Field Reproduction
Li Qiuting1, Wang Xin2
(Radio, Film&TV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nvergence Media Laboratory for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NRTA, Beijing 100045, China)1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Music and Recording Arts, Beijing 100024, China)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udio-visual technology, the public’s demand for personalization is increasing. People
in the same physical space can access different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treams simultaneously, which is easy to implement for video media,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audio information streams. Therefore,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multi-zone sound field reproduction based on orthogonal basis
expansion.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continuous loudspeaker concept theory, different types of speaker arrays were simulated for simulation tests.
Secondly, the acoustic measurement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anechoic chamber. Finally, the actual measure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problems of this metho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different problems.
Keywords Audio-visual technology, Orthogonal expansion,Multi-zone sound field reproduction, Speaker array

在众多的多区声场重放方法中，基于正交基扩展的方法

0 引言

将期望的多区声场描述为理想重放区域上的基函数的正交扩

近年来音视频行业发展迅速，空间声学领域中的多区声

展，求解出在加权最小二乘意义上最接近期望声场的亥姆霍

场重放技术逐渐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希望可以在无

兹方程解，再使用QR分解形成基础正交集合。其优势在于可

物理隔离或不使用耳机的情况下，为听众提供个性化的听音

提供良好的定位感，实现较优明暗区声能对比度的同时，精

环境。现有的空间多区声场重放方法主要有声学对比度控

确控制特定区域中的空间平均声能密度，且明暗区均可灵活

[1]

制法（ACC，Acoustic Contrast Control Method） 、压力匹

地位于所研究区域中 [7]。此外，此方法已经被证明是在现实

配（PM，Pressure Matching） [2]、平面控制（PC，Planarity

环境中可行的重放方法，且能够结合稀疏方法扩展应用于混

[3]

Control） 、谐波扩展（HE，Harmonic Expansion）

[4，5]

交基扩展（OBE，Orthogonal Basis Expansion）[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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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实用性更

区和其他区域，整个重放区域半径r=1m，加权函数设置为亮

强。但是当前对基于正交基扩展的多区声场重放方法的仿真

区加权参数值a=1，暗区加权参数值b=2.5，其他区域加权参

分析及实用性研究不够详尽，前人使用半圆形和正方形扬声

数值c=0.05[6]。平面波数量N=80，亮区和暗区的圆心距整个

器阵列进行仿真后，仅使用圆形扬声器阵列进行简单的实测

重放区域圆心距离d=0.6m，半径均为0.3m，角度设置为亮区

[9]

实验 。因此，本文先加入圆形、半圆形及直线形扬声器阵

中心角度φ1，暗区中心角度φ2，其定义为以右侧入射为0°，

列进行仿真分析，基于大量仿真数据得出其在不同频率及全

逆时针旋转，整个重放区域圆心分别与明暗区中心连线。此

频带时的相对较优配置组合。然后在消声室中使用直线形和

外，为使波源从扬声器阵列位置处直接传入亮区，平面波传

半圆形扬声器阵列进行声学实验，设置了不同的信号类型、

播角度设置为直线形扬声器阵列180°，即从亮区左边水平传

扬声器数量及声源频率，验证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实际应用性

入亮区；对于半圆形和圆形扬声器阵列而言，平面波传播角

能，同时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综合给出基于正交基扩

度为90°，即从亮区正上方垂直向下传入亮区。不同类型的扬

展的多区声场重放方法的实用性结果及设置建议。

声器阵列设置及声场分布等具体配置详见图2。
为进行详尽的分析，本文还设置了不同的参数及扬声器

1 仿真实验

配置，具体如表1所示，其中不同明暗区分布设置通过固定亮

1.1 模拟声场设置及仿真

区位置，仅改变暗区位置，以明暗区间的夹角表示，由于整

1.1.1 基础理论

个重放区域为圆形，呈对称形状，所以其明暗区分布仅考虑

本人在文献[12]中基于正交基扩展法模拟了2D多区声场重

半圆内的角度变化，且为避免明暗区域重叠，第一个明暗区

放系统，考虑分析了理想声场环境中虚拟声源的多区声场重

间的夹角设为60°。

放，且探究了该方法中参数设置与声场性能间的关系，但未

1.2 仿真结果分析

涉及扬声器设置。因此本文将结合连续扬声器设置理论 [13]加

1.2.1 分析思路

入直线形、圆形及半圆形扬声器阵列，仿真分析不同形状及

如图3所示，本文首先仿真得出三种扬声器阵列类型中

数量的扬声器阵列，实现声源重放时的性能，并设置不同的

不同参数设置下的声场性能，声场性能采用明暗区声能对

声源频率、明暗区相对位置等，基于大约7000个数据综合得
出相对较优配置组合。其算法流程如图1所示，本文所有仿
真实验均采用Matlab R2018a编程、基于Sound Field Synthesis
Toolbox及Multi-zone Soundfield Reproduction Toolbox基础工具
包实现。
1.1.2 声场设置
本文基于上述原理设置的重放声场为一个亮区、一个暗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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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设置时的算法流程图

扬声器阵列设置及声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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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参数及配置

扬声器阵列类型

直线形、半圆形以及圆形扬声器阵列

扬声器数量

4到24个，以4个为步长变化，某些情况下在24个扬声器内无法找到较优配置组合时，增长扬声器数量至44个

声源频率

纯音及1/3倍频程的中心频率，即100Hz，125Hz，160Hz，200Hz，250Hz，315Hz，400Hz，500Hz，630Hz，
800Hz，1kHz，1.25kHz，1.6kHz，2kHz，2.5kHz，3.15kHz，4kHz，5kHz，6.3kHz及8kHz

明暗区间的夹角

60°，90°，120°，150°及180°

4kHz～8kHz的高频部分，单一频率下亦推荐使用直线形扬声
器阵列较多，但是相比于其他频率，其在三种扬声器阵列类
型下的声能比值总体均偏低。
一般认为，亮区和暗区的声能对比度至少为15dB表示可
图3

仿真结果分析思路图

感知的多区声音实现[7]，所以本文中的结果目前只能给出大致
频率区段的较优扬声器形状及数量，达不到15dB的频率，需

表2

全频带信号不同相对位置时的相对较优配置组合

要扩展扬声器数量。以15dB声能比值为标准，500Hz～2kHz
的中频部分总体声能比性能相对较优，基本在五种明暗区相

明暗区间的夹角（°）

相对较优配置组合

60

8个直线形扬声器阵列

90

8个或16个直线形扬声器阵列

120

12个直线形扬声器阵列

150

16个半圆形扬声器阵列

的声音信号，对于含有3kHz以上高频成分较多的声音信号，

180

12个半圆形扬声器阵列

多区重放效果较差。进行归类分析后，得到不同明暗区相对

对位置下都能达到15dB左右及以上，500Hz以下的低频中大部
分情况下也能达到15dB以上，2kHz～3.15kHz之间的声能比大
致在10～15dB之间，4kHz～8kHz的声能比值最差，几乎都在
10dB以下。总体来看，该方法比较适合重放包含中低频较多

位置下全频带信号时的相对较优配置组合如表2所示。
比度和亮区理想声场与呈现声场之间的均方误差（MSE，
Mean Square Error）两种方法进行评测[6]，分析得出单一频率
下的相对较优配置组合，再将单一频率下的相对较优配置组

2 实测实验
2.1 实测实验室及声频系统

合进行归类分析，得到不同频段及全频带时的相对较优配置

本文实测实验地点位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声学实验室

组合。此外，由于亮区重放误差值表示该区域上实际应用中

消声室，室内净面积为192m 2，有效容积1300m 3，本底噪声

的再现误差，其值越小越可在最小二乘意义上更精确地呈现

N1以下（噪声评价等级NR-曲线）。实测所用扬声器为HiVi

重放波场，理论上可通过调整加权函数设置来改变，而本文

X4，测量传声器为声望SM 4201全指向性传声器，播放系统

仿真时的加权函数设置为固定值，且多区声场重放技术主要

设备选用Cadac系统（如图4所示）。为保证扬声器性能的一

是希望得到较好的明暗区声能差效果。所以在进行优选分析

致性，在每组实验开始前需对扬声器进行校准，调整扬声器

时，首先综合考虑三种扬声器阵列类型中的最高声能比值，

音量旋钮，使扬声器阵列中的每个扬声器正前方1m处声压级

以不同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相近相对最高声能比值为基准，再

统一为70dB（Z）左右（上下误差范围不超过1dB），测试

结合最少扬声器数量和相对较小的亮区重放误差值，得出最

仪器为NTI Audio XL2音频分析仪，校准信号为全频带粉噪信

优配置组合。

号，此外，为避免音频系统的系统噪声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

1.2.2 仿真结果

性，所有设备均放置在消声室室外。

仿真结果表明，在100～800Hz的中低频段，单一频率下

实测时选用直线形及半圆形两种扬声器阵列类型，且根

基本均为圆形或者半圆形扬声器阵列相对较佳，可使用较少

据相对较优的仿真结果，半圆形扬声器阵列两区域间的夹角

数量扬声器达到相对较高的声能比值；1kHz～3.15kHz的中高

选为180°，直线形扬声器阵列两区域间的夹角选为120°，扬

频段内，单一频率下相对推荐使用直线形扬声器阵列较多；

声器数量均为4个、8个、12个和16个共4组（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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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结果进行对比，并以平均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实测信号为纯音信号，中心频点依次为250Hz、
500Hz、1kHz、2kHz、4kHz及8kHz，信号时长3s。仿真分析

（如图6所示）。

2.3 实测与仿真结果的对比分析与讨论

时的声能比值计算为区域内多点取平均值，而实际应用中无

为探究不同扬声器阵列类型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情况

法取过多测点。因此，为探究实际测量时如何设置测试点比

与仿真结果间的差异，本文将实测与仿真数据结果做了不

较合理，本文实测时在明暗区域内各取5个测点，将各测点

同扬声器数量及频率时的相关性分析，如表3、表4所示。总

图4

图5

扬声器阵列实测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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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频系统图

图6

测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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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形或半圆形扬声器阵列，可在较少数量扬声器

扬声器数量变化时实测值与仿真值的相关性

时得到较优的声能比值，高频部分相对推荐使

扬声器数量（个）

4

8

12

16

半圆形扬声器阵列

0.71

0.49

0.71

0.66

直线形扬声器阵列

0.75

0.07

0.12

0.13

用直线形扬声器阵列。实测实验的结果表明，
半圆形扬声器阵列的原理拟合度较高，整体性
能相对较佳，直线形扬声器阵列的原理拟合度
相对较差。
表4

不同频率下实测值与仿真值的相关性结果

参考文献：

频率（Hz）

250

500

1k

2k

4k

8k

半圆形扬声器阵列

0.88

0.71

0.96

1.00

0.31

0.80

[1] J.W.Choi and Y.H.Kim. Generation of an acoustically
bright zone with an illuminated region using multiple
sources[J]. J.Acoust.Soc.Am., vol.111, no.4, pp. 16951700, 2002.

直线形扬声器阵列

0.96

0.89

–0.96

–0.83

–0.85

0.68

[2] M.Poletti. An investigation of 2D multizone surround
sound systems[J]. Proc. AES 125th Conv. Audio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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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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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Se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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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D.Abhayapala, Y.J.Wu. Spatial soundfield reproduction with zon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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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J.Wu, T.D.Abhayapala. Spatial multizone soundfield reproducti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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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扬声器数量增多时，阵列间的干扰加大，造成整体效果

[6] W.Jin, W.B.Kleijn, and D.Virette. Multizone soundfield reproduction

更差。

using orthogonal basis expansion[C]. IEEE ICASSP, 2013: 311-315.

此外，随着扬声器数量的提升，半圆形扬声器阵列在不
同频率下的相关性均很高，而直线形扬声器阵列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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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首先结合连续扬声器设置理论，将基于正交基扩展
的多区声场加入圆形、半圆形及直线形三种扬声器阵列，仿
真分析不同声源频率、明暗区相对位置及扬声器阵列配置下

[11] W.Jin. Aaptive reverberation cancelation for multizone sound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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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场重放性能，综合大量实验数据得出相对较优配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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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然后在消声室中使用直线形和半圆形扬声器阵列进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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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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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audio creation, we build a professional audio production system of 5.1 surround sound mixing studio. The
system is mainly used for multi-track recording, chorus recording, vocal recording, post mixing, master processing and comprehensive film review.
It provides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audio program production business functions for integrated media center and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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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图如图1所示。

0 引言
本项目是某融媒体中心新建基于数字化、网络化的音频
节目录音、混音制作系统，以满足台方高质量音频内容创

整个系统配备了用于制作编辑的音频工作站系统以及调
音台、拾音、监听、信号处理等设备，能够满足高质量的音
频节目的录音制作。

作、制作及输出需求。系统可进行音乐创作、语言录音、歌

在系统设计中，核心音频工作站配备了目前国际和国内

手唱片录制、大型乐队的录音、电视剧/电影中后期制作以及

主流的音频工作站系统，能够与众多设备进行联动，为高质

配音工作，能满足使用者在各项录音制作时的高度要求，采

量的音频制作、编辑提供强大的支撑。

用“全数字制作”这一录音技术要求来配置。该专业音频制
作系统主要建设一个5.1环绕声混音录音棚系统。

1 系统设计整体的架构
系统采用“全数字制作”这一录音技术理念来进行规划
与设计，系统设备配置以实际工作需求为出发点。系统整体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及未来节目创作的要求，系统的调
音台采用时尚且个性的流线设计的“数模控制调音台”作为整
个系统的音频汇聚核心设备，调音台配备了足量的输入和输
出通道，同时具备24通道推子，能够将各类拾音设备、监听设
备、乐器等信号进行接入和汇聚，并能够与工作站融合，使工
作站控制界面化的录音、路由、混音以及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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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室

耳机分配放大器

SHURE PGDRUMKIT7 套装

AKG C414XLII

DPA
2011C

Neumann
KM184

GARR
AUDIO
R210TUBE

Neumann
U87AI

录音话筒

话筒输入

M7效果器

Native Instruments S88MKII键盘

Bricasti Design

Ferrman Revival 4K双通道压缩器

BBL AUDIO BEX MKII双通道压限器

AVALON VT-737SP单通道模拟话放

AMS NEVE 1073DPA双通道模拟话放

Ferrman FET2-MKII双通道话放

Focusrite ISA828MKII 8通道话放

图1

USB

鼠标

控制室

Cue output

ProTools 数字音频工作站

系统整体架构图

键盘

Loop sync out

Loop sync in

Avid MTRX Studio数字音频接口

HD Core card Digi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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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d SYNC HD同步器

HD Core card DigiLink
EtherNet RJ45

对比监听

环绕声有源监听

AMS NEVE Genesys G48数字调音台

中场监听

Surround minitor Output

富阳广播电视台录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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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通道方面配备不少于16通道AD以及不少于16通道的

选型的趋势，方案选择了英国AMS Neve公司生产的调音台

DA音频I/O接口，能够满足第三方周边设备（如话筒前置放大

Genesys G48中的24+10推子机架型号。主要考虑到录音棚控

器、压缩器、母版处理器、母版均衡器、效果器等）接入。

制室的面积以及录音产品的特点，24+10推子足够满足音乐创

整个系统设备配置非常实用，能够完成小型乐团、合唱
团、人声对白的录制，也能够胜任大型音乐和影视后期制作工
程，既能满足2.0声道内容创作要求，适应一般的多轨道录音，
还能进行5.1声道内容创作，满足5.1环绕声的缩混制作要求。

2 录音棚系统的设备选型及配置
2.1 音频工作站
选用了当今世界最流行的专业数字多轨音频工作站Pro
Tools。它支持多通道混音、声像及效果处理，同时支持像

作、音乐录音为主、视频后期为辅的工作模式，必要时可以
采取翻页的方式来进行轨道的推进。
该调音台具有以下优点：该调音台带有全套的高质量模
拟输入和5.1模拟监听来负责所有的Pro Tools输入/输出接口。
采用最新的现代科技将DAW控制完美整合了Pro Tools，使
工作人员可最大限度地手动操控Pro Tools，通过和其他数字
设备系统相连接，以及和音频工作站（Pro Tools）做无缝连
接，为录音棚音频系统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3 制作效果器选型与配置

LCR、Quad、LCRS、5.1、6.1和7.1等所有标准格式的环绕

立体声混响处理器，采用专用于混响任务的处理器，提

声处理。Pro Tools允许将信号分配给多个输出目标或通道，

供最高水平的音乐性和易于控制的效果。现代高分辨率数字

如此可以同时进行多种格式的混录。Pro Tools中的I/O 设置

设计采用令人惊叹的最新DSP处理器阵列，为混响处理算法

窗口可以根据操作的需要定义、调出及提取I/O设置，在信号

提供了一种声音调色板，涵盖了艺术领域中熟悉的以及新的

分配上，比其他工作站具有更好的灵活性。Pro Tools系统不

表达方式。

光能运行AAX DSP插件，也可以运行实时AudioSuite (AAX

2.4 监听扬声系统选型与配置

Native) 插件，具有更多对信号进行实时处理的选择，也可

扬声器扩声系统是系统的重中之重，考虑到环绕声声音

以同时打开多个效果插件处理窗口，对多个效果插件进行控

制作以及录音工作流程，选择了5.1环绕声有源监听系统，如

制，提高了DSP插件处理的效能。Pro Tools解除了音轨I/O及

图2所示。

插件设置，当把一个Pro Tools session文件转移到另一个具有

同时还配置了立体声中场监听，如图3所示。

不同插件和输入输出的Pro Tools系统中时，Pro Tools将自动

对整套监听扬声系统在声学测量后进行合理布局，使得

解除音轨、插件、效果发送或输入输出通道，以使保留原有

整套系统声音还原准确、技术先进、音质通透细腻。如图4

session 设置。另外，Pro Tools可以利用9针设备遥控来实现

所示。

和调音台之间的相互控制，可以通过Sony9针设备来触发Pro
Tools的播放、录音、音轨预录状态等操作。

结合本次配备调音台具有的大量监听控制通道，可以非
常方便地通过台面控制各个监听，独立调节，大大提升了工

此外，Pro Tools软件提供了极其强大的MIDI编辑、修改
以及制作功能。应用它可以记录、播放和编辑各种不同MIDI
乐器演奏出的乐曲。音乐编导在家里就可把曲子创作好，配
上器，再也用不着大乐队在录音棚里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地录
制了，而只需要用录音棚里的电脑或键盘，把存储在键盘里
的MIDI序列器的各个声部的全部信息输入到录音机上即可。
该MIDI工作站的应用，大大降低了乐曲的创作成本，节省了
大量乐队演奏员的各项开支，缩短了在录音棚的工作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整台电视文艺晚会的作曲、配器、录
音，只需要一位音乐编导、一位录音师即可将器乐作（编）
曲、配器、演奏、录音工作全部完成。

2.2 数字控制调音台选型与配置
调音控制部分是整个录音系统中最核心的部分，它的性
能决定了整个录音系统的档次。参照国内外中型录音棚设备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图2

有源监听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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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方便性，给录音工作带来了精准调控。另外，在音频制
作过程中，通过对比音箱，能够及时了解作品的声音缺陷，
使混音工作更加轻松。

2.5 音源合成器
音源合成器是舞台或录音室的绝对控制核心，是新一代
键盘集全配重键座，专为制作人、编曲师以及演奏家而设
计。拥有全配重的 Fatar 键座，重新定义了电子钢琴手感，
全配重键盘，具有先进的锤动原理、智能的弹簧技术以及记
忆阻尼，能够带来真实的钢琴手感，直接通过键盘操作，捕
获所有的创意灵感。同时，MIDI 输入/输出，以及外部设备
接入也相当简便。
图3

3 结束语

立体声中场监听

录音棚中非常重要的就是5.1环绕声监听系统可以真实还
原声音本质，曲线平滑，具有极好的细节表现力，给我们的
听觉带来极其震撼的效果。整套系统搭配合理，功能强大，
稳定性强，结合效果处理，产出的声音品质自然无可挑剔。
自使用以来对我台经济效益提升和音频节目的创作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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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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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Web架构开发的轻量级图表短视频快
【摘 要】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及新闻资讯短视频大生产的需要，
速制作系统，
该系统基于Web图表插件、
相关开源软件和通用性组件进行开发，
将多种来源数据经智能图表生成模块加载模
板后快速转化成图表短视频，
并由音视频融合系统合成素材后完成成品视频智能化编辑、
制作及发布。
该系统经云化部署后
向有关专业媒体机构提供制作服务，
有效地提升了图表类新闻资讯音视频的制作效率，
降低了制作成本。
【关键词】图表类短视频, 智能图表生成, 音视频融合, 快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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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Multi-platform Chart Short
Video Rapid Production System
Zhang Rongbo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media deep convergence and news short video produ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light chart short video rapid
production system based on web architecture. The system uses web chart plug-in, open-source components and general components, converts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to charts and short videos by the intelligent chart generation module loading corresponding template, then completes the
intelligent editing, production and release of finished video through audio and video fusion system. After cloud deployment, the system provides
production services to relevant professional media institutions,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graphic news information video
and audio and reduces the production cost.
Keywords Graphic short video, Intelligent chart generation, Audio and video fusion, Rapid production

0 引言

1 系统的业务流程

当前，短视频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渠道。在

如何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构建一种支持多平台便捷的

视频制作中，经常涉及一些数据的呈现，数据图表化是数据

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是提升图表短视频生产效率的有

有效呈现的最佳方式，不但一目了然呈现数据复杂的逻辑关

效途径，也是实现新闻资讯智能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在

系，也能体现出数据时空层次化和信息秩序化等特点。传

建设中国蓝云数字新闻自动化制作系统中，我们设计并实现

统新闻资讯的图表视频制作方式，大部分是由UI设计人员

了一种基于Web的数据快速转化为图表短视频的解决方案，

人工将数据进行处理并图表化后嵌入到视频中，生产效率不

实现了图表视频高效、便捷、智能生产，为新闻资讯面向全

高，时效性不强，无法支持实时类及规模以上的新闻资讯

媒生产和传播补上了图表类短视频制作的短板。中国蓝云数

生产。

字新闻自动化制作系统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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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蓝云数字新闻自动化制作系统总体架构图

体育数据

电视

天气数据

智能图表

音视频

财经数据

生成系统

融合系统

……

APP
PC
……

图2

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业务流程图

图3

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的组成

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业务处理核心为智能图表生成

编辑预览系统及后台数据存储系统、图表模板管理系统、图

系统和音视频融合系统，基于Web构架，将数据导入到智能

表视频生成系统组成。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的组成如图3

化图表生成系统后，由Web页面加载ECharts等JScript插件完

所示，系统组成的说明如表1所列。

成数据图表化，并将页面呈现的图表导出成为图表短视频文

2.2 系统的架构

件，经音视频融合系统完成后期编辑及整合，转化成不同格

在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内部业务处理中，相关数据

式的成品视频输出到电视、APP或PC端等，实现图表类短视

如体育、天气、财政、文案等数据经处理后，以统一的格式

频的智能化快速制作。系统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输入图表制作模块加载相应的图表模板生成图表，经图表导

2 系统的组成及架构
2.1 系统的组成
以Windows平台为例，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由前端

60

出模块加载输出模板后生成临时视频到编转码模块，加载素
材库后合成成品短视频。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的架构如
图4所示。
本系统利用成熟的Web架构，使用开源的相关软件和通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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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组件开发，大部分组件都运行在Web页面，对手机端、

是基于HTML5标准的，WebM 项目旨在为对每个人都开放的

PC端界面都相对友好，生成的图表和导出的视频也都可以自

网络开发高质量、开放的视频格式，其重点是解决视频服务

动适配当前操作终端。后台服务以Java平台为主，支持调用

这一核心的网络用户体验。WebM格式相当有效率，可以在

ffmpeg等第三方的编转码能力组件，后台数据库也可以调用

netbook、tablet、手持式装置等上面顺畅地使用，较容易利用

第三方的mysql等，这些组件也支持主流的多种平台，整个系

JScript来对每一帧数据进行压缩，并最终生成视频文件，且

统主要功能组件都不依赖于固定的平台，具有支持多平台制

具备良好的数据图表实时渲染能力。

作分发的优点，并支持轻量级的部署，实现了图表类短视频
快捷低成本制作，符合全媒体生产和分发需求。

3 系统的关键技术

对WebM格式的视频可以进行二次处理，调用ffmpeg
等编转码能力组件，可以生成不同分辨率和码率的标准输

表1

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的组成说明

本系统的核心是智能图表生成和音视频融合系统，智能
图表生成系统应用的关键技术为图表模板生成及图表视频生

Web浏览器

主流的Web浏览器，比如chrome等

后台数据存储系统

存储新闻选材的数据等

后台图表模板管理

管理不同风格的图表模板

后台图表视频生成

利用编辑后的数据、模板等制作视频

前端编辑预览系统

前端的编辑预览图表的生成、递交等

成技术；音视频融合系统应用的关键技术为中文语音合成技
术，包含文字转语音（TTS）技术、自动语音识别（ASR）
技术、实时语音转写（Real-time ASR）技术。

3.1 图表模板生成技术
前端编辑预览系统和后台图表模板管理系统用于图表
视频制作的操作，主要由ECharts支持，ECharts是一个使
用 JavaScript 实现的开源可视化库，可以流畅地运行在 PC
和移动设备上，兼容当前绝大部分浏览器（IE8/9/10/11、
Chrome、Firefox、Safari等），ECharts提供直观、交互丰
富、可高度个性化定制的数据可视化图表，包含常规的折线
图、柱状图、散点图、饼图、K线图，以及用于统计的盒形
图，用于地理数据可视化的地图、热力图、线图，用于关系
数据可视化的关系图、treemap、旭日图，多维数据可视化的
平行坐标，还有用于BI的漏斗图，仪表盘，并且支持图与图
之间的混搭，也支持自定义系列，具备了良好的数据列表与
图表模版自动化匹配能力。

3.2 图表视频生成技术
图表视频生成系统利用ECharts、RecodRTC结合html来制
作生成视频。RecodRTC制作视频的原理是，ECharts将生成
图像绘制在Canvas上。然后利用Canvas的API接口来获取每一
帧数据，将数据保存到缓存中（图表的动画一般都不长，30
秒以内），最终将这些缓存压缩成WebM格式。图表短视频
快速制作系统后台业务流程如图5所示。
视频生成WebM格式，WebM由Google提出，是一个
开 放 、 免 费 的 媒 体 文 件 格 式 。 We b M 影 片 格 式 其 实 是 以
Matroska（即 MKV）容器格式为基础开发的新容器格式，里
面包括了VP8影片轨和Ogg Vorbis 音轨，其中Google将其拥有
的VP8视频编码技术以类似BSD授权开源，Ogg Vorbis 本来
就是开放格式。WebM标准的网络视频更加偏向于开源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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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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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化执行。ASR技术使人们能够甩掉键盘，通过语音命
令进行相应的操作。其目标是将人类语音中的词汇内容转
换为计算机可读的输入，例如按键、二进制编码或者字符
序列。
Real-time ASR技术实现阅读器中视频和声音内容的文字
形式表达。Real-time ASR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框
架，通过WebSocket协议，建立应用与语言转写核心引擎的长
连接，开发者可实现将连续的音频流内容，实时识别返回对
应的文字流内容。

4 技术创新点
本系统主要的技术创新是利用图表视频制作相关的开源
软件和通用组件的基础能力，根据中国蓝云数字新闻自动化
制作系统面向专业媒体机构规模生产的需要，提升图表视频
制作智能化水平，构建了一套涵盖数据处理、图表视频生
产、成品视频合成等完整的任务流程。

4.1 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处理
中国蓝云数字新闻自动化制作系统构建了涵盖数据采
集、清洗、规整和存储等成套的知识规则和知识关系的知
识库，知识库内容分为模板库、事实库和规则库：模板库包
含用于制作不同类型的新闻文案、图表和音视频样式等的模
板文件，事实库包含数字新闻自动生成所必需的关键信息要
图5

图表短视频快速制作系统后台业务流程图

素，由类和实例组成，规则库则支撑数字新闻生产的智能化
推理，并建立了包含赛事、财经、天气等专业知识库。

出视频文件，结合输入的其他如文字、音频信息，可以将

知识库将非结构化数据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完成结构

原有导出的视频文件叠加声音和字幕后，成为一个完整的

化处理，通过三元分类、领域分类以及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和

视频导出文件，也可以直接利用数据及指定模板自动生成

相关大数据计算自动完成数据主题层次的抽取（在领域基础

视频。

上进一步细分）等多轮数据加工服务，完成多源数据的采集

3.3 中文语音合成技术

和智能化加工，为图表短视频制作等的数据智能化获取和分

为实现视频智能化快速生产，在数据采集、文案脚本生
成及音视频融合中，广泛用到中文语音合成技术，用于字幕
添加、数据抽取、知识图谱生产及智能化自主学习中，主要
包含以下几种技术。

析奠定了基础。数据采集页面如图6所示。

4.2 任务化的图表视频生成和成品视频合成
系统基于数据、图表自动化匹配、图表视频智能生成及
音视频融合系统等关键技术，支持数据获取、图表视频生成

转语音（TTS）技术是一项实现任意文本信息到语音信

及成品视频合成的任务创建和管理，开发了边界的任务流程

号转换的技术。待朗读的目标文本信息可以与多语种文字系

管理页面，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新闻素材数据的图像化呈现

统进行匹配，阅读器会按照用户需求进行文本信息的处理。

并发布，保障了生产的实时性，极大地减少了数据图表化的

在音频信息的处理方面，通过多语种语音系统，建立生成多

人力支出。视频合成管理界面如图7所示。

语种音频库。在已确定文本语种及音频语种的前提下，系统
将文字与音频进行一对一搭配，匹配过程中智能查找错误进
行修改与完善。
自动语音识别（ASR）技术实现阅读器中一些简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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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效果
目前，中国蓝云数字新闻自动化系统已完成云化部署，
向对接中国蓝云的市县提供数字新闻制作服务。系统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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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选取场景模版智能生成播报视频，实
时呈现各类数据图表。财经新闻视频呈现
界面如图8所示。

6 结束语
本系统支持多平台快速生成图表类新
闻资讯短视频，可作为制作环节的一个能
力组件，也可以作为单独一个后台服务能
力，实现了图表类视频高效、便捷、智能
生产，有效地提升了图表类新闻资讯音视
频的制作效率，降低了制作成本，符合全
图6

媒体便捷生产和快速分发需求。

数据采集页面

本文受“电视数字新闻自动化制作
技术研究——基于制播云的电视数字新闻
实践”项目（项目编号：20219C03131）
资助。
参考文献：
[1] 许向东, 郭萌萌. 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 自
动化新闻的实践与思考[J]. 国际新闻界，2017,
39(5): 29-41.
[2] 洪涛. 基于语义的视频检索综述[J]. 数字技术
与应用，2017(5): 113-116.
[3] 欧阳建权, 李锦涛, 张勇东. 视频摘要技术综
述[J]. 计算机工程，2005, 31(10): 7-9.
[4] 闫燕勤, 钱永江, 俞定国. 基于人工智能的电
图7

视频合成管理界面

视数据新闻自动化生产技术研究[J]. 广播与电视
技术，2019, 46(6): 38-41.
[ 5 ] J I N S , FA N M , WA N G Y C , e t a l .
R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with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C]//CHI EA '20: Extended
Abstracts of the 2020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0: 1-8.
[6] WANG M, HONG R C, LI G D, et al. Event
driven web video summarization by tag localization
and key-shot identific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2012, 14(4): 975-985.
[7] JI N Y, ZHAO S W, LIN Q, et al. NBA
basketball video summarization for news report
via hierarchical-grained deep reinforcement

图8

learning[C]//Image and Graphics2021: 712-728.

财经新闻视频呈现界面

天气、财经新闻、NBA快播等包含成品视频场景模版。以

第一作者简介：
张荣波（1982—），男，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广播电视融媒

财经新闻为例，在“财经新闻”模块，输入股票代码，可以

体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主要从事媒体融合、

通过后台服务抓取该股的即时财经信息，经过知识图谱修饰

数字新闻、智能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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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级新媒体直播集控系统的设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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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广电台的新媒体直播技术体系建设还在起步阶段，
普遍存在直播过程
【摘 要】相比传统电视直播系统几十年的发展，
可控性差、
安播流程不够严谨的问题。
本文在分析电视直播技术流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新媒体直播集控系统的设计方案，
并在项目中予以实践，
验证了方案对提升新媒体直播可管可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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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Broadcast-grade Centralized Control System
For New Media Live Streaming
Chen Dongyi
(We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Group, Zhejiang 32500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decade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ive television system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media live streaming technology
system of small-and-medium-sized Radio and TV station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re are generally problems such as poor controllability of live
streaming and insufficiently rigorous safe broadcast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live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scheme for the centralized control system of new media live streaming, and practices it in the project, which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eme in improving the manage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for new media live streaming.
Keywords New media live streaming, Virtual live room, Centralized control, Closed loop

0 引言
如图1所示的典型传统电视直播调度流程为：一是外来标
准1080iSDI信号进入矩阵，总控调度人员根据直播管理要求
切换到播出或演播室；二是非标信号进入矩阵，待复合调度

IN

矩
阵

OUT

基本调度线路

后形成标准信号进入直播区，复合调度一般由系列信号处理

复合调度线路

器配合矩阵的智能切换组合功能来实现。

播控

演播室

信号处理系统

传统广电直播调度系统的特点：

上（下）变换器

1. 传输稳定性：高规格专用电缆点对点连接，传输链路

制式转换器

可靠性极高（趋向于100%），在电缆传输距离内可以确保杜
绝外部干扰，信号的通断几乎只和两端的设备源相关。
2. 高可靠性：信号调度处理系统绝大多数基于专用硬
件，以硬连接为主，保证系统的高可靠性。
3. 体制成熟性：调度和分控专业分工明确、职责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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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传统直播调度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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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理，技术调度和节目调度人员可以即时或定时将信源调

新媒体直播因为播出平台和信号传输都是基于互联网，

度至目标通道，完成流的汇集、转码、制作包装、播出、分

最大的特点是灵活性、快速性、移动性；这些特点也影响了

发等一系列流程。利用IP化的优势，系统全套核心设备可基

其技术体系发展的路径，即直播设备向小型化发展，大量基

于标准服务器+定制软件的方式。在软件设计上采用 B/S 架

于通用硬件定制开发的网络切换台充斥着日常的直播，一两

构，使用户可以在网内任意位置连接后台和前端应用门户来

个人、一台设备通过推拉流加外接板卡解决了传统电视庞大

实现直播管理和流的控制。功能设计上对用户以任务为切入

的调度体系。

口，把直播需求转化为系列任务和标准流程的组合，用户只

事情都有两面性，当新媒体上升为广电的主渠道而需要

要定义需求做好选择和监看，中间的步骤均交由管理系统来

更加严苛监管时，灵活性和规范性矛盾就日益凸显。相反传

实现。

统媒体经过多年积累而成的运作经验比如传统总控调度到分

1.2 网络拓扑

控播出在管理流程上的合规性就值得参考学习。因此借鉴传

如图3所示，网络结构设计应保证流媒体直播的稳定性

统，可建立一套新媒体直播集控系统（以下简称“集控系

和可靠性、安全性，具体来说一是出口带宽的计算充分考

统”），在保持新媒体技术优势前提下，加强过程的可管可

虑直播流的并发数量问题，特别是5G回传等设备多路并发

控性和流程的规范化。

带来的流量；二是配备主备出口链路；三是通过交换机配置
等网管手段做好ACL，保证局域网内访问的可达性和系统的

1 集控系统架构设计

安全性。

集控系统总体上由流媒体信号汇聚导入、调度与分发、

2 硬件选型和软件功能设计

直播分控、直播回采几个子系统组成。汇聚子系统支持流信

2.1 设备选型

号类型包括SRT、HLS、UDP、HTTP多种协议的实时流信号
导入，同时也支持电视SDI的输入。通过集控基础平台的综合

IP矩阵：标准化的产品选择面很广，双机热备，心跳检

服务，以标准流程的方式串联起几个子系统，实现对新媒体

测，自动倒换。转码服务器：主要实现流的格式、码率转

直播从输入到目标分发的一条龙处理，全程可管可控。

化，对外来sdi等基带信号的流化，也可实现画面（如Logo）

1.1 总体框架

的叠加。流媒体服务器：接收推流。多画面监看：支持多路

如图2所示，系统基于全IP化模式，通过外来IP流和SDI

流的画面拼接输出。

基带信号转码整备的方式，将输入源统一为固定的IP流信

流媒体制作和播出服务器：均可以依靠通用的网络切换

号；IP矩阵可根据需要对多个输出通道进行矩阵式切换与输

台来实现，流制作除了网络切换台的系列功能外，主要还有

新媒体直播集控平台
设备/流程/任务 审核和监控服务

智能调度服务

普通分发服务

虚拟直播室服务

用户管理

任务管理

设备管理

流媒体服务器

转码服务器*2

IP矩阵*2

流信号制作服务器

流信号播出服务器 *2

网络基础设施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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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
专线

管理系统

IP矩阵

管理系统

IP矩阵

转码服务器

流媒体服务器

流播出服务器

监控服务器

多画面服务器

办公网

转码服务器

流制作服务器

流播出服务器

多画面服务器

多画面服务器

冷备

200M
专线

5G回传接收
服务器*4

SDI
千兆以太网
万兆以太网

图3

作员，需要根据直播要求创建直播的链路，并面对类似播出

流媒体直播集控系统软件架构
系统
监控

分控的子模块，主要承担末端流信号的监控和应急切换；第

任务门户

管理门户

网络拓扑图

直播任务创建

虚拟直播间入口

二类是技术后台维护人员，需要面对矩阵和其他设备的管

任务监控

理，无论硬件和软件。
2.2.3 设计原则

设备监控

任务管理

预览
删除

服务监控

资源调度

新建
审核

编辑

虚拟直播区
创建 编辑 删除 主备切换
信源管理

系统管理

资源看板

用户管理
用户和组织的创建 、编辑 、删除

角色管理

流程看板

权限管理

接口

推流管理

系统设置

添加 编辑 删除 预览

添加 编辑 删除 预览

设备管理
添加 编辑 删除 注册发现

虽然用户对象是专业技术人员，但系统的易用性还是一
个核心诉求，因此要求作为信号域和发布域之间的中间域尽
量以“黑盒”的形式出现在第一类用户前面，即用户不需要
去关心以矩阵为核心加流信号处理群设备功能的具体使用，
而是由软件系统在后端根据用户定义智能化处理推拉流、包

图4

软件架构图

装、延时、调度等步骤，用户只要提出需求，例如信号源、
是否加Logo等包装、是否延时、分发目标等。

角标、字幕等包装模版的制作功能，模版除了自用外，也可
导出为流播出服务器用，实现在播出中角标字幕的功能。流

2.2.4 软件架构和功能模块
后台应用分为任务管理、资源调度、系统管理、接口、

播出服务器偏向于流的切换播出，要具备延时播功能。

监控等。前端主要分成两块：一是面向后台应用的管理门

2.2 软件架构和功能规划

户，二是面向直接用户的直播任务创建和虚拟直播间。如图4

2.2.1 定位

所示。

系统不是为信号制作域开发的，而是面向类似传统的播

1. 任务管理

总控系统的功能和使用对象来定制的，因此可以弱化新媒体

集控系统基于任务模式，以直播任务为主线来串联直播

信号制作的功能（尽管底层的硬件和软件的基础功能均支

需求和资源调配，并根据时间线在内部进程中排队和到点触

持），专注于播出或者分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尽量“模

发，直播操作人员首先面对的就是任务创建。根据直播的重

式化”操作的流程或者说业务逻辑，以达到快速反应和极简

要与否将任务分成两类，一是普通任务：类似慢直播等不需

处置的目的。

要特别关注内容或要求等级比较低的、无需人工过多干预

2.2.2 用户对象

的，只需要在原信号加Logo进行推流的，或者纯粹只是需要

根据业务逻辑可以将使用对象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播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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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台分发的；二是重要任务：对于重要直播有多路同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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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信源需要人工实时监看倒换、需要对内容进行延时、需

IP矩阵、流媒体服务器、流转码、流制作、流播出系统的发

要配置切换备份（即传统意义上主备切换台）的。

现注册互联和数据交换。

管理员可以在管理门户对任务进行预览、新建、编辑、

5. 监控

删除、审核等系列操作。直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任务门户

对系统资源的监控：如任务、服务、设备，根据收集到

创建普通或重要直播。对于普通直播，操作员需要定义好

的监控数据实时产生资源看板和任务流程看板。

信源、推流目标、是否加Logo、是否调用多画面、播出时

2.2.5 虚拟直播间设计

间。对于重要直播，操作员最关键的是选择空闲的“虚拟直

虚拟直播间是实现集控系统“黑盒”功能和体现用户思

播间”，然后选择信源、推流目标、播出包装模版、播出时

维的重要设计，核心思想参考了传统矩阵的“复合调度”

间、延时时间。

（实际上利用“组合切换”“群切”功能），如图5所示把IP

2. 资源调度

矩阵的固定路out信号和网路切换台的固定路in信号通过“捆

本模块除了涉及信源和推流目标的添、改、删以及通过

绑”（类似传统线缆连接），网络切换台的固定路out信号和

协议在管理系统注册加入各种设备和对设备配置外，还有最

IP矩阵固定路in信号绑定；每一个虚拟直播间捆绑这么一套IP

关键的是上文提及的“虚拟直播间”的概念。虚拟直播间既

矩阵+网络切换台的链接配置。选择使用虚拟直播间时，只要

是设备的组合也是流程的组合，通过虚拟直播间的设置，实

选外来直播流信号（信源）经过信号处理后（转码等）作为

现类似传统广电的总控+分控的组合效果，也实现直播调度过

IP矩阵的in信号，需要分发的目标地址作为IP矩阵out推流地

程对操作人员透明的目标，即操作员只需关心任务的实现，

址，中间的调度切换步骤：信源-（矩阵in-矩阵out-网切in-网

而不需关心任务怎么实现。

切out-矩阵in）-推流，全部由管理平台智能调度来实现。直

3. 系统管理

播进行时，操作人员需要进入虚拟直播间的web控制页，根

系统管理关注用户和组织、角色和权限的设置，通过关

据具体情况对预先定制好的信号（主备、垫片）、角标、延
时等做出选择即可（实际操作对象是网络切换台）。

联组织和用户、分配好角色和权限，规定了各自的操作范

在设备资源足够的情况下，还可以创建完全备份的虚拟

围，也规范了直播操作的流程，闭环管控措施也得以落地。
4. 接口

直播间，管理后台可以将相同的配置推送到另一个空闲的直

通过AMWA-NMOS系列协议实现管理平台和各类设备如

播间待用。

Manager

虚拟直播间物理链路

选择虚拟直播间

多画面监看

定义：
1、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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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入出流分配IP矩阵端口号，并生成定时分发任务。操作

2.2.6 应急直播和分发
为了实现闭环管理，通过用户权限控制，网络切换台正

人员也可选择多画面监控资源，这样在任务触发时将可以在

常情况接受管理平台的统一控制，不能执行直接定义拉流和

选定的多画面监视页面中查看源和分发结果，完成“普通”

推流地址。但在集控系统故障或其他紧急情况下，有权限的

直播任务。

人员也可手动更改地址，实现网络台直接拉流和推流，解决

若选择创建“重要任务”，除了同样要在引导下选择或

应急直播问题。

添加源、目标、Logo模板外，更关键的是需要选定“虚拟直

2.2.7 应用场景

播间”，利用直播间的播控页面完成对主备信号、垫片的人

根据业务规划，应用场景主要分成普通直播和重要直播
两种，两者的业务流程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如图6所示。
1. 做好输入输出端口固化的基础工作

工监控切换。虚拟直播间还支持延时功能和延时一键直通，
可以自定义播出流的延时参数，确保预先做好内容的审核和
播出安全，当然延时参数也必须在创建任务时一并设置。如

流媒体直播集控系统的基础工作是由系统管理员根据日
常业务的规划，对核心设备IP流矩阵的输入输出进行定义。
对于输入端除了定义好常用的固定信号源如内部的流媒体
服务器信号、APP端拉流信号外，尽量固化in的信源名字，
如“微赞云x”“蓝云x”，以通过流媒体服务器作为中间
件的形式，将新媒体流（来源）的不确定性转化为IP矩阵端
的固定输入，形成信号来源和矩阵输入端口一一对应的映射
关系，弱化调度时的复杂度，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对于输出
端口的定义也秉持同样的原则，尽量固化能固化的平台。
还有一部分工作就是定义好虚拟直播间的链路，思路也是
同理。

任务级别需要，还可以选择同步创建备用“直播间”，集控
系统将会创建一个相同配置的备份，并将主参数完全同步给
备份；在主链路上如物理切换台等出现故障时，操作可以转
移到备直播间进行。
直播信号可以设置收录任务，自动收录到指定空间，以
便直播后的拆条等快速发布。
3. 管理的闭环
所有直播任务的创建需要经过特定人员角色的审核才能
生效，对于直播参数的修改通过用户权限来限制，叠加后台
管控和系统监控流程，形成一套完整的新媒体直播闭环管理
体系。

2. 流程描述

3 项目实践中的问题

直播操作人员根据收到的直播要求，首先要提前在“直
播任务创建”里建任务，根据任务性质，如果是流多平台分
发则选择“普通任务”，在创建流程引导下选择开始时间、
源、目标，如果还要加Logo则选择包装模版。如需要的源和
分发平台不在IP矩阵端口表中，则手动添加流地址，系统自

本方案的落地项目已在温州广电传媒集团进入实施阶
段，软硬件按照上文设计方案部署完毕，正处于验证功能、
流程和试运行状态，如图7、图8所示。作为实验性和实用性
都极高的技术探索，系统测试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一
是系统内交换流的格式选择：原来设想采用NDI，其具有众
多优点，但实际测试传输码率较高，比较耗费资源，在内网
流并发高的情况下网络压力大；测试下来还是选择UDP，低

重要

创建
任务

延时，实现类似点对点，更加适合本案“线缆直连”的思
路。二是流延时的累积效应对虚拟直播间模式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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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重要

Y
信号
源

推流

连线类现场。三是操作人员观念的转变，需要适应从直接面
N

转码

N

矩阵输入

矩阵输出

Y

N
Y

普通

N

主备

Y

主虚拟
直播间

加LOGO

转码
服务器

N

对网络切换台转向任务+流程、从C/S到B/S、从自由操作到
被控。

外部
平台

4 结束语
现阶段经过项目的落地实践检验后，虽然本设计方案在
技术上还有优化空间，但总体而言还是合理可行有效的；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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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演播室节目录制系统的
技术方案研究与实现
吴刚
(建德市融媒体中心，浙江 311600)

演播室集成度和复杂度越来越高，
离散式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节目录制的需要。
本文
【摘 要】随着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根据演播室设备特点，
结合节目录制的需求设计并实现了一套演播室的自动化智能化节目录制系统，
同时将AI技术应用于
演播室的节目录制中，
能够有效提高节目的制作效率和制作效果。
【关键词】演播室，智能控制, 人工智能，节目录制
【中图分类号】TN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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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chnical Scheme of Intelligent Studio
Program Recording System
Wu Gang
(Jiande Converged Media Center, Zhejiang 3116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and complexity of the studio are becom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discrete
work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program record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io equipment and the needs of program
recording,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automatic and intelligent program recording system in the studio. At the same time, AI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the program recording in the studio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 effect of the program.
Keywords Studio, Intelligent Contro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 recording

0 引言
以我中心数智新闻演播室智能化控制应用为例，通过对
演播室灯光、大屏包装、调音台、电动拍摄云台、切换台等

融入此系统，实现演播室节目录制的智能化，提高节目的制
作效率和制作效果。

1 智能化演播室节目录制系统介绍

各主要设备通讯接口的解析，设计部署一套演播室智能化节

我台新建的数智新闻演播室建设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

目录制系统，基于节目制作流程对设备进行了全面自动化集

力，演播室中集成了大量复杂的数字化设备。如何充分挖掘

中统一控制，从而解决了县级台演播室节目录制岗位人员不

设备的功能并便捷使用好这些设备是我们能够录制出精彩节

足及节目录制各个工位间协调配合的问题，既提高了工作效

目内容的技术关键，因此我们引入并合作开发了一套智能化

率，又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我们采用的演播室智能化节目

演播室节目录制系统软件来更好地智能化控制我们的演播室

录制系统是一套软件架构的系统，同时我们设计时就考虑并

设备，来提高我们的节目制作效率，减少重复性的工作，使

实施将AI功能引入此系统来实现演播室的AI智能化控制功能

制作出的节目更加标准化和智能化，让节目表现更加生动。

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节目录制效率和智能化。下面将详细阐述

在研究部署智能化节目录制系统时，我们做了充分的技

智能化演播室节目录制系统功能的实现，以及如何将AI技术

术调研，确保演播室集成所采用的设备都提供开放的控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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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丰富的控制参数，以便于智能化演播室节目录制系统无

线移动控制，摆脱传统物理调光台的物理局限性，大大提高

缝地接入演播室设备，这样就能保证这套智能化演播室节目

调光的便捷性，同时，上层灯光控制软件开放出通信接口，

录制系统充分发挥出它的最大功效，确保智能化集中控制的

无缝接入智能化系统软件系统，这都是一般新闻演播室传统

效果。如图1所示为智能化系统的物理连线架构图。

调光台无法做到的。图2所示为具体控制原理。

由图1可以看出，智能化系统本身所需要的主要设备是一

1.2 切换台的控制

台智能化系统服务器（用于与被控设备之间进行协议通信）

经过调研，结合我们实际的节目制作需求，我们采用小

和一台智能化系统工作站（向服务器发送相关的命令），进

型制作切换台，切换台EDITOR口（RS422串行口）可以接受

而对设备进行控制。控制的设备主要包括参与节目录制的关

外部软件的控制命令进而实现对切换台的控制。通过切换台

键设备：切换台、灯光系统、调音台、摄像系统以及大屏图

厂家提供的串行控制协议，可以实现对切换台PGM和PVW信

文包装系统。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各个不同设备与智能化系统

号源的实时切换控制。

之间是如何实现控制对接的。

1.3 数字调音台的控制

1.1 灯光系统的控制

采用的调音台带有外部控制接口，可以通过标准的MIDI

在本新闻演播室中用到两种灯光类型：平板灯和聚光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协议实现对调音台模

灯。这两种灯都是单通道亮度可调灯光，每个灯上都需有标

版调用和参数监测的实时控制，从调音台提供的技术文档可

准的DMX512控制接口，所有灯光都接入512信号放大器，智

以看到，能够使用MIDI进行控制的参数十分丰富，如调音台

能化系统软件通过接入DMX512放大器实现了对灯管的远程化

FADER控制、层控制、声像等控制。在本演播室中，我们只

实时控制功能。传统新闻演播室都是通过简单的512调光台实

需要实时控制调音台的每个推子就可以满足节目的制作需求

现对灯光的控制，可以满足灯光控制需求，但是这种简单的

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过在智能化软件中将话筒与推子

DMX512调光台基本都不具备控制接口，无法接入智能化系

建立一个关联映射，根据节目中PGM信号使用的话筒来触发

统，进而也就无法通过控制调光台的方式来间接实现对演播室

相应的调音台推子动作。

灯光的控制，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其它方式对灯光进行控制。

1.4 大屏包装系统的控制

在本灯光系统中，智能化节目录制软件通过ARTNET技

在控制大屏图文包装方面，需要智能化系统能根据节目

术实现了演播室内所有灯光的网络化控制，包括编组控制、

的进行实时远程控制大屏包装模板的上下来进行大屏内容的

单个灯光控制、场景控制和无线实时控制。ART-NET协议

实时切换，这里大屏包装软件厂家根据要求做了定制化的功

为我们的灯光网络化控制提供了技术可能。此协议可以允

能开发，开放UDP网络控制接口给智能化系统，实现了智能

许我们使用标准的网络技术在网络环境内传输大量DMX512

化节目录制系统对大屏包装的实时控制。录制节目前，只需

灯光控制信号。为此我们专门定制了一款小型的ART-NET

要包装系统将节目所有用到的场景模板导入，就可以通过软

转DMX512解码器（可以方便地将ARTNET转为DMX512信

件按照协议格式给包装系统发送相应的控制命令，实现包装

号），输入为标准的ART-NET网络控制信号，输出为标准的

场景模板的实时远程控制播放。

DMX512灯光控制信号。具备了以上控制技术，我们就可以

1.5 智能电动拍摄云台的控制

根据不同的节目需求和不同的主持人在智能化软件中设置相

在本演播室中，根据节目拍摄需求我们采用电动云台设

应的灯光场景并进行保存，当有节目录制时可以一键调出预

备，根据不同的节目形式实现云台的自动化互动拍摄，实现

设好的灯光场景。

了虚拟跟踪效果、镜头的多维运动、不同场景之间快速准确

采用C++和TCP/IP编程我们向定制的ARTNET转DMX512

地转场切换等丰富的镜头语言，高效完成了程式化的节目拍

发送以上ARTNET数据包（详细可查阅ARTNET协议相关文

摄需求，同时为创意类节目提供无限可能的拍摄手段，让观

档），通过以上数据的发送就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式实现对

众获得耳目一新的收视体验。

演播室灯光的控制，通过上层控制界面的开发，实现对灯光

电动云台需具备远程通信的端口，方便智能化软件系统

的编组控制、单个灯光控制等，摆脱以往的传统新闻演播室

的接入，这样就能实现软件方式实时控制云台系统的功能，

用调光台控制灯光的方式。正因为基于网络方式的控制灯光

电动云台收到上层软件的命令转化为镜头的控制协议实现对

方式，我们也可以把灯光控制软件安装于移动平板上，只要

镜头的推拉及变焦控制（摄像机镜头采用的都是全伺服的镜

有无线局域网络覆盖的地方，就可以实现对演播室灯光的无

头），进而使集控软件间接实现对摄像机的俯仰转动远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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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化系统的物理连线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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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镜头的变焦推拉控制，实现无人化的智
能拍摄功能。
为了实现软件对云台的控制，我们与云
台厂家合作制定了一套控制协议，实现对云
台的速度可控的水平控制、速度可调的俯仰
控制、速度可调的聚焦变焦控制，以及速度

图2

灯光控制原理图

可调的镜头推拉控制。为充分保证通信的高
可靠性，通信接口设计为RS422的点对点串
口通信方式。以下为我们定义的控制协议
（我们命名为JCAMCTL协议，每条控制协
议固定为6个字节）：
[*] [adr] [x] [d1] [d2] [#]
其中[*]为起始字段用*标识；adr为云
台的地址0x01-0Xff；x为标识控制的参数类
型：“A”代表控制云台的转动，“B”代
表俯仰，“C”代表变焦，“D”代表镜头

图3

摄像机控制原理图

推拉；d1代表方向取值为0x01、0x02；d2代
表速度 0X00-0XFF。
如图3所示为实现的原理图。

1.6 节目流程系统控制
以上功能实现了对切换台、调音台、大屏包装系统、摄

制作节目模板）添加到节目执行单的每个条目中，进行与设
备的控制关联。

2 AI功能及与智能化节目录制系统对接

像系统、灯光系统的实时控制，实现了一个工位对所有设备

人工智能技术（AI）是当今最热门的技术，目前已在很

的控制。但只是简单的功能堆积在一个软件平台下并不能实

多行业里面得到应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

现真正的智能化节目录制，并不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

此我们在考虑演播室的设计时，也将AI技术引入我们的节目

节目录制质量。要真正实现演播室节目的智能化录制，还需

录制中，使我们的节目录制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我们采用

要在此智能化平台上对所有设备按照节目的录制需求进行逻

QDEEP HUMAN.SKELETON人工智能算法模型，此AI算法

辑组合控制，使时间轴自动驱动设备响应控制指令。

能够将从PGM采集出的信号进行二次渲染并实时地精确识别

我们通过节目场景编单的方式来实现此功能，根据不同

到静止和移动人体的18个关键人体部位位置。以上模型还原

的节目录制需求，系统对每个可控设备都可以保存多个控制

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录制渲染效果如图6所示。能够在AI采集上

快照模板（通过设备独立控制功能实现），将各个设备的控

清晰地实时地渲染出主持人的人体关键点位置，并且对每个

制模板进行不同的时间、功能的逻辑组合，可以制作出丰富

关键点位置实时地以画面像素位置的方式进行标记记录（水

的开场特效节目模板、片尾特效节目模板及关键场景节目模

平像素位置和垂直像素位置）。

板。在实际操作节目录制时，只需要一键命令就可以让设备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信号采集卡提供出的上层接

按照时间线进行工作。如图4所示为智能化系统的整个功能架

口，在实时的采集的画面上划出几个关键区域，当检测到主

构图。如图5所示为实际的操作界面。不同的颜色块可以代表

持人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关键点位进入到某个区域时，AI

不同的设备属性，简单直观，编辑好的节目场景可以进行一

程序就会向上层智能化软件发出触发命令，智能化软件根据

键保存，根据节目的需要，可以直接导入，直接使用。

收到的不同命令，自动触发设备完成相应的动作，完成智能

同时系统还可预留与文稿系统接口，文稿系统开放通信

化无人化的控制设备工作。举例说明，当检测到主持人的两

接口下，可获取文稿系统的串联单，根据节目需求升级实现

个眼睛处于区域一后，通知智能化软件就会自动点亮区域一

节目的半自动化、自动化录制。节目制作人员可制作以时间

所对应的灯光场景模板，打开此部分的灯光；当发现主持人

驱动的节目执行单。将设备的相应节目模板（可在线、离线

由区域一走到区域三时，就会触发区域三所对应的灯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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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台控制服务

灯光控制服务

调音台控制服务
智能化演播室节目
录制系统操作端

根据时间轴或手动逐条触发
方式，向设备发出网络控制
名命令控制设备工作 ，并接
收响应的控制反馈信息

图文包装控制服务

节目场景编单
电动云台控制服务

RS422串口控制命令

TCP/IP方式

切换台主机

灯光解码器

MIDI控制命令

TCP/IP

RS232控制命令

DMX512

演播厅灯光

调音台

大屏包装设备

电动云台

摄像机

智能化演播室节目录制
系统后台服务程序

图4

智能化节目录制系统功能架构图

图5

操作可视化界面

识别人体动作，实现节目的智能化甚至无人化录制。图8为整
个AI技术与集控软件的对接工作原理图。

3 系统应用实践效果总结
通过我们的实际节目录制，我们对本系统带来的实际帮
助做了几点总结，主要为“三省两提高”。
1. 省时：缩短设备调试时间，可保存设备工作参数模
板，一键式恢复设备预设工作状态。
图6

AI渲染效果图

2. 省力：所有设备、子系统在一个终端（工位）集中控

自动点亮；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关键点的相对位置来触发不

制、管理，人员不必“东奔西跑”，一个平台集中呈现，操

同的场景，比如当检测到手腕的垂直像素位置小于眼睛的垂

作简单、方便。

直像素位置后，就会通知上层智能化软件触发相应的预设场
景，如节目的开场场景，原理如图7所示。
综上所述，AI部分既可以通过识别人体位置也可以通过

74

3. 省人：软件层面智能化、逻辑化协调各个工位、子系
统工作，减少工位配置，原来多人协同完成的工作只需一到
两个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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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控制原理图

深度学习AI分析模块

触发灯光控制
触发调音控制

采集终端(摄像机)

采集卡

位置、动作捕捉

集中控制软件
触发摄像云台控制
触发节目场景

控制接口服务

图8

其它自定义控制

AI部分与智能化节目录制系统软件对接工作原理图

这是我们在智能化演播室节目录制中做的一个探索应

4. 提高节目制作效果：可制作丰富的节目场景模板如节
目开场特效、关键场景特效及片尾特效等等。
5. 提高节目制作精度：自动化节目单可以实时保存与导

用，希望能给有意尝试演播室智能化控制的相关人员有所启
发和帮助。

出，对于相同的节目，或节目类型相似的节目，可以直接导
入保存好的自动化节目播出单，并进行直接应用，使每期制
作出的节目都能保持一样的表现形式。

4 结束语
本智能化节目录制系统对于节目类型非常固定的节目非
常适用，但遇到一些类型比较随意灵活的节目，这种固定化

参考文献：
[1] 王京池. 电视灯光技术与应用[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2] 朱东. 演播室一键化集中控制预警系统设计[J].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17, 44(12): 84-88.
[3] InaGoodfellow, Yoshua Bengio, Aaron Courville. 深度学习[M]. 张志
华,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的程序编单驱动设备工作的方式就没有太大优势了。另外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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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场景的有线电视门户业务访问量
智能分析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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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所描述的覆盖全场景的门户业务访问量智能分析平台通过对TVOS终端门户各类不同类型业务访问入口进行
采集点设置，
屏蔽业务之间的技术差异，
利用采样分析技术，
对业务访问量数据进行抽取挖掘，
再通过后台查询、
报表提取、
开
放式第三方接口、
周期性元数据生成等多种途径将分析结果进行能力输出，
为业务部门、
上级部门、
第三方机构提供业务规划
依据，
进一步优化门户业务布局形成体验闭环。
目前此系统已经在无锡TVOS终端投入运营，
成为业务部门有效盘活门户内
容资源、
提升用户业务体验的有力数据助手。
【关键词】全场景，能力开放，屏蔽差异，TVOS
【中图分类号】TN919.7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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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TV Portal Business Traffic Intelligent
Analysis Platform Covering All Scenarios
Ma Rui
(Wuxi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ortal service traffic intelligent analysis platform covering all scenario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shields the techn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ervices by burying the access points of various types of services in the TVOS terminal portal. It uses sampling analysis technology to extract
and mine the service traffic data, and then through background query, report extraction, open third-party interface, periodic metadata generation and
other ways, it outputs the analysis results, provides business planning basis for business departments, superior departments, and third-party companies,
and further optimizes the portal business layout forms. At present, the system has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in Wuxi TVOS terminal, and it has become a
powerful data assistant for business departments to effectively revitalize portal content resources and improve user business experience.
Keywords Full scenario, Capability opening, Shielding difference, TVOS

0 引言

发上报的形式屏蔽业务之间的技术差异，对用户的业务访问
量数据进行抽取挖掘，再通过后台查询、报表提取、开放式

随着广电行业技术的更新迭代，很多跨业务场景、满足

第三方接口、周期性元数据生成等多种途径将数据分析结果

客户不同使用需要的技术模式和应用种类不断涌现出来。如

进行能力输出，为业务部门、上级部门、第三方机构提供业

何实现跨业务跨类型采集挖掘用户的行为习惯并进行深度分

务规划依据，进一步优化门户业务布局，让公司业务推广有

析，再将分析结果动态反馈到业务展现和资源调度上形成业

的放矢。

务闭环，是提高业务体验的关键。

1 方案必要性

覆盖全场景的门户业务访问量智能分析平台的建设目标
就是通过对TVOS终端门户系统中各不同技术类型的业务访问
入口进行可配置的采集点设置，通过终端行为满足条件时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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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业发展趋势
眼下，以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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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正在越来越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广电行业也不

2. 数据采集子系统

例外。

采集系统负责接收处理终端上报的数据，定时生成采集

广电用户的使用行为也从传统单一的收看直播节目转变

数据文件。

为使用直播、回看、点播、APK等交互式多媒体类型业务，

3. 数据分析子系统

因此传统单向的用户行为无感的终端已不能满足用户日益丰

分析系统负责解析处理采集数据文件，将原始数据解析

富的全场景业务体验需要，进而出现了各类多业务跨域场景

处理，存储到数据库中。

在内的、满足客户使用需要的技术模式和应用种类。在江苏

4. 统计后台子系统

有线省公司的统一领导下，无锡分公司在2016年6月开始正式

统计后台负责定时统计每天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据分

落地TVOS平台，随着网内TVOS双引擎终端逐步升级覆盖以
及4K超高清智能机顶盒的推广，未来全业务运营模式的发展
方向必然是以应用和内容为核心，整合整个产业链，通过统

析，数据统计，提供后台管理界面按条件查询。
具体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2.2 系统工作流程

一的平台和商业模式结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

本平台各模块之间的交互流程如图2所示。

容丰富的应用和服务。

1. 在门户模板管理系统中通过标签的方式进行终端采集

1.2 目前门户访问数据量统计难点
但目前由于终端门户上类型多样的业务既包括省公司各
类业务落地又包括本地特色业务，业务形式包括页面及APK
应用，这些业务来自多方，技术实现形式也各有不同，缺少

点设置处理，在需要采集的业务海报位配置对应的标签，如
图3所示。
2. 终端根据约束条件上报数据，当用户点击配置的相关
标签门户海报位时触发上报。

一个平台对门户各栏目的访问情况进行统一的采集分析，并

3. 终端产生的元数据按照规定字段上报到数据采集子

将数据进行清洗加工提供给上级平台及第三方平台使用，因

系统，包括用户信息、访问业务类型、栏目路径、名称、

此存在无法全面了解和比较各类业务热度的问题，为业务部

素材、父栏目信息、采集时间点、退出时间点等用户访问相

门内容运营工作带来了不便。为了补全业务流程关键节点，

关基础信息，采集子系统将上报的数据生成采集数据原始

因而建设了本平台。通过对终端门户各类不同类型业务访问

文件。

入口进行采集点设置，屏蔽业务之间的技术差异，利用采样

4. 采集子系统将生成的原始采集数据文件上报给分析

分析技术，对业务访问量数据进行抽取挖掘，再通过后台查

子系统，分析子系统按照预先设置的算法进行数据解析和

询、报表提取、开放式第三方接口、周期性元数据生成等多

数据清洗和二次加工，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并将解析处理后

种途径将分析结果进行能力输出，为业务部门、上级部门、

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进行永久化保存，生成日原始数据

第三方机构提供业务规划依据，进一步优化门户业务布局形

表、日汇总数据统计表、周月年汇总数据表、异常数据分析

成体验闭环。

表等。

2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1 设计思路

5. 采集子系统将处理后的数据上报给统计后台子系统，
统计后台子系统负责定时统计每天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
据分析，数据统计，提供后台管理界面按条件查询。具体

该系统的建设和使用能够屏蔽各类业务数据采集点设置

功能包括数据点击量统计、用户点击量统计、机顶盒曝光

技术的差异，为日常流量分析业务热度和内容及布局调整提

数统计、报表导出、原始数据管理等。统计管理后台如图4

供基本决策依据，成为业务部门有效盘活门户内容资源、提

所示。

升用户业务体验的有力数据助手。
平台从功能上分为数据采集分析、数据解析和后台统计
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功能如下：

其中数据点击量统计包括点击类和时长类两类数据，分
别统计门户各类业务的用户点击量情况及用户停留时间。可
以从多重维度衡量业务的热度，用户点击量统计模块从用户

1. 终端配置采集点设置

角度统计分析用户的点击和时长行为，机顶盒曝光数统计一

在终端Launcher通过标签的形式进行采集点位置设置，

段时间内终端的活跃度和相关信息；各类统计数据均支持报

并在终端进行采集点设置处理，以实现采集并上报点击数
据。终端根据约束条件上报数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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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r 统计系统
A管理员工作站

后台管理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主）
（备）

B管理员工作站
业务系统

采集分析系统服务器

防火墙
DNS系统

负载均衡器

网络接入

主机
备机

企业级防火墙

HFC 网络

用户终端

用户终端

图1

用户终端

系统架构图

3 技术创新点
1. 全场景业务支持
终端用户

终端用户
点击触发
业务场景

调用接口
上报数据

点击触发
业务场景

终端用户

调用接口
上报数据

点击触发
业务场景

调用接口
上报数据

本系统依托于终端门户业务入口数据上报采集，并将终
端各类用户参数和平台用户基础数据相结合，进一步进行数
据挖掘清洗，汇总各用户行为数据，输出多种业务的数据报

数据采集系统
ars_collect

表及用户画像。
2. 跨终端类型及门户分组灵活配置

生成采集数据文件

数据分析系统
ars_statistic

本系统采取在launcher设置标签的形式进行栏目及海报位
置选择，屏蔽了终端系统及Launcher模板和分组的差异，保

解析采集数据文件

Launcher统计系统后台
AppStat
数据点击量统计

用户点击量统计

机顶盒曝光数统计

定制报表导出

原始数据管理

账号管理

持了终端数据一致性并且通过修改标签信息可以灵活增加及
修改采集的栏目及海报位置，配置简单灵活实时生效。
3. 形成数据反哺业务闭环
各类业务产生数据，通过本系统挖掘数据价值，不断优
化调整业务运营侧重点，持续解决业务部门日常运营及策略
调整等问题。业务、数据、运营，三者之间构建一套运营体
系，形成应用闭环，为公司业务探索和创新提供有力依据。

图2

系统工作流程

4. 平台能力开放
平台的数据经过采集分析生成多种类型的分析结果，支

能力，向第三方机构和上级部门提供数据采集分析能力，例

持业务通过后台进行查看、搜索、报表提取；提供接口供第三

如提供开放接口及支持按照指定时间间隔生成元数据文件上

方平台进行对接；按周期向各上级部门、需求部门提供元数据

传等。

文件等，通过多种数据形式的输出，进行平台能力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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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门户模板标签配置

统计管理后台

4 应用前景
江苏有线无锡分公司作为省网的试点地市之一在2016年

需求，为不同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市场前景非常
广阔。

5 结束语

正式开始集成TVOS平台，截至目前TVOS平台共覆盖终端
数约76万台。TVOS平台的落地，极大方便了分公司各项新
业务新项目的开发和落地，近年来开发上线了省网多项业
务，例如孝乐神州、爱艺在线、语音遥控、爱奇艺等深受广
大用户欢迎的业务，还开发上线了包括用户体验改善、炫力
动漫、有事好商量等本地项目，极大地丰富了电视端的业务
内容。
随着各项新业务的落地，如何全盘掌握各类型业务的
终端访问情况并根据业务的受欢迎程度合理布局业务部门
的日常内容运营成为新的课题。以往各业务独立采集本业
务的访问数据的模式不够全面，无疑会给业务运营带来不

随着三网融合的趋势和5G的应用，用户对终端的需求早
已不是简单的直播或者点播。更多打破内容、网络、传输方
式界限的融合性应用，例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多方通话
等业务大量涌现。多种场景业务的融合对于数据采集分析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推送、千人千面等业务
应运而生。如何屏蔽业务的技术差异和数据抓取能力向上提
供灵活可配置的数据采集分析能力，并提供多种类型的开放
能力为进一步的数据挖掘提供基础，将成为一个持续的探索
方向，后续我们也会进一步进行更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便，本项目的实施能够采集门户上所有业务的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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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Scheme and Practice of Optical Fiber Access Network
in CATV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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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Gehua CATV Network Co., Ltd,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gh bandwidth requirement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operators' access network services,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insufficient basic network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ptical fiber coverage construction by multiple mean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which reasonably maintains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level of optical fiber ports under different access modes,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network resources,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of OLT ports and optical splitter ports, and further reduces the engineering co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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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目标及思路

为落实广播电视网络光纤化、IP化目标及技术演进

接入网建设应根据市场业务发展目标设定网络建设目

规划，进一步提升用户接入带宽，达到“千兆入户”接

标，确保接入网络资源与市场业务发展的有效匹配，统筹兼

入能力， 当前广电行业都在进行接入网的建设改造，通

顾投资和效益之间的关系，降低接入网工程造价，提高光纤

常 都 首 选 F T T H 方 式 ， 但 F T T H方 式 端 到 端 改 造 建 设 成 本

端口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对市场前端的支撑响应速度。接入

明显高于HFC方式，且短期收益也较难保证。本文结合

网建设应依据市场需求，按照优先等级顺序，安排项目投资

歌 华 有 线 接 入 网 实 际 情 况 ， 提 出 F T T H 与F T T B 方 式 结 合

和建设，满足市场业务发展需求，保障投资回报效益。接入

使用，既能提升网络性能、实现光进铜退，又能提高投

网建设应根据业务需求、市场竞争、基础资源、政策环境、

资利用率，降低工程造价。本文根据住宅的不同场景，

用户分布、经济水平等因素，分场景、多手段进行光纤覆盖

灵活使用多方式进行接入网改造建设，重点提高光纤端

建设，合理保持不同接入方式下光纤端口的资源利用率水

口的利用率水平，降低接入网工程造价，从而实现精准

平，提高网络资源利用效率，重点提高OLT端口、分光器端

投资。

口利用率，进一步降低接入网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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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H网络光分路器统一采用两级分光，总分光比宜采用
1:64，根据终端用户分布选择1:4+1:16/1:8+1:8/1:2+1:32。根

FTTH、FTTB等接入方式。

据建筑结构，10层以下建筑原则上每单元设置不超过2对光分

2 建设改造方案

路器，10层以上原则上不超过3对光分路器。每层住户少于

根据场景将住宅分为新建网络、改造网络、升级网络三
类分别进行研究。

4户的，楼道分光箱/分纤盒应布放至覆盖楼层中部；每层住
户大于等于4户少于16户的，楼道分光箱/分纤盒应布放至楼

新建网络主要为新建成小区，无现成有线电视网络；改

层中部，上下总覆盖区域不应超过5层；每层住户多于或等于

造网络为建筑已有有线电视网络（HFC、CMC、EoC等），

16户的，应每楼层部署楼道分光箱/分纤盒。对于平房地区，

网络建成时间较长，目前电缆系统维修量较大，电缆网整

应保证引入光缆不超过150m。

体质量较低并可以进行入户线更换；升级网络为建筑已有

2.2 FTTB模式技术要求

有线电视网络，电缆网络整体质量尚可或入户线更换难度
较大。

FTTB模式具体技术选择可采用CMC设备、RPD设备或
HINOC等分布式接入技术。本文重点研究CMC设备的FTTB

新建网络及改造网络采用FTTH薄覆盖模式，升级网络采

模式。FTTB模式具体采用PON+CMC方式，系统总分光比宜

用FTTB模式进行覆盖。

采用1 : 16，根据终端用户分布可以选择一级分光1 : 16或两级

2.1 FTTH模式技术要求

分光1 : 2+1 : 8。系统局端设备具有4个高电平输出端口（数字

FTTH方式采用PON技术。FTTH接入机房应考虑“大容

电平108dBuV@1GHz@32频点@256QAM），可以选取接入

量、少局所”的建网原则，逐步推进集中设置。接入机房选

临近最大4个主分配器，结合现有电缆分配网络，每台分布式

取按照集中模式考虑，应考虑OLT连片覆盖效应。根据OLT

CMTS覆盖高层住宅楼同一单元的两台放大器，或低层住宅

设备节点的网络部署位置、PON光链路损耗预算，在城市

楼多个单元的相邻放大器。

地区原则上OLT的覆盖范围应控制在5km之内。低密度区域

2.3 场景及模式

（如郊区/乡镇）原则上可以适当扩大至10km。

根据建筑的不同特点将各场景进行细分，不同的场景条

FTTH网络主干光缆宜敷设至拟覆盖区域中心地带，有条

件采用不同的建设模式。每个场景的主要特点为：低层住宅

件可采用光交接箱成端，主干光缆芯数应按照覆盖户数进行

为6层以下，每单元户数较少，多为4户以下。高层建筑特点

配置。根据区域规模及未来业务发展，按照覆盖户数计算主

为6层以上，每单元户数较多。高级住宅特点为面积在140m 2

干光缆芯数，同时考虑为满足高带宽业务的开展，分光器可

以上，户内端数需求较多。平房/农村多为1-2层建筑，居住

能降比、拆分，应预留纤芯。

较为分散。表1为场景条件和建设模式的对照表。

表1
用户类型

场景

新建

场景条件及建设模式对照表

场景序号

场景条件

建设模式

场景一

低层住宅

FTTH薄覆盖

场景二

高层住宅

FTTH薄覆盖

场景三

高级住宅

FTTH薄覆盖

场景一

低层住宅

FTTH薄覆盖

场景二

高层住宅

FTTH薄覆盖

场景三

平房/农村

FTTH薄覆盖

场景四

高级住宅

FTTH薄覆盖

住宅

FTTB覆盖

住宅
改造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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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阶段引入光缆两端不进行成端施工，采用“白

2.3.1 新建场景
1. 场景一：低层住宅（表2）

面板”。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1）

2. 场景二：高层住宅（表3）

2）工程界面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2）

新建低层住宅光纤到户工程中，用户面板是工程建设的

2）工程界面

界面。

新建高层住宅光纤到户工程中，用户面板是项目建设的

3）建设模式要点

工程界面。

（1）采用FTTH薄覆盖。

3）建设模式要点

（2）初期光分路器覆盖户数与小区实际户数比控制在

（1）采用FTTH薄覆盖。

30%～50%，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扩容、改造。

（2）初期光分路器覆盖户数与小区实际户数比控制在

（3）主干、分配光缆按全覆盖配置。

30%～50%，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扩容、改造。

（4）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的

（3）主干、分配光缆按全覆盖配置。

用户数确定，分别设置在建筑物单元内的弱电间，每单元设

用户数确定，分别设置在建筑物楼层的弱电间/竖井内。每对

置一对二级光分路器。

表2

低层住宅场景条件

表3

高层住宅场景条件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住宅

低层住宅

6层及以下

住宅

新建高层住宅

7层及以上

OLT/1550
设备

接入网主干
光缆

机房ODF

有源设备

OLT/1550
设备

一级光分
路器

小区集中或相
对集中放置

图1

机房ODF

一级光分
路器

小区集中或相
对集中放置

图2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用户面板

ODN

新建低层住宅FTTH建设模式

接入网主干
光缆

有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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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的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用户面板

ODN

新建高层住宅FTTH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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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器负责5～10层的接入范围，10层以下设置不多于2对光

缆进行设计规划。根据端数数量，可以在入户箱放置一对1:4

分路器，10层以上设置不多于3对光分路器。

二级光分路器（可将一级分路器设置为1 : 16，放置于楼道光

（5）建设阶段引入光缆两端不进行成端施工，采用“白

分纤箱内），引入光纤敷设至客厅第一点。

面板”。

（4）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的

3. 场景三：高级住宅（表4）

用户数确定，设置在野外、光缆交接箱、楼道或者户内。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3）

（5）建设阶段引入光缆两端不进行成端施工。

2）工程界面

2.3.2 网络改造场景
1. 场景一：低层住宅（表5）

新建高级住宅光纤到户工程中，用户面板是项目建设的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4）

工程界面。
3）建设模式要点

2）工程界面

（1）采用FTTH薄覆盖。

低层住宅网络改造工程中，二级光分路器是项目建设的
工程界面。

（2）按市场化原则进行建设收费。

3）建设模式要点

（3）户内面积较大，端数较多，可以根据第2端是否有
点播业务需求，按一个ONU+网线接入2端或第2端用同轴电

表4

（1）采用FTTH薄覆盖。一段时期内FTTH与HFC双网

高级住宅场景条件

表5

低层住宅场景条件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住宅

高级住宅/别墅

大于140m2

住宅

低层住宅

6层及以下

OLT/1550
设备

接入网主干
光缆

机房ODF

有源设备

小区集中或相
对集中放置

图3

OLT/1550
设备

一级光分
路器

ODF/光缆
交接箱/光
缆接续盒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用户面板

ODN

新建高级住宅FTTH建设模式

接入网主干
光缆

一级光分
路器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用户终端
盒/用户面
板

相对集中放置

有源设备

ODN
工程界面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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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当用户从原有的HFC网络全部切换之后，拆除HFC网
络，实现FTTH全光入户。

（3）初期光分路器覆盖户数与小区实际户数比不超过
50%，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扩容、改造。

（2）对于将用户转换到FTTH的时机，实施有控制的业

（4）主干、分配光缆按全覆盖配置。

务迁移策略，不主动大规模推进用户全部转换，按照用户需
求进行迁移，优先迁移高带宽、高投诉等用户。

（5）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的
用户数确定，分别设置在建筑物楼层的弱电间/竖井内。每对

（3）初期光分路器覆盖户数与小区实际户数比不超过

分光器负责5～10层的接入范围，10层以下设置不多于2对光
分路器，10层以上设置不多于3对光分路器。

50%，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扩容、改造。
（4）主干、分配光缆按全覆盖配置。

（6）建设阶段不进行引入光缆施工。

（5）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的

3. 场景三： 平房/农村（表7）

用户数确定，分别设置在建筑物单元内的弱电间/进门楼梯下/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6）

楼道拐弯处，每单元设置一对二级光分路器。

2）投资界面

（6）建设阶段不进行引入光缆施工。

平房/农村网络改造光纤到户工程中，二级光分路器是项

2. 场景二： 高层住宅

目建设的工程界面。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5）

3）建设模式要点

2）投资界面

（1）采用FTTH薄覆盖。一段时间内FTTH与HFC双网

高层住宅网络改造光纤到户工程中，二级光分路器是项
目建设的工程界面。

并存。当用户从原有的HFC网络全部切换之后，拆除HFC网
络，实现FTTH全光入户。
（2）对于将用户转换到FTTH的时机，实施有控制的业

3）建设模式要点
（1）采用FTTH薄覆盖。一段时间内FTTH与HFC双网
并存。当用户从原有的HFC网络全部切换之后，拆除HFC网

务迁移策略，不主动大规模推进用户全部转换，而是按照用
户需求进行迁移。

络，实现FTTH全光入户。

（3）初期光分路器覆盖户数与实际户数比不超过50%，

（2）对于将用户转换到FTTH的时机，实施有控制的业

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扩容、改造。

务迁移策略，不主动大规模推进用户全部转换，而是按照用

（4）主干、分配光缆按全覆盖配置。

户需求进行迁移，优先迁移高带宽、高投诉等用户。

（5）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的

表6

高层住宅场景条件

表7

平房/农村场景条件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住宅

高层住宅

7层及以上

住宅

平房/农村

平房/农村

OLT/1550
设备

ODF/光缆
交接箱/光
缆接续盒

接入网主干
光缆

一级光分
路器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用户终端
盒/用户面
板

相对集中放置

有源设备

ODN
工程界面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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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进行迁移。

（6）建设阶段不进行引入光缆施工。

（4）初期光分路器覆盖户数与实际户数比不超过50%，

4. 场景四：高级住宅（表8）

后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扩容、改造。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7）

（5）户内面积较大、端数较多时，可以按照一个ONU+

2）工程界面

网线接入两端进行设计规划。

高级住宅网络改造光纤到户工程中，二级光分路器是项

（6）主干、分配光缆按全覆盖配置。

目建设的工程界面。

（7）二级光分路器的位置依据不同类型住宅建筑所辖

3）建设模式要点

的用户数确定，设置在野外、光缆交接箱、楼道或用户入户

（1）建议按市场化原则进行建设收费。

箱内。

（2）采用FTTH薄覆盖。一段时间内FTTH与HFC双网
并存。当用户从原有的HFC网络全部切换之后，拆除HFC网

（8）建设阶段不进行引入光缆施工。
2.3.3 网络升级场景
1. 升级改造方案（表9）

络，实现FTTH全光入户。

1）网络结构示意图（图8）

（3）对于将用户转换到FTTH的时机，实施有控制的业
务迁移策略，不主动大规模推进用户全部转换，而是按照用

OLT/1550
设备

ODF/光缆
交接箱/光
缆接续盒

接入网主干
光缆

2）工程界面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一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用户终端
盒

相对集中放置

有源设备

ODN
工程界面

图6

表8

网络改造平房/农村FTTH建设模式

高级住宅场景条件

表9

升级改造场景条件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类型

用户类型

场景类型

住宅

高级住宅/别墅

大于140m2

住宅

楼内及入户电缆网质量尚可或
更换成本较高

OLT/1550
设备

ODF/光缆
交接箱/光
缆接续盒

接入网主干
光缆

一级光分
路器

接入网分配
光缆

二级光分
路器

引入
光缆

住宅类型

用户终端
盒

相对集中放置

有源设备

ODN
工程界面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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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T/1550
设备

主干
光缆

ODF

引入
光缆

一级/二级
光分路器

有源设备

电缆

CMC

用户终端
盒/用户面
板

ODN
工程界面

图8

网络升级住宅FTTB建设模式

住宅网络升级工程中，分布式CMTS局端是项目建设的
工程界面。

络并行，将大带宽需求用户由现有FTTB系统逐渐切入FTTH
系统。

3）建设模式要点

3 工程实例

（1）采用FTTB方式覆盖。
（2）将原有系统所覆盖所有用户进行网络升级。先进

3.1 FTTH工程实例

行光进铜退工程，光节点从原光站位置下移到原放大器位

某小区为新建小区，共2栋楼，每栋楼8个单元，每层3～

置，下移后的光节点位置原则上可作为后续FTTH的一级分

4户，共554户。采用FTTH光纤入户方式接入有线电视系统，

光点。

小区内设置接入机房1个，OLT及1550nm光发射机放置在接

（3）接入光缆按分布式CMTS系统演进至FTTH进行配
置。原则上接入分布式CMTS的光缆不少于4芯。
（4）根据原系统覆盖数量及分布式CMTS局端分布，
ODN网络可采用1级或2级分光，整体分路比为1:16。
（5）网络升级后可在原有的同轴分配网提供千兆业务，
亦可少量提供FTTH光纤入户业务。
（6）建设阶段电缆分配网不进行施工。相邻的放大器可
根据覆盖户数的范围进行合并。

入机房内。
小区内ODN系统采用1/8+1/8两级分光模式。一级光分路
器放置在小区内机房，共12个，其中1550nm系统6个，PON
系统6个。二级光分路器放置在楼道内竖井。楼道光分纤箱安
装二级光分路器共43对，每对二级光分路器覆盖9～15户。用
户分布如表10和表11所示。
根据用户分布情况，二级分光器分别放置在1号楼1单
元的2层、6层和11层；2单元和3单元的2层、7层和12层；

（7）FTTB的光节点按照覆盖128户以内设计，后续

4单元和5单元的2层和6层；6单元和7单元的1层、4层、

FTTH按照接入50%（64户）设计，对应一个PON口，所以

9层和14层；8单元的1层、3层、7层、11层和15层。2号

FTTB与FTTH共同覆盖一个光节点。

楼1单元的1层、5层和9层；2～6单元的4层和9层；7单元

（8）在干线光缆不足的情况下，优先使用FTTB来提供
和保障高带宽业务。
（9）当后续干线光缆扩容之后，如果有业务需求，可按
需增加FTTH专用的的光纤提升FTTH入户比例。
（10）当用户从原有的FTTB网络全部切换之后，拆除光

和8单元的4层和8层，二级分光器放置在覆盖用户的中间
楼层。
此小区如按照满覆盖设计，需要一级分光器12对，二
级分光器92对，按本设计方案需要一级分光器6对，二级分
光器43对，减少一半的设备数量。根据业务发展，如二级

节点FTTB局端设备，实现FTTH全光入户。

分光器覆盖用户入网数量大于8户，可就近使用其他二级分

（11）建设阶段电缆系统不进行施工。

光器覆盖，或增加二级分光器。此小区现已入住约半年，

2. FTTB演进方案

据统计入网率在15%左右，同小区一期目前已入住三年，

FTTB方式将逐步演进为FTTH，演进时将由规划OLT机

入网率在30%左右，此小区设计方案完全可以在满足目前

房重新规划主干光缆及分路器位置，将分布式CMTS局端作

业务需求下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并且具备业务发展的扩容

为PON系统的一个终端切入FTTH网络，实现FTTB及FTTH网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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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位置分布

CMC位置

覆盖范围

户数

1号楼14层北侧弱电竖井内

1号楼北侧1～28层

153

1号楼14层南侧弱电竖井内

1号楼南侧1～28层

168

2号楼14层北侧弱电竖井内

2号楼北侧1～28层

165

2号楼15层南侧弱电竖井内

2号楼南侧4～28层

150

3号楼14层北侧弱电竖井内

3号楼北侧1～28层

165

3号楼15层南侧弱电竖井内

3号楼南侧4～28层

150

5号楼1单元地下一层弱电竖井内

5号楼1、2单元

90

5号楼4单元地下一层弱电竖井内

5号楼3、4单元

106

6号楼1单元地下一层弱电竖井内

6号楼1单元

52

6号楼2单元地下一层弱电竖井内

6号楼2单元

80

6号楼3单元地下一层弱电竖井内

6号楼3单元

96

3.2 FTTB设计实例

建设成本。本文根据不同场景采用不同的建设方式来进行改

某小区为已建小区，共5栋楼，每栋楼2～4个单元，共

造建设，既能满足业务发展需求，也能有效提高投资的精准

1375户，因入户电缆更换难度较大，因此采用FTTB方式进行

率和有效性，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保留了向全光网络演进的可

网络改造。楼内每单元设置分布式CMTS局端（CMC）设备1

能性，希望能给广电行业提供借鉴参考。

台，覆盖52～168户，共计11台，具体情况见表12。
此小区根据目前情况选择FTTB模式（CMC）进行改
造，将光缆延伸至原有系统放大器的位置，满足了现有用户
需求。未来电缆网老化，故障率增加后可考虑利用现有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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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VOS机顶盒的日志远程实时
获取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石鑫鹏，马振洲，王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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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在用户环境中获取日志以分析问题，
此时运维人
【摘 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技术人员在收到用户报修的业务问题时，
员需在用户环境中抓取日志文件再通过网络通信软件传给技术人员，
这会耗费相关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本文基于TVOS机顶
盒研发日志远程实时获取系统，
帮助技术人员在用户报修问题时能够立即通过远程的方式在用户环境中实时获取日志文件，
尽量减少运维人员上门时间，
也可提升技术人员响应问题时间，
为国内有类似需求的广电同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TVOS机顶盒，日志，远程，实时，系统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7015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mote Real-Time Log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TVOS STB
Shi Xinpeng, Ma Zhenzhou, Wang Zhengchao
(Suzhou Branch, Jiangsu Broadcasting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technicians of Jiangsu Cable Suzhou Branch receive the business problems reported by users, they need to obtain logs in the user
environment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At this time,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need to grab the log files in the user environment and then
transmit them to the technicians through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oftware, which will consume the time and energy of the relevant personnel.
This paper develops a remote real-time log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TVOS set-top boxes to help technicians obtain log files in real time in the user
environment in a remote way when users apply for repair, minimize the door-to-door time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and improve the
response time of technicia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omestic radio and television peers with similar needs.
Keywords TVOS STB, Log, Remote, Real-time, System

0 引言
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有线）技术人员在
处理用户日常业务报修问题时，常用方法是在技术人员的工
作环境中复现用户遇到的问题，待复现成功后在机顶盒侧抓
取异常日志进行分析。但有时候技术人员会发现由于工作环
境与用户环境的差异，有不少问题是无法复现的，此时只能
要求运维人员上门在用户机顶盒侧抓取日志。为方便日志抓
取，苏州有线在TVOS机顶盒的系统工具中设计了日志开关，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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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VOS机顶盒的日志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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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人员在机顶盒的USB接口插上U盘并手动打开图1中
的日志开关，即可在U盘根目录下打印日志。然而这种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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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参与，整个过程用户是无感知的，因此TVOS机顶盒采取
service服务作为监听服务并驻留在后台运行是最佳选择。

开关方式有不便之处，例如技术人员需提前与运维人员沟通

2. 服务启动

使得后者了解报修的业务问题的复现步骤，再让运维人员上

技术人员远程获取日志文件的前提是监听服务需要事先

门抓取日志，最后再通过网络传输软件传给技术人员，这将

启动，因此监听服务需要随着TVOS系统的启动而启动。在

增加运维人员的运维时间与运维精力。再例如运维人员第一

TVOS系统启动过程中，整个系统会广播一个启动action，即

次抓取的日志如果无效或无用，则需要二次上门抓取日志，

“android.intent.action.BOOT_COMPLETED”。利用这一特

大大增加了运维人员的运维成本，而且还可能引起用户的不

性可继承BroadcastReceiver接收器自定义一个广播接收器，并

满。因此需要一种更为方便的日志获取方式，尽量使运维人

重写接收器的onReceive方法以收到TVOS系统启动的action时

员无需上门，使技术人员可远程实时获取到日志文件。

启动监听服务。

本文基于TVOS机顶盒开发了一个日志远程获取系统（以

3. Thread线程

下简称日志系统），通过在TVOS机顶盒内置日志打印监听

TVOS系统的service服务不可直接执行耗时的任务，即不

服务（以下简称监听服务），监听前端下发的日志打印开始

可在监听服务中直接监听前端下发的指令，监听指令这一耗

和打印结束指令，并在打印结束之后将日志文件实时回传给

时操作可另起监听Thread线程执行。

前端。整个过程对用户而言可以做到完全无感知，对运维人
员而言则省去大量的上门时间和准备网络环境回传日志的时
间，对技术人员而言可在用户环境中获取高价值的日志信息
并且大大缩短技术人员响应时间，为国内广电网络行业同行
提供一个问题解决方法的技术参考。另外，本文设计的是日
志文件的获取（使用logcat命令），对于网络数据文件获取
（使用tcpdump命令）而言技术原理是一样的。

Thread线程是一种轻量级的调度执行单位，多个线程可
以共享进程拥有的资源又可以各自独立调度。
4. Socket套接字
Socket套接字是一种对通信双方端点的抽象，通信双方
可以是网络中两个通信设备上各自的通信应用进程。Socket
套接字面向应用进程屏蔽了网络协议细节并提供了通信
接口。
在日志系统中，TVOS机顶盒会通过Socket套接字与前端

1 日志系统开发
整个日志系统包括前端与TVOS机顶盒（终端）两部分。

建立网络连接，基于此网络连接收发指令及日志文件。
5. logcat命令

TVOS机顶盒启动监听服务开始监听前端下发的指令，当收到

logcat是Android中的一个命令行工具，常用于应用调

前端下发的日志打印开始指令时，监听服务开始在TVOS机

试阶段。借助于Android的adb工具，logcat命令行调用语法

顶盒本地生成日志文件；当收到前端下发日志打印停止指令

如下：

时，监听服务则停止日志打印，回传日志文件至前端，最后

adb logcat [options] [filterspecs]

删除本地日志文件。

日志系统的TVOS机顶盒侧即是调用logcat命令生成日志

1.1 TVOS机顶盒开发

信息。

1.1.1 主要技术

1.1.2 TVOS机顶盒侧逻辑流程

日志系统TVOS机顶盒侧开发使用的技术主要有service服

TVOS机顶盒侧运行逻辑流程如图2所示。

务组件、服务随机启动、Thread线程、Socket套接字和logcat

1. TVOS机顶盒启动，发送启动广播action。

命令行工具。

2. 自定义广播接收器收到启动广播后启动监听服务。

1. service服务

3. 监听服务启动监听Thread线程。

TVOS系统中的service服务组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任何

4. 监听Thread线程中使用Socket技术不间断监听前端下发

UI界面，非常适用于不需要与用户有任何交互并且一直在后

的指令。若收到日志打印开始指令，则转到第5步；若收到日

台驻留的场景。service服务的优先级低于当前前台运行的应

志打印停止指令，则转到第9步；若TVOS机顶盒关机，则转

用，高于后台运行的应用，因此即使当TVOS系统缺少资源

到第10步。

（比如内存）时，service服务被释放的几率也很小。
在日志系统中，技术人员远程实时抓取日志文件无需用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5. 监听Thread线程启动日志打印Thread线程，在打印线
程中调用logcat命令不间断打印日志，并将日志文件保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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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TVOS机顶盒发送
启动广播

启动监听服务

启动监听线程

监听指令

关机？

是

结束

否

收到指令？

否

是
打印开始
指令分析

启动日志
打印线程

打印停止

停止日志
打印操作

打印日志

否
停止打印？

是
回传日志文件

删除日志文件

日志打印
线程结束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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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当收到第9步日志停止打印动作后立即停止日志打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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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K基本型机顶盒启动监听服务后，监听服务立即启动
监听线程进入监听状态。此时技术人员在前端输入日志打印

到第6步。
6 . 日 志 打 印 线 程 使 用 S o c ke t 技 术 将 日 志 文 件 回 传 至

开始指令：
Please input here:-s 192.168.3.102

前端。
7. 日志打印线程删除本地日志文件。
8. 日志打印线程结束。
9. 监听Thread线程停止日志打印线程打印操作，继续第

输入的第一个参数“-s”表示日志打印开始，第二个参
数“192.168.3.102”是机顶盒的IP地址。
此时监听线程启动日志打印线程执行“logcat –v time –f /
mnt/sdcard/logcat.txt”指令。“-v”参数可以设置日志的输出

4步。
10. 监听服务与监听线程结束运行。

格式，“-v time”表示日志中的打印详细时间，“-f”表示将
日志文件打印到“/mnt/sdcard/”目录下的“logcat.txt”。

1.2 前端开发

通过“adb shell ls –l /mnt/sdcard/ logcat.txt”每隔5秒钟观

1.2.1 前端主要技术
日志系统前端侧开发使用的主要技术是Socket套接字技
术，基于Socket套接字建立的网络连接给TVOS机顶盒下发
日志打印开始指令、日志打印停止指令以及接收回传的日志

看日志文件大小，如图4、5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日志文件大小一直在增大，日志在持续
不断的打印中。技术人员在前端输入日志打印停止指令：
Please input here:-e 192.168.3.102

文件。
1.2.2 前端逻辑流程
前端侧运行逻辑流程如图3所示。
1. 读取技术人员输入的机顶盒号或机顶盒IP地址和
指令。

开始

2. 根据机顶盒号或IP地址将指令传输至对应的TVOS机顶
盒。若指令是日志打印开始，则转到第5步；若指令是日志打
印停止，则转到第3步。

输入指令

3. 下发日志打印停止指令后，开始接收回传的日志
文件。
读取指令

4. 接收日志文件完毕。
5. 前端侧运行结束。

下发指令

2 日志系统优点
对于在用户环境报修的业务问题，无需运维人员上门配
合技术人员抓取日志文件，技术人员可以使用日志系统直接

结束

打印开始
指令

指令分析

打印停止
指令

实时远程获取日志文件，大大节省了运维人员时间，也大大
缩短了技术人员解决问题的时间。

接收回传日志文件

对于某些需要运维人员在用户环境复现业务问题的场
景，也只需运维人员操作下复现步骤，技术人员即可实时远

接收完毕

程获取到日志文件，无需运维人员抓取日志文件再传回，可
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运维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
结束

3 日志系统应用
本 文 基 于 苏 州 有 线 4 K T VO S 基 本 型 机 顶 盒 研 发 日 志
系统Demo版，验证远程实时获取机顶盒日志文件技术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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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流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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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时又费力。为提高运维人员和技术人员的
工作效率，本文基于TVOS机顶盒开发了一
图4

个日志远程实时获取系统，无需运维人员上

第一个5秒日志文件大小

门且用户无感知的情况下技术人员即可实时
获取日志文件，或者只需运维人员上门操作
复现步骤技术人员即可实时获取日志文件，
图5

大大提高了运维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效

第二个5秒日志文件大小

率，且在最短时间内为用户解决问题，对国
内广电网络同行分析此类问题起到一定的参
考意义。
图6

机顶盒侧没有了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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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安全隔离策略的智慧广电
网络云平台架构的分析
冯会明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710061)

针对智慧广电网络云平台建设在数据安全隔离方面的考虑，
本文将依据当
【摘 要】云平台是智慧广电网络建设的重要内容，
前信息网络技术前沿的先进理念，
结合业务需求、
建设成本，
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复杂度、
运行维护的便捷性等因素，
对
多区域模式下智慧广电网络云平台的安全隔离架构进行分析，
以找到最优的云平台技术架构方案。
【关键词】云计算，网络架构，最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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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Cloud Platform Architecture
Based on Regional Security Isolation Strategy
Feng Huiming
(Shanxi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Media <Group> Co., Ltd, Sh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Cloud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data security
isol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cloud platform,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ecurity isolation architecture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cloud platform under multi-region mode according to the advanced concept of current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construction costs, technical complex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onvenience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other factors, the security isol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cloud platform under the multi region mode
is analyzed to find the optimal technical architecture scheme of the cloud platform.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Network architecture, Optimization method

0 引言
在媒体、网络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整个广电行业的格局
正发生深刻的变革，广电网络也正处于由传统有线电视网络

计，支撑云平台规划与建设；通过最优化方法理论与实际云
平台架构方案选择实践相结合，对比云平台不同业务隔离方
式，进行最优化方法论的建模，构建最优化方法论模型；通

运营商向“全产业链布局、媒体融合运营”的智慧广电网络

过工程最优化数学方法理论研究，将多区域架构方案的选

的转型状态。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技

择，抽象为工程最优化的数学问题，建模求解。通过选取现

术，为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提供了新动力，为构建以云网融合

有条件下的最佳方案，进行相应的设计。

为特征的智慧广电网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创建广电网络
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指明了方向。

1 技术发展状况

本文将对基于多区域的智慧广电网络云平台数据安全隔

云计算的出现是互联网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以云服务

离架构进行分析研究。通过统筹需求、业务标准、投资、技

为理念，重新定义基础资源、平台和软件，克服了传统IT架

术复杂度等相关要素，进行云平台隔离架构模式选择及设

构下资源无法实现共享、对新业务响应速度慢、建设运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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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等缺点，通过全新的云化架构，大幅提升了资源利用效

云平台支持云内系统分级灵活部署。

率，提高了响应的敏捷度，降低了成本，进一步释放了生产

安全类需求。结合各业务特点及安全性要求，云平台须

力。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纷纷提出转型需求，将云服务与网

按照国家计算机等保等相关安全标准建设。支持根据不同业

络融合提升到战略高度，并开始不断进行云网融合的相关实

务需求进行系统部署与访问、资源管理与调度等安全管控。

践。云网融合是将通信技术和IT技术深度融合，使得传统上

针对业务系统内部访问，云平台须支持业务系统隔离，业务

相对独立的云计算资源和网络设施融合形成一体化供给、一

系统内部访问与控制；针对用户服务访问，云平台须支持

体化运营、一体化服务的体系。当前云网融合已成为云计算

互联网源外部访问及安全管控；针对业务系统对接及数据中

的必然趋势，并已开始应用。

心间的数据共享，云平台须支持云内系统隔离区间的访问控

目前云计算的体系架构大致分为开源架构体系和闭源架

制；外部专线、专网对接与访问控制。

构体系两种。开源架构是以“OpenStack”为基础，由各厂商

3 云平台安全隔离技术手段及方案

在开源代码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对部分组件、接口等进行
优化和私有化，形成成熟商用产品。它具有可开发程度高的

目前云平台上业务的隔离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区域

优点，但该架构依赖开源社区和基金会提供版本迭代，连续

隔离、可用区隔离、虚拟私有云隔离。区域（Region）隔

性和兼容性较差，产品成熟度依赖厂家研发能力和投入，并

离是云计算通常采用的隔离方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不

有一定风险被其它全新架构取代。闭源架构则是完全自主开

同的Region需要匹配建设各自独立的出口、内部网络、管

发的虚拟化体系，多为公有云头部厂商独立开发，可支撑超

理、资源池以及安全，Region间通过网闸等安全设备进行

大规模部署，但站在应用方的角度，存在私有化程度相对较

隔离，是云内最高级别的业务隔离。可用区隔离（AZ，

高的风险，二次开发困难。

Availability Zones）属于Region下的次级组成单位，一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云计算虽然提供了云化的服务能

Region可由多个AZ可用区组成。不同AZ共享云平台出口、

力，但并不影响它为不同的应用场景需求匹配不同的技术

核心网络设备、安全等资源，只是按业务在计算、存储设

特征。主要包括计算能力、I/O、存储、稳定性、安全性等

备上进行区分隔离，安全隔离级别和投资适中。虚拟私有

方面。

云（VPC，Virtual Private Cloud）隔离是云平台内部定义的

2 需求分析
当前，云计算技术发展迅猛，它的建设紧密围绕私有
云、行业云等不同业务需求，通过梳理分析各自业务系统的

逻辑隔离区域，每个VPC就是一个安全域，可由用户掌控
并隔离VPC中的资源。不同VPC共享云平台的计算、存储、
网络和安全等设备资源，通过VPC能保证一定的安全隔离
要求。

特点及其对基础云平台的需求，结合云平台安全性要求、统

从建设成本、运维管理成本、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考

一运维管理及后续灵活可扩展性需求，抽象、分类、汇总出

虑，云平台建设应避免资源池分散、隔离；从安全角度考

以下具体技术需求点。

虑，不同业务存在不同的物理隔离要求和安全要求，需要云

资源承载需求。资源承载为各业务通用性的需求，需要

平台匹配从物理到逻辑的不同级别的安全隔离保护。结合具

云平台提供基础业务平台支撑能力，包括基础的计算、存

体业务需求，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项目投资及安全性要

储、网络等资源。同时，支持基于各业务系统需求，灵活、

求，可在架构上进行多Region设计，然后在单个Region内部

定义、配置具体的资源。

根据业务分类，进行AZ及VPC的划分。

架构及部署需求。各业务系统因自身技术架构、实际业

单区域方式，云平台及承载的各行业各业务系统，在逻

务及安全性要求对融合云需求不尽相同。对应到云平台，需

辑上使用一个Region承载，所有业务系统共享网络、出口、

要云平台支持分布式部署、多数据中心互访。对于私有云，

安全管理服务、计算与存储资源等。双区域方式，根据相关

作为企业自用基础资源支撑平台，承载各业务系统。因各业

行业技术特点与技术要求，构建特定的行业云，如融媒体、

务系统定位、服务对象与要求、安全级别不一样，要求云平

医疗、能源、物联网等，建设两个独立Region分别专门承载

台架构支持多地、多系统、多种技术架构下的灵活部署，及

内部业务、外部行业云业务。在服务区内，可结合具体业

安全可靠的系统间管控策略。对于行业类，涉及各行业专有

务需求，利用AZ或VPC进行隔离。Region间可选择物理隔

业务类型多，业务及应用系统数量多、分级分类多样，要求

离；也可利用网闸等设备建设数据交换区，保持逻辑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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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域方式，除建设专门承载内部业务的Region外，根据相
关行业技术特点与技术要求，针对特定的行业，建设单独的
Region。如融媒体Region、医疗Region、物联网Region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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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策略组数的计算方式如下：
1. 单Region：在15组隔离区域里，任意2组隔离区域相互
2
隔离，根据抽样组合公式，组合数为：C15
=105。

虑到三Region为双Region的扩展，后续四Region为三Region的

2. 双Region：内部业务使用Region，约4组隔离区域；融

扩展，为简述原理，多Region方式下，本文仅讨论三Region

媒体业务与医疗业务共用一个Region，约11组隔离区域。根

模型。

据抽样组合公式，组合数为：C 24+C 211=61。

考虑到Region技术实现方式，新建Region需另外建设独

3. 三Region：内部业务、融媒体业务、医疗业务分别使

立的网络、安全设备、计算、存储资源、云管理软件等资

用一个Region。根据抽样组合公式，组合数为：C 24+C 23+C 28=

源。方案比较见表1。

37。
在策略故障损失方面，根据设备标称的可靠性，一般为

4 基于区域安全隔离的云平台架构优化算法

99.9%，即认为隔离策略的无故障工作时间为99.9%，隔离区

对于云平台技术架构，考虑到三种Region架构方案各有

域的策略点的配置，会增加系统配置风险。

优劣点，可在投资、人员、成本、安全策略数等维度，通过

结合三种Region实现方式梳理的架构方案见表2。

最优化数学模型选择最符合实际需求的技术方式。

在表2中，安全人力成本为20万元/人•年；策略故障损

在 投 资 方 面 ， 随 着 R eg i o n 增 加 ， 会 带 来 核 心 交 换 网
络、安全设备、管理及开销的增加，此类增加的投资，为

失费用标准为20万元/次，包括处理费用及预估的业务赔偿
费用。

变动投资。经过初步测算，基础核心交换、安全、管理

增量投资（x 1）根据技术方案，需要采购的核心交换、

及开销投资约200万元，每增加一个Region投资会增加约

安全、管理及开销设备等；安全维护工程师（x 2 ）根据架

150万元。

构方案不同，配置的人数不同。具体人数根据实际确定，

安全人力成本主要指安全维护工程师的人力成本支

一般不超过5个人。安全管理人力成本支出为20x 2 万元；隔

出，根据初步测算，安全人力成本约为20万元/人•年。随

离策略组数（x 3 ）根据选择的Region方案不同而不同：单

着Region的增加，安全策略边界更加清晰，不同安全策略

Region 105组策略，双Region 61组策略，三Region 37组策

的应用，能节省部分人力成本。经初步测算，单Region需3

略；根据连续不间断工作时间要求，策略故障为0.365x 3 /

名安全维护工程师，双Region、三Region仅需2名安全维护

年，策略故障造成的损失为7.3x3万元。因此，得到以下判决

工程师。

模型：

在安全策略组方面，根据业务隔离的需求进行分类，共

f (x) = x1+20x2+7.3x3

有3类，分别是内部业务、融媒体业务、医疗业务。根据业务

考虑到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都是线性函数，所以将该最

规模，假设融媒体业务预估约3组隔离区域；医疗业务约8组

优化方案选择的问题，抽象为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如下式

隔离区域；内部业务约4组隔离区域。不同Region架构下，安

所示。

表1

Region方案比较

方案

优点

缺点

单Region

调度灵活性较高、资源复用性高、投资相对较低

安全性一般

双Region

调度灵活性相对较高、调度灵活性相对较高、
资源复用率较高

不同行业云业务共享云平台网络、安全、计算等资源，
安全策略配置较为复杂

三Region

自有业务和各行业可根据需求部署在不同的Region，
具备较高的安全性

资源复用率较低，投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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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种Region架构方案

指标

单Region

双Region

三Region

备注

变动投资（万元）

200

350

500

核心交换、安全、管理及开销

安全人力成本（万元/人·年）

20

20

20

安全维护工程师（人）

3

2

2

隔离策略组数

105

61

37

策略故障损失（万元/次）

20

20

20

min f ( x ) = x1 + 20 x2 + 7.3x3

s.t. 0 ≤ x1 ≤ 2000


0 ≤ x2 ≤ 5


0
≤ x3 ≤ 100

长期的实践检验表明：单纯形法是一种比较实用而有效
的方法，是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
本模型采用单纯形法计算目标函数的最小值，基本思路

5 三Region方案设计简述
RegionA承载广电自有业务；RegionB承载甲行业业务；
RegionC承载乙行业业务。各Region独立出口、网络、计算、
存储、安全管理与服务等功能。广电可发挥自有优势，可按
需通过网闸等安全设备对接RegionB，向甲行业提供相关服
务。乙行业业务具备较高的安全性需求，须与其它行业系统
及应用保持物理隔离。逻辑图如图1所示。

是：首先将可行域（0≤x1≤2000、0≤x2≤5、0≤x3≤100）

对于Region内部，整体采取分域的扁平化架构设计，分

画在三维坐标系中，然后画出目标函数通过可行域的一个等

为三大逻辑区：外部访问区、内部云网融合区、内部云服务

值面，沿负梯度方向移动该等值面，当该等值面离开可行域

区，架构如图2所示。

时的函数值就是目标函数的最小值。
根据单纯形法，目标函数最小值为当经过（0，0，0）时
的函数值，为0。
因单Region方案取值点不在x 3 的可行域内，所以方案

外部访问区主要包括对外访问需求，如互联网访问区、
专网区、云间/数据中心间区等。
内部云网融合区，可采用SDN网络构建高度自动化的网
络连接区。

不做考虑。同时，目标函数等值面沿负梯度反向移动时，

内部云服务区包括：基础IaaS层所需的计算、存储资

在三维可行域内，先经过双Region方案的取值点（350，

源，有管理、安全设备专区，用于云资源的安全防护、调

2，61），然后经过三Region的取值点（500，2，37），

度、管理、运维等。

即目标函数在三Region方案处的值小于双Region方案的
取 值 。 所 以 三 R eg i o n 方 案 为 该 模 型 下 三 种 方 案 中 的 最 优
方案。

当前，基础电信运营商纷纷提出转型需求，将云服务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网络融合提升到战略高度，并开始不断进行云网融合的相关

1. 上述要素、数据为建模测算数据，实际值取决于特定

实践。广电网络也处于向智慧新广电的战略转型中，除了传

环境下的特定场景。
2. 该最优方案为特定场景下的建模结果，现实中，安全
往往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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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电视宽带业务外，也在积极拓展新的业务主航道。规
划、建设“云网一体”融合云平台，利用云网融合，构建广
电基于云网一体的支撑敏捷的云化技术架构，能有效赋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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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云平台逻辑架构

图2

Region内部架构

电网络转型及业务发展。
本课题通过将广电网络云平台技术架构的选型问题抽象
为理论数学问题，最终在三种解决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案，基
本实现较低成本下较高安全性的架构方案。
考虑到是实际需求及条件约束的不同，本文根据最优化
建模方法得出的架构方案的适用性根据实际需求有待进一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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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索将机器人巡检技术引入数字电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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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obot inspec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the DTV service, which can provide a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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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dvantages of the inspection.
Keywords Digital TV,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 inspection,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0 引言
中国电子学会将机器人划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专业机器人)三类。智能巡检机器人是特种
机器人（专业机器人）的一种，指的是基于感知、认知、执
行三个核心要素，在某种特定环境（高危、艰苦、人工作业

电视前端机房巡检多采用人工巡检方式进行，通过对机房环
境动力设施、设备运行、业务运行等方面进行周期性巡查和
检视，发现设备运行故障或故障隐患。由于数字电视业务的
特殊属性，系统构架呈现多节点、分布式、高冗余的构架，
省级数字电视前端普遍存在设备高度集成化、信号传输类型

有短板）进行智能化巡检的应用型机器人。目前，智能巡检

多样化、信号处理复杂化以及数量庞大化的特点，运维巡检

机器人主要应用行业为电力、数据中心机房、城市综合治理

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支撑，投入成本与巡检频次成正比，直

等领域。面向数字电视业务的巡检机器人，从行业发展来看

接影响了保障水平。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方面的实际商业应用远远落后于其他
行业巡检机器人。

针对现阶段人工巡检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提升
机房智能化运维需求，华数前端探索引入智能巡检机器人

数字电视前端运维涉及机房基础设施、信源接收处理系

辅助人工巡检，尝试利用机器人完成重复性较多的简单工

统、播出系统、播出辅助系统等软硬件设备维护，当前数字

作，并将机器人巡检采集的数据纳入华数前端综合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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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处理，从而形成智能化运维闭环。本文探讨在符

1. 机房基础设施巡检：温度、湿度、气体、环境异物等
环境参数记录及检查；UPS、电力、空调等基础设施巡检。

合安播要求的前提下，将机器人巡检技术引入数字电视直

2. 设备状态检查：接收机、编码器、复用器、IPQAM、

播业务，为提升数字电视前端机房运维效率提供一种解决

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的工作状态检查。

思路。

3. 业务状态巡检：数字电视节目、节目单、广告位等业

1 现状分析

务运行情况检查。

数字电视前端机房日常巡检工作涉及机房基础设施巡

4. 系统运行巡检：设备网管界面查看，系统网管界面查

检、设备状态检查、业务运行状态巡检、系统运行巡检等内

看，对系统告警及日志进行分析判断。

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上述工作目前通过人工眼/耳观察或使用手持式信息采集

表1
巡检项目

机房基础
设施巡检

设备状态
检查

业务状态
巡检

︳有线网络 传输覆盖

数字电视前端机房日常巡检标准及规范

巡检内容

巡检方式

巡检频率

判断为正常的标准

机房内温度是否正常

看

每天

夏季23℃+2℃，冬季22℃+2℃

机房内湿度是否正常

看

每天

45%～65%

机房室内有无水患

看

每天

地面、墙体均无水浸

机房室内地面风口是否送风

感应

每天

有风送出

机房内有无烟雾冒出

看

每天

无烟雾冒出

机房内有无烧焦气味

闻

每天

无烧焦气味

UPS面板显示是否正常

看

每天

面板无报警显示

列头柜、配电柜有无报警

看及听

每天

无报警提示

空调面板有无报警

看及听

每天

无报警提示

设备指示灯状态有无异常

看

每天

设备指示灯显示正常

设备有无传出异常报警声

听

每天

设备无报警蜂鸣声

设备面板显示信息有无异常

看

每天

设备显示信息无异常

机顶盒翻看数字电视节目播出是否正常

看

每天

无音画不同步、无黑场、无静帧等故障

机顶盒翻看数字电视节目单播出是否正常

看

每天

节目单显示与在播节目一致

机顶盒翻看数字电视DVB广告播出是否正常

看

每天

广告位在播，无空缺

设备网管界面查看

看及操作

每天

报警查看及分析

系统综合网管界面查看

看及操作

每天

报警查看及分析

系统运行
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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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结合视频监控、设备报警情况进行巡检。表1梳理了当前

成。其中，机器人本体包括移动巡检机器人和业务状态巡检

数字电视前端机房日常巡检标准及规范。

机器人两种类别，分别实现机房环境、空调动力、设备状态

经过梳理可知，机房基础设施巡检和设备状态检查主要

巡检，以及直播业务状态巡检工作。机器人本体数据采集、

是对各种参数指标进行采集读取，可利用集成高清相机、红

数据适配、存储处理、应用展示依托后台管理系统实现。系

外热成像仪、温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有害气体传感器

统架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等信息采集设备的移动式智能巡检设备进行监测；业务状态

巡检机器人通过局域网与管理后台进行数据、图像、视

巡检主要是利用终端机顶盒翻台完成，有少量人工判断，可

频交互，管理后台实现任务部署、状态监控、远程遥控、数

利用集成AI技术的智能巡检设备遥控真实机顶盒，对终端播

据分析、报表管理、日志管理及智能报警预测等基本功能。

出的完整性、可用性进行巡检；系统运行巡检主要是系统网

巡检机器人本体负责采集数据，需要将环境参数、图

管界面查看、报警分析及故障判断，涉及大量人工甄别，目

像、视频、机房模型、机柜模型、数字电视在播节目信息、

前较难依托机器人完成。

节 目 单 、 DV B 广 告 等 作 为 系 统 数 据 源 输 入 ， 支 持 各 种 标

本次巡检机器人功能设计主要解决机房基础设施巡检、

准协议；采集数据通过各种接口适配接入数据库服务器，
作为数据存储层存入相关数据库，数据库对外访问提供统

设备状态检查以及业务状态巡检中的工作内容。

一接口；数据处理服务器可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发

2 巡检机器人功能设计

布服务器作为数据应用展示层将系统提供的功能模块如环

2.1 系统总体架构

境巡检、设备状态巡检、直播业务巡检等对用户提供界面

巡检机器人系统主要由机器人本体和后台管理平台组

接口。

移动施巡检机器人
机器人后台管理系统

现网机顶盒A

数据发布服务器
HDMI

业务巡检机器人A

业务巡检机器人B

网管交换机

业务交换机

数据处理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HDMI
数据采集服务器

现网机顶盒B

六类网线
无线网络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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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巡检机器人本体

︳有线网络 传输覆盖

现异常会以截屏/抓包/录像方式记录，并声光报警提示运维

数字电视前端机房智能巡检机器人以业务用途不同可分

工程师。

为两类：移动巡检机器人和直播业务巡检机器人。移动巡检

3 巡检过程

机器人负责机房基础设施巡检和设备状态巡检，采集内容
包括温湿度计读数、烟感读数、UPS面板报警、空调面板读

在实际巡检过程中，工程师将制定好的巡检计划转化成

数、列头柜报警、设备状态、机柜位置等信息，需部署红外

机器人巡检脚本，机器人根据脚本执行巡检指令，在巡检过

检测、图像检测、声音检测、移动物体闯入检测设备等功能

程中对各项机房巡检内容进行检查并与后台设定的安全阈值

模块；直播业务巡检机器人负责数字电视直播业务巡检，对

进行比对，最终生成巡检报告提交工程师，完成巡检流程。

数字电视节目、节目单、广告位等业务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移动机器人在巡检周期完成后自动回桩充电。机器人巡检业

需部署红外检测、精细图像检测、声音检测等功能模块。

务流程如图4所示。

2.2.1 移动巡检机器人

3.1 机房基础设施及设备状态检查

移动巡检机器人具备红外热成像仪系统、可见光图像采

移动巡检机器人按照规划的路线巡检，首先对环境温

集处理系统、声音采集处理系统及移动物体闯入报警系统，

度、线路刀闸、机柜、设备电源等进行红外成像在线测温，

可实现状态监测、数据/图像采集、报警发送等功能。图2所

同时将采集数据回传后台服务器；然后通过对采集图像预处

示为移动巡检机器人外观。

理，识别出被监测设备，将该图像与上次采集图像进行差分

移动巡检机器人可根据运维工程师预先设定的任务，自

图像分析、累积图像分析、

动进行全局路径规划，通过携带的各种传感器，以自主或遥

区域标识、纹理描述等处

控方式对机房基础设施进行巡检。

理，结合对应设备的参数库

2.2.2 直播业务巡检机器人

确定设备信息，如果识别为

直播业务巡检机器人从大网机顶盒直接获取视频内容画

仪表则记录读数；同时机器

面，通过遥控器脚本开展自动化运行，使用时模拟用户实际

人采用定向高灵敏度麦克风

操作来对机顶盒进行红外控制，采用AI巡检OCR技术+人脸

对目标设噪声进行数据采

识别技术，实现对机顶盒承载业务的巡检。图3所示为直播业

集，并将噪声数据通过专用

务巡检机器人外观。

无线网络传回后台服务器进

机器人可依照脚本内容7*24小时不间断自动巡检，巡检

行检测分析，根据预设的设

期间可对直播切换超时、时移功能是否可用、是否存在播出

备阈值自主判断，判断设备

质量问题等进行检查，并将结果记录在后台服务器；如发

状态是否正常，异常情况

图2

图3

移动巡检机器人

直播业务巡检机器人

转化
制定巡检计划

（巡检机房）
（对应设备）

巡检周期开始

巡检机器人开始工作

（启动周期）

移动巡检机器人回桩充电，等待下一个巡检周期

生成巡检报告

巡检过程中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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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发出故障报警；巡检过程中如果出现移动物体，首先对移

3. 播出比对检测：杭网主用播出系统与杭网容灾播出系

动物体进行录像，利用原始视频数据分析视频相对于背景运

统对比测试、杭网播出系统与区县播出系统对比测试、杭网

动的目标，提取出运动目标区域，通过声音和文本报警发出

播出系统与分机房播出系统对比测试；

提醒。

4. 直播时移巡检：时移功能是否可用、是否存在播放质

移动巡检机器人采用自适应拼接算法、图像巡检算法、
视频流巡检算法，可以对设备边缘进行识别并精确到机柜U
数分割，从而对指定U数的机柜安装设备进行巡检和管理。
巡检结果呈现界面如图5所示。

量问题、故障抓包/录像/截屏；
5. 回看录制巡检：节目更新不及时、节目录制失败、节
目播放失败、故障截图、录像。
应用场景包括而不限于直播业务巡检、前端系统检测、

3.2 业务巡检

机顶盒APK升级测试、设备到货抽测等。巡检结果呈现界面

在实际使用测试中，华数前端在播出系统RF输出、容灾
系统RF输出、区县回传等节点分别部署多个业务巡检机器
人，通过设置轮询脚本对直播业务继续巡检并将巡检结果实

如图6。

4 机器人巡检利弊分析

时传输至数据采集服务器，所有数据汇聚后存储在数据库服

受限于当前机器人巡检技术和商业转化能力，华数前端

务器，对数据处理服务器调取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并将分析

本次采用了市面上两款机器人配合完成华数直播业务巡检测

结果经由数据发布服务器呈现。业务巡检机器人巡检场景及

试，基本可以完成简单的日常巡检工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内容包括：

之处，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1. 直播频道巡检：节目播出数量是否缺失、EPG内容与

有利之处：巡检机器人采集到的各种数据，如节目播

台标是否一致、EPG时间是否准确、EPG广告播出识别、直

出数量、直播切换故障、每日设备运行状态等，可采用特

播切换失败、直播切换超时、故障抓包/录像/截屏；

定算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对比，并结合故障报警分析等人工

2. 开机巡检：DHCP、认证、升级、应用等巡检质量比

运维内容形成系统的运行状态报告，从而对系统运行状态做

对：响应时间（开机/焦点切换/频道切换/点播响应/应用安

出较为准确的分析；机器人“感知”的信息以巡检报告的形

装）、稳定性比对（首页巡检等）；

式标准化导出并汇聚进入后台管理数据库，长期的数据积累

图5

104

机房基础设施及设备状态巡检结果呈现界面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CATV

图6

︳有线网络 传输覆盖

业务巡检结果呈现界面

形成运行数据库，后期对数据库深入挖掘分析，可逐步实现

本文在数字电视日常运维中引入巡检机器人进行测

对运维发展态势的预测；对依托巡检机器人采集到的丰富数

试，在机房基础设施巡检、设备状态检查和数字电视业务

据可用于分析机房环境分布建模，呈现机房过热点和过冷

巡检等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初步探索。现阶段巡检机器人可

点、设备功耗分布等情况，并通过核心算法进行专业分析，

以辅助和替代人工巡检中的环境监测、设备状态巡视等日

优化机房环境、制冷、能耗功效，辅助实现机房环境精细化

常工作，但在故障分析、故障预测、系统运行分析以及其

管理。

他智能化运维需求中还不能满足要求，有待完善和优化。

弊端在于：目前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偏向单一，针对数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巡检机器人在

字电视业务巡检场景设计不足，从而导致需要两款机器人配

安全可靠性和成本控制上的加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合才能完成日常巡检需求，这也造成实现成本较高的缺点；

巡检机器人将会走向多种应用场合，实现更为复杂、多

集成报警采集、经验学习、分析判断、结果导向、系统运行

样的任务，其应用空间将会逐步拓展至数字电视运维领

分析等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未有商用，导致机器人不能满足

域，满足无人值守、协同操作等更为智能的运维及管理

数字电视前端机房全部日常巡检需求。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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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latform for Medium Wave Transmitting Station
Tang Six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enter,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5108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NRTA) pointed out that "smart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levant national strategic layout,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According to the planning blueprint of NRTA,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regulations on safe broadcasting in order No. 62 of NRTA,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the smart broadcasting system of station 522 of 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ent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latform for medium wave transmitter.
Keywords Standardization,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mart and safe broadcasting

0 引言
“十四五”（2021-2025年）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十四五”规划

BIM+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对广播电视的制作、播出、传输服
务的模式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深入实施智慧广电战略，推
进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研究，加快广电新

对我国广播电视行业来说，是机构改革后开启新征程、开创新

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应用，从“确保不中断、不停播”的指导

局面的重要规划，对促进我国广播电视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思想进一步升级为“为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从传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发展

统的“不出事就是安全播出”跨越到“优质高效服务支撑才

规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广电工程”“系统布局新型基础

是安全播出”，打造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安全保障运

设施”等表述，在新媒体高速发展、深入融合的今天，媒体

行体系，是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和十四五规划、推动广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播电视与新技术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的必由之路。

106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Wireless Coverage

︳无线覆盖 传输覆盖

目前无线发射台站普遍具有以下问题（见图1）：

站、智慧播出中心，实现自动化播出、故障设备在线自动切

1. 节目监测节点不全：台站节目监测多为信号源或空

换等功能。实现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网络安全、设施安全一

收信号监测，其他监测节点没有进行覆盖，无法做到全节

体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指挥调度、预警、应急处置的机

点、全流程监测，不利于故障定位与判断，缺少必要的监测

构、机制、制度进一步健全，各级监测监管平台互联互通、

手段。

资源共享和智能协同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型智慧监管体系逐

2. 发射机监控隐患：大量台站现有发射机监控由一台计

步建成，应对新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挑战的能力进一步

算机实现所有发射机的数据采集、工况实时监控、指标越界

增强。在之前传统的台站自动化监控基础上导入新技术，增

报警、按运行图开关机、发射机主备倒换等功能。计算机具

加新系统，建设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一体的

备偶发死机、需人工定期维护的特征，故障发生时，将导致

台站监控管理平台，实现无线发射台智能化、自动化、标准

全台所有发射机无法自动开关机、自动倒备机，可能造成

化的转型升级。
标准化智慧运维平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台智慧运维、

“安全播出”停播事故。
3. 其他监测功能不全：台站常规的自动化监控缺少电力

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台站人员技术水平，做到“全局、多

全链路监测与机房环境监测；缺少全景链路、音频比对、态

维、精细”化监控，同时考虑到未来技术升级、中心对接、

势感知、故障诊断等其他必要的监控手段，全部由值班人员

第三方融合，预留监控功能拓展接口与数据上报、发布功

判断和操作，增加了劳动强度。

能。建设包括链路监测、发射机监控、节目监测、环境仿真

4. 系统功能分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平台，现有系统

及电力链路监测、发射机故障诊断、三维空间监测、音频比

均为独立监测模式，各系统之间存在数据壁垒，数据无法共

对、运行管理、业务管理、设备生命周期、资产管理、人员

享，不利于平台系统集成与值班人员统一监管，不利于未来

管理、数据统计分析、态势感知、移动客户端监测等，构成

功能拓展、中心平台对接及第三方融合。

一套先进的台站智慧化监控系统（见图2）。
标准化智慧运维平台规划建设内容如下（见图3）：

5. 缺乏运维业务管理：很多台站现有监控系统仅仅只涉
及监控业务，监测数据繁琐，大量数据缺少必要的统计分

1. 平台统一：统一平台化处理，集台站设备、节目、场

析，导致数据的利用率不高，无法与运维业务相结合，无法

景实时监控、业务管理、3D可视化监测于一体，满足监、

实现“监控+运维+管理”的统一调度与一体化建设。

管、控、维一体化需求。采用B/S+C/S基础架构设计，子系统
模块可混合部署或独立部署。组态化UI设计满足个性化、差

1 标准化智慧运维平台规划

异化需求。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相关内容：建设广播电视智慧运维

2. 态势感知模块：采用故障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态势感
知，实现提前预警、诊断分析、点位判断、预案处理。

体系，推动广播电视播出、传输、发射系统自动化、网络

3. 数据分析模块：打通多个数据系统，统一数据口

化、智能化建设，实现设备、系统和动力环境网络化监测管

径，整合异构数据，实现数据分析、工作流调度和可视化

理。推进广播电视设备接口和协议标准化建设，建设智慧台

展示。

技术人员

基础设备

监测系统

数据分析

运维管理

大量台站技术
人员青黄不接，
技术水平稍显
落后

基础设备老旧，
监测节点不全

系统功能单一，
不同厂家系统无
法融合，缺乏统
一管理平台

大量数据表格化
呈现，缺少统计
分析，数据利用
率不高

运维管理繁琐，
故障难定位，
排查耗时耗力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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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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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运维分级框架

核心出口

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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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交换机

BIM+虚拟现实

物联网

无线场景化AP

多协议物联网网关
Lora、ZigBee

接入交换机

办公

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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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幅度监测
发射机控制

配电柜

馈管温度监测

馈流馈压监测

音频比对

打火拉弧监测

水浸

门离

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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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终端
切换器

处理器

精密空调

图3

红外探测

热成像

烟感

气象站

电子围栏

门禁

智慧台站规划框架

4. 三维监测模块：采用BIM技术，实现3D模型信息集
成；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三维空间监测。
5. 播出评估模块：通过感知音频质量测量实现播出节目
的客观感知评价。
6. 节目比对模块：采用嵌入式设备进行音频比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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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

节目监测

温湿度

非线性延时和传输丢包问题，自动识别传输延迟、数据抖动
情况。
7. 设备监控模块：采用嵌入式设备实现发射机监测、监
控，实现节传链路设备的远程监测、监控。
8. 业务管理模块：实现台站、资产、人员、党建、文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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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节点节目监测：对台站节目的主备路信号源、前级
切换器输出节点、主备处理器输出节点、末级切换器输出节

维护管理。
9. 动环监测模块：实现供配电设备监测，实现温湿度、
烟雾、水浸、门离、打火拉弧、气象站、安防、周界、红外

点、开路空收节点进行全覆盖监测，实现监听、监测、报警
无遗漏。
5. 节传链路态势感知：对台站播出整体链路进行态势感

等监测。
10. 移动端模块：利用微信端实现台站状态监测，完成设
备扫码、检修记录、值班抄表、出入库管理。
11. 覆盖监测模块：具有黑广播扫频、监测、监听，合法
频点覆盖效果监测功能。

2 智慧安播系统设计与实现

知，包含全链路节点音频、全链路设备、信号流水、发射机
统一界面以仿真形式实时展示，模拟台站实际链路流程，显
示当前信号实时流水走向，任意节点音频监听、监看，实时
发射机、切换器、处理器、接收机相关状态监测、控制。信
号流水与节点音频、设备控制相联动，快速直观定位链路故
障点位，实现节目传输链路全域感知。

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五二二台根据智慧广电的要

6. 发射机智能控制：采用脱离计算机系统独立工作的智

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台站系

能控制器1对1分布式自动控制发射机开关机/倒备机，并具备

统，整个系统监测范围尽可能做到“广、全、多”，并以自

掉电状态记忆来电重启相关发射机的功能，减少计算机崩溃

动化监控系统为基础，采用相关技术将发射台监测、台站监

节点对安全播出的影响。同时监测硬馈全节点温度状态和发

控管理、运维业务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播出系统的安全

射机载波功率、调幅度值，优化台站监控内容。

保障水平，适应于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智能一体化

7. 防错播插播音频比对：采用嵌入式音频比对设备对主

建设趋势，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技术对传统发射机房进行智能

路卫星信号与主路光纤信号进行比对，对入机信号与开路信

化、网络化监管，通过“全域采集、多维监管、预前告警、

号进行比对，进行音频信号采集、信号解调、特征比对、延

智能诊断”的手段，建立一套技术先进、功能齐全、反应快

时处理、数据分析，同时精确检测多组广播信号的相似度和

捷、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为一体的广播电视安播监管运

音频特征，有效识别和防止错播、插播、空播等异常播出。

维体系。

采用模拟/数字音频原数据直接比对，减少编码解码失真，提

1. 建设自台综合监控运维管理平台：自台统一平台化管
理，实现监、管、控、维一体化集成，实现发射机实时监测

高监测精度，以及解决远程应用中的信号传输丢包、网络传
输延时、带宽等问题。

指标、实时节目流数据、环境电力实时监测数据、节传链路

8. 动环监测：实时监测台站高压柜、低压柜、配电柜、

设备、天馈监测数据、指标实时告警数据、历史统计分析存

直流屏等供配电设备的状况，在电源出现异常时进行报警提

储数据与系统配置（包括设备、节目、授权、用户、值班、

示和数据记录，在发射台站各主要技术用房（配电室、发电

交接班等）数据的统一管理，并实现系统内所有服务器、客

机房、发射机房）布置温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等物联网

户端、采集器、控制器的时间统一校时。

传感器，实现环境监测数据无线传输。

2. 节目传输数字化改造：发射台原有信源为模拟信号，

9. 调配室监测：对台站天调室通地棒、塔接地、水浸、

模拟信号受到噪声的影响较大，抗干扰性也比较差，随着传

天调室门开关状态进行集中监测，对匹配网络易拉弧点进行

输距离的增加，噪声累积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传输质量恶

打火拉弧监测，对天线馈流馈压进行监测，对铁塔底座进行

化。信号传输链路数字化改造是将信源接收设备均更换为数

安防视频防入侵监测。

字接收设备，同时利用数字应急切换器和数字处理器实现台
站节传数字化调度，减少模拟信号传输节点。

10. 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展示：利用数据管理中心实现对
数据的综合分析和交互，将从综合监控管理平台上传的数据

3. 信息数据网关：采用信息数据网关实现设备监控网

进行整合、采集、分析，结合实时数据与虚拟实景，对重点

络、节目流网络与业务管理网络之间的网络隔离、端口隔

关注信息进行提取，采用可视化界面将重点关注信息集中展

离、数据隔离，杜绝外部直接访问前端设备。采用数据主动

示，对节目进行安播统计，监测满功率、满调制度、满时长

上报、私有协议转换、身份权限认证、数据加密认证等手

等重要信息。

段，实现重要数据单向传输，隔离外网对内网的访问，在保
证内网安全的同时，实现内网数据安全的对外发布。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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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集成，对台站全景、发射机房、低压配电柜、高压配

域可感知、虚拟化、智能化目标，提高安全播出质量，降低

电柜进行3D建模，对信源机柜设备、发射机、配电柜进行建

播出故障时间。

模，1:1还原设备位置与实时工况，快速精准定位故障设备和

1. 铁塔安全感知：通过在塔上安装各类传感器对铁塔自
身倾斜、摆幅等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分析铁塔健康状况，实

操作。
12. 发射机故障诊断：根据综合统计分析对发射机故障进
行专家诊断，将被诊断设备的一些可测量的实时数据与正常

现铁塔动态安全检测，降低维护成本，对各种安全隐患提前
预警，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运行时的参考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系统是否存在故障，

2. 播出质量客观评价：通过多通道音频质量后期统计分

若存在故障，则进一步给出故障发生源的位置、相关原因，

析，按照《感知音频质量的客观测量方法》对台站播出质量

并给出相对应的应急措施和处理建议。

进行客观分析、评价、打分，直观了解频点健康度。

3 未来标准化智慧运维平台内容拓展与展望
标准化智慧运维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是将台站的软硬件
进行全面数字化信息化，通过完善数字化模型，加强数据的

3. 移动客户端监测：实现手机、平板等移动客户端（微
信端）的台站自动化系统远程监测，实现微信软件对台站监
测设备的同步监看。与业务管理系统对接，实现巡更、抄
表、检修、二维码查询等业务管理功能。

分析挖掘，使智慧运维平台变成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人指

4. 热成像监测：采用高精度红外热成像仪对天调室调配

导台站各项工作。要实现这个目标，智慧运维平台仍有较大

网络与室外变压器进行监测，直观反映连接点、接线桩、散

的拓展空间（见图4）。

热片的温度变化，能对视频图像中的目标进行自动监测、

3.1 完善台站自动化监测、运维体系

识别和分析，可设置温度范围，对温度超出阈值进行报警

针对智慧安播运维管理体系的特点，广播电视监管技术

提示。

应该能够充分体现出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特征，同时

5. 黑广播监测：可以动态监测各频点的场强、载噪比、

必须构建相对完善的监测体系，以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及数

调幅度（调制度）、音频幅值、频率等指标，本地存储并实

据的准确采样。采用成熟的自动化监控系统，完善自台的监

时上传管理中心；可设置报警门限、频率等，对指标越界进

管能力，简化控制流程，降低值班人员的运维压力，保障运

行报警；可全天候进行全频段扫频，发现并锁定非法频率，

行安全，保障信号的安全播出，实现节目传输、发射过程全

向管理中心实时推送监测信息；在网络条件允许时，可上传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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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信号，用于中心监听监看存储。

业务协同服务、统一消息服务、统一检索服务、智能报警服

3.2 健全线上运维业务管理

务、决策支持服务、数据挖掘服务、业务视图分析展示、台

台站的数字化建设除了物理维度上的设备数字化、信号
数字化和监控数字化以外，还需在逻辑维度上实现经验数字
化、处理预案数字化、流程数字化和运维管理数字化。

站统一指挥调度等功能，实现设备、告警、节目、业务、停
播率与可用度等信息的多维度统计。
3. 风险态势感知：利用数据的综合分析和交互、整合，

1. 二维码运维应用：采用二维码技术建立全数字化机

结合数学模型，深度挖掘设备的相关数据，结合利用率、故

房，各设备1对1专属二维码，进行设备信息查询与事件记

障率等指标，为系统维护提供辅助性决策建议结合数据分

录，可与检修、巡检、值机、抄表结合，实现数字化运维

析，对易发生故障的节点编制健全的应急预案，做好故障的

管理。

修复处理。

2. 资产信息管理：采用互动技术手段来实现对资产配置

3.4 构建全省故障诊断专家库

信息的可视化管理，提供以可视化方式进行分级信息浏览和

故障诊断平台对被诊断设备的一些可测量的实时数据与

高级信息搜索的能力，提升资产数据的可用性、实用性和使

正常运行时的参考数据进行多维比较分析，实现数据挖掘分

用效率。

析、深度学习，并根据专家库进行研判预警与故障定位，给

3. 出入库管理：以工作流的形式实现对备品备件的入库
管理、出库管理，扫码式进度汇报，以二维码、RFID等自

出相对应的应急措施和处理建议，辅助人员排查故障，对智
慧广电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动识别技术应用为特点，实现设备一物一码信息化管理，实

1. 故障辅助定位、预警分析：基于设备的当前信息和历

现设备入出库登记、申请、审批等功能，减少原始纸质化流

史信息，对发生故障原因进行分析判断，预测故障趋势，通

程，提升部门间、员工与部门间的协同能力，实现备品备件

过设备数据的分析与预测，可以了解设备的运行现状，结合

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既确保正常供应，又科学安

设备的年限和以前发生故障的节点、原因，判断设备状态，

排库存，减少冗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做好报警、故障辅助定位服务。

4. 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可全程追溯每个设备的完整生命

2. 调度任务优化分析：通过对易发故障点的分析、报警

周期，精准跟踪每个生命节点的变化轨迹，统计和分析资产

信息的判断、业务数据的判断，制定应急预案，可在故障出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资产状况数据，实现对资产配置信息的

现时提供应急预案指导，使技术人员能够更快地解决问题，

可视化管理。结合实时数据与检修、故障记录，可对设备进

保证安全播出。

行健康度评价。

3. 全省故障库管理：通过各台站、厂家不断丰富各类业

5. 重保期维护：利用数据归一化处理，对人员、设备、

务相关规定、制度、标准等文档，形成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

应急、保障、协调等节点风险评估，做到预案、演练、检查

累和迭代，逐步打造各类专家库，实现各项业务知识的有效

在线编辑与调整和中心统一调度，满足安全播出检查管理。

共享。

3.3 强化数据分析、提高数据利用率

4 结束语

强化数据分析可实现监控系统、监控数据的价值最大
化，真正改变监控数据孤岛现象，集成数据归一化汇总、数

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五二二台智慧安播系统建成使

据存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功能，提供平台运算、预警提

用大半年，系统功能齐备、运行稳定，实现了安全播出业务

示、统计分析、信息发布等服务，切实提升监控管理水平，

从人工监测到智慧化监管，满足了发射台的技术需求，提高

做到实时数据、虚拟实景、数据统计、业务管理、技术资

了安全保障水平，降低了机房技术人员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

料、预警分析等多维度可视化展示。

力。下一步，将通过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打造标准化

1. 数据多门户呈现：利用手机、平板等移动客户端进行
数据共享与监测，采用分级权限配置与单向数据传输管控，
实现微信软件对台站监测内容的同步，使运维不再受地域和
空间的限制，并实现多门户内容定制功能。
2. 数据多维分析：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对各种数据进行
多维分析、特征分析、在线实时分析、趋势预测分析，做到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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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发挥高新技术优势，赋能基层台站运维工作是无线发
射台站智慧运维系统建设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通过

伴随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体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广播

RFID技术在无线发射台站设备运维管理中的应用介绍，提

电视行业的运维保障能力正面临全媒体时代的多重挑战和

供了一种物联网技术在台站智慧运维系统建设过程中的应用

技术升级带来的战略机遇。广电行业转型升级对安全播出

思路。

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建设智慧化的运维系统是完善新形势
下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如何将大数据、
物联网等高新技术运用到传统无线发射台站运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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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FID技术简介
RFID是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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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是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通过无线射频方式进行非

中心。根据使用结构和用处的不同，无线发射台站设备

接触双向数据通信。RFID 技术作为物理世界与IT信息系

物联信息服务系统中主要使用的读写器分为RFID 智能手

统的桥梁，可以将每个运维对象的日常管理活动与业务系

持终端和RFID门禁系统。RFID智能手持终端主要用于完

统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实现运维对象的自动化信息数据

成所有物联运维设备的物联配置、人工盘点和盘点定位

服务。

等工作。RFID门禁系统主要用于完成所有物联运维设备

1.1 RFID技术特点

的智能出入管理，实现在运维区域内自动识别设备的移

1. 具备一定的穿透性，非接触式数据采集

动轨迹。RFID门禁系统和RFID智能手持终端样例如图1

RFID能够穿透纸张、木材和塑料等非金属或非透明的

所示。

材质，并能够进行穿透性通信。相比条形码的无障碍近距

电子标签又称射频标签、应答器、数据载体，是RFID

离扫描，RFID技术极大地增强了系统对运维对象的信息收

技术的载体。电子标签主要由耦合原件及芯片组成，每个标

集、交换与跟踪能力，无需走到运维对象RFID 的正前方

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内部有用户可写入的存储空间，

位置，只需在任何有效距离内，即可立即获取到所有粘贴

附着在运维设备上标识目标对象。根据标签的供电方式不

RFID的运维对象信息，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有助于动态化

同，电子标签分为有源电子标签和无源电子标签。有源电

管理。

子标签内部装有电池，能够识别的距离较长，但是体积较

2. 快速并发扫描

大，无法做成薄卡的形式，而且需要定期更换电池，价格

不同于条形码扫描设备一次只能在条形码正前方扫描一

较高，不适合无线发射台站设备运维管理使用。无源电子

次，RFID信息的读写设备可以同时读取多个RFID标签数据，

标签不含电池，利用读写器发射的电磁场能量作为自己的

快速解析出RFID中包含的多项数据信息，比传统红外扫描方

能量，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等特点，虽然发射距

式要快100倍以上。

离不及有源电子标签，但是比较适用于设备管理方面的

3. RFID标签信息容量大
和传统的条形码、磁卡等数据存储介质相比，RFID标签
可存储的数据量大大增加，可高达1K甚至更大的容量。

需求。
数据管理系统将所有物联运维设备的信息收集汇聚，
并进行设备物联化、信息化、可视化、智慧化的运行维护

4. 密码保护机制

管理。可以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内的智慧定位、智慧运维、

RFID标签的数据存取具有密码保护，识别码独一无二，

业务监管，以及运营管控。针对设备全生命周期内的各类数

无法仿造，这种高度安全的保护措施使得标签上的数据不易

据，进行大数据汇聚、大数据分析、大数据预警和决策、大

被伪造和篡改。

数据信息发布等，并支持从多个定制定向的分析维度对设备

5. 防撕/防转移技术

进行精细运行维护和预警报警。

选用防撕防转移技术的RFID具备自毁机制，无法进行二
次使用，有效杜绝将RFID标签偷梁换柱粘贴到其他运维对象
上的情况。
6. 耐久性强
传统条形码的载体是纸，因此容易受到污染；RFID标签
的设计对水、油和化学药品等物质具有很强的抵抗性。
7. 可塑性强
RFID体积小型化、形状多样化，针对金属设备可以采用
抗金属标签，塑料设备可采用普通标签等。

1.2 RFID系统组成
完整的RFID系统由读写器(Reader)、电子标签(Tag)和数
据管理系统三部分组成[1]。
读写器是将标签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或者将标签需要存
储的信息写入标签的装置，是RFID系统信息控制和处理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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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门禁和RFID智能手持终端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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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线发射台站设备物联信息服务系统

系统功能逻辑架构如图3所示。系统通过业务控制引擎和
数据服务引擎，提供数据采集、元数据管理、数据挖掘、预

设 备 物 联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采 用 先 进 的R F I D 技 术 、 移 动

警提示、权限控制、业务配置、智能运维、盘点和报表等服

计算技术、无线数字通信技术等，给台站设备配备数字身

务，完成台站设备运行状态智能运维、设备运维巡检盘点以

份证，实现被监管设备的全面物联化、互联化、信息化、

及设备物联定位等工作。同时，系统兼容已有的OA、财务、

可视化，真正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内的智慧定位、智慧维

ERP、Excel等原始设备数据，并支持与上级运维系统和OA系

护、业务监管以及运行管控。同时，针对每个配备了数

统的数据互联互通。

字身份证的设备，构建其数字化的“电子档案”，记录

2.2 系统主要功能

设备全生命周期内的各类运维大数据，并进行大数据汇

1. 设备物联网络

聚、分析、预警和决策等工作，充分诠释设备大数据的核

利用外形和属性均可以个性化定制的RFID电子标签，将

心价值，进一步提升无线发射台站的设备管理的水平和

需要运维管理的设备物联化，构建台站设备物联信息网络，

质量。

通过远距离、非接触式的方式采集电子标签信息，实现设备

2.1 系统总体设计

在不同区域空间的自动识别，从而实现设备目标的自动化盘

无线发射台站设备物联信息服务系统链路如图2所示。对

点、定位管理。

台站需要运行维护的仪器仪表、设备设施、办公物品和IT设

2. 设备物联定位

备等张贴RFID电子标签，并把设备相关信息录入到电子标签

针对已经建立的设备物联网，物联前端设备可以定时上

中，赋予每个设备独一无二的“电子身份证”，通过物联网

报物联位置信息。系统会结合已设置的实际设备位置区域，

关将“电子身份证”中的设备信息传送到无线发射台站设备

导入定制的电子地图，支持在电子地图上进行区域标识，在

物联信息服务系统中进行登记；在设备使用、运行、维护等

区域内展示上报的物联定位信息，如图4所示。

过程中也可以通过物联网关读取其状态、参数、地理位置信

系统采用电子地图的可视化定位展示方式，与实际情况

息等变化情况，同步回传至物联信息服务系统，对设备信息

一致，直观友好，易于使用，便于管理维护。当设备物联定

进行实时更新。

位数据发生失联、移位等变化时，电子地图可对该变化进行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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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无线发射台站设备物联信息服务系统功能逻辑架构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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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物联定位功能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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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设备智慧巡检功能示意

设备运维流程化监管功能示意

展示和示警，自动定位报警区域，并显示动态可视化的示警

基于设备的业务职能，进行多维度的分类配置；针对各种

信息。

不同的业务分类，系统支持自由构建不同的智慧运维模

3. 设备智慧巡检

型，并可以实现运维流程化管控。设备运维流程化监管功

系统支持对发射机、激励器、电源、风冷等设备的实时

能如图6所示。设备运维的流程化管控，使设备信息化管

运行参数、实时运行环境数据进行采集，并进行多维度、可

理体系更加制度化、流程化，从而建立面向工作流的管

视化展示，实现工作人员每日发射机巡检任务的快速查看和

理体系，为设备全生命周期监管的智慧模型提供了基础

即时控制，如图5所示。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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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运维流程化监管

5. 智能提醒

系统针对运维对象具备大数据深度加工的能力，能够

基于系统内已构建的智慧运维模型，系统同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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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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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提醒功能示意

设备学习资料库功能示意

了相应的提醒服务，便于提高业务服务管理水平和效

监管物联网。多种定位、盘点技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从

率。比如对电力类设备提供定期通电检查、电线检查等

而实现了不同种类的设备、不同业务职能的设备、不同运维

提醒；对发射机类设备提供除尘、风扇更换灯提醒；对

模式的设备的位置定位和盘点。系统支持 “RFID门禁”的当

备品备件提供通电、匹配度检查等提醒；对仪器仪表

日定位数据、支持“RFID智能手持终端”提供的本次盘点定

类设备提供定期校准核查提醒等。智能提醒功能如图7

位数据。系统同时支持结合台站的实际盘点业务，创建设备

所示。

盘点流程，支持选择指定的盘点对象，构建一次盘点任务；

6. 设备学习资料库

然后，按照既定的盘点流程，使用“RFID智能手持终端”，

系统能够针对设备，构建自己的学习资料库，如图8所

进行盘点工作，最终形成规范的设备盘点报告。设备智慧化

示。资料库将所有的文档类、图纸类、培训类等文件，都上

盘点功能如图9所示。

传到学习资料库中，便于对设备所有相关资料的统一汇聚、

8. 设备全生命周期电子档案

研究、学习和保存。每个设备都具备各自的“学习资料空

系统能够对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监管，形成设备独

间”，便于知识的学习、传承和分享。

一无二的“电子档案”，如图10所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监

7. 设备智慧化盘点

管数据，伴随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些大数据存储在数据

系统采用了RFID技术，将设备物联化，从而建立设备的

库中，是极具价值的数据资源，能够为以后的智慧运维数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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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设备智慧化盘点功能示意

图10

设备全生命周期电子档案

模型构建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可以通过针对“电子档案”

工作问题的可行性。各无线发射台站在运维系统智慧化改造

的大数据分析，进行资源平衡、优化配置。

时可以借鉴使用并结合自身需求开发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在台

9. 多环节、多方位数据采集汇聚

站运维工作中更多的应用场景，提升基层台站设备运维管理

系统具备从多个角度、多个环节采集设备相关数据的

水平和质量，助力智慧广电高效发展。

能力，系统兼容台站现有的财务设备管理系统，可以从中
获取原始设备数据信息，在设备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通过
系统的数据清洗功能，进行数据信息的深度加工，从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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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发射塔电视天线改造成
调频天线的方案分析
石嵬
(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台，辽宁 116000)

计划将此天线段改造为调频天线段，
安装一副调频天线，
可满足12个
【摘 要】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塔8频道电视天线已经闲置，
调频频率、
总输入功率不小于32kW的使用要求，
并对大连市主要人口聚集区能够覆盖良好。
为此，
我们进行了多方案的比选
分析，
最终确定了满足限制条件的最适合方案。
【关键词】调频广播，天线改造，多方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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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Analysis of Transforming TV Antenna into FM Antenna
in Dalian Radio and TV Transmitting Tower
Shi Wei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Liaoning 1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8-channel TV antenna of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tower has been idle. It is planned to transform this TV antenna
section into FM antenna section, which can meet the use requirements of 12 FM frequencies and total input power of no less than 32kw, and can cover
the main population gathering areas of Dalian. Therefore, we compared and analyzed multiple schemes, and finally chose the most suitable scheme
that meets the constraints.
Keywords FM, Antenna modification, Multiple scheme analysis

0 引言
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塔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劳动公园
南缘绿山之巅，塔高190m，1990年正式投入使用，承担着

一副调频广播天线，作为下层天线的备份，进而降低安全
风险。

1 基本条件

中央、省、市5个地面数字电视频道和12套调频广播节目的

根据8频道电视天线相关资料，天线的净重约1550kg，

发射和传输任务。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塔天线桅杆段总计约

该天线段桅杆边宽1.4m，长度16m；大连广播电视塔位于海

65m，自上而下安装了由某公司于1986年设计的4副天馈线

湾，天馈线系统要满足海边防腐防潮的要求。表1为大连广播

系统，自安装启用至今已使用超过30年。根据广电总局的

电视发射塔目前的发射节目、频率和功率情况，调频发射机

统一部署，2020年底模拟电视正式关停，目前发射塔上8

的总输出功率约为32kW，更新的天馈线系统承受功率应满足

频道电视天线已经闲置；发射塔上调频广播发射频率目前

此功率等级；覆盖范围应满足大连市东北、西南狭长地形的

已经扩展到了12个，全部集中在4频道与FM合工的一副天

覆盖要求，在主要人口聚集区覆盖良好。

线上，加上天线服役时间较长，存在着影响安全播出的隐

因此，更换调频广播天线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

患。因此，计划将8频道电视天线拆除，在此天线段安装

1. 天线总重量不超过15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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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频广播节目信息表

序号

节目

频率（MHz）

发射机功率（kW)

1

大连新闻广播

103.3

3

2

大连财经广播

93.1

3

3

大连体育广播

105.7

3

4

大连交通广播

100.8

3

5

大连音乐广播

106.7

3

6

大连都市广播

99.1

3

7

大连新城乡广播

95.6

3

8

中国之声

89.1

1

9

中国音乐之声

107.8

3

10

辽宁经济广播

87.6

3

11

辽宁文艺广播

96.8

1

12

辽宁资讯广播

90.6

3

2. 天线振子及反射板采用高规格不锈钢材质；

通过建模仿真，FM垂直单偶极天线安装于边宽1.4m一侧

3. 各天线、馈线电气连接处应做严格密封；

塔柱时，仿真的天线水平面场形图与理论的水平面场形图的

4. 安装构件应采用热镀锌防腐处理；

前后向场形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此类型的天线对安

5. 天馈线承受功率不低于32kW；

装支持物的尺寸有一定的要求，支持物尺寸过大，天线水平

6. 覆盖场形满足大连市的地形条件。

面场强值，前向与后向比过大，后向的覆盖效果非常差，只

2 多方案分析
根据上述的条件制约，对以下几种方式布置的调频广播
天线进行多方案比选分析。

2.1 单侧安装垂直单偶极子天线

适用于单方向覆盖的应用。
此方案6层主向增益大概可以达到8dB，但存在功率容量
不够，覆盖不满足要求的缺陷。

2.2 对角安装垂直单偶极子天线
为了解决天线承受功率不足和覆盖场形不好的情况，考

单侧垂直单偶极子天线安装方案，考虑的重点是结构荷

虑在塔桅杆两侧的对角塔柱上各安装6层单偶极子天线，同相

载最小，采用6层单偶极子天线安装在塔柱的一侧。此天线的

馈电。此方案天线总重不超过800kg，单片天线的输入功率可

单片重量约为20kg，加上安装结构件等重量，6层天线总重不

以适当降低为3kW，总天线承受功率可达36kW，满足承重和

超过400kg，对发射塔的结构负荷的满足度比较高。

功率的要求。

由于天线塔段的长度只有16m左右，垂直单偶极天线的

此方案水平面方向图呈现“8”字形，结合仿真分析结

层间距约2.5m，因此只能布置6层的安装方案，每片天线的

果，靠近发射塔附近，也就是发射天线中心的增益值几乎

输入功率等级可以为2kW、3kW、5kW，总输出功率最大为

最低，导致与两个主向增益垂直方向的增益非常低，实际实

30kW，不满足32kW最大输入功率的要求。

施时，会出现左右两方向的覆盖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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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角布置的两列天线的物理间距大约4.5m，基本是对应

将采取增加辅助支撑或牵拉的措施，以增强稳定度，结果将

97.5MHz（设计频率）波长的1～1/2倍，天线间耦合和场形叠

导致天线总重量的大幅上升。

加后会导致能量损失。

2.4 水平极化双偶极板天线四面均布

应用此方案，可以满足天线功率容量冗余的问题，但由

传统的水平极化双偶极板FM天线的反射板宽度一般在

于两侧天线间的耦合，水平面方向图左右两侧凹陷严重，可

1.7m～2.2m之间，长度在2.2m～2.5m之间，一般安装在边宽

能会出现左右两侧覆盖不好的情况。

为2.5m～3m的塔段上。现8频道塔段的宽度为1.4m，如果要

2.3 水平、垂直间布单偶极子天线

正置安装，塔段每边至少要做出0.2m～0.4 m支撑框架才可满

如果采用四面均布垂直极化单偶天线的方式，由于塔边
宽较小，天线支撑出塔面近1.4m，相邻面的天线彼此可以相
顾，又由于天线极化方式相同，导致邻面间天线耦合会比较
严重，天线水平面场形图合成后非常差，此方式不可取。

足安装要求。无论是天线和构件的净重，还是风荷载都有很
大的增加，因此不满足总原则。
本方案考虑用塔体本身作为反射板或者缩小反射板尺寸
的方案，以期满足结构负荷和覆盖的要求。从采用不带反射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本方案采取相邻面不同极化间布

板建模仿真的结果来看，由于发射塔的截面积过小，在天线

的方式，也即垂直极化与水平极化相邻布置，通过提高极

正置、等功率输入时，天线水平面方向图的不圆度较差，两

化鉴别率，增强彼此间隔离度，减少耦合。采取此方式后，

发射面夹角方向凹陷超过3dB较多，如图1所示。

天线水平面场形图改善明显，不圆度基本可以保持在±3dB
内。如果再通过主向与侧向功率分配的不同或者天线数量

根据大连市的地形特点，将其中两侧的输入功率降低一
半时，水平面的辐射场形如图2所示。

的调整，可以实现较好的覆盖方向图。此方案可以采取4

考虑到铁塔连接杆件间的间隙还是比较大，相对面天线

层4面或者6层4面的形式，6层4面总重也不超过1200kg，

间的耦合还是存在影响，所以还是进一步考虑增加反射板的

功率容量和增益较4层有优势。4层天线主向增益在6dB

方案。

左右。

增加反射板，将反射板宽度缩减到1.4m，并进行不等功

但此方案的一个缺点，就是水平极化安装时，由于天线
振子的支撑点只有一处，可能存在结构稳定性的问题，势必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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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配后，天线的方向图有了较好的改善，如图3、4所示。
此类型的天线要求：水平极化双偶极板天线，天线振子

FM水平极化双偶极（无反射板）天线四面均布示意图

121

传输覆盖 无线覆盖 ︳Wireless Coverage

图2

两侧采取不等功率输入的水平面方向图和三维方向图

图3

FM水平极化双偶极板天线不等功率输入水平面方向图

和反射板均采用不锈钢材质，根据大连塔定制为宽1.4m，高为
2.5m或2m；总重量不超过32kg；每片安装构件控制在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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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向发射功率是侧向发射功率的2倍。
方式2：天线四面布置均采用4层的方式，天线的主馈变

不等功率输入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阻器采用不等功率分配方式，四面分别为0dB、–3dB、0dB、

方式1：天线四面布置分别采用4层、2层、4层、2层的方

–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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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4242布置）的安装总重量约
为720kg；方式2（4层4面）的安装总重
量约为960kg。每片天线的输入功率等级
可以为2kW、3kW和5kW，如果按照4层
4面布置，天线系统的总输出功率最小为
32kW，满足功率容量的要求。以上两种
方式各有千秋，方式1总重量有所减轻，
但功率冗余有所降低；方式2是发射塔四
面受力均匀，冗余度高。4层天线的全
向增益在7.5dB 左右，主向增益在9dB左
右，此方案主向较其他方式的天线增益
有1.5～3dB左右的提升。

2.5 方案对比表
以上四种方案的对比情况如表2所
示，结合第1节所述限制条件，综合比较
图4

后，方案四的优势较为明显。

表2

FM水平极化双偶极板天线不等功率输入三维方向图

四种方案比对情况

序号

布置方式

重量(kg)

功率容量（kW）

馈电方式

场形

天线主向增益（dB）

方案一

单侧垂直单偶极天线

≤400

≤30

1:6变阻

发射塔后向衰减大

9

方案二

对角垂直单偶极天线

≤800

≤36

1:2+2×1:6变阻

发射塔两侧衰减大

6.7

方案三

水平、
垂直单偶极天线间布

≤1200

≤48

1:2+2×1:8变阻

场形较乱

3.7

方案四

水平极化双偶极板天
线四面均布

≤1000

≤48

1:2+2×1:8变阻

可根据地形赋形

9

3 方案确定
经过多方案比选分析，我们确定将方案四的方式2（即天
线四面布置，均采用四层方式，天线的主馈变阻器采用不等
功率分配方式，四面分别为0dB、–3dB、0dB、–3dB）作为
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塔8频道电视天线改造为调频天线工程的实
施方案。

[3]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调频广播覆盖网技术规定: GY/T 196—
2003[S]. 2003.
[4] GB8702—2014，调频广播覆盖网技术规定[S].
[5] 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 GY 5054—1995[S].

第一作者简介：
石嵬，男，1970年出生，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台高级工程
师。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技术。曾参与调频发射机主备
机自动倒机系统建设、电视发射机主备机自动倒机系统建

参考文献：

设、广播电视智能监测系统建设、调频十二工器建设、信

[1] 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转播)台(站)设计规范: GY 5062—1998[S].

号前端机房改造、大连市微波传输系统建设、地面数字电

[2] 调频广播、电视发射台场地选择标准: GY 5068—2001[S].

视等项目的建设工作。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123

传输覆盖 无线覆盖 ︳Wireless Coverage
【本文献信息】
胡旭鹏，
黎建.中波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的应用及典型故障解决方法[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Vol.49(7).

中波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的应用及
典型故障解决方法
胡旭鹏1，黎建2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怀化中波转播台，湖南 418000)1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5)2

为高效率切换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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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是中波主备发射机进行切换的关键设备，
障。
本文结合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在假负载、
中波发射机、
远程控制系统方面的综合应用，
详细介绍它的工作原理和相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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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edium Wave Coaxial Transfer Switch Control System and
Typical Fault Solutions
Hu Xupeng1, Li Jian2
(Huaihua Medium Wave Broadcasting Station, Hunan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Bureau, Hunan 418000, China)1
(China Radio, Film and TV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45, China)2
Abstract Coaxial transfer switch control system is the crucial equipment for switching medium wave main and standby transmitters, which provide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efficient switching of transmitters and reducing the outage rat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coaxial transfer
switch control system in false load, medium wave transmitter and remote control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its working principle, wiring and
debugging between related equipment and solutions to typical faults in detail.
Keywords Medium wave station, Coaxial transfer switch, Coaxial switch controller, Switching

0 引言
目前，中波台的发射机配置基本做到了一主一备，为安
全播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是对于同轴转换开关这一关键设

设备，采用了北京贝尔德公司生产的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
经多年使用，它的可靠性及高效性达到了预期效果。由于该公
司产品说明书比较简单，对设备的接线、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备往往被台站所忽视，配置相对简单，手动同轴转换开关使用

没有详细阐述，经常给使用者造成一定困惑。曾见有台站对该

比较多。手动同轴转换开关需要人工扳动来完成主备发射机的

设备的保护功能弃之不用，仅使用电动切换功能，这样很容易

切换，不仅操作占用时间多，而且容易发生设备倒换不到位，

引起播出事故。本文结合我台使用的情况，对该设备的应用进

引起发射机出现驻波故障，存在较大的停播事故风险。有的台

行比较详细的论述，供同行参考。

站虽配备了电动同轴转换开关，但功能相对单一，缺少相应的
保护功能和远程控制功能，容易因值机员操作不当而造成播出
事故，更无法实现远程对发射机进行切换。为了提高主备发射
机切换的高效性和安全性，怀化中波台全面升级了发射机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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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的原理及功能
1.1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由同轴转换开关和同轴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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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两部分组成。同轴转换开关内置直流步进电机，能实现正

开关的接口下方，用一根硬馈直接接入，然后用金属抱箍锁

反90度旋转，以接通发射机相对应的负载，并且内置了10个

紧。同轴转换开关的天线接口处先用一段硬馈引出，然后再

反馈开关，用于监测设备的当前状态及切换是否到位。同轴

接入去天调室的软馈，软馈一定要固定牢靠，防止接口处出

开关控制器主要由多个小型继电器和相关监测控制电路构

现松动。

成，能够根据操作面板指令或远程控制系统指令来判断同轴

3 同轴开关控制器的接线

转换开关电机是否进行正反转，并且能将当前状态反馈给远
程控制系统。

1.2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的功能

同轴开关控制器的接线涉及发射机、假负载、同轴转换
开关、远程控制系统等，各设备的接线见图2。由于设备放置

在通电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操作同轴开关控制器面板或

的位置不一样，接线的距离也就不一样，厂家只自带了电机

者远程控制系统自动切换发射机主备机与相对应的天线或假

控制线及同轴开关控制线，其它连接线需要施工人员根据实

负载连接；在断电情况下，可以通过人工扳动开关来完成主

际情况制作。

备发射机的切换。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还有以下保护功

3.1 电源及地线

能：当发射机处于运行状态下，无法进行主备机切换，则防

同轴开关控制器使用的是220V交流电，由于中波台电磁

止发射机突然出现断开负载的情况，用于保护发射机；当在

干扰比较严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最好用滤除高频干扰的

假负载未开启状态下，与之相连接的发射机无法开机运行，

电源，可用隔离变压器或者带高频滤波的插板供电。同轴开

则防止假负载因散热风扇没有开启而被烧坏，用于保护假

关控制器是金属外壳，为了安全及防电磁干扰必须进行可靠

负载。

的接地。

3.2 同轴转换开关接线

2 同轴转换开关及馈管的安装
2.1 同轴转换开关的安装
同轴转换开关外壳为铝合金，内部的转换开关为纯铜构
造，比较重，电机转动时有较大的力矩，因此需要安装固
定架，由于在射机这边安装不太方便，通常会安装在假负载

同轴转换开关的接线相对简单，将同轴开关控制器的电
机控制线接入同轴转换开关电机控制接口即可，这种接口带
了定位功能，插线之前注意对准定位槽。

3.3 发射机接线
同轴开关控制器的发射机连锁A和发射机连锁B接头，实

这边。固定架宜靠墙安装，可做成工字形或方形，根据设备
安装的位置量好尺寸，在固定架正面板开好安装孔。前面
板开孔为：同轴转换开关的4个固定孔及设备状态显示孔、
2个发射机馈管的接入孔、固定架的4个安装孔。为了使固
定架和发射机保持同一色调，我台喷涂了浅灰色。固定架
发射天线

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发射机的布局提前标记好固定孔
的位置，使主备发射机的馈管能够准确接入。设备安装布局
是面对同轴转换开关，左前方放置主发射机，右前方放置

主发射机

备发射机

备发射机，下方放置假负载，上方接去天线的馈管。在固
定架安装到位后，可以将同轴转换开关固定在相应的螺丝
孔上。

2.2 馈管的安装
馈管全部采用硬馈安装，尽量减少弯头的使用。馈管的
安装布局见图1。馈管的长度测量要把弯头的尺寸计算进去。

假负载

从主发射机顶部垂直接出的馈管要留有15～20cm的高度，
然后用弯头引入固定架的馈管入口处，再用一个弯头接入同
轴转换开关的主发射机接入孔。备用发射机的馈管采用同样
方法接入同轴转换开关。假负载的馈管接口垂直于同轴转换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图1

馈管的安装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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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控制
同轴开关控制

发射机A

电动同轴转换开关

发射机B

假负载

风机连锁2/3端

外部连锁
外部连锁
A发射机停机时常闭开关

B发射机停机时常闭开关

远程控制计算机

控制器

地线

电源

图2

同轴开关控制系统与各设备接线图

际是一个受控开关，这个开关受假负载风机连锁、同轴转换

控制器的外部接点接头。当发射机开机后，继电器的常闭开

开关位置状态的控制，主要功能是当发射机不具备开机条件

关断开，同轴转换开关驱动电机失电，同轴转换开关无法进

时，这个开关就会断开，发射机显示连锁故障，无法开机。

行设备切换。若不需对发射机运行情况进行保护，外部接点

当发射机接入假负载时，且在假负载风机打开后，同轴开关

接头就必须用短接线连接起来，以保证驱动电机供电线路

控制器中的受控开关才会闭合，连锁故障解除，发射机方可

畅通。

开机；当发射机接入天线后，且在天线检测开关到位后，同

3.4 假负载接线

轴开关控制器中的受控开关才会闭合，连锁故障解除，发射

这里以贝尔德公司生产的假负载为例说明相关接线，此

机方可开机。同轴开关控制器中发射机连锁A接头接线时，

假负载的背面右下方有个卡侬头接口，将同轴开关控制器的

为了让备发射机开机受到连锁A接头开关的控制，可以把此

假负载连接接头引出的两根线分别接在卡侬头接口的2脚和

开关串接在备发射机的外部连锁接口或者门连锁开关的线路

3脚，这两个脚实际接了一个电子开关，只在假负载风机开

中。同轴开关控制器中发射机连锁B接头接线时，为了让主

启后闭合，否则会一直处于断开状态。当某发射机接入假负

发射机开机受到连锁B接头开关的控制，可以把此开关串接

载状态，若假负载没启动，则发射机无法开机，显示连锁故

在主发射机的外部连锁接口或者门连锁开关的线路中，具体

障，这样可以防止发射机在假负载风冷未开启的状态下运行

接线见图3，后面其它设备接线也可以参考此图。

而烧坏假负载。

同轴开关控制器的外部接点接头是个DC24V电源的输

3.5 远程控制系统接线

出端口，主要是给同轴转换开关电机提供电源，这个电源

远程控制系统的接线主要是同轴开关控制器的假负载状

若被接入的发射机控制开关断开，同轴转换开关就无法进行

态、位置状态、远端控制三个端口。假负载状态是向远程控

切换设备。它的功能是当发射机在工作时，这个开关就会断

制系统提供假负载的当前工作状态，有开启状态和关闭状态

开，同轴转换开关电机失去电源，就无法进行主备发射机的

两种。假负载状态内部所连接的是一个电子开关，当假负载

切换，无法保护发射机。在接线时，可以将主备发射机负责

开启时，这个开关就处于闭合状态，否则就为断开状态。远

三相供电的继电器常闭开关分别以串联的形式接入同轴开关

程控制系统在同轴开关控制器的假负载状态这个端口接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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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线，从假负载状态1脚送入+5V，当2脚返回+5V时表示假

是否断线。若上述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基本判断同轴转换开

负载为开启状态，当2脚返回0V时表示假负载为关闭状态。

关里面的机械开关出现故障，这时先用铜线将发射机连锁接

远端控制是远程控制系统以电压信号的方式向同轴开关控制

头短接或者剪断这两根连线直接短接。若开启假负载时发

系统输出控制命令，让其完成主发射机或备发射机上天线。

射机出现了连锁故障，最常见的是假负载的连锁接头出现松

位置状态是在同轴开关控制系统完成上天线命令后给远程控

动，这时只需按紧插头即可。若假负载连锁接口已经损坏，

制系统一个反馈信号，用于判断当前设备是否完成了上天线

就要将同轴开关控制器的假负载连锁接头用设备自带的短接

动作。远程控制系统与远端控制端口的接线有4根，远程控制

头短路。若以上方法仍然不能解决连锁故障，基本判断同轴

系统送出+5V和地电平用于控制主发射机上天线，分别接远

开关控制器里面的电子开关出现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端控制端口的1脚和2脚；远程控制系统送出+5V和地电平用

5.2 保护缺失故障

于控制备发射机上天线，分别接远端控制端口的3脚和4脚。

当任一发射机运行时，若能通过同轴开关控制器面板或

远程控制系统与位置状态端口的接线也有4根，位置状态端口

远程控制系统进行切换天线操作，这说明同轴开关控制系统

内部接有2个机械开关，此开关位于同轴转换开关内，在同轴

的保护功能已经失效。主要检查发射机三相供电继电器的常

转换开关执行上天线动作到位后会自动闭合对应的其中1个。

闭开关是否失效或者接错，是否将两台发射机常闭开关的串

远程控制系统送出+5V到位置状态端口的1脚，仅当其2脚返

联形式接成了并联形式，这些是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

回为+5V时，表明主发射机上天线动作已执行到位。远程控

5.3 远程控制故障

制系统送出+5V到位置状态端口的3脚，仅当其4脚返回为+5V

当远程控制系统对同轴开关控制系统发出主发射机上天线

时，表明备发射机上天线动作已执行到位。在远程控制系统

指令时，若同轴转换开关没有转动，主要检查远程控制系统

送出+5V到位置状态端口的相应脚，而返回为0V时，表明发

送出的直流控制电源的线序是否接错，电源极性是否出错，

射机上天线动作执行不到位，出现了故障，随后在远程控制

控制电压是否处于DC5V-DC24V之间；若同轴转换开关已经

系统软件上出现报警提示。

转动到主发射机上天线的位置，但位置状态返回的信息是主

4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的调试
在设备接线全部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整个系统的综合
调试。首先在发射机开启的情况下，测试能否通过同轴开关

发射机没上天线，出现了返回信息错误故障，则主要检查
接线的序号是否错误，接头是否拧紧，如果上述检查仍然没
有发现问题，则判断同轴转换开关里的机械检测开关出现松
动，应返厂维修。

控制器面板进行发射机倒换天线操作。若不能，说明此保护

6 结束语

功能正常。然后在主发射机上天线的状态下，关闭假负载，
看主发射机能否开机，备发射机是否出现连锁故障。若主发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在中波台应用非常广泛，在安

射机能够开机，备发射机出现连锁故障，则功能正常。随后

全播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大，只有对该设备的工作原理

开启假负载，若备发射机连锁故障可以通过复位按钮消除，

及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了如指掌，才能在日常值机中熟练地

该发射机能够开机运行，则本功能正常。最后测试远程控制

应用它。

系统功能是否正常。在主备发射机关机状态下，通过远程控
制系统测试主备发射机上天线功能，若天线倒换到位且位置
状态返回的信息正确，说明此功能正常。将假负载分别置于

参考文献：
[1] 北京贝尔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同轴转换开关控制系统技术说明书
[Z]. 北京, 2018.

开启和关闭状态，若假负载状态返回的信息也是开启和关闭
状态，则功能正常。只有以上功能全部实现，同轴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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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试才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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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典型故障的解决方法
5.1 连锁故障
当某发射机在上天线时出现了连锁故障，首先检查同轴
开关控制器上的发射机连锁接头是否松动或者相关连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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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调幅广播类“二等奖”，被国家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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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负责怀化中波转播台的安全播出和技术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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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IN二极管的广电大功率
微波组件设计
许丽敏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0007)

【摘 要】宽带大功率开关组件主要运用于收发一体的通信系统中，位于天线后端，实现分时收发，通过极低的损耗可以提
高接收机灵敏度和发射机效率。本文利用PIN二极管WPX042HB设计制作了宽带大功率开关组件，并通过微波设计软件
（ADS）
对该电路的插入损耗、
驻波等进行了仿真。
【关键词】宽带大功率PIN开关组件，插入损耗，驻波
【中图分类号】TN92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7022

Desig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High-power Microwave Module
Based on the PIN Diode
Xu Limin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Group, Zhejiang 310007, China)
Abstract The broadband high-power switch module is mainly used in the integrated transceiver communication system. It is located at the back end
of the antenna to realize time-sharing transceiver. Through its extremely low loss, it can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ceiver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mitter. In this paper, the PIN diode wpx042hb is used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a broadband high-power switch module, and the insertion loss
and standing wave of the circuit are simulated by microwave design software (ADS).
Keywords Broadband high-power PIN switch module, Insertion loss, VSWR

0 引言
随着大功率微波系统的集成化越来越高，对发射功率和

二极管对微波信号截止，呈现高阻抗形式；正向偏置电压对
微波信号导通，呈现低阻抗形式。通过高电位差的正反向偏

接收灵敏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收发前端的大功率开关

置可以实现快速的信号通断。

尤为关键，其承受功率能力以及损耗直接影响系统发射效率

1.1 反偏PIN二极管的等效模型

以及接收灵敏度。随着半导体行业的迅速发展，微波大功率
开关的性能指标也得到了大大提升。

1 基本原理
大功率微波开关的主要指标有：承受功率、隔离度、插

PIN二极管反偏时PIN管I层无法形成大量载流电子的积
累，从而维持在反偏电压所决定的高阻抗状态，即PIN二极管
反偏是可以等效为电容。其等效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Cj =

ε 0ε R πD 2
4W

（1）

入损耗、开关时间。此次组件主要通过设计PIN二极管来实

式中ε0=8.85×102F/m为真空介电常数；εR=11.8为硅的相

现。PIN二极管主要通过直流功率来控制其导通与关断，实现

W
W
对介电常数；D为I区直径，W为I区宽度。PIN二极管反偏等
R=
=
σ A (epµ p + enµ n ) A
效电路如图1所示。

对微波信号的导通与截止，其特点为：反向偏置电压会使PIN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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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偏PIN二极管的等效模型

Cj =

ε 0ε R πD 2
4W

效为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其公式如式2所示。

PIN二极管正偏时对I区注入大量载流电子，可以将其等

R=

W

σA

=

W
(epµ p + enµ n ) A

（2）

上式说明PIN管阻抗与电流I成反比。通过调节PIN二极管
的正向偏置电流可以改变PIN二极管的阻抗。正偏二极管的等
效电路图如图2所示。

2 电路设计及仿真
此次的3-8GHz微波大功率组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设计制作。

2.1 器件选型
3-8GHz微波大功率组件其核心器件为PIN二极管。PIN
二极管的选择主要考虑其热阻、击穿电压、容值较小等等，
图1

PIN二极管反偏等效电路

因为使用频带较宽频率较高、功率较大，故主要考虑其容
值及击穿电压。PIN二极管WPX042HB：Vr=500V，Cjmax=
0.2pF，τ=1700ns。

2.2 模型选择
此次采用PIN二极管并联电路的形式进行设计，并联PIN
二极管的电路更能适用于宽带开关，每增加一级PIN二极管都
会增大隔离度也会增大插入损耗，通过设计仿真，本次设计
每个支路采用两级PIN二极管在保证其插入损耗不过大的情况
下增加其隔离度，主要是实现两路发射两路接收的功能，电
路原理图如图3所示。

2.3 板材选用
印制板采用高性能微波板材，印制板板材参数为ER=
3.6，H=0.635，S=0.5OZ，具有低介电常数、高导热性、低膨
图2

胀系数特性的高频PTFE陶瓷板材。其具有低的介质损耗角，

PIN二极管正偏等效电路

极高的热稳定性。用锡烧印制板烧结在腔体中，使其有良好
的接地与导热性能。

2.4 电路优化仿真
天线1
V7
C12
V8
K4

L4

K1

L1

根据所选PIN二极管的规格参数，利用ADS对电路

C7

C6

C11
V5

C8

C5

C1

C4

V1

V4

C9
V2

进行仿真，对整个链路的仿真链路进行优化，使其实现

V6

C2

C3 V3

低插入损耗、高隔离度的指标要求。仿真原理图如图4

L3

K3

L2

K2

所示。

C10

2.5 试验结果

所示。
驻波比、插入损耗、隔离度的仿真结果如图5、图6、图7

通过以上设计仿真，我们采用PIN二极管WPX042HB在
天线2

ER=3.6、H=0.635、S=0.5OZ的板材上制作的3-8GHz微波大功
率组件，经过装配调试后得到的指标为：插入损耗1.5，隔离

图3

130

开关电路原理图

度48，输入输出驻波比1.5，承受功率为1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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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度

3 结束语
图4

仿真原理图

对于3-8GHz微波大功率组件根据实际测试结果与理论仿
真可以发现，插入损耗比理论仿真更大，隔离度比理论仿真
要低一些，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频带太宽，器件高
频特性相对低频特性要差一些，端口匹配没有做到那么宽；
（2）金丝键合时金丝有些长度控制不好，多级累加对端口匹
配造成了一定影响；（3）在进行腔体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腔
体尺寸变换对不同频率的反射，应该再贴一些吸波材料减少
腔体反射对指标的影响；（4）采用并联电路，二极管在高
频工作时的寄生电容较大，造成高频驻波比比理性仿真要差
些。随着半导体的发展，以后大功率器件会越来越多且体积
越来越小，使用PIN二极管来设计大功率微波开关组件设计较
为灵活、性价比高，值得深入研究。

图5

驻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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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台发射信号频谱监测仪的
设计与开发
刘海军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网络新闻管理中心，江苏 222001)

发射信号的监听与监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文就如何将广播电台发射的调频信号转换为
【摘 要】广播电台作为播出机构，
可视化的频谱显示给出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案，
该设备可用于广播电台直播间、
机房等需要静音的环境下对调频发射信号的故
障作出直观的判断，
是广播电台发射信号监测的一种有效手段。
【关键词】调频信号，频谱显示，监测
【中图分类号】TN931.3

【文献标识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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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adio Station Transmitting
Signal Spectrum Monitor
Liu Haijun
(Network News Management Center, Haizhou District, 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222001, China)
Abstract As a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 it is an essential link for the radio station to monitor the transmitted signal.. This paper gives a simple and
feasible scheme on how to convert the FM signal transmitted by the radio station into visual spectrum display. The equipment can be used to intuitively
judge the fault of the FM transmission signal in the broadcast room and computer room. 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monitoring the transmission signal
of radio stations.
Keywords FM signal, Spectrum display, Monitoring

0 引言
专业的广播电台监测分析仪价格昂贵，动辄七八万，很
多县一级广播电台并没有配备，有的县级广播电台还在采用
传统的人工监听方式来监测发射信号。
本文阐述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案和制作方法，技术人员
根据此方案可以自行制作一种广播电台播出信号频谱监测
仪，此设备可用于县级广播电台机房、直播间等环境，作为
广播电台发射信号监测的有效手段。

1 设计思路及模块构成
设计思路非常简单，就是想办法将调频音频信号转换为
可视化频谱信号，达到对电台播出信号可视化监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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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设计思路，设备分为三个模块：
1. 调频接收模块。此模块用于接收电台的调频发射信号
并输出音频信号。
2. 频谱显示模块。此模块用于接收调频接收模块输出的
音频信号并转化为可视化LED频谱显示。
3. 电源模块。此模块用于给设备供电。

2 模块的选择与制作
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以下三个模
块的型号，总体成本控制在二百元左右。

2.1 模块一 调频接收模块
调频接收模块产品如图1、图2所示。
主要功能特点：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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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块二 频谱显示模块

2. 可以读取U盘、SD、MMC卡内的MP3歌曲。

频谱显示模块产品如图3、图4所示。

3. 带数字LED显示屏，可显示当前工作状态。

主要功能特点：

4. FM调频收音功能，可以收听当地FM电台。

1. 直流5V供电。

5. 外音输入功能，可以接CD、手机、电脑等外音进来

2. 具有音频输入、输出功能。

切换。

3. 双段彩色LED频谱显示，显示幅度随输入音频信号强

6. 支持断电记忆，断电后重新上电从断电状态下的那一
曲开始播放。

弱变化。
4. LED频谱显示灵敏度可调，通过旋钮调节可获得最佳

7. 有双声道音频输出接口。

显示效果。

8. 带直流5V电源输出接口。

2.3 模块三 电源模块

在本设备的制作过程中，主要用到该模块的FM调频收音
功能与双声道音频输出功能。

由于模块一、模块二的电源要求都是直流5V，并且模块
一还具有直流5V电源输出功能，所以选购一个5V手机充电
器即可满足整个设备的供电需求。用手机充电器为模块一供
电，再通过模块一为模块二供电。

3 设备的制作与调试安装
1. 将模块一的音频输出端口用导线焊接到模块二的音频
输入端口，再把模块一的电源输出端口用导线焊接到模块二
的电源输入端口，注意正负极方向，即可完成设备的内部线
路连接。
图1

调频接收模块外观

2. 用手机充电器为模块一供电，按模块一面板上对应按
钮自动搜索并存储FM调频信号，通过面板对应按钮切换到需
要监测的电台频率，此时模块一面板上会有该频率的数字显

图2

调频接收模块接口

图3

频谱显示模块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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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时，模块二的LED频谱灯会随着该电台发射的音频信

固定孔，选购合适规格的六角隔离塑料螺柱以及二块半透明

号的变化进行有节律的闪动。

亚克力面板，将亚克力面板按照模块一、模块二中对应孔位

3. 调节模块二的灵敏度旋钮获得最佳频谱显示效果，完
成设备调试工作。

用手电钻打孔，再用隔离塑料螺柱将它们固定在亚克力面板
当中，完成设备的安装。

4. 调试结束后，将设备断电。模块一、模块二上均设有

5. 设备正常工作状态时，该频谱仪的频谱灯随着电台发
射的节目信号进行较大幅度的有节律的闪动，如图5所示。

4 广播电台发射信号故障判断
广播电台发射信号故障主要分为二种情况：
1. 发射机故障，发射信号中断。此时频谱仪的模块一接
收不到调频信号，它的输出音频是一种稳定的背景噪音，频
谱仪频谱灯停止有节律的大幅度闪动，在中间位置一直轻微
图5

频谱仪工作时外观

闪动。如图6所示。
2. 发射机正常发射，转输信号中断。此时频谱仪的模块
一接收到的是静音信号，它的输出音量几乎为零，频谱仪频
谱灯基本不亮也不闪动。如图7所示。

5 结束语
根据频谱仪面板显示的情况，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判断出
图6

发射机故障，发射信号中断时频谱仪外观

广播电台发射信号的故障及类型。该设备安装在灌南县广播
电台直播间中，一直长期稳定运行，方便主持人随时监测电
台发射信号的状态，是广播电台发射信号监测的一种有效
手段。
第一作者简介：
刘海军（1974—），男，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网络新闻
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技术、影视制作方面
的研究，曾参与过电视台数字化制播网设计改造、广播电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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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机正常，转输信号中断时频谱仪外观

台数字化设计改造等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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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形势不断变化，
原有的安全防护措施需要进一步增强。
本
【摘 要】随着直播卫星广播电视业务系统数量不断增加，
文设计并实现了直播卫星业务全景监控平台，
全方位采集网络、
设备、
应用等方面数据，
形成了具备基础环境监控、
业务监控
以及智能运维管理等功能的监控系统。
通过对直播卫星业务场景的分析，
建立业务流程模型，
能够自动探测业务故障点，
有效
缩短故障发现的时间，
为保障安全播出提供支撑。
【关键词】直播卫星，业务监控，监控平台
【中图分类号】TN9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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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verall View Monitoring Platform of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Services
Zhao Yuxi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the DTH Service,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live satellite radio and television business systems and the changing 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the original
secu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need to be further enhanced.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overall view monitoring platform of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services, which can monitor basic environment and services by collecting data of network, equipment, applications, and help building
intellig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creates service processing mod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services. The
platform can automatically detect service fault points,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ime of fault discovery to ensure safe broadcasting.
Keywords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Service monitoring, Monitoring platform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直播卫星广播电视业务系统数量不断增
加，网络安全形势不断变化，原有的安全防护措施需要进
一步增强。直播卫星平台集成了大量的广播电视专用设备，
同时也具有大量的网络设备、服务器主机、安全设备等，共
同构成了直播卫星业务系统。对于网络、设备、业务应用的
监控是保障业务安全运行的基石，同时也是保障广播电视安
全播出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构建直播卫星业务全景监控平
台，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全部业务系统进行监控，为业
界同类型的项目设计提供参考。

故障的极早期发现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广播电视集成平台
采用了大量的通用架构的IT系统，这些系统承担着越来越重
要的任务。现今业务系统的更新频次加快，而系统的自动化
监控往往滞后，不利于故障的排查和应急处置。需要考虑
以保障安全播出为最终目标，增强对业务应用系统的安全监
控能力，对整体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加
强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的水平，提高对故障的快速判断和响应
能力。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基于直播卫星平台的业务应用监
控系统，提供图形化的拓扑监控能力，实现对各类广播电视
卫星直播资源基础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对各类设施运行情况

1 业务监控目标
以保障安全播出为首要任务的广播电视集成平台，对于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的量化监控，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该平台能够
对业务应用的功能和关键性能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对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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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中存储，对日志、事件等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实现业
务监控、应用审计、故障定位、原因追溯和集中统一展现；
从而为有效管控风险提供支持，也为业务系统的升级扩容与
安全运行提供可靠依据。

成故障关联关系，包括：
1. 故障表现形式（故障发生时，业务系统所展现的异常
状态）
2. 故障发生场景（故障发生时，相关网络设备、安全设
备、主机设备的运行状态）

2 业务监控平台结构

3. 故障影响范围（故障发生后处于异常状态的相关设备

业务全景监控平台需要支持在无人值守的状态下对应用
的功能和性能进行监测。监测过程中所需的相关参数支持按
策略配置和自动调整，如：执行频率可根据场景（业务高峰

和业务系统）
4. 故障分析定位（判断故障属于Web层、应用层、接口
层、数据层中的哪一层或哪几层，追溯引起故障的原因）

期/空闲期）调整，执行方式可根据实际需要（特权用户/普通

当故障发生时，平台自动比对规则库，并记录匹配情

用户）调整。若监测到异常状态，则产生告警信息。业务监

况。对不匹配的新故障需形成新的关联规则。监控方式包括

控平台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日志关键字分析技术、数据库结果校验技术、接口调用状态

本平台包括基础环境监控、业务监控以及智能运维管理

分析技术等。具体如下：

三部分。其中对于基础环境的监控包括对网络设备、主机设

1. 日志关键字分析技术，系统通过信息采集协议实时采

备和安全设备的监控，同时具备网络数据流量分析、软件系

集监测目标上的所有日志，对日志进行标准化，通过设置告

统资源监控、应用服务可用性监控、应用安全审计、事件关

警规则从所有采集到的日志中找到与业务流程操作状态相关

联分析及综合集成展现等功能。业务监控包括按照业务流程

的日志，对其中存在业务流程操作失败的日志进行告警。

构建业务模型，设计性能指标和报警门限等。最终在智能运
维管理环节中进行智能化运维管理、运维质量评估。

2. 数据库结果校验技术，系统通过监测目标提供的业务
流程驱动接口驱动业务流程执行，在业务流程执行完毕后按

目前业界对于设备基础信息、流量分析的监控和告警分

照驱动业务流程执行的参数去数据库中检查业务流程相关的

析功能已有很多成熟的解决方案，本文将重点介绍对于业务

实体对象的状态是否和业务流程规定的变化状态相符，如果

应用的监控方式。

不相符进行告警。
3. 接口调用状态分析技术，系统通过监测目标提供的业

3 业务应用监控方式

务流程驱动接口驱动业务流程执行，在业务流程执行完毕后
直播卫星平台区别于传统的广播电视集成平台，其具有
大量的网站系统，为用户提供开户、开通、申报等功能。对
于这些网站以及网站与播出系统的交互，需要有及时准确的
监控告警功能，保障播出和业务安全。

对接口返回的结果进行分析，如果结果存在异常情况进行
告警。

3.2 典型业务应用监控流程
以直播卫星开户功能为例，分析用户管理系统常见故障

3.1 故障分析和监控方式

信息及监控方式。开户流程的监测点包括开户业务系统可用

本文梳理了直播卫星平台常见故障，总结既有经验，形

性检测、开户页面可用性检测、开户程序运行日志异常检
测、客户注册数据库可用性检测，如图2所示。
开户业务系统可用性检测通过PING业务系统服务地址、

业务监控平台
智能化
运维管理

HTTP/HTTPS请求业务系统服务URL等方式对业务系统可用
运维智能化管理

运维质量评价

性进行检测。
开户页面可用性检测通过模拟管理和操作用户登录业务

业务监控

业务建模

业务流程

监控指标

系统、HTTP/HTTPS请求业务系统开户界面URL等方式对开
户页面可用性进行检测。

基础环境
监控

开户程序运行日志异常检测通过SYSLOG、SNMP
设备监控

网络监控

应用监控

Trap、文件等方式获取开户程序运行日志，对日志中的开户
操作日志进行分析，检测操作执行是否存在异常。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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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监控平台基本结构

客户注册数据库可用性检测通过JDBC/ODBC等方式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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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据库和数据表进行访问，检测是否可用。
直播卫星平台开户业务涉及用户管理系统、位置管理系
统、网关系统、服务区域管理系统和报表系统等环节，在系

开户业务系统
可用性检测

统维护过程中，遇到过各种类型的故障情况。需要及时梳理
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对于开户业务，可能的故障点及

开户页面可用性检测

原因分析如表1所示。
按照上述思路，梳理各业务系统交互的关键节点，形

开户程序运行
日志异常检测

成业务实时监控拓扑。根据业务真实拓扑情况抽象出逻辑
展示视图，正确表示业务软硬件资源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及可
用性。通过业务流程图中各节点颜色的变化展示节点状态，

客户注册数据库
可用性检测

通过点击上下级节点可以查看处于每一层级的事务执行情况
及告警列表。一旦发生某个环节的故障，系统可以实现自动
探测故障点，自动报告相关告警，便于系统维护人员及时处
图2

置。针对开户业务监控拓扑图如图3所示。

表1
故障点

开户流程的监测点示意图

故障点及原因分析
影响分析

CRM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无法登录，无法进行所有相关业务操作，并影响后续业务。

资源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但无法展示加密卡入库、设备搜索等业务操作界面。

CRM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无法登录，无法进行所有相关业务操作，无法安装开卡。

资源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但无法进行与地址、设备状态更新相关的业务操作
(例如，新增客户、加密卡入库、设备状态查询等)。

资源状态同步
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但用户登录后，页面无法显示相关设备信息，从而导
致无法执行后续业务。

报表同步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但会导致服务中断后的用户类报表数据无法展示。

接口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但无法实现与外部系统交互，导致信息不能同步，不
能开户。

与网关接口数据拥堵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但开户后注册信息无法及时同步至网关系统，从而导
致网页响应慢。

数据库服务异常中断

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无法登录，无法进行所有相关业务操作，无法与其他业务系统进行交
互实现开户等相关操作。

Web层

应用层

开户
功能

接口层

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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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接收系统

卫星接收系统

卫星接收系统

卫星接收系统

位置管理子系统

用户管理子系统

户户通机顶盒

网关服务器

服务区域管理子系统

图3

开户业务监控拓扑图

4 结束语

2021, 28(1): 45-47.
[2] 黎海城, 罗刚, 欧广深, 等. 浅谈广电网络视频监控业务多平台多运

业务系统的运行维护通常是任务繁重的工作。自动化的

营商网络联网应用[J]. 广播电视网络，2020, 27(4): 92-95.

监控和运维工具能够为运维人员提供准确的监控数据，提高

[3] 于秀江. 基于网络的业务可视化监控[J]. 中国新通信，2020, 22(1):

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在日常的工作中，能有效地发现

46-47.

潜在风险隐患。自动化的监控系统需要伴随业务系统的发展
而不断升级。当前也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监控手段出现，为
本文所述平台提供了更大的优化空间。

第一作者简介：
赵予汐（1987—），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
直播管理中心工程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网络安全、
广播电视信息系统监测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过直播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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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直播卫星全业务应用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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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统建设等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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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孤岛”
的壁垒，
加强数据交互的高效性、
规范性、
可扩展性，
本文提出搭建全
【摘 要】为了打破直播卫星平台信息系统间
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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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直播卫星数据治理规范，
形成规范的数据查询
调用接口，
满足不断涌现的数据交互共享、
综合查询、
分析挖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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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sign of Life Cycl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Live Satellite Platform
Wan Min
(Radio and Television Satellite Broadcasting Management Center,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reak the barrier of "information island"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of live broadcast satellite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the efficiency, standardization and scalability of data interaction, a life cycl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 massive heterogeneous data synchronous sharing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the data governance specifications of live broadcast
satellites was improved, and a standardized data query and call interface was formed. The system meets the emerging needs of data interactive sharing,
comprehensive query, analysis and mining.
Keywords Data sharing, Data analysis, Live broadcasting satellite

0 引言
国家广电总局卫星直播中心积极推行我国“户户通”

表达方式、数据颗粒度等要求各不相同，未形成统一数据规
范，在后续数据调用过程中存在大量缺失、不合理、格式不
统一等问题。

工程，利用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将广播、电视及其它数据业

2. 系统间未建立联动机制，有些关键数据仍通过离线手

务直接发送至用户接收设备，为近1.5亿农村家庭提供丰

动导入实现系统间同步，存在全局统筹管控能力弱、信息交

富优质的广播电视节目。2011年成立至今，中心陆续建设

互能力低等问题。

了一系列信息化系统，以支撑亿级用户的信息管理及业务

3. 系统未建立规范的接口协议，每当出现新的数据查询

办理。然而，由于各系统逐步开发、分散设计、独立运

及调用需求，需要重新开发接口，导致系统压力大，存在一

行，直播卫星平台具有系统内数据维度多、系统间数据耦

定的网络安全隐患。

合度高、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系统独立设计、建设及运行，对数据库结构、数据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综上，为了打破系统间“信息孤岛”的壁垒，加强数据
交互的高效性、规范性、可扩展性，亟需建立全生命周期数
据管理系统，对全平台各系统的海量异构数据建立同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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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完善直播卫星数据治理规范，满足不断涌现的数据交

层、数据存储层、服务接口层、分析应用层、用户展示层等5

互共享、综合查询、分析挖掘需求。

层组成，总体技术架构如图1所示。

1 总体技术架构

2 系统功能设计
2.1 数据同步层

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口规范，
对中心所有业务系统的结构化业务数据进行采集、汇聚、清

数据同步层主要实现了对中心所有业务系统的结构化业

洗、重组，形成数据共享平台，有效、灵活实现不同系统间

务数据的采集和汇聚。直播卫星平台具有信息系统众多、业

的信息交换、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进一步发挥信息资源和

务系统数据流更新快的特点，在同步数据时，需要尽量减小

应用系统的效能。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主要由数据同步

对原业务系统的资源占用，避免影响实时业务。因此，在数

系统间调用

用户展示层

ESB总线
综合门户集成

用户查看

即席查询

统计报表

工号分析

查询应用插件

固定报表体系

用户分析

通用查询工具

自定义报表工具

接口规范

信息共享

服务接口层
查询服务接口管理

数据
查询
分析
引擎

数据
访问
权限
控制

查询服务分布流程
查询服务设计工具
查询服务申请流程

分析应用层
主题分析

机顶盒分析
加密卡分析
专营点分析

共享信息模型

数据存储层

全生命周期数据仓库

全局统一大集中共享数据库

数据同步层

异构数据源实时同步模块

直播卫星平台数据环境
异构数据源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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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数据源

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总体功能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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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e:实时读取数据日志捕捉变化
队列文件：暂存数据变化
传输：数据经过压缩与加密传输到目的地

源数据库

Delivery：执行数据变化并提交到数据库
目的数据库

数据
日志

Local
Trail

connector

Remote
Trail

网络

图2

全局统一大集中数据库实时同步方案示意图

据处理层，设计了直播卫星异构全域在线数据实时抽取同步

多系统共享”。

机制，以旁路不影响在线业务系统运行的方式，实时捕获异

数据仓库由实时和聚合两部分构成[4,5]。各业务系统产生

构数据源数据变化，建立全局统一大集中数据库[1,2]。实时同

的实时数据通过数据缓冲区，经过清洗和转换，以第三范式

步流程如图2所示。

形式储存于数据库，以满足高粒度查询需求。聚合数据将各

由于关系型数据库建表时会同步生成日志文件，其中记

系统同步的实时数据聚合成用户、工号、专营点、机顶盒、

录了数据库表内容的变化，为了最大程度减小同步程序对原

加密卡等5个主题，采用多维星型模型形成数据市集。聚合数

系统数据库的影响，本系统采用跟踪源库数据日志文件的

据由事实表与维度表组成，其中，事实表由维度表外键与度

[3]

方式实时捕获业务系统数据变化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将

量组成，维度表按照层级进行分层存储，支持多粒度钻取、

日志捕获和传输过程解耦，先将日志压缩文件暂存于本地，

旋转、切片。

再以队列的形式加密传输至目标数据库。通过这种方法，可

2.3 服务接口层

有效降低数据同步对网络连接的依赖性，网络链接中断并不

数据存储层为平台业务系统提供了调用接口服务的申

会影响数据日志文件的捕获过程，当链路连通后，继续传输

请、设计、发布、管理等功能。由于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

数据即可。最后，在数据存储层建立全局大集中数据库，根

统实时同步了直播卫星平台全部业务支撑系统的业务数据，

据日志文件还原与源端一致的数据库，实现对直播卫星平台

系统间数据查询、联动调用等需求均可由数据仓库提供，一

异构数据源亚秒级的同构化抽取同步。此外，在数据同步

方面避免了大量读取数据对业务系统性能造成的压力，另一

过程中，设计异常事件采集的监测机制，系统会基于策略

方面数据仓库的数据经过清洗、稽核及汇总后，数据正确性

自动化触发重传、告警等处置过程，有效保障同步机制的

也得到了一定提升。

可用性。

2.2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主要由全局统一大集中数据库和数据仓库组

经过对直播卫星平台业务系统数据库及查询分析需求进
行汇总，总结出用户、工号、加密卡、专营点、机顶盒、服
务区域、服务管理、基本信息等8类数据接口。

成。为了给后续数据统计、分析挖掘提供数据基础，建设全

1. 查询服务申请模块

生命周期实时数据仓库，形成统一数据规范，将数据从全局

查询服务申请模块为不同角色人员提供了标准化的数

统一大集中数据库的缓冲区经过清洗、转换、映射等复杂的

据查询申请审批功能。该功能面向三种角色人员，包括查

数据处理，进入到实时数据仓库，实现数据的“一次采集、

询申请人员、审批人员、技术人员。查询申请人员根据业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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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查询需要，在线填写查询数据内容和范围、描述查询结

2.5 用户展示层

果的展现形式和访问权限。审批人员通过或驳回查询申

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具备灵活的可视化配置功能。

请人员提交的查询申请单。技术人员根据通过审批的需

在系统首页驾驶舱，用户能够结合地图直观感受用户、工号

求查询申请单的内容，完成数据查询及调用的接口设计

及专营点地域分布情况，及用户开通量、系统登录量随时间

开发。

的变化规律。在主题分析功能模块，使用者能够从用户、工

2. 查询服务设计模块

号、机顶盒、加密卡、专营点等五大维度分别进行全生命

查询服务设计模块为技术人员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查询分

周期的主题分析，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关联情况。在报表查询

析工具。技术人员利用在线分析工具，直观地选择分析数据

功能模块，使用者能够从五大分析维度自定义时间周期及筛

源、分析数据项及基础运算方法，形成满足查询申请人员需

选条件查询更详细的数据统计结果，并且支持在线查看和离

求的数据查询分析服务接口。

线导出功能。作为统计报表固定展示方式的补充，在即席查

3. 查询服务发布模块

询模块，使用者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统计维度、筛选条件

查询服务发布模块为技术人员提供规范的接口发布功

及展现形式，利用查询应用插件灵活选择查询结果的展现方

能，有效地缩短了接口研发、测试、上线周期。技术人员结

式，包括曲线图、柱状图、饼状图、仪表盘等。同时，系统

合查询申请单，配置查询服务数据访问权限。系统通过查询

提供了创新的时光轴式数据全生命周期查询方式，既便于了

服务发布模块，建立接口语法定义和数据查询分析服务之间

解业务全貌，又便于追溯操作历史。

的映射，并生成接口具体实现逻辑，最终自动化注册到数据

3 结束语

交换总线上。所建接口均按照统一的定义标准，并符合网络
安全要求。

通过建设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对中心现有全部业

4. 查询服务接口管理模块

务系统的用户数据、业务数据进行深度整合，打破“信息孤

查询服务接口管理模块提供接口的访问权限控制，包括

岛”的壁垒，建立海量异构数据同步共享机制，形成统一数

角色、地域、时间等三类权限控制策略。角色权限控制策略

据规范，为系统查询调用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通过对用

是指给用户分配角色，利用角色控制数据库表及统计结果的

户、工号、机顶盒、加密卡、专营点等五大核心实体建立时

调用和访问。地域权限控制策略是指对地域范围进行分组形

域主线下多层次多维度全生命周期模型，突破了关键实体在

成地域维度组，将地域维度同角色进行关联，给用户分配角

不同时间阶段无法统一建模的难题，实现了关键实体的全生

色以实现对数据访问和调用权限的灵活控制。时间权限控制

命周期统一描述，为系统间数据联动同步提供了数据基础。

策略，是指对时间范围进行分组形成时间维度组，将时间维

系统服务接口层建立了规范的接口调用协议，能够满足数据

度同角色进行关联，给用户分配角色以实现对数据访问和调

交互共享、查询调用需求。

用权限的灵活控制。

2.4 分析应用层
分析应用层提供了直播卫星五大实体的主题分析、统计

参考文献:
[1] 胡金龙, 许卫, 房福龙, 等. 异构数据库同步复制技术研究与实现[J].
长江科学院院报，2011, 28(6): 71-75.

报表、即席查询等功能。针对直播卫星业务数据量大、关键

[2] 董永峰, 侯向丹, 袁超, 等. 分布式异构数据库同步集成的研究与应

实体时域特征突出的特点，提出了时域主线下多层次多维度

用[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2, 29(6): 122-124.

的面向全生命周期的直播卫星信息建模方法。对于用户、工

[3] 卓凤艳, 崔巍, 姜娜娜, 等. 基于Oracle GoldenGate的异构数据库实

号、机顶盒、加密卡、专营点五大核心实体，设计了以关键

时同步研究与应用[J].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2019(6): 147-148, 151.
[4] 韩凌. 关于广电网络数据体系和数据仓库建设的思考[J]. 广播与电

状态、属性、活动、关系等为配置项的多层次模型，不仅打

视技术，2016, 43(9): 98-102.

破了业务系统烟囱式布局导致数据无法共享的问题，突破了

[5] 王红胜, 王涛, 佘方毅. 数据仓库技术在广电检测数据中的应用[J].

关键实体在不同时间阶段无法统一建模的难题，实现了关键

电视技术，2015, 39(8): 92-95.

实体的全生命周期统一描述，建立了直播卫星核心实体的复
杂关联关系模型。基于数据仓库中整合清洗后的数据，在全

第一作者简介：
万敏（1989—），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

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系统中可实现多维数据时间及地域的全生

播管理中心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行业用户发

命周期关联查询。

展数据、收视行为数据分析、信息系统建设。

142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Satellite Transmission

︳卫星传输 传输覆盖

【本文献信息】
赵琳莉，
王锦晨.基于卫星广播的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发系统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Vol.49(7).

基于卫星广播的北斗高精度广域
差分数据播发系统研究
赵琳莉1，王锦晨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北京 100866)1
(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211153)2

提出一种基于移动多媒体卫星广播的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
【摘 要】本文对卫星导航广域差分信息播发技术进行研究，
播发系统。
系统利用卫星广播技术，
实现北斗广域差分数据的全国覆盖和接收，
可大范围提升北斗导航系统定位精度。
系统依
托静止轨道卫星
“亚洲之星”
开展数据播发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系统具备服务能力，
可作为我国北斗星基增强服务的补充，
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北斗导航系统，星基增强系统，卫星广播，广域差分数据
【中图分类号】TN93/94

【文献标识码】B

【DOI编码】10.16171/j.cnki.rtbe.20220007026

Research on BDS High-precision Wide-area Differential Data Broadcasting
System Based on Satellite Broadcasting
Zhao Linli1, Wang Jinchen2
(Academy of Broadcasting Planning, NRTA, Beijing 100866, Ch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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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technology for broadcasting wide-area GNSS differential data is studied, and a new high-precision BDS wide-area
differential data broadcasting system is proposed. The system uses the satellit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to achieve nation-wide coverage and reception
of BDS differential data, which can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BDS in national wide range. Broadcasting test via GEO "Asia Star" satellite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has service capability as a supplement to BDS SBAS service in China and vast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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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非遮挡条件下，全球四大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系统，包括美国的GPS、俄罗斯

层出不穷。星基增强系统SBAS（Satellite-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通过GEO卫星搭载卫星导航增强信号转发器，可以
向用户播发星历误差、卫星钟差、电离层延迟等多种修正信

GLONASS、欧洲Galileo及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息，实现对于原有GNSS定位精度的改进，从而成为各航天

基本服务均可提供10m左右的定位精度。然而对于测绘、勘

大国竞相发展的技术领域。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印

探、精准农业等高精度领域需求，这一性能远远不够。随着

度等国都在竞相发展各自具有星基播发的增强系统，广泛应

卫星导航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大众对导航定位性能

用于民航、农业、测绘等领域，助力本国卫星导航的建设与

的要求不断提高，高性能从专业领域逐步向大众应用扩展。

应用。

为满足各类用户的服务性能需求，基于GNSS的增强服务系统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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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分数据播发方案，以北斗地基和星基技术手段创新结合

民航应用安全领域开展北斗星基增强系统设计、试验与建

方式，通过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实现北斗地基增强系

设，农业、渔业及测绘领域尚未普及应用，产业规模有待

统广域差分数据的播发和全国覆盖，提升北斗导航系统定位

提升。

精度。依托GEO卫星“亚洲之星”的数据播发测试，验证了

1.3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该系统技术方案的可行性。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案能够满足北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北斗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设

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对播发的要求，与国外星基增强系统

施。通过地面基准站接收导航卫星信号并实时传输到数据

提供的定位精度相当，作为北斗星基增强服务的补充，具有

处理中心，经过处理后生成差分增强数据产品，具备移动通

广阔的应用前景。

信、数字广播、卫星等多种播发手段，实现服务范围内广域

1 国内外星基增强系统现状
1.1 国外星基增强系统

米级/分米级、区域厘米级和后处理毫米级的高精度定位系
统。系统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联合交通运输部、国家测
绘地理信息局、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国土资源部、中

目 前 全 球 已 经 建 立 起 了 多 个 S BA S 系 统 ， 如 美 国 的

国科学院、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承担。系统于2016年5月

WAAS（Wide Area Augmentation System）、俄罗斯的SDCM

正式投入运行，2017年7月发布服务性能规范（1.0版本），

（System for Differential Corrections and Monitoring）、欧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在中国范

洲的EGNOS（European Geostationary Navigation Overlay

围内建设155个框架网基准站和2200余个区域网基准站，在

Service）、日本的MSAS（Multi-functional Satellite

测绘、交通、气象、地震、国土等行业开展了多项高精度

Augmentation System）以及印度的GAGAN（GPS Aided Geo

应用。

Augmented Navigation）。

1.4 地基和星基技术手段创新结合

全球SBAS系统的工作原理大致相同[1]，首先，由大量分

无论是北斗星基增强系统还是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中，

布极广的差分站（位置已知）对导航卫星进行监测，获得原

GEO卫星广播因其覆盖广、无用户容量限制、全天候提供服

始定位数据（伪距、卫星播发的相位等）并送至中央处理设

务等特点，作为差分增强信息的播发手段具有天然的技术优

施（主控站），主控站通过计算得到各卫星的各种定位修正

势，可大范围提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精度、完好性、连续性

信息，通过上行注入站发给GEO卫星，最后将修正信息播发

和可用性。

给广大用户，从而达到提高定位精度的目的。星基增强技术

为实现北斗广域米级/分米级定位导航需要，中国兵器北

在整个静止轨道卫星的广域覆盖范围内，提高了导航系统的

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

定位精度，系统容量不受环境限制，除航空外应用还可以扩
展至公路、铁路、海运等领域，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2 北斗星基增强系统
目前，北斗卫星导航增强体系主要由北斗星基增强系
统、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北斗广域PPP服务、北斗局域完
好性增强系统及其他商用系统共同组成。其中，北斗星基

广环球传媒、中国电信卫通、上海大唐移动等产业链伙伴，
开展了基于卫星广播的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发试验。
试验依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研项目《NGB-W卫星移动多
媒体广播技术体系研究》关键技术成果，利用在轨GEO卫星
“亚洲之星”实现了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发。试验结
果证明，数据播发结果满足延时和接收完整性需求，满足北
斗高精度米级、亚米级的定位需求。

增强系统是北斗全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六大规划服务
之一，与北斗全球系统一体化相对独立建设，与北斗全球
系统、北斗广域PPP服务共用GEO卫星及地面站资源，按

2 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发系统
2.1 技术系统方案

照国际民航组织（ICAO）标准规范开展设计与建设，满足

基于移动多媒体广播卫星的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

国际SBAS兼容性互操作要求，为中国及周边地区民航、海

发系统包括：北斗差分数据播发服务器、融合播发系统、卫

事、铁路等领域用户提供完好性增强服务，兼具米级精度

星上行站系统、“亚洲之星”平台、接收终端共五部分，如

[1]

增强功能 。目前我国北斗星基增强系统服务平台已基本建

图1所示。

成，正面向民航、海事、铁路等高完好性用户提供试运行

2.1.1 北斗差分数据播发服务器

服务。由于我国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建设起步较晚，主要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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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广域差分数据，包括卫星钟差改正数、卫星轨道改正

码、播发控制等处理，并通过融合协议网关进行封装和复用

数、电离层改正数等数据。北斗差分数据播发服务器以互联

后，发送至卫星上行站系统。融合协议网关支持数据在移动

网TCP方式与融合播发系统连接，以实时二进制数据流方式

互联网端的同步发布，在卫星广播的覆盖盲区，卫星接收终

播发差分数据产品，每秒播发一次，单次播发数据量不大于

端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获取丢失的数据信息。广域北斗高精

40kb。

度数据产品作为亚洲之星的接入数据之一，同样需要接入融

2.1.2 融合播发系统

合播发系统处理和播发。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发流程

融合播发系统负责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数据的切片、编

如图2所示。

亚洲之星

卫星上行站系统

融合播发系统

接收终端

WIFI

北斗差分数据播
发服务器

北斗差分数据解
算终端

L 波段卫星终端

图1

北斗高精度广域差分数据播发系统组成

融合播发系统

卫星上行站系统

音视频业务

射频部分

基带部分

HLS切片

GPS 授时系统
数据业务
文件编码

北斗差分数据

融合
协议
网关

打包器

播发控制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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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块

存储模块

音频

卫星移动多媒体

输出

广播模块

业务呈现
融

视频
输出

合
接
收
业务发布

地面移动

WIFI
模块

通信模块
MCU模块

数据
接口

图3

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接收终端系统架构图

2.1.3 卫星上行站系统

理和解析，将广域北斗高精度数据从多种数据信息流中还原

卫星上行站系统接收融合播发系统发送的携带北斗广域

为原始二进制数据流，经WiFi连接和TCP协议，发送至北斗

差分数据的数据流，对数据流进行打包、调制，再经上变

差分解算设备。北斗差分解算设备结合北斗原始观测值，在

频、功率放大、滤波、合路等处理后，通过天线系统实现信

终端内完成差分解算，输出高精度定位结果，同时对接收到

号发射上星。

的差分数据延时、丢包率、定位精度等指标进行记录及数据

2.1.4“亚洲之星”平台

分析。

亚洲之星发射于2000年，位于105°E，是一颗静止轨道卫
星。卫星技术参数主要如下：

卫星终端主要包括卫星广播模块、双向移动通信模块、
微处理单元（MCU）模块、安全模块、存储模块和各种外围

1. 上星频率： X-band，7025～7075MHz；

接口模块，系统架构如图3所示。卫星广播模块接收卫星广

2. 下行频率： L-band，1467～1492MHz；

播信号，按照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物理层协议进行解调和解

3. 下行EIRP：53dBw；

码；双向移动通信模块接收和发送双向移动通信网信号，实

4. 下行覆盖：亚洲之星共有三个波束，每个波束2×

现移动互联网接入和数据访问等功能；MCU模块为终端的核

2.5MHz带宽，覆盖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其中东北波束覆

心组件，完成融合传输协议处理、业务发布和媒体处理APP

盖中国；

等核心功能。其中媒体处理APP一般以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

5. 双圆极化：处理转发 （LHCP），透明转发（RHCP）；

专有应用方式呈现给用户；安全模块和存储模块，实现卫星

6. 在中国区域的下行能力：5Mbps。

广播的条件接收（CA）功能和业务数据的存储；外围接口模

北斗广域差分数据在亚洲之星东北波束上进行透明转

块为音视频输出、WiFi热点共享以及其他数据提供外围设备

发，实现在中国区域的广域覆盖。为保证移动场景下的接收

连接接口。

性能，卫星下行广播信号物理层采用了多项自主创新的单向

2.2 技术验证测试

广播信道传输技术，如渐进冗余LDPC编码技术、物理层深交

为验证上述播发方案可行性，项目组开展了技术播发验

织技术等。

证测试。测试项包括卫星广播播发通道的延时、丢包率和定

2.1.5 接收终端

位精度测试。其中播发通道的延时与丢包率测试在播发端发

卫星终端接收亚洲之星下行射频信号，完成广播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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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戳信息和序号进行解析，计算播发延时和丢包率，测试结

手持终端提供移动多媒体服务，同时还可以成为为我国北斗

果如表1所示。

导航系统提供广域信息播发的技术支撑平台。卫星移动多媒

在延时和丢包率测试的基础上，开展了定位精度测试，

体广播与北斗导航系统在技术、产业和应用上的融合，将有

由于播发的是广域差分增强产品，终端在收到产品后按照广

力推动我国卫星空间基础设施的业务化、产业化进程，带动

域双频载波、广域单频载波、广域单频伪距3个算法进行定位

相关产业经济领域发展，为北斗服务全球化提供重要助力。

解算，统计定位结果，3种解算算法
的定位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广域双频载波测试定位详细结果

广域差分数据播发延时和丢包率

数据时延综合平均值

6.021s

数据丢包率

0

如图4所示。
广域单频载波测试定位详细结果
如图5所示。
广域单频伪距测试定位详细结果
表2

如图6所示。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卫星

北斗实时广域差分定位测试结果（置信度95%）

北斗静态

水平（m）

高程（m）

双频载波（收敛1h）

0.273

0.722

单频载波（收敛1h）

0.84

3.378

单频伪距

2.61

3.94

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差分数据播发定位
精度相比单点定位的10m精度有较大
提升，与国外星基增强系统提供的高
精度定位服务定位精度相当，能够满
足大众高精度定位需求。

3 未来展望
移动多媒体广播卫星已列入《国
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空间频率协调方
面，截至2019年3月我国申报的L频
段BSS（BSS，Broadcasting-Satellite

星网络申报方面有一定资源储备[2]。
WRC-19大会对L频段BSS与IMT系统
频率公用国际规则进行了修订，对

N--0.091m
E--0.110m
U--0.314m

5

Difference(m)

Servic）卫星网络资料有16份，在卫

PPP Difference

10

0
−5
−10
02:49

04:10

BSS业务施加了PFD限值，这对我国

射到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统
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为

08:00

06:38

08:00

20

number

护边界地区的广播卫星用户接收有
利，为我国L频段BSS卫星的研制发

06:38

Sat number

25

L频道BSS卫星部署是个利好，对保

05:27

15
10
5
0
02:49

04:10

05:27
GPS Time

3.02亿。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
驶对导航的定位精度需求逐步提升。
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不仅可为车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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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5G技术构建异地安全备份
播出系统的方案设计
岳翔宇，杨旸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江苏 210001)

通过将其置于有线网络、
无线发射台和卫星地面
【摘 要】南京广电集团研发了基于5G移动技术的异地安全备份播出系统，
站等下游传输机构，
作为传统节目传输路由的有效备份，
备播系统可以自主运行半天以上，
提升了播出系统整体的健壮性和
应急播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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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Design of Using 5G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Remote Safe Backup
Broadcasting System
Yue Xiangyu, Yang Yang
(Nanjing Broadcasting System,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Nanjing Broadcasting System has developed a remote safe backup broadcast system based on 5G mobile technology. By placing it in the
downstream transmission institutions such as CATV network, transmitting station and satellite ground station, the backup broadcast system can operate
independently for more than half a day. As an effective backup of traditional program transmission routes, it improves the overall robustness and
emergency broadcast capacity of the broadcast system.
Keywords Remote, Backup broadcasting, 5G

速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风险，安全性越来越缺乏保障：光缆

0 引言
南京广电集团于2020年新建了全国首个采用基于SMPTE
2110标准IP架构的融媒播控平台，平台涵盖了以IP播出为

线路频繁遭遇外力破坏，即便是走不同路由，也发生过在汇
聚点被其他工程施工挖断而导致的停播事故；微波信号覆盖
面也由于高楼大厦的增多而不断缩小。

主、基带为辅，相互共生共存、互为备份为主体框架的电视

近年来，5G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其克服了4G带宽和延时

播出系统，根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相关要求，

的局限性，具备高传输速率、大容量、低延迟、节能、低成

配套的异地备份播出系统也同步建成。

本和大规模设备连接等多重优势，结合5G通信的广播电视节

1 项目背景和前期实践

目传输及播出的技术应用也逐渐成为可能。
2019年，集团与某运营商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在通信

传统广播电视节目的覆盖是以广播电视台为中心，通过

技术领域上展开深层次合作，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5G专网和

光缆、微波等传输链路分发至有线网络、无线发射台和卫星

最新5G设备的使用权。5G技术在本集团的应用首先是在电

地面站等机构，再传送至终端用户。传统传输链路固然技术

视直转播上。由于传统卫星讯道租用紧张且费用高，集团开

上比较成熟，但建设周期长、成本高，且伴随城市建设的快

始在大型活动中率先进行了基于5G的直转播尝试，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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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错的效果。与传统光纤基带信号传输效果对比：整体延

利用其双工特性，完成两端文件、表单、控制命令、监看画

时≤1秒；在高码流传输的情况下，画质优于或持平传统传输

面和监控数据等信息的交互。

方式。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目前基站覆盖面小、终端未

网络拓扑如图1所示。

能大规模商用，以及背包和拍摄设备编码能力缺陷这三个问

通信网络可分为发送部分、远程通讯部分和接收部分。

题，5G在直播转播中的应用还比较局限。而广播电视节目传

发送和接收部分均包括CPE终端设备，发送部分的CPE

输由于相对固定的应用场所和专用接入设备已趋于成熟，可

与播控端连接，接收部分的CPE与备播系统连接。
远程通讯部分包括5G基站、云端和边缘计算（MEC）。

以在5G技术的深入应用上先行一步，作为投入少、见效快的

发送和接收端CPE均连接5G基站，遵循3GPP标准，包括

重点突破项目。

3GPP TS 38.300 V15.0.0（2017-12）和3GPP TS 38.202 V15.0.0

2 项目规划与建设

（2017-12）等，并采用NR协议实现通讯 [1]。两端基站通过

本集团针对现有节目传输的业务痛点，跟踪5G技术的发

云端或边缘数据节点进行远程通信，具体执行的远程路由

展应用，自主研发了基于5G的异地安全备份播出系统，通过

由运营商根据数据网策略部署UPF（User Plane Function），

将其置于有线网络、无线发射台和卫星地面站等机构，作为

进行科学、高效分流，具体通信行业技术本文不作深入

传统节目传输路由的有效备份。

讨论。

通过后台服务，播控端将文件、节目单及控制信息等数

2.2 硬件部署

据远程同步至异地备播系统，后者自动加载节目单并完成播

备播系统与主播出系统一样，采用基于SMPTE ST2110

出，可实现独立运行、无人值守。在传统链路中断时，可以

标准的全IP架构，选用通用IT设备，具有资产轻量化、布线

保障双向通信不中断；当主系统无法输出信号的极端情况

简洁、大幅减少设备空间、扩展灵活等优点，一个10U刀箱

下，由于备播系统靠前部署，可以自主独立运行，在保证播

（包括刀片服务器、IP直通网板和交换模块）、一个2U存储

出信号连续的同时，为应急抢修留出了较充裕的时间，提升

盘箱、一个内置网关卡的3U机箱，加一个小型CPE设备即可

了系统整体的健壮性和应急播出能力。具体规划与建设内容

完成全套业务。

如下。

本系统硬件主体是利用之前用于IP研发项目的刀片服务

2.1 基于5G的通信网络

器机框及5个刀片服务器，外挂72TB的共享存储。其中1个刀

在电视播控中心和部署于传输机构的异地安全备份播出
系统（以下简称备播系统）之间，构筑基于5G的通信网络，

片部署基础服务，其余4个刀片安装播出服务，每个刀片配置
2个播出虚机，可播出2个通道。

云端

无线发射台

MEC

防火墙

播控中心

5G接入
设备

5G基站

5G基站

5G接入
设备

有线网络

卫星地面站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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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服务器部署在虚拟化环境中，通过虚拟化软件实现

︳安全播出与监测监管

收到在线节目单即完成调取节目单、启动节目准备，并自动

不同播出通道间的系统隔离，各通道独立受控，无互扰。

按单播出；接收到更新的节目单后，按照新的节目播出顺序

播出虚机安装IP播出服务，完成素材解码、直播信号IP

自动执行视频服务器恢复播出的操作。节目单同步流程如图3

流切换、台标字幕叠加等功能，最终同时输出一路无压缩SDI

所示。

over IP流（SMPTE ST2110标准）和一路低码率NDI监看流，

异地备播系统与主系统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正常情况

前者通过网关卡转换为SDI播出信号，后者用于监看（详见

下跟随播出，保证主播出系统和备播系统播出内容的一致性

2.4监测与监看）。

与播出时间的一致性；在主播出系统故障或传输链路中断时

对于直转播信号，备播系统由于5G传输带宽限制，暂不

能够独立进行播出。

接入播控中心的演播室信号，但对于公共信号，如央视、卫视

2. 素材整备与同步

等，如果部署所在的传输机构可以提供，则可以就近接入。

备播系统利用同步接口与主播出系统实现素材的同步。

信号传输部分，信号发送端经过防火墙接5G客户终端设

主播出系统和备播系统中的节目来源均为整备系统，备播系

备，接收端接5G客户终端设备，在运营商技术支持下完成内

统的素材同步方式为文件导入方式。备播系统根据节目单顺

外网映射。

序，自动远程从整备系统中抓取素材，写入备播系统的播出

系统框图如图2所示。

存储中；接收到在线节目单后，将素材按在线节目单排序准

2.3 备播系统设计

备；接收到播出命令时，将素材按照预设的播出顺序在传输

备播系统部署在传输机构，与主播出系统通过5G通信执

机构机房进行广播。不过在具体测试中，直接同步高码率素

行节目单同步，根据节目单的播出顺序从主系统整备存储中

材遇到了问题。

同步相应的播出素材，采用影子跟随模式，按照节目单顺序

目前，5G公网实测下行速率已经轻松突破1Gbps，使用

进行播出。

CA载波聚合可以达到3Gbps，将来甚至可以借助10Gb/s的峰

1. 节目单同步

值传输速度进一步延伸出4K、8K和VR等业务的拓展。但是

备播系统建立了与主播出系统的同步接口，通过5G通信

在当下，因为受限于5G的上行带宽，素材的端到端传输速率

实现节目单同步。主播出系统节目单编辑完成后，将其作为

远达不到下载速率。

离线节目单通过5G通信发送至备播系统；主播出系统播控端

以某运营商实际测试情况为例，在采用SA组网、两端

提取节目单并修改完成后，将在线节目单通过5G通信发送至

使用5G签约SIM卡+CPE设备的环境下，通过FTP和共享方

备播系统；备播系统接收到离线节目单即开始同步素材；接

式进行点对点数据传输测试，前者传输速率约80Mbps，

播出
信号

编码器

光端机

编码器

光端机

整备
系统
监控
系统

光纤

光端机

光端机

公共
信号

5G通信
交换机

播出
文件

5G通信
交换机

主播出
系统
CPE

CPE

电视播控机房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NDI 监看流

监控数据

异地安全
备份播出系统

5G

图2

节目
播出

播出机构机房

系统框图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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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出系统

离线节目单
同

在线节目单

节目单编辑

异地安全备份
播出系统

步
接

更新节目单

口

播控工作站

播控工作站

图3

节目单同步流程

后者传输速率约70Mbps。本集团播出节目高清素材编码

3. 备播软件

格式为Mpeg II，编码模式为VBR，码率30Mbps，一部

备播软件建立在以网络数据库为中心的分布式应用系统

45分钟电视剧大小约8GB，在5G链路上的传输时间约为

上，采用开放型软件平台、模块化结构，各功能模块既相对

8GB×1024×8bit/70Mbps≈936s=15.6分钟，接近3倍速，传输

独立又协调一致，具有先进的管理机制，安全的操作流程。

效率不高。此外，5G流量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大尺寸高码

软件系统的各个模块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或菜单方式，进行系

素材的传输成本较高。

统灵活配置，具有远程故障诊断功能。

因此，我们设计了本地转码后传输的方案。这里简单

软件系统基于自动播出、同步跟随的原则，有完备的播

介绍一下本地端播出系统的底层服务集群。集群由服务端

出控制功能，包括节目单导入模块、素材导入模块、播出表

iCloud Server和代理端iCloud Agent组成，Server是任务集中处

接口模块、备播控制模块和素材管理模块。软件设计注重人

理中心，负责刷新、获取任务，并分发至Agent，数量多达20

机交互，并根据本集团实际业务流程进行了个性化开发。

个的Agent则执行具体任务，包括迁移、MD5校验、转码、技

用户管理和运维方面具备完善的权限管理、日志管理、

审等，Server通过轮询、加权随机等算法实现全域任务负载

素材管理功能。不仅能通过身份验证实现对用户的访问控

均衡。转码方案指采用本地系统自带的转码模块，将30Mbps

制，还达到通过权限设置和用户授权控制用户只能使用和看

VBR格式高码率素材压缩为7～8Mbps传输至远端备播系统。

到其权限、业务范围内的功能和信息。

素材转码后体积缩小到四分之一，实际播出质量未有肉眼可

2.4 监测与监看

见的明显降低。方案多出了本地转码环节的时间开销，经测

因为5G通信的双工特性，可以有效利用反向空闲带宽，

算采用这种架构的转码服务集群，可以将转码效率控制在10

回传备播系统的播出信号、设备运行参数和业务流程状态，

倍速左右，加上传输时间，素材端到端速率可以控制在5.3倍

完成远程控、管、监。

速左右，比高码率传输时间缩短了46%，流量节约75%。
转为低码的文件通过软件自动映射，重写入备播系统数
据库的素材表单，并且纳入原文件素材的管理清单，随着原
文件一并执行播后定期删除，达到自动维护的效果。备播素
材的整备与传输流程如图4所示。

系统监测方面，主要设备如刀箱、服务器、交换机、板
卡的运行状况可利用SNMP协议向播控端监控服务器汇总，
业务及软件信息则可以通过底层数据交换获得。
监看方面对画面的实时性要求较高，值班人员需要第一
时间掌握远端信号输出的情况。在2.2中提到，无压缩视频

集团现有8个频道，一天新录入素材时长约26小时，以

IP流播出服务器同时输出一路无压缩视频IP流和一路低码率

全高清格式计算，文件总大小280GB，压缩后传输数据量约

NDI监看流，将后者回传至主播出机房可以实现远程监看。

70GB。

NDI技术是近期火爆广电领域的一种源于IP域的信号传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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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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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备播素材的整备与传输流程

术，局域网内端到端延时仅为1～3帧，即便经由5G远程传

案值得尝试，就是日常借用固有播出信号的传输光缆复用传

输，也不影响监看的实时性。而且NDI编码回传画面占用带

输数据（因为播出信号都是通过光缆传输至传输机构），光

宽很低，百兆网内可传输多套节目。但在实际应用中，即便

缆链路中断时，自动切换至5G传输，并在传输机构切出备播

使用5G私有专网链路，仍存在内外网映射问题，可以通过搭

系统信号。此外，站在控制硬件成本的角度，如果备播系统

建SRT服务器，经二次编码后实现推流。另一种方案是将播

可以输出兼容下游播出机构的TS流视频，就可以省却二次编

出信号编码为TS流，也可以实现远程监看和监听。

码环节，直接入网播出。

2.5 网络和数据安全

3 结束语

在广电行业要求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通过5G链
路可以合理运用分流策略和边缘计算技术快速直达用户端内

基于5G技术构建的异地安全备份播出系统将全频道备播

网，不仅减少了传输环节，也大大提高了数据保护能力。此

系统部署在下游播出机构，作为传统光纤、微波传输链路的

外，5G独有的QoS切片和加密技术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可管可

有效补充或替代方案，利用高新移动通信技术提升了广播电

控，快速接入认证、强加密算法可以为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的

视安全播出水平，有效避免了行业在传输链路上的大量重复

安全性提供切实保障[2]。5G基于移动互联技术，不完全依赖

投入，同时满足了业务发展高效、稳定和安全的需要，是广

物理介质的特性又在链路可靠性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电领域新技术应用的一次创新，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此外，如图1所示，发送端在播控与CPE间部署了防火墙
以提升边界防护能力，隔绝了物理位置独立的备播业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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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流量成本下降，建议素材仍以原码传输和播出，减

师职称。从事广播电视播出工作15年，现任南京广播电视

少中间环节，降低系统复杂度和提高信号质量。还有一种方

集团融媒技术中心融媒播控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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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的建设旨在提高播出系统的健壮性和安全
【摘 要】本文介绍了贵州广播电视台全频道独立IP备播系统的实现方案。
性，
同时为将来IP播出的实现做好技术铺垫。
该系统最大程度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运行，
在功能上和主播系统自动镜像，
具备在
主播出系统完全宕机等极端情况下承担主播出的能力。
【关键词】网络架构，全流程自动化，SDI over IP，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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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ull Channel Independent IP Standby System
Yuan Hongmei, Huang Jing, You Mingrong
(Gui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Guizhou 5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the full channel independent IP standby system of Guizhou Radio and TV St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aims to improve the robustness and security of the broadcast system, and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P broadcast
in the future. The system realizes the full-process automatic opera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utomatically mirrors the function of the host system, and
has the ability to undertake the host broadcast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such as the complete downtime of the host broadcast system.
Keywords Network architecture, Full process automation, SDI over IP, File transfer

0 引言

1 IP备播系统设计与实现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

IP备播系统包括摆渡系统，SDI播出控制系统，播出业务

规定》强调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要坚持“不间断、高质量、既

系统，SDI over IP总控调度系统，同步系统以及信号监看系

经济、又安全”的工作方针。为进一步加强播出安全，同时

统，如图1所示。

考虑到经济性和前瞻性的情况，IP备播系统应运而生。系统

播出业务系统用于应急情况下播出节目单和素材的编

采用All-In-One一体化播出平台、高度集成化的播控系统，

单、上载、导入，以及全频道的播出。正常情况下节目单和

使整个系统更加简洁和易维护。其核心能力是具备主播出系

素材是通过摆渡系统从主播出系统获取，因此这里主要是指

统的冗余备份播出，并且同时具备SDI over IP播出和传统SDI

频道播出。

播出能力，SDI over IP播出以成熟的SMPTE2022-6为封装标

SDI播出控制系统用4台FMS视频服务器为11个频道提供

准，将来可升级支持SMPTE2110标准，使该系统IP播出部分

硬盘信号，每频道可输出一路SDI信号和一路基带IP信号。

与当前主流技术同步，确保系统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视频服务器采用All-In-One架构，具备硬盘节目播出、信号

IP备播系统在结构上和主播出系统相对独立，播出控制
部分和主播出系统完全隔离开来。该系统将信号的传输和播

切换、字幕叠加、台标叠加、整半点报时功能，支持高标清
同播。

出流程的控制构建在双网架构上，无压缩SDI over IP的信号

IP总控调度系统采用SDN流调度矩阵，配套SDN交换

传输和处理流程通过万兆光纤网络实现交换，播出流程控制

机，采用OpenFlow技术实现基带IP信号调度和管理。信号调

信息通过千兆网络实现交换，两者互不影响。

度系统由总控矩阵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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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画分监看

总控矩阵

IPG网关

视频服务器

主播出切换
台*11

视分办卡
*12

IP总控调度矩阵

SDN管理机

通讯控制交换机

IP画分监看

SDN交换机

频谱分析仪

主播出
同步系统

同步发生器

万兆视频流交换机
主播出
整备系统

摆渡系统

图例

远程遥控面板

上载/导入
工作站

播出工作站

图1

数据库服务器*2

SDI线
万兆光纤
HDMI
千兆网

GV机箱*2

IP备播系统网络架构

同步系统采用SPG8000A同步发生器，同时提供PTP时钟
模块和BB同步基准。
监控系统对每个网络节点、数据库、流程全面监控，将
运行情况统一展现在监测界面上，辅助值班人员进行系统管

备播系统
数据库

备播播出软件

离线节目单

理和维护。

当天节目单

节目单解析接口模块

1.1 摆渡系统——节目单和素材迁移及素材管理

轮询节目单存储区域

该备播系统特点是无需重复编单和上载，播出节目单来
节目单公共存储区

自于主播出编单系统或者播控备机，播出素材来自于主播出
整备系统，通过摆渡系统进行迁移。
1. 节目单即时同步

节目单编排系统

播出控制系统
主播出系统

系统通过轮询节目单公共存储区节目单根目录的方式，
当播控机或编单机对节目单有修改时，及时更新在线或离线
节目单，并将新的节目单信息写入数据库或加载到备播系统

图2

节目单同步流程

播出软件上，如图2所示。
2. 以文件格式迁移
备播系统的素材迁移以节目单为依据，根据节目单将素
材从二级存储迁移到备播系统，相应的素材信息写入备播
数据库中，如图3所示。在素材迁移之前会进行查重，对于

效、有序运行的保证。
在迁移素材后，通过比较源素材和目的素材文件的大
小，采用定时轮询和触发方式进行素材一致性检查。
迁移模块保证素材迁移，而MD5校验模块、文件技审模

GUID和物理ID一致的素材判定为备播系统已存在素材，不再

块确保了素材质量。

重复迁移。对于节目单中未关联的素材，支持手动迁移。自

1.2 SDI播控系统——信号包装处理及送播

动、手动迁移相结合，确保素材及时到位。
3. 素材管理
内容管理系统对迁移后的素材进行管理，是备播系统高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1. 信号包装处理
上文提过，备播系统采用All-In-One设计理念、采用纯
IT技术架构融合GPU加速技术，具有广泛的兼容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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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套能够按照计划和业务部门需求生成任务，并具

1、获取节目单

迁移接口模块

2、素材查重

数据库

3、生成迁移任务列表

备
二
级
存
储

4、素材抓取任务提交

有任务管理、任务执行的强大专业的总控管理调度系统，该
系统可以按计划完成数据流的智能化调度管理，全流程图形

9、迁移任务反馈

5、播出文件迁移

素材迁移服务

6、文件迁移

视频
服务器

7、素材校验任务迁移
8、素材校验任务反馈

主播出系统

素材校验服务

图3

化操作，极大减轻人员工作强度。

2.2 核心路由采用SDN交换机，扩展性强、成本低、运行
安全

备播出系统

素材迁移流程

传统网络中业务需求发生变动时，需要修改相应硬件设
备上的配置，过程比较繁琐。而SDN网络是让软件定义网
络，允许用户集中配置资源，可以随意配置资源、更改网络

性、灵活的扩展性以及模块化的视频服务器系统，每个服务

基础构架，扩展性强。而网络资源配置无须依赖底层网络设

器配置4个SDI输入输出通道，同时配置基带IP信号输入输

备，节约基础设施成本，成本相对较低。同时，部署SDN减

出通道，支持SDI信号和SDI over IP信号切换，也支持硬盘

少硬件占用空间，为应用程序等提供更细粒度的安全方式。

文件解码和外来信号的净切换，内置图文包装功能，如图4

2.3 支持SMPTE ST 2022-6、SMPTE ST 2110标准

所示。

IP流的传输支持当前成熟的SMPTE ST 2022-6、SMPTE

2. SDI信号传送与播控

ST 2022-7标准，未来也支持升级到SMPTE ST 2110，适应主

从视频服务器送出的SDI信号可直接通过视分板卡接入主

流IP化趋势。

播出系统切换台第三备播，同时可返送给主播出总控矩阵以

2.4 支持PTP、BB时钟

便调度，或者送给画面分割器以便信号监看。同时，通过视

PTP达到了亚微秒级同步精度，非常适用于IP网络同步，

频服务器和主播出总控矩阵相连，通过节目信源映射配置，

尤其是SMPTE ST 2110标准下音频、视频、辅助数据分别打

同步主播出系统线路信号的调度播出，如图5所示。

包传送时，对同步的要求极其高，而PTP满足要求。

播控工作站通过播出控制交换机发送播出指令给视频服

3 系统创新点

务器，视频服务器每个通道按照播控软件加载的节目单指定
要求播出，支持多种播出方式和帧精度切换。

1.3 无压缩SDI over IP总控系统

3.1 高度集成化，设备简单
服务器采用All-In-One设计理念，集存储、播出、字幕包

IP备播系统配置了一套无压缩SDI over IP总控系统，对

装、台标、时标为一体，且同时支持IP信号和SDI信号转换、

IP信号进行转换、管理和调度。IP总控矩阵支持36*36路高清

输入输出，支持高标清模式切换，每台服务器支持4个频道输

无压缩SDI over IP信号和256*256压缩IP信号的传输和调度。

入输出。考虑到安全稳定，我台共11个频道使用了4台视频服

高清基带IP码率1.485Gb/s，标清基带IP码率270Mb/s；当前

务器，其中卫视频道和公共频道作为重点保障频道，共用1台

基带IP封装支持SMPTE 2022-6标准，将来可升级为SMPTE

服务器，其余每台服务器作为3个频道通道。

2110。

3.2 搭建全文件传输平台

基带IP总控系统包含SDN流交换机、SDN管理和调度服

备播系统要从主播出系统获取节目单和播出文件，为了

务器、IP总控矩阵管理交换机、遥控面板以及IPG网关。该系

使主播出系统的访问量最小化，采用文件的方式与主播出系

统以SDN流交换机为核心，采用基于OpenFlow技术的SDN控

统通信。在主播出系统与备播出系统之间搭建高速传输安全

制器，包括涵盖全业务流程的管理软件，可自定义硬件路由

设备，所有节目单和播出素材的互联互通均通过数据摆渡系

切换面板，数据流程、环节可灵活编辑，实现真正软件定义

统，不采用备播系统直接访问主播出系统的数据库，安全第

网络，如图6所示。

一，尽最大程度地减小对主播出系统负载的影响。

2 系统功能特点
2.1 配置SDN管理调度系统
建立IP化技术平台后，原先的传统物理连线，转变为网
络数据流，单纯凭人工方式的管理调度将不堪重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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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流程自动化程度高
在主播出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备播系统操作人
员和运维人员的工作强度，备播系统尽最大程度地实现全流
程自动化运行，节目单和素材实现一次编排和上传，主播和
备播自动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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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服务器设计原理

3.4 系统独立又相互联系
无压缩SDI over IP信号的传输和处理流程通过万兆光纤

输入

输出

网络实现交换，播出流程控制信息通过千兆网络实现交换，
两者互不影响。SDI播出和IP播出在同一个系统中构建不同

IPG机箱

网络，保证两者之间功能独立，不受对方影响。IPG网关将IP
和传统SDI联系起来，IPG网关具备2路固定SDI转SDI over IP
信号能力，支持7路SDI和无压缩SDI over IP信号互转能力，

FMS-OUT

IP交换机
SDN
交换
机

外来信号

视频
万兆
流交
换机

FMS-IN
IPG

SDI总控矩阵

多画面

有2个10Gb端口，该IPG网关可升级到支持3G-SDI信号。

3.5 同时支持PTP和BB同步

SDN管理
服务器

SDI播控系统出使用BB同步基准，同步源来自主播出同

IP总控矩阵
管理交换机

总控矩阵
调度面板

步系统，提供同步锁相保持功能，可以在来锁的信号发生抖
动或者是丢失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一个干净、稳定的同步信

图5

信号传送流程

号。PTP 符合SMPTE ST 2059-1 and ST 2059-2标准，用于对
时间同步要求更高的IP播出，可以达到亚微秒级别的同步，
不仅满足当前成熟的SMPTE ST 2022-6标准下的IP包传输，而

统，既满足了当前备播需求，又使系统在将来保持一定的先
进性。

且完全能胜任SMPTE ST 2110下视频、音频、辅助数据单独
打包传输的高同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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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在三级播控技术平台的基础上，
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安播
【摘 要】江苏有线已经完成直播信号三级播控平台建设，
监测平台，
用于对已经建设完成的三级播控平台进行实时监测，
保证三级播控平台信号的传输安全。
本文重点阐述了江苏有
线安播监测平台的设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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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ble Provincial, City and County Three Level
Broadcast Monitoring Platform
Chen Wu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has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level broadcast control platform
of live broadcast signal. This paper mainly designs an effective security broadcast monitoring platform on the basis of three-level broadcast control
technology platform, which is used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completed three-level broadcast control platform to ensure the transmission safety
of three-level broadcast control platform sign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ty broacast monitoring platform.
Keywords Safety broadcast monitoring platform, Live broadcasting business

0 引言
广播电视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但
是我国党和政府公布政策及新闻消息的重要途径，也是传

视直播业务则需要同样重要的安播监测平台，通过安播监测
平台可以提前和实时发现直播业务系统存在的隐患与问题并
加以解决，可以有力保障广播电视的安全传输。目前江苏有

播娱乐载体的有效工具，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存在密

线已经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直播业务播控平台的建设，但是

切的联系。随着广播电视产业的快速发展，其规模也在不断

安播监测系统还没有进行统一，各地存在安播监测系统不系

的扩大中，这给广播电视的安全运行维护管理带来了许多

统、不全面、缺少重要监测环节等漏洞。下面本文将以江

问题。此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对广播电视安全

苏有线为例介绍江苏有线省市县三级安播监测平台的设计

播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的重要年

实现。

份，在建党100周年重大庆祝活动中，广播电视直播业务安
全传输能够让群众及时了解党的重要活动。江苏有线承担着

1 三级安播监测平台简介

全省一千多万用户观看广播电视的重要职责，实时保障直播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重要保障年份，江苏有线对省市

业务是江苏有线不可动摇的生命线，而要更好地保障广播电

县各安播部门负责的安全播出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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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保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万无一失，圆满完成各项安

2） 省平台接收地市以及下辖区县回传码流信号监测

全播出保障任务。江苏有线安播运维部播控中心对省、市、

3）省平台接收地市以及各地市下辖区县QAM指标信号

县三级播控平台安播监测系统现状进行了调研，通过对省平

监测

台、地市平台、区县平台各播控前端直播业务的安播监测系

2. 地市平台安播监测系统

统所有现有监测环节进行详细的梳理，整理出符合省市县三

1）地市平台通过波分接收到省平台下发的信号源监测

级平台需要的安播监测系统的建设方案，调研结果将参照总

2）地市平台核心输出信号监测

局《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总局令第62号）》《7-有

3）地市平台输出至区县平台信号监测

线广播电视网实施细则》以及省局《千分制检查表》的要

4）地市平台接收区县回传码流信号监测

求，进行全省安播监测系统的改造建设。

5）地市平台接收区县回传QAM指标信号监测

全省安播监测系统的改造建设，以保障级别划分，江苏

3.区县安播监测系统

有线省播控平台和13个地市分公司播控平台为一级保障单

1） 区县平台接收地市下发的信号监源监测

位，剩余63个县公司播控平台为二级保障单位（其中贾汪、

2）区县平台QAM输出至各分机房信号监测

灌南、淮阴3个县公司覆盖用户不足10万户）。
如图1所示为江苏有线省市县三级平台直播业务系统，按
照直播业务系统的划分，本次改造建设实现目标包含以下几

按照省市县三级直播业务平台架构，针对业务平台对各
业务主要环节进行安播监测系统建设，具体方案如下。

方面：

2.1 省平台安播监测系统

1. 省平台安播监测系统

1. 核心传输分发系统信号监测：包括多画面监测系统、

1）省平台传输至地市平台信号监测

图1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2 三级安播监测平台架构

江苏有线电视广播业务传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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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流监测系统、单节目倒换状态监测系统、集中报警与弹窗

3.1.3 省平台传输分发系统监测
省平台传输分发系统是省平台末级系统，直接输出至各

系统。
2. 省平台通过建设省市县码流回传通道，同时接收各地
市区县的回传码流信号与QAM指标信息。

2.2 地市平台安播监测系统
1. 地市平台信源监测：接收省平台信号，进行信源码

地市平台，通过码流汇聚，并使用多画面监测服务器、码流
分析设备以及单节目倒换监测对其进行监测。
以上监测都同样接入集中报警平台与弹窗服务器，对于
监测中发现的问题，总的通过声光电报警系统进行警示，便

流汇聚，经过码流汇聚交换机通过码流监测设备对其进行

于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

监测。

3.2 地市平台安播监测系统

2. 地市核心平台输出：对其核心输出信号使用码流监测

地市平台安播监测系统分为省下发信源监测系统、地市

设备进行监测，对其加扰的QAM输出信号使用解扰设备IP化

核心平台监测系统、传输至区县信号监测平台、地市QAM输

进行监测。

出监测系统，如图3所示。

3. 地市输出至区县信号在进入市县波分前使用码流监测

3.2.1 地市信源监测
地市平台通过DWDM系统获取省平台下发的信号，将其

信号监测。
4. 地市使用省市县新建的回传通道接收区县码流与QAM

输入至地市平台核心系统，在此期间需要监测信号源的可用

指标信号并上传至省平台。

性，地市平台通过对信号源进行汇聚，通过多画面监测服务

2.3 区县平台安播监测系统

器与码流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信源可用性。

1. 区县平台接收至地市平台的为加扰信号，使用IP解扰
设备进行清流IP化，通过码流汇聚进行监测。
2. 区县平台使用QAM解扰设备IP化传输至各分机房信号
并对其进行监测。
3. 区县平台将清流化的码流信号与QAM指标信息上传至

3.2.2 地市平台核心系统监测
地市平台在将信号进行处理后，传输至自己的HFC网
络前，已经是加扰码流，需要对其进行监测，通过码流汇
聚，将已经加扰的IP码流使用IP码流监测设备进行实时监
测。对于进入HFC网络的QAM信号，通过QAM解扰设备
IP化，并解扰成清流信号，使用多画面监测服务器进行监

地市平台。

测，QAM信号使用QAM指标监测设备监测QAM调制信号

3 三级安播监测平台方案
江苏有线三级安播监测平台建设具体设计主要分为四大
部分，分别为省平台安播监测系统、地市平台安播监测系

状态。

3.3 区县平台安播监测系统建设
区县平台安播监测系统分为信源监测系统、区县核心平

统、区县平台安播监测系统以及省市县三级互联信号监测通

台监测系统两部分，如图4所示。

道建设，下面将进行具体介绍。

3.3.1 区县信源监测

3.1 省平台安播监测系统建设

区县平台经过市县波分DWDM，接收市平台下发的加扰

省平台安播监测系统建设分为信源监测、转码监测、传

信号，为保证信源可用性以及在出现问题时判定故障环节，

输分发监测、核心单节目倒换监测。如图2为省平台安播监测

使用IP解扰机箱对市平台下发的信源加扰码流进行IP解扰处

架构图。

理并上多画面监测。

3.1.1 信源监测

3.3.2 区县核心平台监测

省平台主要使用卫星信源、国干信源以及部分省市平

区县核心平台，主要是指面向HFC网络的QAM输出平

台，通过信源汇聚交换机，将不同信源进行汇聚，区分不

台，需要对两部分内容进行监测，一是QAM输出的节目内

同组播地址，使用多画面监测服务器、码流分析设备进行

容，通过QAM解扰机箱与多画面监测服务器进行监测；二

监测。

是QAM输出的指标监测，主要包括QAM输出的频点电平、

3.1.2 转码平台监测

MER、BER等射频指标。

转码平台是省平台核心平台，通过对信源信号进行重新
编转码，使其能够符合现网传输的要求，同样通过码流汇聚
交换机进行汇聚并使用多画面、码流监测设备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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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省市县三级安播信号互联
图5所示，省市县三级安播监测系统除了各节点自己的独
立监测系统，还包括省市县三级互联监测，省监测市平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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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号、市监测区县部分信号、省统管所有市县信号，通过

来的全省三级安播监测平台也需要及时建设，安播监测平台

省市县独立开通的传输通道，使得三级系统互联。

是广播电视系统的眼睛与窗口，需要通过安播监测平台去发

3.4.1 省市县三级码流监测

现问题、判定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优化技术平台。随着广

地市与区县将各自QAM输出的已经解扰的清流信号通过

播电视产业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的安全运行维护管理越来

独立的交换机进行汇聚，区县通过波分系统上传至市平台，

越重要，对于安播监测平台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希望江苏有

由市平台进行汇聚，并加上自己的信号打包传送至省平台，

线省市县三级安播监测平台设计实现可以给广大广播电视工

每个地市区县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网络识别，在省平台进行

作者一个借鉴。

实时监测。
3.4.2 省市县三级QAM指标监测
地市与区县将各自QAM输出的指标监测数据，按照每
天、每个星期、每个月进行统计，区县通过波分系统上传至
市平台，由市平台进行汇聚，并加上自己的信号打包传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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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析功能，以便基于大量数据进行实时决策。因此，无论是为
6G平台的性能和效率服务，还是为运行在其之上的垂直应

5G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商用，实现了网联汽车、

用服务，智能互联有望成为6G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与此同

智能制造、医疗保健、媒体制作、公共安全等不同领域业务

时，6G系统必须支撑多种关键业务应用，这需要超高级别的

流程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则极大

安全性，同时尊重数据隐私。

地证明了网络连接平台在维持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的关键作

除了这些功能特性之外，6G系统的设计还应充分考虑

用。从长远来看，全息通信、数字孪生和大规模XR等极其苛

社会面临的关键挑战。6G需要具有可持续性，需要在其他

刻的沉浸式应用将不断涌现，可以预见3GPP目前计划中的5G

社会和行业部门可持续发展中寻找使用机会。考虑到地球

系统的性能是无法支撑以上业务的，这些应用需要6G才能大

上有超过35亿人无法访问互联网，可负担和可访问也是未

规模运行并具有商业可行性。

来6G系统的重要驱动因素。同样重要的是，环境电磁辐射

每一代移动通信系统都带来了全新的应用能力。在这方

正在引起人们关注，6G应该继续满足所有与健康和安全相

面，传感互联网等新应用将通信与传感功能相结合，为连接

关的要求。总之，6G 系统应充分考虑关键的可持续发展

系统提供了新的应用前景。由于应用的多样性可能会产生大

目标。

量数据，6G系统还必须原生整合现有系统无法实现的智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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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求，使其成为2030年智能知识社会的关键推动者。6G将

的投资来部署和运行。为了获得适当的投资回报率，6G等新

传感、连接、计算、缓存、监控、定位、雷达、导航、成像

系统将主要面向更富裕的地区。从社会和财务角度来看，这

等所有特性结合起来，使之能全垂直应用，实现万物互联。

种趋势可能是有害的。除了会扩大不平等之外，还会阻碍新
服务的部署。6G应该被创建为适用于各种环境和情况的解决

1 6G的主要驱动力

方案，这将促进包容并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

1.1 社会驱动力

6G与运营技术的融合带来了将制造、设备、资产和流

2015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

程的位置与人类操作员的实际位置分离的前景，这将给我们

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

的工作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因为它将重新分配城乡

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

之间的现有平衡，通过逆转城市化趋势可能重新定义城市的

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2021年作为联合国推动SDG达成

作用。

的关键十年起点，更是中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国不

互联网零售市场呈不断上升趋势，近年来又出现了直播

仅关注经济实力提升、科技创新实现，更是明确提出碳中和

带货等新业态，给商业街零售带来了极大冲击，实体商户面

目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临消亡。这种趋势在新冠疫情封锁限制期间进一步加速。为

大多数SDG都可以通过新一代网络的功能加速，但又对

了保持竞争力，商业街有必要走向信息物理系统（CPS），

不断发展的通信基础设施的设计提出巨大挑战。例如，无线

即通过计算、通信和控制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

电接入网络密集化、在同一硬件基础设施上支持多个逻辑网

物理实体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目标是演变成

络、边缘云的大规模部署以及传感器的大量增加将导致能源

一个使消费者置身于混合零售、餐饮和娱乐中身临其境般的

消耗的显著增加，可能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目前，信息通

环境，对此，6G有望通过提供具有成本效益且有效的手段来

信技术（ICT）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5%左右，鉴于

实现。

对新的和增强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一数字趋于增长。因

1.2 商业驱动力

此，6G需要更多的能效优化系统，包括集成AI的解决方案、

相较5G时代而言，6G时代无论在业务种类上还是业务质

能源需求较低的新无线电技术以及促进能效的商业模式。一

量上都将有很大的提升，将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业务，例如扩

个符合6G标准的系统需要以符合严格可持续性标准的方式

展现实、移动全息和数字孪生三大关键业务，如图1所示。

运行。

1.2.1 扩展现实

每一代通信系统都变得更加强大和复杂，因此需要更大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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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现实（XR）是不同沉浸式技术的总称，涵盖了从

6G三大关键驱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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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R）到混合现实（MR）和增强现实（AR），有

1.2.3 数字孪生

望在娱乐、培训、教育、远程控制、虚拟会议等领域广泛应

得益于先进的传感器、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用。现阶段XR的相关技术仍在研究中，实现XR主要有两个

在虚拟世界中复制包括人、设备、对象、系统甚至位置在

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来自于硬件，广泛采用的小型头戴式设

内的物理实体也将实现，物理实体的数字复制品即称为数字

备一直受到发热、处理能力受限、存储空间不足、电池寿命

孪生。通过数字孪生，用户将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探索和监控

等问题的阻碍，通过将XR处理卸载到移动网络边缘可以克服

现实世界，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同时，用户还能够远程

这些挑战；另一方面来自于无线网络性能的限制，目前AR

观察或检测物理实体的变化和问题，甚至可以使用虚拟现实

技术需要55.3Mbps来支持8K显示，需要达到0.44Gbps吞吐量

设备或全息显示与数字孪生进行互动。数字孪生可以代表一

才能满足真正沉浸式AR的要求。同时XR流量有着混合型数

组远程控制的传感器和执行器。通过这种方式，用户与数

据、大小时变的视频帧和准周期性数据到达的特点，对网络

字孪生的交互可以导致物理世界中的操作。另外，借助人

的时延和可靠性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要求网络提供对时延

工智能，对物理实体的管理和问题检测与修复也可以有效

敏感通信的支持。

被执行，无需人工来具体操作监督。技术挑战是巨大的，

1.2.2 移动全息

例如，为了复制1m×1m区域（1T像素），需要0.8Tbps的吞

随着高分辨率渲染、可穿戴显示器和无线网络技术的飞
速发展，移动设备将能够实现3D全息显示。全息是下一代媒

吐量（假设100ms的同步周期、1:300的压缩比和24bit图像
深度）。

体技术，可以通过全息显示器呈现手势和面部表情。要显示

2 6G的基本特征

的内容可以通过实时捕获、传输和3D渲染技术实现。为了提
供实时的全息显示，要求数据传输速率至少比目前的5G系统

6G作为新一代移动网络，将帮助我们应对2030年及以后

高出数百倍，例如19.1G像素需要1Tbps。在6.7英寸显示器

面临的挑战。移动通信正变得无处不在，并将在我们的日常

（11.1G像素）移动设备上的全息显示至少需要0.58Tbps，

生活中发挥比今天更大的作用。这意味着6G必须实现更多愿

而支持人像大小的全息则需要更多的像素，吞吐量达到几

景，而不仅仅是提供快速的移动互联网接入。

Tbps。5G的峰值数据速率是20Gbps，无法满足实时全息所需

2.1 全连接世界

的大量数据传输的要求。为了减少全息显示所需的数据量，
可以利用AI实现高效压缩、提取和渲染。

6G将构建一个接近完全连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物理世界在数字域中得到了详细的呈现，可以对其进行分析
和操作。网络将通过随处嵌入的设备提供域之间的连接，并
提供数字域的基础设施和智能。人的身体和智能将被置于信
息物理连续体的中间。这种领域间的融合将能使多种交互形
式，构建出元宇宙的雏形，如图2所示。
1. 孪生。传感器和执行器可以紧密同步，以实现城市、
工厂甚至我们身体的数字孪生。这将实现丰富的数据挖掘和
高效的控制，但必须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2. 智能互联。网络将作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具有低延
迟的高容量连接，以及整个网络可用的安全计算功能。受信
任的AI可以在网络中运行。人和物理设备的虚拟表示可以在
数字域中相互交换信息。
3. 沉浸式交互。人们可以通过数字域来扩展感官，高分
辨率视觉、触觉和其他感官数据要求以高吞吐量和低延迟交
换，以创造身临其境的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网络具
有确定的端到端延迟的高吞吐量链路。

2.2 数据革命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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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间交互形式

现实世界向完全数字化的逐渐转变将产生大量数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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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ML）

源、资源、排放方面的副作用，确保ICT作为可持续社会

将发挥关键作用。AI/ML的原生支持可以为网络功能的优化

的一部分发挥其作用。6G的一个关键挑战将是打破能量曲

以及垂直服务应用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此类解决方案将影响

线，即抑制随着流量增加而增加的能耗。6G基础设施的总

6G网络架构和网络功能的设计，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需要

能耗必须回到4G水平，且与终端数量无关。ICT促进可持

在网络容量和通信吞吐量方面进行改进。此外，存储在高性

续性，指的是ICT可以通过提供连接和智能来改变行业和社

能和分布式计算设施中的数据的管理，在信任收集数据的准

会，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领域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

确性和一致性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必须从网络设计

排放。

之初就应对安全和隐私进行充分考虑，以便可以部署适当的

2.6 可负担可扩展

和不断发展的端到端机制。

2.3 端到端确定性
未来的很多应用，如远程控制和XR，需要在严格且
确定性的端到端延迟约束下运行。过早到达的数据包可能
会在接收端延迟，而到达太晚的数据包将会丢失。因此，
网络延迟和抖动的增加将导致更大的丢包率。作用于一个
或多个交互式移动机器人设备的控制系统，在使用模型
预测控制（MPC）情况下，可以将其带宽和延迟要求放
宽几个数量级。随机MPC也已被证明是克服严格要求的
有效措施。因此，从未来5年内正在5G中测试和推出的触
觉互联网应用中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我们可以准
确地 了 解 6 G真 正 在 延 迟 、 抖 动 和 数 据 丢 包 率 方 面的改进
需求。

2.4 通信感知一体
6G将扩展到更高的频段，并将延续5G采用的大规模
天线阵列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提供无处不在的通信，

为确保6G能够为全世界所有人提供服务，需要价格合理
且可扩展，并且覆盖无处不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法是
确保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相同的系统。虽然在当前的基础研究
和技术开发阶段，不同区域和国家存在不同声音，但最终统
一的全球标准仍将成为6G的主要特征。5G从标准走向部署的
道路已经证明，全球标准是使技术易于获取的成功方式。除
了全球标准之外，6G的架构设计也很重要，特别是减少没有
实际市场潜力的特性。可负担性和可扩展性要考虑运营商必
须投资网络设备和运营网络。随着更高频率的使用，将需要
越来越多的基站来提供无处不在的覆盖，如显著增加皮基站
的数量，这在基站的成本可以降到足够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实现。移动设备也必须是负担得起的，在只需要基本功能的
地方应该可以使用低成本设备。

2.7 关键性能提升
为实现6G关键业务，如沉浸式XR、移动全息、数字孪生

还可以实现环境感知（如太赫兹成像）和厘米级精度的定
位。感知和定位将与通信共存，在时间、频率和空间上
共享资源。6G可以利用信息的年龄（Age of Information，
AoI）来衡量需要远程监控的应用的状态新鲜度。然而，
AoI在获取信息语义方面是无能为力的，6G系统将引入新
的手段来获取和解读通信的“上下文”。除了通信时间
和AoI之外，还包括高精度定位。在6G智能情境感知网络
中，部署、操作和能源使用将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
传感和定位中收集的信息进行最优化处理。太赫兹频率成
像和光谱学将通过数字健康技术等非侵入式、非接触式和
动态测量实现有关人体数据的获取。在6G中，即时定位和
建图（SLAM）将支撑先进的XR应用以及自动驾驶汽车和
无人机的导航。

2.5 可持续性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重中之重，在谈论
可持续性和ICT时，应从两个角度分析，即可持续的ICT
和通过ICT促进可持续性。可持续的ICT旨在减少ICT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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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需要6G提供比5G更快的数据速率。5G的峰值数据速率

规模物联网、工业4.0、智慧城市等。同时，网络边缘计算

为20Gbps，在6G中，目标是提供1000Gbps的峰值数据速率和

资源的增加为支持此类应用提供了推动力。边缘计算和泛在

1Gbps的用户体验速率。同时，网络的整体性能也需要提高

计算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延迟和提高响应能力，以及减少用户

和改进，例如，比5G高2倍以上的频谱效率。另外，延迟必

设备和集中式云计算资源之间的数据流量，设备也可以将处

须显著改善，目标包括空口延迟小于0.1ms，端到端延迟小于

理卸载到网络，这使它们能够更简单、更小、耗电更少。此

1ms，以及微秒量级的低抖动，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

外，将服务组合为微服务或功能链的新范式导致虚拟化网络

用户体验到的延迟可以小于10ms，即可满足XR业务从头动

功能可以分布在核心和边缘计算资源上。最后，将计算资源

至显示（Motion-To-Photon，MTP）的延迟要求。用户体验延

推到网络最边缘的远边缘计算正在完善多样化的分布式计算

迟是无线链路、有线链路以及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处理延迟的

环境。虽然这一发展始于更早期的移动网络，但在6G网络

累加。将可靠性提高到5G的100倍，错误率可降低至10–7。在

中，由于整个电信架构向基于分布式微服务的架构过渡，并

网络覆盖方面，6G的目标是比5G支持更大的覆盖。由于交通

且6G承诺“零延迟”等关键特性，因此边缘和泛在计算将变

系统的演进，移动设备支持的最大速度从4G时350km/h到5G

得更加重要，部分场景中基于网络边缘处理成为唯一可行的

时500km/h，6G时代需要进一步改善。此外，连接机器数量

选择。

的爆炸式增长将需要6G支持大约每平方公里107数量级的设

3.3 无线信号处理

备，比5G大10倍。在6G时代，用户期望在日常生活中体验高

6G遇到的部分挑战可以通过在太赫兹（THz）中使用更

端业务时不再受制于设备的电池寿命，同时考虑到可持续性

多的频谱资源来解决，亚太赫兹、红外和可见光波段可以作

发展的要求，移动数据流量的增长不应导致能源消耗的可比

为补充。考虑到无线电频谱的稀缺性，目前用于5G和其他遗

增长，因此6G目标是相对5G，将设备和网络的能源效率提高

留系统的厘米和毫米波频谱需要重耕，并且需要重点分析与

到两倍以上。图3给出了6G关键性能指标的目标，并给出了

其他无线电业务之间的共存问题，如使用认知无线电系统。

与5G关键性能指标的对比。

考虑到物理定律对太赫兹频谱带来的挑战，商业上可行的太

3 6G的潜在关键技术
3.1 AI赋能的网络架构

赫兹通信系统的设计需要共同研究波形和调制、无线信道模
型、波束成形和硬件可行性。无线空口方面，需要进一步开
展波形、调制和编码、非正交多址、全双工、分布式大规模

6G将为高效、可持续、智能和可信赖的分布式计算铺平

MIMO等技术研究，以满足严格的6G要求。此外，智能超

道路，需要通信和计算的协同设计，该设计属于网络内AI治

表面（RIS）、轨道角动量（OAM）、集成定位、感知和通

理的范围。从业务管理的角度来看，需要AI/ML来维持复杂

信、大规模连接的随机访问、无线边缘缓存等方面也将是研

业务的运营成本效益，例如人—数字—物理世界的交互。此

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AI/ML作为一种工具已成功用于

外，多种虚拟化技术的激增，如虚拟设备、微服务、容器、

各个领域，在无线空口设计中也应重点考虑。

无服务器功能及其互操作性，将增加网络运营的复杂性，AI/

3.4 智能光网络

ML将成为自动化决策过程的关键。AI/ML还将支持预测性

6G时代，数十亿的人、车辆、机器人和无人机等将产生

编排，例如，实现近乎最佳的布局决策和网络切片配置，以

ZB级的数字信息，智能光传输连接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基

及根据实时需求和资源可用性进行维护。6G编排将针对终端

础，即始终可用、内生安全、绿色和灵活扩展。光网络既要

设备、边缘、无线接入网和核心网的连续统一体。预测设备

提供所需的性能、弹性和安全级别，又要同时满足成本、能

的未来状态以进行服务自适应，以确保尽可能低的延迟、能

源效率和技术限制。需要突破性的方法来接近香农极限并进

效和其他关键性能指标。为了让AI驱动的网络系统可行，基

一步推动摩尔极限。需要利用空间和频率的所有维度，开辟

础设施中的每个组件都必须由运营商控制。运营商提供的所

新的光波段和空分复用。这将导致新型分组和交换架构的发

有服务，包括用户、控制和管理平面功能，均由基础设施提

展，包括对电和光交换混合使用的研究。如果光学功能取代

供，AI/ML功能本身将被实例化并运行在相同的基础设施之

了更耗电的电子设备，光学固有的低功耗可直接用于降低整

上，此类基础设施本质上将面向多运营商。

体功耗。光、无线技术与融合网络基础设施之间更紧密的集

3.2 泛在计算

成将促进通用传输和交换平台的部署，支持从数据包到时隙

边缘计算的发展和重要性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例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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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铺平道路，其中可以结合光学、射频和数字电子功

频来实现亚毫秒级延迟和极高的可靠性，以获取频率和干扰

能，如在多芯片模块（MCM）中的同一封装基板上包含高度

分集。此外，空中接口应设计为对干扰具有鲁棒性，因为这

集成的CMOS芯片和高速光学引擎芯片。

是支持超可靠服务的主要潜在威胁之一。在密集部署的情况

3.5 网络和服务安全

下，例如杂乱工厂中的机器人或拥挤道路上的车辆，干扰管

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取决于目标系统的性质，网络安全

理对于确保操作频段内足够的信号质量至关重要。干扰管理

必须随着系统的发展而发展。虽然6G被设想为高度分布式

应利用每个子网的本地感测能力，并在广域网提供的有关相

的计算和连接架构，但关键管理功能的软件化和自动化，

邻子网中利用当前频率分配的额外信息。

例如通过基于分布式AI/ML的控制和服务编排，创造了一个

4 总结与展望

比当前5G更广泛和复杂的受攻击面。该系统不仅容易受到
直接网络安全攻击，而且还需要识别自动化功能的不当行

在信息消费极大增长、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为，并将其影响降至最低。零接触、微分段和切片等解决

诉求愈发强烈的背景下，以及人工智能、泛在计算、无线信

方案需要保障，分布式AI/ML功能和模型需要加固，避免故

号处理、智能光网络、网络安全等先进技术的使能下，更高

障和网络攻击，保证它们的可信度和安全性。安全架构应

层次的移动通信新需求将逐步衍生出来，推动5G向6G演进和

与网络架构的迭代进行一体化设计。通信网安全需兼顾通

发展。6G将在5G基础上持续提升现有网络的基础能力，并不

信和安全，在代价和收益之间做出平衡，从攻防对抗视角

断发掘新的业务应用，服务于智能化社会和生活。5G的成功

动态度量通信网安全状态，通过区块链等技术的引入不断

商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为6G发展奠定良好

演进。

基础。移动通信技术越来越被视为确保国家主权的关键和必

3.6 非地面网络

要手段，预计ITU-R将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形成面向IMT-

6G网络应进行单一接入网络的架构设计，即一种不区分

2030的未来趋势和未来愿景报告，3GPP最快将于2024至2025

地面和NTN元素的架构，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动态配置创建灵

年的Rel-19窗口启动6G技术规范研究工作，大约在2030年实

活的网络拓扑来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网络。星座应进行分层

现6G商用。随着数字、物理和个人领域之间的融合日益成为

设计，由飞行在不同高度的节点组成，节点之间通过水平节

现实，6G将在社会向2030年代的演进中发挥关键作用。借助

点间链接（相同高度的节点）和垂直节点间链接（不同高度

6G，未来十年沉浸式通信和全息远程呈现极有可能成为我们

的空中节点或陆地节点）。空中节点将成为智能边缘节点，

默认的通信方式。同时，我们可以期待接近一个完全连接的

需要启用空中的处理、存储和通信，以支持非地面云和空间

世界。

信息网络（SIN）。除了带宽、时间、功率、空间维度之外，
资源优化还需要将基础设施本身作为资源，根据业务需求进
行配置。地面和NTN段之间以及架构不同层之间进行动态频
谱共存和共享，例如GEO和NGSO节点之间以及空载和机载
节点之间。研发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无线接入技术，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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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 and evolution dir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work mode in the Internet era. It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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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区块链、智能合约、数字货币等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开
始思考如何通过网络和新的机制让人员、时间、空间、效
率、成本控制等方面得到扩展和提升，这些变化即将催生21
世纪网络时代下组织方式的革命，并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
代。有专家认为：2021年是元宇宙的元年 [1]，而2022年将会
是DAO的元年。

序自动执行[2]。
从哲学意义上讲，绝对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故而绝对化
的去中心和自治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如DAO可以提
前设计出自动执行的程序，来应对治理可预见、可量化的事
务，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自治；反之对于未来规划、突发事
件、新的规则等，则需人来辅助治理。这也是许多项目在号
称“去中心化”后，实际上仍由最初的发起人士控制和掌管
的原因。

1 DAO是什么

DAO颠覆了传统公司的所有权方式、管理制度、生产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是基于区

制度、分配制度，是公司组织形态的进化版，也是人类协

块链核心思想衍生出来的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其管理

作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进化。公司制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和运营规则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编码在区块链上，由分布式程

是工业化革命、全球贸易、银行诞生，而相对应的，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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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处的背景为信息化革命、数字经济、区块链和数字货

体、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共通性在于高度利用并依赖网

币诞生。DAO组织内部的职级和职位是松散的、分布式的

络，印证着“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从媒体

（如图1），可看作是公司架构发展到极端扁平化所演化出的

行业自身需求和未来发展来看，DAO的应用可以带来更好的

架构。

货币化方式和更健康的媒体生态系统。

DAO允许人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资源、共同劳动，
并在这些目标实现时分享创造出来的价值，它是互联网时代

2.1 传媒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早在2020年5月，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发起的12家省级媒
体就联合成立了我国首个区块链新闻编辑部 [3]。其采用区块

一种高效自动地协调资金和劳动力的生产方式。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延伸，人们的交流和协同不再受

链的理念，通过“策划众筹”“传播去核”的跨时空协同

制于物理世界的时空距离，而是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方式、

合作机制，紧扣两会、抗疫、扶贫等主题，在新闻内容生产

时间及理由。通过DAO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工作的时间，无

和媒体联合发布上实现了云端大型联合报道。每一家媒体都

论是每周5小时还是25小时，为1个DAO还是5个DAO工作。

平均享有爆款新闻的开锁值班钥匙，持有值班钥匙以外的其

另一方面，DAO强调共同爱好、信念、文化或社会责任等

他成员单位按照约定，为项目主导者提供资源、为传播提供

使命，而非利润。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组织协同方式的发展，

平台。

帮助人们将有意义的使命与灵活的工作时间相结合，把被动

虽然该项目没有运用智能合约自动分配传播过程中的收

贡献化为主动贡献，并将引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关系

益，但是这种全新的组织方式，发挥了每个参与方的积极性

革命。

和比较优势，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化又高效化的合作模式，实
现了思维逻辑的链改和创新。本质上是媒体行业自发的、类

2 DAO与传媒行业

似DAO的探索与尝试，折射出传媒行业对新型运作模式的内

当前正在运行的DAO平台主要集中在软件、社交、媒

在需求。

DAO

链上治理
通过链上智能合约
实现社区自治

底层区块链
真实性保障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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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下治理
通过治理工具（投票、多
签、社交等）实现约束治理

DAO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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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传媒行业的价值
DAO的崛起形成了“时间自由、空间无限、按智能合约
自动运行、长期共享成果”的模式。开放性是DAO生态繁荣

对于每一个DAO上的节目内容创意参与者而言，还可以
通过事先约定的智能合约，自动参与后续内容的收益分账。
如此节目创作可源源不断地焕发生机。

的基础，基于DAO组织架起了创作者和消费者沟通的桥梁，

2. 虚拟人物和道具

通过直接分发深化了彼此间的关系，并为创作者的所获收益

近几年由于疫情防控等因素导致节目制作时间或地点受

提供了更大的保障。现今，已有上百个DAO在管理着超亿元

限，演员成本不断增高，手语等强专业性人员不足，少数违

的资产。

法失德艺人造成不良公众影响，媒体机构为了提高效率、保

DAO可以使用非同质化权证NFT按个、次、点播量等，

护投资、规避风险，对虚拟主播、动画手语主播等虚拟人物

激励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无形与有形的资产转化。这

提出了迫切需求。但在实际选用时，可供挑选的虚拟人物普

种方式在大幅度降低媒体链条消费门槛的同时，以“多劳多

遍存在数量少，形象、表情和动作不够丰富等问题；同时，

得”“直达用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经济模式，提升

和虚拟人物配套的虚拟道具、虚拟服装、虚拟饰品等还存在

了扁平化媒体组织的吸引力。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的公开

生产支撑力不足、交易不便等困难。与此类似的还包括虚拟

透明、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为真假信息提供了有力的验

制景、虚拟观众、虚拟灯光、虚拟大屏、包装模板等各类虚

证渠道，内容所有者们能够有效追踪内容传播路径并进行版

拟资产。

[4]

权保护 ，创造经济收益。

3 DAO在智慧广电的应用
2018年，广电总局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

那么从事虚拟人物和道具设计制作的DAO可以通过发布
需求和赏金，募集创作人员来完成。以下就是来自某个DAO
的任务发布：
DAO Square Bounty #0201

见》，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协同性发展、突出移动优先

任务描述：制作虚拟道具——一束玫瑰花。

策略，推动广播电视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发展，实现广

任务需求列表：

播电视从功能业务型向创新服务型转变。它不仅包括新技术

要求：99朵；提供三维矢量模型，纹理丰富、贴图清

对广电行业的赋能，还包括组织方式革新和传媒生态构建。

晰；未使用过。

DAO具有广泛参与性、强协作性、低成本、易结算等优势，

交付时间：2月10日前。

可通过组织方式、流程和业态的创新助推广电行业发展。

验收标准：随机抽取3名观众，在4K屏幕上观看，均认

在媒体机构挖空心思利用各种途径实现内容服务付费

为逼真无异常即合格。

时，DAO让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媒体内容的创作中，满足了

赏金金额：816元。

内容所有者将内容变现的愿望。DAO可运用在节目创意、

3. 虚拟预演

虚拟人物和道具、虚拟预演、内容制作、节目宣发等诸多方

虚拟预演指正式拍摄之前，将拍摄内容预先进行制作

面，且注重对各利益相关方长期共享的激励，它有效打破了

预演，展示出景别摆放、演员走位、取景景别、摄影机角

传统广电制作、播出、分发流程基于广告的收入模式，对于

度和摄影机运动等内容，供导演、制作人员在拍摄和后期制

未来海量媒体内容的汇聚、共享、分发、服务以及生态建设

作时参考，以此节约成本、优化摄制方案。虚拟预演的总

方面都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以下为DAO在智慧广电一些具

成本与数量、规模和可重用性密切相关，因此由轻资产、

体的应用设想：

专 业 化 、 可 弹 性 伸 缩 的 DAO 来 承 接 此 类 业 务 具 备 先 天 的

1. 节目创意
当前市场竞争激烈，创意人才有限，引进节目模板成本

优势。
4. 内容制作

高昂。节目创意DAO既可以包括专业策划创意人员，又可

在传统的内容制作中，剪辑、视觉特效、音效、字幕、

以容纳非专业粉丝群体，为喜爱的品牌、栏目、偶像、创作

配音、配乐等过程可以远程、分布式处理，因此无论是专业

者或艺术家工作。它是一个开放的媒体创作社区，大家通过

从业人员，还是非专业爱好者都可以加入到内容制作DAO中

互联网协作完成节目的创意策划工作，讨论中形成的共识结

来。现在自媒体行业输出的海量优质内容，经常让人惊呼高

论以及工作事项会被存档，由大家共同维护并持续跟踪工作

手在民间，而那些复杂的视觉特效，则可以被专业化的DAO

状态。

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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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益 于 区 块 链 与 智 能 合 约 保 障 ， DAO 的 收 益 板 块 可
用于促进劳动成果与现实价值的持续转化，通过设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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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以需要试验不同类型的投票机制等决策手段，以提
升DAO的治理能力。

DAO的内容制作激励计划，提升内容创作的积极性和节目

5 结束语

质量。

习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

5. 节目宣发
以DAO的形式进行节目宣发，粉丝喜爱，制作方也积

“四全”媒体。对于“四全”媒体，可部分解读为媒体从一

极，因此可以设计出无数种方式。例如2022年春节的电影

元主导、强力引导的宣传舆论场，变成多元共治、柔性制衡

《奇迹•笨小孩》，在“鲸探”平台进行了数字头像发售；丸

的公众舆论广场，由单向传播转化为多向互动、同频共振。

卡发行的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通过合约与收藏者分享票

古有中国哲学之“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现有智

房红利，激励更多人来观看电影。这些多元化方法的创新，

能科技和组织协同的“DAO”，在彻底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同

对节目宣发的营销模式进行了无限扩展。

时，把每个人的智慧聚合，让生产环境变革生新，让智慧广

未来中国将持续强调“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二者

电走上全员媒体之“道”。

之间的融合，智慧广电的发展必将建立在文化与科技紧密融

未来广电领域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两项新的技术，

合的基础上，而DAO是能同时容纳文化与科技的良好容器，

如走马灯般赶技术的时髦，更需要思考如何创新创新的土

以DAO来推动媒体内容众筹众创、媒体资产共建共享、媒
体服务智慧便捷、媒体管理安全高效等，具有广阔的应用

壤、创新创新的机制。DAO的本质是媒体内容创新的集合化
组织，它的出现可以让人人都参与到媒体的创作中，并使利
益主体从单一身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转变为参与共同创造的

前景。

每个人。人人参与，必定需要引领方向，因此在治理决策层

4 对DAO风险的思考
DAO的风险主要存在于网络安全性和规则的修改。如
“The DAO”在黑客攻击后，被迫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区块

面需要辅以“看不见的手”指导DAO的发展方向，构建主流
舆论格局，并依法进行监管，而DAO也将在互联网升级和创
新的时代大背景下，逐步走向成熟。

链；即使在其投票系统的初始代码中发现了安全漏洞，也无
法在多数人投票之前予以纠正，且在投票过程中，黑客还可
以攻击。
DAO以编程算法和智能合同作为其运行的逻辑和规则，
但无论多么具有预见性，完整的算法或者完美的合同是不存
在的，这种“不完美合同”导致的规则修改是必须要预先考
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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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块链技术积极探索“互联网+”模式，在市场准入、

0 引言

资质审核、事后监管等方面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路

深化“放管服”改革、为行业营造优良环境是激发市场

径 [3]。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政务服务资源库，整合各部门、

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广电行业深化“放管

各地方现有数据资源，实现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

服”改革，既要改革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提升

以政务大数据为基础，提升行政许可服务水平和事前、事

现代化的治理水平，也要运用高新技术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中、事后管理和监督的精细化水平[4]。

[1]

使之更加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要求 。
区块链除在数字金融、数字版权、社会治理等领域有广
阔应用前景外，在加快广电行业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进程
中，区块链技术也有所帮助，在可信取证、公权透明、监管
有效等行政数据治理困境上发挥区块链的效能，并基于匿名
[2]

可信、开放互通进一步达成交互协同、安全共享的模式 ；

176

1 区块链基本特征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无可篡
改、匿名性五个特征。
去中心化。区块链采用分布式存储和计算，不需要中心
机构或核心硬件，系统中数据由节点来共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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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区块链数据对所有节点公开，任何想查询的人

见；如将视听企业的内容监管或企业社会征信数据上链，是

都可以接入公共接口进行查询和相关应用开发，整个系统信

否合规所有节点可见，无法人为篡改。借助区块链建立各节

息高度透明。

点用户数据共签、互验、互信的公共信用大数据平台，增加

独立性。采用协商一致的规则和协议或数学算法，所有

审批结果的公信力，也减少了对申请人的审核力度，提高了

节点都能安全地、自由地交换数据而不依赖于第三方的支撑

信任的效率。

也不受第三方的干预。

2.3 区块链打造数据监察机制

安全无可篡改。一旦信息进入到链区，就随同区块链内

区块链分布式特征为操作的审计与追踪溯源提供了很

信息一同永久存储，除非超过51%的节点同意更改或删除信

大的便利，每个节点数据都带有族谱，可以追溯来源，精

息，其他任何操作都是无效的，区块链数据的稳定性和安全

准发现不当操作和恶意行为，一方面能规范政务服务全流

性非常高。

程，并形成有效的监督，审批过程中的受理、移交、专家审

匿名性。在法律框架之下，各节点之间不用通过公开身

核、决议确认、结果送达等环节都在区块链各节点上全程记

份的方式取得互相信任，以匿名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有利

录并留痕，因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数字签章与时间记录无

于信用的积累[5]。

法更改更难以抵赖；内部监察人员或社会群众可通过任何

2 广电行业政务服务区块链及其应用意义

一个公共节点接入区块链对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核验，既提
高技术公信力也提高政府职能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可实现

区块链被认为是继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科技时代

全网视听内容监察，为放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

后开启的第4次革命时代，但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创

立审批、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审批及视听备案等行

新，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理念架构、方法论的创新革命。借

政审批的前期审核，为加强事后监管带来便利，区块链的

助区块链的创新技术，对全面提升广播电视行业政务服务能

不可篡改性同样可以追踪媒体视听内容，从制作到传播到

力有着重要意义[6]。

收听收看，区块链可以为每个行为认定职责和存证溯源，

2.1 区块链助力政务数据协同共享

实现全媒体平台监管，为大数据侦查提供新的手段和数据

习近平曾强调要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政务数据的
跨部门跨区域，促进业务协同办理。区块链技术可以实

来源。

2.4 区块链优化管理机制

现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聚合，针对各数据部门多源异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一直是主导性的，而政务服务

构的系统，区块链能做到功能外部调用和数据的外部读

的主要职能也普遍是由政府行使，在区块链的技术加持下，

写，广电总局目前有视频点播审批系统、电视剧管理系

得益于所有节点保存了一致的数据，实现链上的所有节点共

统、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系统等多个政务服务数据系

享政府职能的模式，进而打破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管

统，且多个审批事项需跨部门联合审批，再加上地方省

理”与“被管理”的治理体系，有望建成政府和其他主体共

局自建系统，各系统建设年份不一，各系统数据架构不

同治理共同服务的创新模式，任何社会主体均有向节点中包

一，如将所有系统推倒重建而实现业务协同，对财务人力

括政府在内所有主体发送有关意见建议的路径，行政决议是

都是巨大损耗，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数据外部读写和功能

否符合市场规则，是否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公民、企业均可

外部调用，将各部门多源异构系统数据实时流转、协作

参与决议的制定，有助于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三者的互动

共享与数据整合，能实现政务数据“汇、通、用”的高效

新格局。

流程。

2.2 区块链可信数字化征信共享

3 区块链在政务服务应用上面临的风险

区块链的稳定、安全无可篡改的特性，能有效解决政务

区块链在为政务服务提质赋能方面除其本身存储庞大、

管理者与社会公众，或管理者之间的真实可信问题，区块链

与现有管理理念有冲突等缺陷外，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应用

上的每个节点都有数据签名与加密，所有节点可见、 整个过

挑战和风险：

程留痕，保证了节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总局电子证照认

一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区块链在各领域的应用都还在

证可通过全链条存储公钥，为第三方认证提供节点接口；如

初期，对其应用标准、理论、制度规则都还缺乏完整的、

电视剧完成片的专家审核意见一旦上链不可篡改，全节点可

成熟的探讨。在运用到政务服务方面，不同部门和地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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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新技术会根据实际构建自己的区块链政务服务系统，

性、复杂性，以长远眼光稳扎稳打行稳致远，从而有效赋能

这些体系未必是相同的标准和规则，随着政务服务质量的

广播电视行业“放管服”改革[7]。

不断提高，相互的交流和联系日益频繁，将不可避免地面
临各区块链系统相互兼容的问题，从而出现另一种“信息
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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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便、功能丰富
——旅游博主也在推荐EOS C500 Mark II哦
纷纷暮雪，所栖之处皆被冬意围绕，如约而至的不只有
大雪，雪化之后有泥水也有春天。这部纪录片我们将从导演
的视角出发，了解纪录片背后的故事以及导演团队如何使用
佳能EOS C500 Mark II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拍摄。

Q：您认为拍摄旅游自媒体类型的作品需要具备哪些特
点？这些特点对拍摄设备有哪些要求？
A：我认为旅游类自媒体类型的作品非常突出的特点是
视频调性比较随性、畅快，内容独特。考虑到旅游博主设备
的使用情境，小型便携、操作简单、功能丰富，并且在这基
础上具有更高声画质量的设备，应该会受到自媒体旅游博主
的欢迎。

工作照

变脏，相比同档位电影机来说，EOS C500 Mark II的表现已经
是非常到位了。

Q：在弱光拍摄环境下，您认为EOS C500 Mark II的影
像表现能力如何？
A：以往大多数时候在弱光环境下拍摄，我们会于前期
打光提高环境的整体亮度，在后期时再降低暗部的亮度，用
这种方式尽量避免暗处细节的丢失或者噪点的出现，但即使
这样，有时候仍旧会发现暗部出现噪点之类的问题。

工作照

Q ：拍 摄 主 人 公 面 部 特 写 等 镜 头 时 ，您 对 E O S C 5 0 0
Mark II色彩还原度和画质表现感受如何？
A：我们的全片除了少部分抓拍镜头，大部分都是采用
EOS C500 Mark II拍摄完成的。在拍摄的两天时间内天气一直
十分阴沉，为了制造阳光散射的效果，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布
置灯光。此外，由于EOS C500 Mark II作为全画幅摄影机具有

工作照

更大的感光元件尺寸，使得单个像素的面积也更大，因此在

在用EOS C500 Mark II拍摄主人公阅读信件的时候，

相同光线环境中可以捕捉更多的光信号，温暖的上午的感觉

我们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由于EOS C500 Mark II具备的5.9K

就被表现出来了，并获得了清晰干净且层次丰富的画面，以

全画幅CMOS影像传感器和DIGIC DV 7新影像处理平台，

及更好的画质和更出色的细节表现。在这个偏暖的灯光环境

实现了高感光度时的低噪点效果，并且其相当于最大15+

中，我们发现机器对人脸色彩的还原度很好，且人物脸部质

档的动态范围，提升了画面质感，实现了更加自然的饱和

感十分真实，能清晰再现一些表面皮肤瑕疵但也不会让肤感

度变化，凸出了氛围感。我们在最后的素材中发现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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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入目非常舒适的绿色，和周遭的颜色很好融合，适合作为
画面背景出现。其中一场晾衣服的抓拍戏，刚好EOS C500
Mark II机身足够小巧，加上镜头重量也没有以往电影机那么
沉，移动的过程中不会给摄影师带来太大压力。
同时EOS C500 Mark II具有同期录音功能，让我们在拍
摄时可以收取同期声，在后期工作时直接通过pr软件自动对
板，节省了许多时间和工作量，对于低成本的剧组来说非常
方便。
工作照

保留了灯管高光部分和柜子、床底暗部的细节，使得整体
画面亮度和谐，并且EOS C500 Mark II的宽色域给后期的
调色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尤其是夜戏的调色中更容易出层
次感。
另一个女孩把信件放入火堆的镜头，拍摄时因为是外
景，不好控制现场的灯光，只能用两个小灯棒来操作，但
后期回看素材的时候，发现EOS C500 Mark II出来的效果

Q：全画幅的影像传感器，在哪些场景的拍摄下让您印象
深刻？
A：最后一场戏是大桥的场景，拍摄了父女俩推着小车
在大桥上渐行渐远的镜头，这个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EOS
C500 Mark II全画幅CMOS影像传感器的魅力。全画幅让整个
大桥完整保留，边缘几乎没有画面压缩的痕迹，为我们的作
品提升了整体的质感。

仍旧不错，画面夜色的部分没有出现大面积死黑的情况，
暗部细节仍旧有所保留，且整体画面协调，极大弥补了前
期准备过程中的不足。拍摄火堆的时候，因为场景中光比
太大担心光源过曝或者人物脸部曝光不足，但最后机器呈
现出来的火光效果也没有失真，火堆的火苗、细碎的火星
都还原得很好，同时还兼顾了人物脸部的质感，在如此
恶劣的光源环境下，EOS C500 Mark II仍旧能够有很好的
表现。
工作照

Q：选择拍摄设备您是出于哪些考量？您认为EOS C500
Mark ll在拍摄这类的剧情有哪些优势？
A：全片的色调偏橙、绿调，场景中有很多的绿植，且

Q：您认为整个项目完成拍摄的过程中，机器待机表现、使
用感受如何？

日戏多，而EOS C500 Mark II这款机器在绿色这一色调中的

A：摄影师对这个机器的表现很满意，确切来说，我们

成像质感比较舒适，出来的绿色比较温和，不是非常鲜艳以

剧组都对这个机器很满意，包括它在画面上的成像表现，体

至于在画面中抢戏，但也不是很灰到失去色彩，是一种淡雅

型大小，调色空间等等。

工作照

180

工作照
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年·第49卷·第7期〕

Industry Focus
Q：鉴于后期的播放要求，各方面参数您是如何设置的？

︳行业聚焦

也方便在各类电影展映时候方便大屏幕播放。我们每天的拍
摄时间几乎达到19个小时，拍摄三天的时间，这样高强度的

A：EOS C500 Mark II支持记录为几乎不损失画质的

拍摄5.9K素材，总素材量占到6T，相比其他电影机，这已经

10bit/12bit Cinema RAW Light格式数据，拍摄5.9K Cinema

是很小的素材量了。这要得益于Cinema RAW Light格式，同

RAW Light格式的素材当时想的是为了后期预留更多的空间，

等量素材占据更小的存储空间。

支持双卡槽记录/同时记录

而对于一些需要升格的镜头，为了防止素材量‘爆炸’，

A：越是情感细腻的故事，越需要好演员去演绎，往往

我们没有用5.9K来拍摄，而是用了XF-AVC。在2张CFexpress

情感的流露就在对手演员的交手之间展露，我认为最有价值

存储卡中可同时记录Cinema RAW Light格式视频，也可以同

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真挚情感，无

时在SD卡中记录离线编辑用的小容量代理影像，方便后期工

论是看起来稳重实则内心如孩子般脆弱的父亲，还是看起来

作流程。双卡槽的记录格式帮助我们在整理素材的时候区分

幼小实则像大人般成熟的女儿，他们身上温暖的部分才是最

不同格式的素材，不至于出现工作流程混乱的问题。

珍贵的。

工作照

工作照

在后期剪辑调色过程中非常流畅，最后成片导出最高版

采访结束，结合本次拍摄实例我们不难发现，EOS C500

本的时候也让人不禁感叹于宽色域出来的效果和压缩后的画

Mark II综合实力较强，能为许多拍摄场景提供有力支撑，也

面效果天差地别。

透过镜头感受到了演员们精彩演绎出的细腻情感，而镜头下

Q：EOS C500 Mark II向我们呈现了一份意味深长，令

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人间大爱也让人为之震撼。寒冬之后，

人泪目深思的亲情，爸爸对女儿无穷无尽的爱尽显在影片

春意盎然花开绽放；雪化之后，沐浴春风笑迎暖阳。（关注

中，您在拍摄与创作这类影片上有何心得感受？

【影像佳园】公众号了解佳能产品及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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