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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G NR组播广播技术 （二）——5G NR MBS技术在应急广播及关键任务中的
应用

传统应急广播传输网络主要以广播电视网为依托，公众可以通过大喇叭、收音机、电视机、机顶盒等设

备接收应急广播消息。但是公众很容易因为接收终端没有打开或者外出没有携带而错过重要应急信息，并且

某些定制化的终端覆盖率不高，无法保证公众可以及时接收到应急消息的推送。随着5G通信技术的不断发

展，城市和农村地区可以使用蜂窝宽带和广播电视发射塔协同的方式提供应急广播服务，两者互相补充提升

覆盖范围。本文重点阐述了5G NR MBS技术在应急广播及关键任务中的应用，可咨业界参考。

〔47〕   基于统计分析与机器学习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方法研究

国内外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创作者、成本、内容属性等内容强相关因素的作用，采

用神经网络建模等方式构建评估模型，这样的评估方式忽略了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体等非内容强相关因素对价

值的影响，同时评估结果缺乏可解释性。本文作者曾提出媒体内容价值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面理

解外部环境、消费主体及内容自身属性之间的叠加作用关系，才能准确评估内容的潜在价值，本文进一步聚

焦版权内容中的国产电影，详细阐述内容价值的评估方法。

〔95〕   基于村村响融合共享的湖北应急广播综合省级平台系统设计与实现

在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过程中，湖北省利用现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将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村村响”省

级监管平台、“村村响”省级节目融合共享平台三个平台集成于一个系统，在保证播出质量、覆盖效果的同

时，充分发挥应急广播“平战结合”的特性，使应急广播更加贴近群众、应好急、发好声。本文介绍了该系

统的建设目标、系统架构、功能组成，其思路和经验可供其他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建设参考。

〔119〕   一种基于AdaBoost级联检测框架的电视台台标检测方法

快速准确地识别电视台台标，是广播电视播出的监测监管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工作。随着半透明台标、动

态台标的出现，传统的检测方法效果有所下降，基于机器学习的新型检测方法逐渐成为主流。本文提出了利

用机器学习领域的AdaBoost级联检测框架对视频流中的台标进行检测的方法，该算法具有自适应的特点，经

验证检测结果有效可靠，并能适用于IPTV、网络直播等收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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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G NR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Technology (II) - Application of 5G NR MBS Technology in Emergency 
Broadcast and Mission Critical

The traditional emergency broadcast transmission network is mainly based on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The public can receive 
emergency broadcast messages through loudspeakers, radios, televisions, set-top boxes and other equipment. However, because the 
receiving terminal is not opened or not carried out, it is easy for the public to miss important emergency information, and the coverage of 
some customized terminals is not high, which can not ensure that the public can receive the push of emergency messages in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5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n use cellular broadband and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tower to provide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ervice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improve the cover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5G NR MBS technology in emergency broadcasting and key task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by 
the industry.

〔47〕  Research on Copyright Content Valu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 value evaluation of copyright content in China and abroad mostly focuses on the role of strong content related factors such 
as creators, costs and content attributes, and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model by means of neural network modeling. This kind 
of evaluation method ignores the impact of non content strongly related factors such a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onsumers on 
value,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lack of interpretabili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value of media cont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many factors. Only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super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sumers and the attributes of the content itself, we can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content. 
This paper further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films in the copyright content and expounds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content value in 
detail.

〔95〕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ubei Provinci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System Based on the 
“Radio Broadcasting Coverage to Every Villag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Hubei Province uses the exist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infrastructure to 
integrate the three platforms of provinci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Radio Broadcasting Coverage to Every Village” provincial 
supervision platform and “Radio Broadcasting Coverage to Every Village” provincial program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 into one 
system. While ensuring the broadcasting quality and coverage effect, i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acetime and wartime 
combination” of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o as to make the emergency broadcasting closer to the masses, be urgent and soun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system, and its ideas and experience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provinci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s.

〔119〕  A TV Station Logo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Adaboost Cascaded Detection Framework
The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V station logo is an important basic work in the process of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ranslucent and dynamic landmarks,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has 
decreased, and the new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detect the logo in the video stream by using the AdaBoost cascade detection framework in the field of machine learning. The 
algorith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aptability.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detection results are effective and reliable, and can be applied to 
IPTV, webcast and other viewing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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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NR组播广播技术 （二）
——5G NR MBS技术在应急广播及 

关键任务中的应用

【摘  要】 5G NR组播广播服务可以提升覆盖范围和传输效率，提供丰富的流媒体信息，延伸应急广播覆盖区域、扩展容量。

本文概述了5G广播技术在应急广播中的两种应用方式，介绍了中国广电5G应急广播系统，重点详细阐述了5G NR组播广播

服务在关键任务中的架构和流程，以及关键任务服务的应用场景。

【关键词】 5G组播广播服务， 应急广播， 关键任务

【中图分类号】 TN934.4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20006001

【本文献信息】薛凯心，李爽，曾庆军.5G NR组播广播技术（二）——5G NR MBS技术在应急广播及关键任务中的应用[J].广播与电

视技术，2022,Vol.49(6).

5G NR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Technology (II)

——Application of 5G NR MBS Technology in Emergency Broadcast and 
Mission Critical

Xue Kaixin1, Li Shuang2, Zeng Qingjun3

(China Broadcasting Network Group Corporation Ltd,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The 5G NR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service can improve the coverage and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provide the rich streaming media 
information, and extend Emergency Broadcast coverage area and expand capac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wo application ways of 5G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in Emergency Broadcast, introduces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5G Emergency Broadcast system, and focuses on the architecture and 
process of 5G NR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service in Mission Critical,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Mission Critical service.

Keywords  5G New Radio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Service (5G NR MBS), Emergency Broadcast, Mission Critical

薛凯心1，李爽2，曾庆军3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5)

0  引言

传统应急广播传输网络主要以广播电视网为依托，公众

可以通过大喇叭、收音机、电视机、机顶盒等设备接收应急

广播消息。但是由于接收终端没有打开或者外出没有携带，

公众很容易因此错过重要应急信息，并且某些定制化的终端

覆盖率不高，无法保证公众可以及时接收到应急消息的推

送。随着5G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和农村地区可以使用

蜂窝宽带和广播电视发射塔协同的方式提供应急广播服务，

两者互相补充提升覆盖范围。5G NR MBS技术可以通过广

播的方式提供高效的传输能力和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提升应

急广播服务的可用性，满足应急广播等关键任务服务需求，

在更多地方更快速地接收高带宽数据信息，从而提高服务质

量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协同工作。在终端方面5G NR MBS

复用5G移动通信网元，无需针对广播业务做终端硬件层适

配，通过手机等通用终端真正实现应急广播服务由“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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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户户通”转向“人人通”，提升应急广播服务的覆盖 

范围。

1  5G广播技术在应急广播中的应用

广播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穿透能力强。在突发

事件、自然灾害面前，应急广播可作为覆盖广大地区的主

要信息通道和组织指挥的重要工具。应急广播接收终端不局

限于收音机、机顶盒、电视机、大喇叭、显示屏等设备，随

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手机等可移动便携式设备在应急

广播服务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接收到应急信息的受众人

群可以灵活调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已覆盖全国

所有地区的移动蜂窝基站作为应急通信的基础设施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蜂窝网络与广播电视塔协同覆盖提升应

急广播传输效率。应急广播可以采用5G广播技术面向通用

5G终端进行应急信息发布，既可以对全国进行应急广播，

也可以对小区、街道、公共场所等特定区域进行精准定向 

广播。

1.1 广电5G应急广播系统

中国广电利用5G NR MBS端到端系统集成应急广播功能

与总局监管中心应急广播平台连接，国家应急部门通知国家

应急平台发送应急信息，国家平台接收指令后将应急广播消

息发送给广电5G应急广播系统，然后经广电5G核心网通过

5G基站实现面向广电5G移动终端的应急广播消息发送。终端

应急广播信息可以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呈现，提醒用

户注意紧急情况发生，如图1所示。

在广电5G应急广播系统中，采用5G广播技术，通过

蜂窝网络和广播电视发射塔协同的方式，实现面向通用

5G终端的应急广播服务。5G NR组播广播服务（MBS）

（TS23.247[1]）是一种点对多点服务，其中数据可以从单

个源实体传输到多个接收者，包括广播服务区域中的所

有用户，或者TS 22.146[2]中定义的多播组中的用户。支持

MBS功能的5G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TR23.757[3]）。其中，

支持组播广播（MB）会话功能的会话管理功能（SMF）

网元和用户面功能（UPF）网元被命名为“MB-SMF”和

“MB-UPF”，MB-SMF和MB-UPF可以同时支持PDU会

话和MBS会话，例如，同一数据网络名称（DNN）的PDU

会话和MBS会话。MB-SMF和MB-UPF也可以部署并配置

为专门处理MBS会话的网元。对于5G NR MBS，应用功

能（AF）、5GC和NG-RAN都有相应的传输机制，5GC和

NR-RAN独立于AF运行。AF可以在组播广播和单播模式之

间进行选择，5GC决定使用共享或单独传输，NR-RAN决

定使用点对点（PTP）或点对多点（PTM）方式进行共享 

传输。

5G NR MBS建立在功能丰富的单播设计之上，可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用户设备的功能实现成本。NR组播广播可以在单

播/多播/广播传输之间动态切换，这使得NR现有单播功能能

够更有效地为群组提供服务，拓展公共安全、应急广播等全

新多媒体业务形态。

1.2 5G关键任务（MC）在应急广播中的应用

3GPP标准组织定义的关键任务（MC）是指较低的建

立传输延迟、高可用性和可靠性、处理大量数据能力、安

图1 中国广电5G应急广播

图2 支持MBS的5G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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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及优先级处理等涉及文字、语音、图像的通信服务。

应急信息不光需要下行推送，有些场景也需要上行反馈，

反映受灾情况及救护需求等等。移动蜂窝空口技术不断迭

代更新，高速率、广连接等特性不断提升，应急广播等关

键任务服务（MCS）需要更高的传输速率、更广泛的覆

盖范围、更精准的应急服务。这些场景对MCS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5G组播广播技术可以提供高效的传输能力和

更广泛的覆盖范围，从而提高传输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可

以广泛应用于MCS。5G NR MBS可以通过组播/广播的方

式将数据传输到群组，加速构建并提高MCS的可用性，

能满足用户的应用、通信、优先权和控制需求。在信号无

法覆盖或者覆盖不佳的农村区域，可延伸覆盖区域、扩展 

容量。

MCS支持MC管理员确定的授权MC组成员在该MCS内

进行广播组通信，允许发起MC组成员在广播组通信中传

输数据，提供有关范围内发生的警务、火灾或重大医疗事

件的最新信息，为消防队员、紧急医疗服务人员或警察等

第一响应人员提供快速、可靠和安全的通信。对应急广播

服务来说，MC服务器通过5GC与MC群组建立通信，群组

成员可以采用单播/组播/广播的方式动态切换接收应急广

播信息。群组成员也可以通过单播传输上行数据（如现场

情况，应急需求等）到MC服务器，为应急部门决策提供 

支持。

中国广电积极推动MC技术演进。2020年12月，3GPP SA

全会（SP-201094[4]）明确公共安全服务属于高优先级，包含

在Rel-17的范围中，应用5G NR MBS特性的MC整体架构和

功能模型也相继开展研究。2021年，中国广电与国际铁路联

盟、空客等公司牵头提交MCOver5MBS立项（S6-211789[5]）

正式通过，在Rel-18阶段对于MC应用5G MBS的功能模型和

架构等标准协议进行完善。3GPP SA6 11月会议中，中国广电

与AT&T、华为、爱立信等公司推动Rel-18 MCOver5MBS立

项开始输入内容，确定了MC应用MBS技术的架构及功能模

型（S6-212823[6]，S6-212824[7]）。此外，中国广电积极推动

5G NR MBS在包括MCS在内的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以及相关应用场景的设计。

2  5G NR MBS技术在MC中的应用

2.1 MC标准演进

虽然传统的窄带陆地移动无线电（LMR）技术能够满

足按键通话（PTT）语音需求，但它们无法满足关键通信基

础设施快速变化的需求。这些要求包括跨多种公共安全网络

的互操作性、支持多媒体功能，以及其他新兴的通信模式。

近年来，MC通信和服务平台一直是3GPP的一个重要优先事

项，有望通过满足全球关键通信行业不同领域的更多需求而

在未来不断发展。在3GPP Release的推动下，MC相关功能

已经在各个版本中分阶段实施，每个版本都包含一套完整的

标准，供设备供应商和运营商根据市场需求分阶段实施和 

部署。

MC标准化于2013年启动，3GPP成立了一个名为系统架

构（SA6）的新工作组，负责定义、开发和维护MC标准的技

术规范，包括关键任务按键通话（MCPTT）、关键任务数据

（MCData），以及关键任务视频（MCVideo）服务。3GPP 

Rel-13规范中的MCPTT标准化工作已经完成并进入应用领

域，是MC服务和功能市场化的重要一步。在Rel-14规范中，

3GPP向其标准化应用程序库中增加了额外的MC服务和增强

功能，包括对MCPTT的增强、MCData、MCVideo及有助于

标准化附加MCS的通用框架。

3GPP第一版5G协议Rel-15规范中，MC得到进一步发

展，包括MC系统之间的互连、用于语音和短数据服务的MC

系统与传统系统（如数字集群通信系统TETRA或P25）之间

的互通、铁路行业的MCS要求、用于MCS的MBMS API、

海事行业的MCS要求等。为了保证商业用户设备（UE）通

用区域之外急救人员的覆盖范围和容量，在Rel-16版本的

5G NR中已经实施的几种网络覆盖扩展解决方案可以应用

于MCS。这些覆盖范围和容量的解决方案将继续发展，包

括当前NR版本（Rel-17）中的增强功能和新功能，丰富MC

的现有基础功能，为设备供应商以及网络运营商提供一套

一致且完整的标准，为初步实施和部署做好准备。支持5G

以上MCS的增强架构正在快速推进，预计将在Rel-18中分

阶段完成，包括MBS会话管理、单播/组播切换、单播/广

播切换，以及直接通信、UE-UE转发、UE-网络转发等离线 

通信。

2.2 MC应用5G NR MBS技术的系统架构 

如图3所示，引入5 G  N R  M B S的M C应用体系结构

（TR23.783[8]），说明了使用5G MBS的MC功能模型，并指

定了MC所需的5G MBS功能块。MC媒体内容和相应的控制

消息可以使用MBS会话及其相应的MBS QoS流进行交换，

MBS会话和MBS QoS流一端在5G核心网中，另一端在支持

MCS的UE中的通信管道。在整个体系中，上行链路始终被分

配为单播传输资源，而下行链路可被分配为单播传输资源以

用于单独的传送，如果涉及多个小区也可以被分配为MBS传

输资源以用于共享传送或两者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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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5G组播MBS服务，组播MBS会话通过MBS会话

ID（即组标识TMGI或源特定IP组播地址）进行唯一标识。

MC服务器能够通过面向MB-SMF的接口配置组播MBS 

会话。

对于5G广播MBS服务，通过TMGI唯一地标识广播MBS

会话。MC服务器能够通过面向MB-SMF的接口配置、建立、

更新及释放广播MBS会话，并关联唯一的TMGI。MC服务

器可以基于附属组成员所在的小区标识来确定广播服务区

域。MC服务器可以通过MCPTT-1/MCVideo-1/MCData-1报

告的广播接收质量信息，为用户确定MBS会话和PDU会话的 

切换。

2.3 MC应用5G NR MBS技术的流程 

5G NR MBS技术依赖于MBS会话的建立，在下行链路中

将数据作为点对多点服务，从应用程序源传送到多个终端用

户。MBS会话由一个或多个MBS QoS流组成，以满足不同的

服务需求。

MBS会话有两种类型：广播会话和组播会话。通过广播

MBS会话，数据通过空口同时分发给位于地理区域（即配置

的广播覆盖区域）内的所有用户。对于组播MBS会话，通过

PTP传输方式或PTM传输方式，经过无线空口将数据同时分

发给专用用户群组。

为了支持使用MBS会话的MC组通信，需要执行以下步

骤，如图4所示[8]。

通常，当MC服务器确定使用MBS会话进行MC组通信

时，MC服务器首先需要使用5GC配置一个或多个MBS会话

以传输与MC组通信相关联的数据。对于在MBS会话配置

期间收到的MBS会话相关信息，MC服务器可以通过MBS

服务通告向目标MC用户通告相应的MBS会话。对于组播

MBS会话来说，支持MCS的UE需要向5G系统（5GS）请

求加入到相应组播MBS会话中。在接收第一个请求的UE会

话加入时，建立相应的会话。对于广播MBS会话来说，会

话建立通过由MC服务器触发的会话启动来进行。当MC服

务器识别出目标MC用户可以通过MBS会话接收数据时，

MC服务器可以决定通过已建立的MBS会话传输数据。在

提供需要在MBS会话上分发的MC数据信息之前，MC服务

器需要通过MBS服务公告或附加信令向目标MC客户端指

示与特定MC组通信如何在MBS会话上传输有关的特定信

息。对于组播MBS会话来说，MC服务器可以决定停止使用

组播MBS会话进行MC组通信的服务。当MC服务器决定在

5GS中完全停止使用已配置的MBS会话时，MC服务器应向

5GC发送释放请求，取消配置并释放MBS会话相关的所有 

资源。

2.4 MC应用5G NR MBS技术的数据传输

MC使用5G NR组播广播传输组通信数据如图5所示， 

包括：

图3 MC使用5G MBS应用层架构

图4 MC应用5G NR MBS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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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器激活5G组播/广播会话

2. 服务器向MC客户端宣告组播/广播会话信息

3. UE向服务器上报能够接收到组播/广播会话的数据

4. 服务器开始使用组播/广播传输组通信的数据

MC可以通过具有不同MBS QoS流的相同MBS会话或

通过不同MBS会话向接收用户发送媒体分组以及应用层信

令。以MCPTT为例，MCPTT可以对不同类型的MCPTT组

呼叫使用动态MBS会话建立。预先设置的通话组和聊天组

通话都可以使用动态MBS会话来分发下行数据。根据MBS

承载的容量，广播MBS会话可用于并行广播一个或多个组

呼叫。对于组播MBS会话来说，组播MBS会话一次只能

由一个组使用。在通过MBS会话发送群组呼叫的数据包之

前，MCPTT服务器应发送群组呼叫与MBS会话之间的关

联信息。群组呼叫设置过程指示用于特定群组呼叫的一个

MBS会话中的数据流。当MBS会话上的组呼叫完成时，

MCPTT组呼叫到MBS会话上特定资源的临时关联信息被 

撤销。

2.5 关键任务服务（MCS）的应用场景

MCS使用NR组播广播的业务形态主要是MCPTT、

MCData，以及MCVideo服务中的组通信。MCPTT，主要用

于群组通信的场景，包括预先设置小组、聊天组、广播组和

临时群组等，支持一对用户或一组多个用户之间的语音通信

服务，包括音频接入和首次接通功能。MCVideo，主要是应

急通信中的视频会议，用户能够使用视频通信功能，支持实

时视频流，允许用户将视频通信标记为“紧急”，以提高通

信优先级。MCData，主要是短消息、文件等的群发，提供

消息传递、文件分发和数据流功能，使用户拥有更丰富的 

体验。

MCPTT、MCVideo、MCData等组通信服务通过5G增强

的组播广播服务技术，允许以组播/广播的方式将数据传输

到一个组，而不是将数据分别传输到该组的每个成员，从而

避免网络拥塞，提升覆盖范围和传输效率，能够提供文字、

语音、图像、视频等丰富的流媒体信息。对于海量设备接入

的物联网来说，批量更新设备软件一直是一个难题。每个更

新补丁都需要点对点一一推送到无线接入的设备上。借助组

播广播功能可以一次性把更新包推送给所有需要更新的设备

（OTA升级），降低物联网维护管理的工作量。对于自然灾

害（海啸、地震警报）、公共安全（寻找失踪儿童的警报）

领域或应急广播的信息推送，依托传统的点对点短信是非常

低效的，并且海量的通信负荷会对移动通信网络产生巨大压

图5 MC使用组播/广播传输组通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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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5G组播广播功能可以大大降低对公众广播的网络数据流

量，确保信息推送的时效性。

MCS可以应用到应急服务、关键基础设施安全、运输系

统及其他场所等领域。应急服务包括灾害管理、医疗服务、

消防服务。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包括关键制造部门、能源和电

力、水资源系统。运输系统包括机场、海港、铁路及其他重

点区域（交通管理、停车管理、地铁隧道管理）。其他领域

主要是公共场所、停车管理、商业办公场所等。

随着MCS逐渐应用到一系列行业中，全球各大公司正在

为下一波可能通过5G实现的技术做准备。5G技术的进步加

上基于3GPP的应用功能的发布，将为关键通信行业带来新的

好处。简单地说，高速率、超可靠的连接和极低的延迟将使

MCS更加丰富、可靠和智能。这意味着大规模机器式通信有

可能扩展到物联网（IoT）设备的部署，使第一响应者能够在

紧急情况下做出更好、及时的决策。

3  结束语

5G NR MBS技术可利用蜂窝网络与广播电视发射塔协

同的方式向特定面积区域特定人群推送应急消息，实现单播

/组播/广播的灵活切换，提高现有应急广播体系覆盖范围。

5G NR MBS复用移动通信网元，终端侧无需针对广播业务做

硬件层适配，支持R17特性的各类别标准终端均可接收MBS

信号，泛终端化的特点使得应急信息传输范围更广，真正实

现应急广播“人人通”。利用5G NR MBS实现在公共安全

的广覆盖以及区域定向覆盖，在区域性的控制方面有效地进

行补充，实现应急服务覆盖范围灵活可扩展，信号的全方位

覆盖以及泛终端化，弥补广播信号“最后一公里”覆盖不足 

问题。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5G NR网络逐步应用于公共

安全领域，以支持更高级的用例和MCS应用。5G大带宽、

高可靠和低延迟特性使MCS更加丰富、可靠和智能。5G NR 

MBS的自身优势（低成本、可靠性、高效性）使得其能够使

用最少的资源集将数据传输到群组，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未来中国广电仍将继续跟进MCS相关标准演进，包

括MBS服务、近距离通信服务（ProSe）等在内的功能和技

术，探索更多MCS的应用需求，如智能电网、车联网、医疗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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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省级智能媒资系统 
多跨场景应用实践

【摘  要】 在数字化改革引领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智能媒资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其版权媒资作为集团核心战略资源日益受

重视。本文阐述了智能媒资系统平台架构及功能特点，分析智能入库、主题推荐、多维检索、出库共享等多跨场景应用，并利用

新系统建设重塑媒资管理与资源共享机制，提出合规高效、应享尽享的管理理念，持续为集团内各单位提供内容支撑，也为业

内媒资科学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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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actice of Multi-scenario Provincial Intelligent Media Asset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Reform

Xu Li

(Zhejiang Radio and TV Group, Zhejiang 31000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gital reform, the intelligent media assets system of Zhejiang Radio and TV Group has been built and put into 
use, and its copyright media asse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valued as the core strategic resources of the group.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igent media assets management, analyzes multi-scenario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lligent storage, topic 
recommendation, multi-dimensional retrieval and library sharing, and uses the new system construction to reshape the media asset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regulation, efficiency and enjoyment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content support for all uni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media resources in the industry.

Keywords  Digital reform, Intelligent media assets management, Big data, Multi-scenario, Process reengineering

徐莉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0005)

0  引言

当前，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全面开启新征程，省委书记袁

家军强调“多跨场景应用是数字化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

抓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以下简称“浙江广电”）为融

入“1512”工作体系，梳理重大改革需求，厘清堵点痛点难

点，谋实重大多跨场景，正在奔跑新赛道，全力冲刺阶段。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三位一体加速广电智能化发展[1]。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

传统媒体正在重塑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布局，媒资作为版

权内容核心战略资源日渐被重视[2]。现阶段，多家兄弟台正

在引进先进技术建设智能媒资，并同步探索数字化改革中媒

资管理的全流程重塑、多跨协同发展。本文中，笔者以浙江

广电智能媒资系统为例，介绍其在建设初期即重视数字化应

用，优化布局，利用新系统建设重塑媒资管理与资源共享流

程，实现媒资与“采编播发”各环节多跨协同场景应用，并

按照“边使用边完善”原则优化推进系统。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赋能，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驱动下，浙江广电在媒资数智化管理方面积

极探索并有效作为。智能媒资系统自2021年底上线以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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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媒资总体架构图

面推进数字化技术与核心业务深度融合，创新实现超高清

（4K）媒资管理、新媒体媒资管理、智能标签、多模态检

索等多跨场景应用，并提供定制化主题推荐，满足用户个性

化需求、一站式服务和沉浸式体验，助力媒资管理向着规范

性、系统性、知识性升级，在数字化改革中媒资数智化管理

迈出新步伐。

1  智能媒资系统总体架构及功能特点

智能媒资系统秉持“人人能用、人人会用、人人好用”

的用户理念，引入先进的4K+5G+AI技术，在中国蓝云平台

建成分类存储、分级检索、分布式高效媒资管理，能够高

效支持浙江广电及省域各单位按需共享媒资，同时为版权媒

资交易提供窗口。系统建设是基于全媒体背景下又一次崭新

开启，是数字化改革赋能整个媒资管理工作模式、工作流程

的系统性重塑，从而实现在全媒体时代、数字化时代赋予

媒资新的活力、生命力与创造力，提升媒资管理数智化的 

含金量。

智能媒资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平台基础设施层依托蓝云

IAAS资源池，让所有用户共享计算、网络、存储资源；业务

支撑层，通过统一接口服务与场景应用层进行交互，其中AI

中心包括AI原子能力，同时还能基于AI的融合推理，为智能

媒资提供高效的智能服务。大数据运营中心盘活智能媒资中

海量数据并与互联网资源进行合作分发[3]，充分发挥媒资价

值。场景应用层主要负责对外提供各类应用的用户界面，包

括基础媒资功能、智能标签、智能检索、主题推荐、移动端

应用、新媒体应用等。

2  智能媒资高效管理与协同发展的多跨场景应用

智能媒资管理的多跨场景应用要求媒资从业人员保持全

局性视角和系统性认知，寻找媒资赛道、重启思维模型，用

思考力、创造力重塑媒资管理思路与业务流程。历时两年建

设完成的智能媒资系统，以智能检索、智能标签为核心，集

语音识别、人脸识别、OCR识别、场景识别为一体，运用

全域、全流程、全媒体、全格式的数智化媒资管理，实现数

据资源有效共享。此外，系统横向统揽浙江广电各频道，纵

向贯穿全省80多家地市县融以及垂类单位，形成多跨场景应

用，为浙江广电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

体平台贡献力量。

2.1 应用场景之数据来源：实现新媒体、4K媒资在内的全

域媒资入库

智能媒资构建在蓝云平台之上，来源主要有指定节目自

动归档，蓝云多租户内容挑选入库和文件上载通道，汇聚的

视音频、图文等资源经过智能筛选和分析，能够自动生成部

分元数据信息。目前，浙江广电“一体两翼”新媒体端生产

制作也已全面云化，智能媒资设置新媒体库，对接“中国

蓝新闻”“美丽浙江”“北高峰”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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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铺路”，重塑业务机制，从无到有，分阶段开启新媒

体端的特色品牌节目收存。

此外，系统具备4K媒资管理能力，满足4K重点项目素

材入库、存储以及精细化管理。为更好地收存管理重点节目

素材，浙江广电正通过技术手段打通归档通路，相关素材直

接归档智能媒资，避免传统阵列“人工搬运”素材，破解素

材归档痛点堵点，多跨协同，实现视音频、图文、新媒体产

品、重点节目4K素材等全域全方位归档。

2.2 应用场景之数据管理：智能标签与主题推荐助力融媒

生产精准发力

智能媒资引入业内人工智能较成熟的科大讯飞、商汤等

互联网公司技术，借力智能切分、语音识别、人脸识别、

OCR识别等对资源内容提取标签，并持续通过人工审校、语

料训练、知识库集成逐步优化算法以提高智能标签精准度、

快速性和成熟性，高效助力融媒生产。浙江广电对于智能

标签与现有编目融合进行长期深刻探讨，积极探索“AI+人

工”的标签编目方式。智能标签效果如图2所示。

结合大数据技术在内的智能主题推荐，虽还未能完全

精准匹配进行推荐，但已在实操中有所展露。在此基础之

上，通过大数据收集更多用户相关信息，分析数据特征和规

律，再结合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未来必将为媒资精准化主

题推荐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浙江广电还突破性将智能媒资

与融媒新闻早会的选题报题系统完成对接，编辑记者在建立

选题时，系统在早会现场大屏及时进行媒资嵌入式推荐。后

期还会优化媒资呈现方式，完善探索应用。智能媒资上线至

今，通过融媒新闻早会选题报题推荐，先后支撑了“共同富

裕”“数字浙江”等重大宣传任务，实现集团内多部门新闻

战线统一媒资推荐渠道，促进共享。

2.3 应用场景之数据运用：多模态检索提供高精准度沉浸

式媒资体验

智能媒资可实现秒级实时索引更新以及基于用户点击

反馈的智能排序设计，同时实现了语音检索、人脸检索、

标签检索等多模态检索方式。作为亮点之一，系统在人机交

互方面实现了语音互动。用户启动语音检索框，直接说出想

要检索资料的关键信息，系统推荐匹配媒资，丰富用户互动

体验，更能在未来移动端多屏适配、无缝衔接实现用户“随

时随地”使用媒资。此外，人脸检索功能，只要输入人脸高

清照片即可对媒资库内100多万条媒资进行人脸检索，因其

能简单方便辅助用户找出所有人物相关资料，被亲切评价是

一套既能找到所需素材，又能找回珍贵记忆的智能化系统。

系统上线至今协助浙江卫视识别《奔跑吧》等综艺播前节目 

2000余条，总时长超过700小时，快速精准定位并成功识别包

含敏感人物的画面、语音、字幕素材500多条。

2.4 应用场景之效果评价：重塑共享制度，构建数字化媒资

管理闭环

媒资既有珍贵历史资料也有日常新闻素材，不同属性共

图2 智能标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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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方式各不相同，对于珍贵历史资料应谨慎使用，而对于日

常新闻媒资则需便捷调取，如何使媒资使用既高效又安全，

业内一直在探讨最佳解决方案。智能媒资通过推荐主题空镜

集、新闻专区汇聚等方式实现主题空镜、新闻媒资小范围共

享、逐步共享或者阶段性共享，根据业务实际重塑媒资审批

流程和环节，打通智能媒资下载与浙广办公审批流程节点，

促进媒资合规高效、应享尽享。

与此同时，媒资生产管理链路的收存管用各环节环环相

扣，特别是与用户直接接触的“用”这一环节，除了让媒资

有更好的“用”的体验之外，还需要能够收集并分析出用户

的检索、浏览、下载习惯，并据此反哺“收”“存”“管”

等环节，形成数据管理闭环，智能媒资实现共享调用全流

程、可追溯、可查验，从而形成媒资管理从归档、标签、编

目、审核、推荐、下载，全周期闭环机制，筑牢媒资安全共

享防线。

3  媒资管理多跨场景应用的实践体会

智能化标签：在全域媒资入库的基础上，整体性尝试新

媒体端智能化标签，其中新媒体端节目采用字幕识别技术可

基本识别出关键信息标签，然而对于素材类节目，因可识别

的语音、字幕等信息有限，智能化标签效果尚不明显。

智能化推荐：智能专区包括AI场景、热点人物以及地区

资源模块等均是系统通过智能识别技术提取到的场景、人脸

和地区信息的汇聚，目前由于智能化技术难以结合当下时事

热点和新闻选题，在主题推荐上仍需要人工专业团队融入。

与此同时，用户画像的融合推理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提供

精准的媒资供需对接，有效降低用户检索时间。

多模态检索：现有人脸库已有人脸信息5万余份，数据尚

不足以覆盖省内浙商、体育人物等各行业名人信息，同时还

存在人脸信息重叠、信息登记错误等情况，仍需迭代。

共享闭环：智能媒资系统上线后，为确保用户顺利使

用，团队进行分阶段、有重点、全覆盖式用户培训，不断收

集反馈并结合大数据进行深度学习，逐步优化闭环回路。

4  媒资管理多跨场景应用的升级思考

4.1 知识图谱的广度整合和深度开发

为了更好地抓取和分析数据与数据之间千丝万缕的关

系，智能媒资系统嵌入媒资知识图谱功能，挖掘大数据技

术，提供兼具自动生成+手动调整的能力，目前实测发现其

使用效果尚不理想。知识图谱构建支持迭代更新，未来随

着NLP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标签联想和标签推理等能力支撑

下，探索优化知识图谱扩展能力，一方面让非专业用户也能

够快速精准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更好实现业务数据共享、

资源高效配置；另一方面，利用知识图谱来帮助采编人员拓

展创作思维，输出高质量的节目内容。

4.2 媒资版权管理与运营变现的未来视角

智能媒资系统面向各类用户提供高品质媒资服务，设计

之初即重视版权保护，在低码浏览端增加登录者账号作为水

印保护，预防资料录屏流失，同时也在建设过程中加强版权

保护，在下载端设置自主水印选项，可根据资料等级和使用

范围选择添加实现自主水印保护，且预留有版权管理系统接

口，待时机成熟，可完成媒资系统、版资系统与OA系统多跨

协同，对版权资源进行一体化全流程战略管理，助力集团版

权资源内容“跑”起来、活起来。

5  结束语

本文以浙江广电智能媒资在数字化改革过程中的多跨

场景应用为主线，阐述了媒资如何借力数字化赋能，重构

需求关系，按照“大场景小切口”的思路，不断开发与采编

播发各部门多跨协同应用场景，以“安全、便捷、高效”作

为媒资服务标准，助力融媒生产高效协同，促进历史资料多

元化使用，最终让媒资焕发青春。此项目于2021年上线运

行，经实践检验可为媒资数智化管理应用提供新的业务思路

和借鉴。未来，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和广电人不断探索前进，

智能媒资将在更大、更多的场景中去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

术，多跨场景应用将不断丰富完善，以实现整体推进，加快

推进流程再造、系统重构、制度重塑，助力数字化改革走深 

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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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智能媒资系统标签体系和数据结构的 
设计与实现

【摘  要】 本文以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爱融媒云”上的智能媒资系统为例，讲述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

智能媒资系统多维度标签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并对标签体系数据结构的设计与实现过程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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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Intelligent Media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of ShenZhen Media Group (SZMG for short) “Shen Ai Fusion Media Clou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he multi-dimensional label system combin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is formed, and expound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data structure of the labe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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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广东  518046)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AI、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行业将自身业务与高新技术深度结合的探索，逐渐发展成

为行业信息化的新趋势。随着业务的发展，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互联网业务需求正以指数型激增。传统的新闻生产制

作及发布的模式对素材的管理方式和使用方式已不能满足互

联网环境下的新需求。面对互联网发布的新需求，也要求广

电突破传统业务观念，升级业务架构以主动的姿态迎接互联

网浪潮。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于此背景建设而成，基于大

数据挖掘、分析手段和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深广电近

三十五年媒资库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提取大量标签，并基于

互联网数据进行补充，建立具有深广电特色的专属标签系

统，结合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字幕识别等AI技术，综合应

用于智能媒资库检索、查看浏览、出库、发布等各环节，并

赋能互联网新媒体业务。

1  系统概述

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是一套采用人脸识别、通用视觉

场景、OCR文字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审

核等六大人工智能引擎，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所集

成的一套系统，打造出相对完善的智能中台、内容中台、

数据中台。重点对深圳本地、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的

人物、机构、地点、事件、主题、物体等各类实体进行有

应用场景的多维度分析，并由此初步形成了具有深圳本地

特色的六大领域、25大分类维度、各个维度下总计数百个

一级分类标签、上万个二级分类标签的标签大数据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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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标准体系，采用MongoDB、MySQL、Elasticsearch等数

据库来实现数据的承载、清洗以及最终的呈现等。对内可

服务于全媒体内容智慧生产、运营，对外可形成“新闻+政

务+民生+商务”大数据，为智慧城市运营提供持续的内容

和数据支撑，并可形成在深圳本地政务、民生、商务等垂

直领域有应用场景的知识图谱SaaS云平台，提供公共运营 

服务。

2  标签体系的设计

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在项目立项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于

标签体系的设计，经过不断摸索，最终形成现有的六大领

域、25大分类维度的自有专属标签体系，深广电自有专属标

签体系的形成分成如下三个阶段。

2.1 早期的历史编目成果提取、清洗、补充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业务需求不断激增，

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以及素材使用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互联

网环境下的新需求。此时我们意识到现有媒资系统依然还

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大量的人工编目，而且编目后的成果

未被很好地利用起来，显然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现在

这笔财富却被埋藏了起来。因此我们就想将这些编目成果

标签化，然后用于对标签化需求高的互联网发布业务，当

然标签化后，媒资本身的传统业务能力也将得到全面提

升。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的标签体系便从此时起开始着手 

建立。

通过大数据挖掘、NLP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我们对

深广电近三十五年媒资库编目数据进行分析，提取了约

1500万标签标引，去重后约有200万标签，然后对这些标

签进行初次分类，清洗出人名、地名、机构等重要实体 

词库。

2.2 高频标签人工分类整理，建立具有深圳本地特色的标

签体系雏形

对提取的标签进行清洗整理后，就开始建立具有深

圳本地特色的标签分类维度，为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同时又尽量能够使维度囊括各个领域，我们对提

取后的200万关键词进行筛选，筛选出1.7万高频标签进行

专项分类梳理。整理出12大实体维度，61个一级分类， 

370个左右的二级分类。还分别对人物、地点、机构、主题事

件、物体的维度的各项扩展属性进行标引，为后续的知识图

谱做准备。比如人物，除了一二级分类，还对人物的地域归

属、部门归属、时任职务名称、是否现任、是否涉敏进行了

标引。

2.3 六大领域、25大分类维度标签体系的形成

在上一阶段的标签体系基础上，加上建设后的智能媒资

系统智能标引，目前已经实现了共3000多万次标引，生成了

400多万个标签，结合智能媒资最终目标愿景，经过团队不断

总结和优化，最终形成现有的六大领域、25大分类维度标签

体系，体系分类如下：

1. 视觉维度（3项）：人脸特征、鉴黄鉴暴鉴敏感（特

殊的场景类型）、通用视觉场景维度（各家能力不同，主流

上包括各类动植物、食物、交通工具、物品、场景、人物动

作、表情、建筑物、近中远景镜头识别等）；

2. 音频维度（2项）：语音识别后带时码的标签、声纹 

特征；

3. 标签词的内容属性维度（2项）：内容分类（时政、军

事、社会民生、法治、教育、交通、健康、环境、财经、科

技、体育、文化、文学艺术、地理、旅游、影视娱乐等16大

类，150个二级分类）、情感度（正面、负面、中性）；

4. 标签词的实体类型维度（9项）：时间、人物（13个一

级分类、30个二级分类）、机构（13个一级分类、27个二级

分类）、地点（按国家、省、市、区县、街道、地标、楼盘

花园等7个层级展开）、物体（19个一级分类、75个二级分

类）、数字、事件、主题（45个细类）、其他通用标签；

5. 内容创作、格式的维度（5项）：内容格式类型（文

本、图片、视频、音频、VR）、栏目名称（自办栏目、外

部栏目）、内容题材类型（新闻、综艺、专题、电影、电

视剧）、内容创作者、视音频内容格式（画幅、帧率、分辨

率、视音频编码格式、文件封装格式等）；

6. 内容使用查看的维度（4项）：最新、最热（最多浏

览、最多使用、最多收藏）、热搜词、标签词最热（标签 

词云）。

图1是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门户首页示例，最左侧是精选

的一些导航分类维度，中间则是推送的重要宣传海报专辑以

及媒资系统的一个总体概况，往下每个卡片页则代表着各个

维度的展示，可向下滚动查看。

3  标签体系的数据结构设计与实现

智能化标签体系数据结构总体上包括四部分：一是标

签生产库（MongoDB中SH_D_ENTITYDATA、AI_Story等

集合）；二是标签过程记录即标签标引库（MySQL库中

content_tags表）；三是标签结果集即标签结果库（MySQL

库中tag_collections表）；四是标签维护库（MySQL库中tag_

terms表）。首先明确下标引和标签的概念，标引是产生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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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过程，标签是标引的结果，一个标签名称可以在多个

素材实体上进行标引，标签是可被重复标引的。

3.1 标签生产库设计

标签生产库是标签真正作用于素材实体的地方，在标签

生产库中，标签和内容实体是强关联的，最终所有的标签应

用业务都需要结合标签生产库来实现。标签生产库设计存放

于MongoDB的SH_D_ENTITYDATA、AI_Story等集合中，现

单独将标签体系相关字段分离出来进行说明，如表1所示。

如图2所示，这是一个素材经过智能分析及融合推理后的

生产标签结果及其他相关信息展示示例。

3.2 标签标引库设计

标签的产生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存在诸多影响因

素，既有人工录入的，也有机器智能提取的，标签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既有后台维护修正的，也有编目校准的，因此标

签的产生过程记录也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为标签的溯源

和工作量统计等。基于上述原因，对标签标引库的设计至少

包含以下标引信息：

1. 标签名称：如标签名称、标签ID等；

2. 标签产生来源类型：如纯机器生成且没经过人工修改

的、机器生成后经过人工修改的、纯由人工手动操作生成

图1 媒资系统门户首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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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标签生产库表结构

field name example（value） type description

contentid 素材实体ID 6fb820d032e8415985630f9503bfa19f LONGTEXT 不为空

name 素材名称 深视新闻 20210831 LONGTEXT 　

columnname 栏目名称 深视新闻 LONGTEXT 　

topic 素材分类 政治 LONGTEXT 　

keyword 关键词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高标准市场体系，住房公积金制度 LONGTEXT 　

fileext 文件扩展名 AVI LONGTEXT 　

picquality 图像质量 高清 LONGTEXT 　

mediatype 媒体类型 HD LONGTEXT 　

edition 节目版本 播出版 LONGTEXT
播出版、 
资料版等

composition 素材类型 整档 LONGTEXT
整档、单条、 

素材等

districtname 地区 /辽宁省，/山东省，/浙江省，/大鹏新区 LONGTEXT 　

districtpath 地区目录
中国/辽宁省，中国/山东省，中国/浙江省，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
LONGTEXT 　

eventdate 事件日期 2021年05月08日，2021年04月08日，1996年05月 LONGTEXT 　

eventorg 相关机构 深圳市人民政府 LONGTEXT 　

eventpeople 相关人物
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 

徐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杨帆
LONGTEXT 　

eventplace 地点
海南，宁夏银川，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 

大鹏新区，布新社区，大澳湾珊瑚保育站，深圳会展中心
LONGTEXT 　

summarization 摘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LONGTEXT 　

datum 数据 公司营收，GDP LONGTEXT 　

events 事件日期 疫苗安全，检查 LONGTEXT 　

goods 物品 温度计，打印机，冰箱，茅台，芯片 LONGTEXT 　

face 出镜人物 华晨宇 LONGTEXT 　

background 背景 图文类，会议室，电视台演播室 LONGTEXT 　

camera_angle 拍摄角度 仰视，平视，俯视 LONGTEXT 　

landmark 地标 无地标，苏州东方之门，高楼大厦，地王大厦，中国尊 LONGTEXT 　

note 文稿
1、习近平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国家发改委：深圳等区域将出台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LONGTEXT 　

keyword_hide 关键词（隐藏）
渔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史学习教育任务，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
LONGTEXT

由机器算法生成

暂未纳入高质量

标签范围的标签

datum_hide 数据（隐藏） 　 LONGTEXT

district_hide 地区（隐藏） 　 LONGTEXT

eventorg_hide 相关机构（隐藏） 　 LONGTEXT

relatedperson_hide 相关人物（隐藏） 　 LONG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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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录入标签维护库后匹配撞库逻辑生成的、老媒资系

统人工编目批量导入继承的；

3. 具体标引者：如标引或修改的用户名称，算法引擎名

称（机器生成的标签，标明是何种引擎识别生成的标签）；

4. 标签的实体类型：如人物、地点、机构等；

5. 标签的属性类型：如文本标签、视觉标签、ASR标

签、OCR标签等。

参考以上信息，标签标引库的具体数据结构设计如表2 

所示。

3.3 标签结果库、维护库的设计

标签的结果库和维护库的数据结构标准是统一的，区别

主要是标签结果库是标引生成标签记录在生产库中的一个结

果态标签，是一个结果集，而标签维护库是一个由机器和人

工共同维护的标签库，是一个为了提高标签生产质量的工

具。简单地说，标签维护库是因，标签结果库是果，但标签

结果库又不全然由维护库单一作用产生，还有一部分标签是

纯粹由机器算法提取而又不在维护库范围内的，这部分标签

在提取后会首先作为隐藏（非活动）标签记录下来，标签维

护人员可以将这部分隐藏标签中高质量部分转化为维护库标

签，如此因果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提高标签维护库池的数量

和质量。

标签结果库是标签体系大数据呈现的重要数据来源，

因此它的数据结构要和大数据呈现紧密结合，前面我们提

到，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经过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六大领

域和25大维度标签体系，因此设计标签结果库时需要能够

承载该标签体系各维度的内容，详细数据结构设计如表3 

所示。

3.4 标签产生流程及逻辑

图3所示是标签的融合推理逻辑图，由图3可知，标签的

生产过程是将智能识别结果、生产过程数据结合知识库及标

签维护库加上AI算法融合推理后进行标引并可由人工校正完

善的一个生产过程。

图4所示是标签的整体生产数据流程图，主要包含两大

数据流程业务，一是标签数据生产流程业务，二是标签动

态操作过程类数据（即标引信息记录）流程业务。总体思路 

如下：  

1. 所有标签处理单元增加流水属性数据即各动态标引 

信息；

2. 标签处理与元数据管理，需要增加标签属性流水记录

（通过kafka来实现）；

3. 通过流水处理服务实时刷新content_tags表和 tag_

collections表数据；

4. 需要新增的标签属性，构成逻辑标签对象存在content_

tags表和tag_collections表中，便于后续的统计及质量评估；

5. 知识库与基础标签库建立同步关联机制，最终实现人

物、机构、事件等之间的关联图谱。如图5、6所示，是人

物、机构标签相互关联的一个简要示例。

3.5 标签体系维护

3.5.1 标签维护库管理  

如图7所示，标签维护库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功能：支持增

图2 素材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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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标签标引库示例

删改查、统计及操作记录；可根据需要修改维护，批量导入

导出；支持标签的权重管理、敏感分类管理；支持标签的归

一化管理、近似词统计逻辑管理；支持多种类型标签，类型

可自定义。

3.5.2 标签分类管理  

标签分类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功能：分类可管理维护，新

增或删除；支持自定义分类，多级分类以及分类排序；支持

常用主题词自动聚类产生（如“疫情防控”“粤港澳大湾

区”）；支持基于分类的筛选、统计。

4  技术创新及实践心得

六大领域、25大分类维度标签体系是深广电智能媒资系

统的重大成果及技术创新，除此之外，本系统还有以下几大

创新点：

1. 高洞察力画像：视频经过智能处理后，可进行各实体

维度的高洞察力画像，比如可以对任何人物按照活动类型、

履历来划分不同类型的视音频内容，并提供人物到所属机构

的关联和快捷跳转，也可以提供机构到其上级机构和下属机

构以及相关任职领导的关联；

2. 人脸搜视频：不管是在人物库中存在的已知人物还是

未录入的未知人物，只要在视频中出现过的人物，经过人脸

识别引擎处理过的视频，都可以通过人脸照片搜索出来；

3. 多租户能力：将本系统作为共享硬件及软件资源的智

能媒资融合生产平台，结合多租户技术，使多租户可以在指

定权限范围内共享深广电各项实施成果；

4. 编目重构：人工和智能相结合的特有编目方式；

5. 本系统斩获IDC中国“未来智能领军者”大奖。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采用KPI和KQI指标来衡量实施进

度和质量，包括：历史媒资视频智能处理完成率；各项智

能引擎处理效率；人物识别量（已知人物数量、未知人物

数量，促进未知人物转已知人物的标引工作）；标签数量

及质量（内容属性分类、标签实体维度、通用视觉场景等

字段名称 字段释义 取值示例 字段类型 备注

id 主键id 1 bigint 不为空

source_id 素材id或片段、场景、镜头id 18e3452cebd044e3841f4af2cbbf9778 varchar 　

tag 标签名称 深圳 varchar 　

source_field 来源字段 eventpeople varchar 从mongodb库中的哪个字段抽取的标签

is_alive 是否为活动标签 1 int 1为活动，0为非活动

source_type 来源类型 人工录入 varchar 　

creatorcode 录入人员代码 5498231879 varchar 　

creatorid 录入人员工号 15086 varchar 　

creator 录入人员姓名 张三 varchar 若为纯机器算法，可以命名为AI

modifiercode 最后修改人员代码 489423455 varchar 　

modifierid 最后修改人员工号 15088 varchar 　

modifier 最后修改人员 李四 varchar 　

type 标签实体类型 人物 varchar 　

topic 标签属性分类 文本标签 varchar 　

creattime 标引创建日期 2021/7/6 15:04 datetime 　

updatetime 标引最后修改日期 2021/7/10 15:04 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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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标签维护库示例

字段名称 字段释义 取值示例 字段类型 备注

id 标签ID 000861bde8fb4b98b498f05b37ca411a varchar 不为空

name 标签名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varchar 不为空

approx 标签近似词 深广电，深圳电视台，深圳广电集团，深圳卫视 varchar 　

type 标签实体类型 机构 varchar 　

type1 标签实体一级分类 媒体机构 varchar 　

type2 标签实体二级分类 综合性传媒集团 varchar 　

type3 标签实体三级分类（预留） 　 varchar 　

topic1 标签属性一级分类 影视娱乐 varchar 　

topic2 标签属性二级分类 电视 varchar 　

topic3 标签属性三级分类（预留） 　 varchar 　

count 标签命中次数，或落选词落选次数 12190 int 　

source 标签来源 人工录入 varchar 　

created_time 标签创建时间 2021/7/6 15:04 datetime 　

sort_weight 排序权重 100 float 　

identify_code 标识id 　 varchar 　

remark 备注 　 text 　

is_controlled 是否为受控标签 1 varchar 1为是，空为否

is_forbidden 是否为禁用标签 　 varchar 1为是，空为否

is_masked 是否为屏蔽标签 　 varchar 1为是，空为否

browse 浏览次数 10000 bigint 　

event_ext1 事件主题属性分类 　 varchar

标签实体类型的

扩展属性，根据

标签实际分类填

充扩展属性

event_ext2 事件主题相关区域 　 varchar

event_ext3 事件主题时间 　 varchar

event_ext4 事件相关机构 　 varchar

eventpeople_ext1 人物所属机构 　 varchar

eventpeople_ext2 人物时任职务名称 　 varchar

eventpeople_ext3 人物地域归属 　 varchar

eventpeople_ext4 是否现任 　 varchar

eventpeople_ext5 是否敏感 　 varchar

eventorg_ext1 机构性质 直属机构 varchar

eventorg_ext2 机构隶属 深圳市人民政府 varchar

eventorg_ext3 机构领导人 XXX varchar

eventplace_ext1 地点属性分类 　 varchar

eventplace_ext2 地点管理机构 　 varchar

eventplace_ext3 地点所属省份 　 varchar

eventplace_ext4 地点所属城市 　 varchar

eventplace_ext5 地点所属区县 　 varchar

eventplace_ext6 地点所属街道 　 varchar

eventplace_ext7 是否知名地标 　 var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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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签融合推理逻辑图 图4 整体标签生产数据流程图

图5 人物详情图

六大领域、25大分类维度、各个分类维度下数百个一级分

类标签、上万个二级分类标签的持续智能化处理、持续审

校）；关键内容栏目的智能化拆条及发布的实时效率指标

（如整档中的单条播出完毕后5分钟左右即可拆条并发布 

完成）。

5  结束语

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是一套开放的系统，随着业务的不

断变化，系统也会随之不断完善，包括标签体系，也是在不

断优化完善及丰富的道路之上。深广电智能媒资系统通过语

音分析、图像识别、融合推理等AI智能技术，对历史媒资

素材进行自动化拆条、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字幕识别、

通用场景和物体识别等处理，对处理结果进行融合推理分

析，形成高质量的标签。最后结合深广电独有的六大领域、

25大分类标签体系对标签进行归类管理，使标签成果向节目

生产端和新媒体端推送，赋能集团自有的新媒体APP产品在

人脸识别、智能推荐等方面的能力，促进如“内容+数据”

付费订阅、各个细分垂直领域的舆情榜单、短视频智能剪

辑、内容版权在线交易等业务模式创新。同时减少人工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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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节约资金，提升全集团的业务生产效率，增强行业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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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智能媒资系统建设分析

【摘  要】 本文以IPTV智能媒资系统建设为例，详细介绍了新媒体思路下智能媒资系统的业务需求、系统架构和功能模块，并

对比传统媒资系统进行了差异化分析，认为两类媒体系统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可进一步提升新媒体核心业务的管理水平与

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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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PTV intelligent media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intelligent media system under the new media idea, and makes a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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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智能媒体管理系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换平台，也

是将来数字化文化传播运行的核心，它为各种网络应用系统

提供包括素材等资源支持，使得网络应用有丰富的资源可以

利用，保证网络的效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智能媒体管理就是

将各种视、音频资料及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图片、文档、图

表、工程文件等按照存储策略的设置有序地合理地保存到存

储设备中。

系统在提供存储设备管理、存储策略定义等基础服务模

块的同时，需要提供素材上载、挑选整理、资料检索、编

目、转码、资料交换、版权管理等应用软件供资料的加工与

使用。在应用软件上媒资系统提供了资料的数字化、编目整

理、检索、转码、迁移、版权管理、计费与使用统计等多个

层次的软件，支持当前常用的存储设备与文件格式。

1  IPTV智能媒资系统需求

IPTV即为交互式网络电视，是一种基于IP协议的广播电

视服务。IPTV以宽带网络为数据传输通道，不仅可以提供文

本信息、视听节目以及连网游戏等多样的信息服务，还可以

通过与通信业务的整合，提供全新的融合型业务。

IPTV业务构建以视频内容为主，新媒体运营为辅，传统

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创新思路。

媒资系统作为IPTV内容管理的核心，其主要功能为内

容管理、版权管理、片单管理、审核管理、栏目管理、频道

管理、资费管理、采集管理、下发管理、系统配置、统计监

控、用户权限等大功能模块以及其他辅助模块。

2  IPTV智能媒资系统的功能分析

IPTV播控平台原有媒资系统曾在广播电视台、影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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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等传统媒体行业中体现出良好的媒资管理水平，但运行多

年后，已经面临设备老化、功能单一的问题。在版权管理、

标签管理、片单管理、下发管理等多方面无法满足IPTV现有

工作的需求。

技术部门决定对传统媒资管理平台系统进行升级，分

阶段推进。该系统目标承担IPTV集成播控系统节目资源中

去除重复的节目内容（简称“去重”）、入库、收集、处

理、存储和分发等工作任务。系统要求确保审核编辑人员能

够快速开展工作，减少审核编辑人员的重复工作。功能、

系统、业务升级后将从老系统平稳过渡到新系统。媒资系

统流程图如图1所示，IPTV智能媒资系统网络拓扑图如图2 

所示。

智能媒资系统建设的各功能模块主要特性和技术创新点

如下：

图1 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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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应用层主要包括内容管理、版权管理、片单管

理、审核管理、栏目管理、频道管理、资费管理、采集管

理、下发管理、系统配置、统计监控、用户权限，这些模块是

新媒体媒资系统的核心，基于Java核心技术平台开发与建设。

2. 系统侧重在CP管理、权限管理、统计管理、用户交

互、内容运营等数据管理，并且把海量的节目内容数据进行

切片化放置在存储中进行文件管理，充分提高节目数据合理

复用效率。

3. 系统不仅对各种内容提供商入库的节目进行精细化聚

合管理，同时提供版权管理，实现版权到期、版权提醒等重

要管理操作，解决海量节目库因版权到期导致节目未下线的

合同纠纷。

4. 拥有庞大丰富的tag标签库来完成影片的分类和前端营

销精准推荐影片的工作，首先通过数据爬虫技术汇聚互联网

较大的若干影视网站，将这些网站的所有影视标签分类收集

存储，经我们统计，共有七万多个分类。这些标签数据不仅

仅用来生成标签，也用来增加推荐的个性化程度，并做到千

人千面。如果你喜欢看爱情浪漫类电影，并且观看爱情浪漫

类电影次数比较高，标签库会对影片中的浪漫类电影做出标

注，通过标签数据可以精准推荐给用户。然后将这些影片分

类的用词和语法做了深入分析，并且开发了一个“类型生成

器”，生成符合智能媒资数据库tag标签字段格式数据。“类

型生成器”使用的公式：地区+形容词+影片类型+上映年份+

国家+关键字 +适合年龄段。

这些tag标签字段格式数据给所有视频节目资源都打上

了此类标签，为节目视频定义了几十个多维度字段，如节目

类型、节目分类、国家、年代等，每个维度下都有不同的标

签，以此来快速分类和精准定位视频信息，能够智能化推荐

精确地将内容推荐给用户。

5. 使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去除节目库中重复的节目影片，

首先对准备进入智能媒资系统的节目的片单与底量数据和写

保护片单进行如节目名称、标签tag、节目类型、导演、演

员、国家、年代等字段比对，这些比对条件通过大数据抓取

互联网影片基本信息做多维度多角度比较，重复的标注出来

让人工审核，未重复的生成系统入库ID，一起交给CP方生

产介质，CP方生产完介质后提供介质片单与写保护片单做

比对，无问题方可进行入库。相比人工去重可大大缩短去重

时间，加快操作流程，提升去重结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通

过大数据方式排重加人工的方式，比单纯人工去重准确率更

高，去重参考项会更多，去重后结果存于智能媒资系统内，

也比单纯人工靠表格存储安全，不易被篡改，提升工作效

率、降低人力成本。

去重规范主要分以下3个方面进行：

1）按清晰度分类去重，将普通（高清、标清）版本影片

与4K版本影片分开去重，同名影片清晰度不同不算重复。

2）按运营商区分去重，将不同版权方（电信、联通、移

动）影片分开去重。

3）相同清晰度版权相同情况下，将“影片名称、节目类

型、上映年份、导演、演员”等字段作为去重参考依据，进

行片单去重，设定各项所占百分比，百分比大于等于75视为

重复，百分比低于75视为不重复，进入人工干预去重环节，

人工视实际情况判断影片是否重复。

去重规范流程图如图3所示。

6. 智能媒资系统提供IPTV通用接口规范，可完成多系统

数据无缝对接。

1） EPG模板C1接口规范：指内容运营平台EPG本地

化、制作和管理模块与业务运营平台EPG 服务系统之间的接

口，主要完成EPG 模板数据的下发和EPG模板管理的功能。

2）内容及业务管理C2接口规范：指省级内容运营平台

的内容处理及管理系统与省级业务运营平台的内容分发系

统、EPG 服务系统之间的接口，主要完成直播内容和点播内

容的传送、直播内容和点播内容相关EPG 元数据信息的管理

等功能。

3） 运营数据C3接口规范：指省级COP 内容运营管理模

块和省级SOP 业务管理平台之间的接口，主要完成用户数据

同步、订购数据同步、收视数据同步等功能。

7. 支持4K极清、高清、标清等多种输出码率，为4K电视

端、网页端、安卓苹果手机端等媒介提供节目服务。

3  实际应用效果

智能媒资系统投入使用后，与各个业务平台进行无缝数

据互通对接，主要包括：上游对接IPTV播控总平台（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本地节目生产系统和第三方CP/SP内容平台

（如腾讯、芒果、优酷等），下游对接三家运营商能力平台

（电信、联通、移动）、省广电监管中心平台、国家广电总

局大数据平台等。实现内容注入下游，与播控EPG管理系统

对接（EPG内容编排），原传统媒资系统的所有海量数据导

出智能媒资系统入库完成数据割接，并预留公共数据接口与

第三方上下游系统进行对接。

智能媒资管理平台建设完成后，实际应用面向多用户多

节点（CP/SP、播控及运营商平台）的节目去重、汇聚收集、

编目处理、文件管理及上下节点分发等。由于采用成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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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去重规范流程图

的系统解决方案，仅用3个月时间，从原有系统平滑过渡到

了智能媒资系统。且所设计的功能模块大部分都可自定义组

合，审核编辑人员能够动态地扩展组合各项功能，灵活地开

展工作，大大提高了审核编辑人员的工作效率，确保了稳定

快速地开展IPTV各种内容服务。

4  结束语

媒资系统先进的技术架构、灵活的部署方式、丰富的软

件模块，可满足各种规模用户的需求，已经广泛适用于电视

台用户、新型媒体行业用户、科研及教育等行业用户的管理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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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动力学模型的网络视听节目 
融合传播影响力算法研究

【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网络视听节目跨媒介、跨平台融合传播效果难以客观量化评估问题，创新将动力学升力模型应用于传

媒领域，提出了一种基于动力学模型的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算法，并根据相关数据对模型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进行了

验证。结果表明，利用该算法对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的计算结果，总体符合用户“体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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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Algorithm of Netcasting Fusion Communication 
Based on Kinetic Model

Yuan Jun

(College of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pplies the dynamic lift model to the media field, and proposes a netcasting fusion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algorithm 
based on the kinetic model, which aims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objectively quantify the effect of the current cross-media and cross-
platform integration of netcasting. The valid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model are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ata.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netcasting fusion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using the algorithm are generally in line with the user's “somatosensory”, 
whi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Kinetic model, Netcasting, Fusion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袁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学院，北京  100876)

0  引言

2022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

2021年我国网络视频总体用户规模达9.75亿，占网民整体的 

94.5%[1]，截至2021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占网

民整体的90.5%。网络视听节目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信息获取与

文化消费的重要途径，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

渠道。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社交媒体、内容社区等互联网

产品的不断兴起，网络视听节目已呈现出跨媒介、跨平台立

体式融合传播的新趋势，传统的节目效果评估方法已经无法

适应实际需求，研究分析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对于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强文娱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内学界并无直接相关的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算

法研究成果，但相关传媒领域的评价方法对本文研究亦有

参考借鉴，2012年，张树庭[2]在《视网融合时代的电视节目

评估——中国电视网络人气指数体系理论、模型与应用》中

提出了“IP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把“关注”与“评价”

作为分析电视节目网络影响力的关键。2016年，张亚菲[3]针

对电视节目网络传播效果提出以视听指数、关注指数、评

议指数、集中指数、推荐指数以及吸引指数为主要指标的

综合评估体。2017年，周勇[4]等在《融媒体环境下视听传播

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建构——基于VAR模型的大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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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中，建立了涵盖网络点击量、网络舆情等指标在

内的评价体系，并以10部电视剧数据为例进行验证。2020

年，王淳 [5]在《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网络综艺节目评价体系

研究》中，选取15个可直接获取的网络数据作为网络综艺

节目评价指标，并搭建评价模型。此外，2016年，王丽 [6]

在《基于动能和引力势能的网络谣言传播模型研究》中，

研究构建了基于动能的网络谣言预警模型，并开展了实验 

讨论。

本文立足于上述研究基础，基于动力学原理创新性将

动力学模型应用于传媒领域，并基于跨媒介、可获取、可

操作相关指标，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动力学模型的网络视听

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算法，构建了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

响力动力学模型，用以表征节目的融合传播影响力。我们遴

选了2020年播出的20部网络视听节目为研究对象，并采集、

统计了节目在视频平台，以及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和内

容社区的多维量化传播数据，根据数据分析、结合用户调

研，对模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行论证，总结出未来模型

优化的方向和思路，并选取代表性实验样本计算节目融合

传播影响力，通过对比实验对模型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进行 

验证。

1  基于动力学模型的网络视听节目 

融合传播影响力算法

1.1 动力学升力模型

空气动力学中，飞机因机翼上下表面气流的速度差导致

气压差所具有的能量成为升力，升力模型公式：

21
2

Y CSvρ=

log mv
d

=

 
( ) ( )

2

1 2 3 log mBI video kC f f f
d

 = + +  
 

    （1）

其中，Y是飞机的总升力，

ρ是大气密度，单位：千克/立方米，

C是升力系数，无单位，

S是机翼面积，单位：平方米，

v是飞机的速度，单位：米/秒。

网络视听节目传播产生的视频片段、热点剧情、衍生话

题将在长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内容社区等多元媒介间流

动，进行二次传播、融合传播、破圈传播，其融合传播影响

力受用户关注度、热议度、传播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与动

力学升力模型机理近似，因此我们认为动力学升力模型可探

索延展应用于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计算领域[7]。

1.2 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动力学模型

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用节目所具有的升力来表示节目

的融合传播影响力。节目的升力越大表示该节目的融合传播

影响力越大。本文提出的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动力

学模型如下：

BI(video)=kCSv2  （2）

其中，BI(video)为一个节目的升力，即融合传播影响力，

k为影响因子，

C为节目热议度，

S为节目流行度，

v为节目传播速度。

1.2.1 影响因子k

我们认为，主流媒体对节目的赞誉认同，将直接影响用

户对节目的关注、互动与讨论，因此将主流媒体对节目的提

及报道情况作为影响因子k的取值。

1. 无主流媒体提及报道时，k=1。

2. 当主流媒体对节目进行赞誉报道时，例如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山海情》，该节目的关注

度、话题热议度大幅增长，该节目的传播影响力显著增强。

因此，当主流媒体对节目的报道量为n时，k=1+logn。

1.2.2 节目热议度C

在动力学升力模型中，C是升力系数，该系数随迎角的

增大而正比例增大；当迎角较大时，升力系数随迎角增大时

的趋势减弱，曲线变得平缓；当迎角增大到一定值，即临界

角迎角时，升力系数将随迎角的增大而减少。

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C是节目热议度，代表节目播出

期间，用户对节目的吸引程度。本文利用百度搜索引擎中，

统计时段内节目的日均搜索量来衡量节目热议度。根据传播

学有关研究，信息从产生、交换、消费到消亡过程的传播态

势总体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即从信息个体产生的事件出发，

逐步过渡到个体间交叉传播，累积演变为群体间热门话题，

最终达到信息传播制高点，再随时间推移热度逐渐降低至消

亡，节目热议度的态势分布规律与升力系数曲线走势总体趋

同，在本模型中使用节目热议度表征“升力系数”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

1.2.3  节目流行度S

在动力学升力模型中，S是机翼面积，同等条件下，机翼

面积越大受力面积越大，飞机升力越大。

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S是节目流行度，代表节目播出

期间，用户对节目的关注程度。本文利用截至统计时间，

节目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账号

的粉丝数量来衡量节目的流行度。粉丝数量越多，我们认为

该节目的用户基础越好，同等条件下节目的融合传播影响力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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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流行度S算法：

1. 截至统计时间，节目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账号

的粉丝数分别设为f1、f2、f3；

2. 将上述三个数值相加，便是节目粉丝总量

f = f1+ f2+ f3  （3）

1.2.4 节目传播速度v

在动力学升力模型中，v是飞机的速度，同等条件下，飞

机速度越快，升力越大。

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v是节目传播速度，代表节目播出

期间，节目在用户群体中跨媒介、跨平台传播速度。本文利

用单位时间内，节目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和微博等社

交媒体平台账号发布内容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来衡量

节目的传播速度。节目传播速度越快，我们认为该节目的融

合传播影响力越大。

节目传播速度v算法：

1. 节目上线时的首轮次播出天数设为d；

2. 首轮次播出期间内，节目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

账号发布内容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分别设为m1、m2、

m3；

3. 将上述三个数值相加，便是首轮次播出期间内用户参

与互动的总量

m = m1+ m2 + m3  （4）

4. 单位时间内，节目的传播速度为：

21
2

Y CSvρ=

log mv
d

=

 
( ) ( )

2

1 2 3 log mBI video kC f f f
d

 = + +  
 

  （5）

1.2.5 模型公式

上文详细表述了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动力学

模型中各参数的含义及算法，将公式（3）、（）代入公式

（2）中，得公式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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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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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过程和结果分析

2.1 实验准备

本节重点介绍实验样本遴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等内

容。本文从2020年度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等长

视频平台上线的节目中遴选20部代表性作品，按照公式（2）

中有关参数要求，人工采集、统计节目首轮次播出时间、主

流媒体报道量、节目粉丝量等原始数据，并对原始数据做清

洗处理[8]，为实验验证与分析奠定基础。

同时，为验证本文提出模型算法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需

开展对比实验，本文拟选定国内典型影视作品评分平台中实

验样本的评分值，作为参考对比结果，评分值越高，一定程

度上代表样本在用户中的传播广度、深度越强，可认为融合

传播影响力效果越好。

实验准备详细过程如下：

1. 遴选实验样本。以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为统计时

段，充分考虑播出平台、开播时间、内容题材、剧集数等各

维度影响因素，均衡选取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

上线的20部网络剧（含在长视频平台播出的电视剧），样本

名单信息见表1。

2. 采集样本数据。按照公式（2）中有关参数要求，人工

采集、统计截至2022年3月，20部网络剧样本的主流媒体报道

量，节目粉丝量，节目账号点赞、评论、转发量等各项原始

数据。同时，为开展对比实验，本文选定豆瓣社区作为对比

平台，采集、统计豆瓣社区中实验样本的评分值，样本原始

数据信息见表2。

3. 数据清洗处理。按照1.2.1-1.2.4节中有关模型参数计算

规则的定义，对20部网络剧样本的各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

处理、转换，计算输入模型的各项参数取值。样本输入模型

参数值见表3。

2.2 实验过程

本节重点介绍实验设计思路及过程，根据上文相关数据

准备情况，计算实验样本影响力结果，同时，和样本在豆瓣

社区的评分结果进行对比。

在2.1节实验相关数据准备基础上，依据1.2.5节提出的网

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动力学模型公式，对20部网络剧

样本的融合传播影响力进行计算，为便于对比实验和结果分

析，我们将计算结果经数据标准化处理后映射至[0，100]区

间，样本计算结果及豆瓣评分情况见表4。

从计算结果看，《以家人之名》以90.00的融合传播影

响力位居首位，从该节目的相关数据来看，其播出期间在短

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引发大量话题、互动

及用户讨论，百度日均搜索量达51136次，短视频平台赞评

转量达46970746个，在用户中传播面积广、影响范围大。

以《黑白禁区》为例，该节目播出期间百度日均搜索量为 

3727次，官方微博账号粉丝量为19297个，相比于《庆余年》

《安家》等，在用户中的互动传播效果较弱，其融合传播影

响力较低。

2.3 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结果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本文将表4

中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计算结果与其豆瓣评分值进行比对分

析，按照表1中样本顺序，其融合传播影响力和豆瓣评分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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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见图1和图2。    

实验发现，从走势分布来看，样本的融合传播影响力和

豆瓣评分总体走势趋同，均在表1中第4个样本《庆余年》、

第12个样本《三十而已》、第14个样本《三生三世枕上书》

处达到融合传播影响力和豆瓣评分区间峰值，在13个样本

《清平乐》、第17个样本《了不起的儿科医生》达到融合传

播影响力和豆瓣评分区间谷值。即总体来看，豆瓣社区评分

较高的样本节目，其主旨立意、内容情节、艺术创作水平

较好，进而在用户中的传播广度、深度强，互动黏粘性、

吸引性大，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深，实验计算结果与用户

序号 节目名称 播出平台 开播时间 题材 剧集数

1 《最美的乡村》 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TV 2020.6.6 农村 30

2 《爱的厘米》 腾讯视频、芒果TV 2020.11.16 都市 46

3 《黑白禁区》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2020.12.16 军旅 44

4 《庆余年》 爱奇艺、腾讯视频 2020.8.3 宫廷 46

5 《绿水青山带笑颜》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2020.3.18 农村 32

6 《幸福，触手可及！》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2020.5.19 都市 51

7 《大唐女法医》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2020.2.14 古装 36

8 《精英律师》 爱奇艺、腾讯视频 2020.1.1 都市 42

9 《破局1950》 爱奇艺、腾讯视频 2020.1.1 其他 46

10 《二十不惑》 爱奇艺 2020.7.14 都市 42

11 《安家》 腾讯视频 2020.2.21 都市 53

12 《三十而已》 腾讯视频 2020.7.17 都市 43

13 《清平乐》 腾讯视频 2020.4.7 古装 70

14 《三生三世枕上书》 腾讯视频 2020.1.22 古装 51

15 《传闻中的陈芊芊》 腾讯视频 2020.5.18 古装 24

16 《冰糖炖雪梨》 优酷 2020.3.19 都市 40

17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优酷 2020.11.30 都市 44

18 《巡回检查组》 优酷 2020.12.13 犯罪 43

19 《以家人之名》 芒果TV 2020.8.10 家庭 46

20 《向阳而生》 芒果TV 2020.10.12 都市 42

表1 样本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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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原始数据信息

序号 节目名称
百度日均

搜索量

抖音 快手 微博
首轮次

播出天数

主流媒体

报道量

豆瓣 
评分

粉丝量 赞评转量 粉丝量 赞评转量 粉丝量 赞评转量

1 《最美的乡村》 1939 13000 125594 14000 —— 438930 9781 15 211 5.8

2 《爱的厘米》 10325 330000 5316195 —— —— 20988 97293 23 64 4.5

3 《黑白禁区》 3727 100000 1339170 —— —— 19297 97929 24 123 4.9

4 《庆余年》 61287 1189000 58303 —— —— 1485023 114352 24 2071 7.9

5 《绿水青山带笑颜》 2779 —— —— —— —— 31341 22002 20 209 4.2

6 《幸福，触手可及！》 9239 1000000 31406703 —— —— 712606 2904638 34 541 5.1

7 《大唐女法医》 8767 85000 1567158 —— —— 169214 681152 32 118 4.4

8 《精英律师》 17893 467000 4130883 —— —— 339889 243379 22 319 5.3

9 《破局1950》 1191 43000 278449 —— —— 15613 4652 16 93 4.2

10 《二十不惑》 19917 909000 40601459 —— —— 235765 2088067 25 339 6.5

11 《安家》 29843 —— —— —— —— 178815 784079 28 1438 6.2

12 《三十而已》 52074 2409000 28515301 —— —— 177302 1377643 24 3083 6.7

13 《清平乐》 27143 —— —— —— —— 220392 6040814 42 1662 6.5

14 《三生三世枕上书》 40926 2584000 18293699 —— —— 1412373 14503471 28 96 6.8

15 《传闻中的陈芊芊》 27881 2555000 60002647 —— —— 890696 3360124 14 357 7.3

16 《冰糖炖雪梨》 39206 798000 18542139 —— —— 394261 3073988 22 733 7.0

17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3274 72000 226430 41000 150346 67892 114203 24 167 6.1

18 《巡回检查组》 11457 627000 4981568 54000 248442 21616 121302 18 566 6.9

19 《以家人之名》 51136 2270000 46970746 —— —— 438092 7818172 28 1919 6.8

20 《向阳而生》 3682 99000 304122 —— —— 96691 770339 34 103 7.0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6期〕 39

Internet Audio & Video   ︳  网络视听

对样本节目的认知反馈较为吻合，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与 

合理性。

3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力学模型的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

播影响力算法，并设置对比实验对算法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进

行了论证。在算法研究上，以动力学升力模型迁移应用于网

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计算领域为探索，参照动力学升

力模型公式原理、参数含义、参数值域等要点，结合节目

跨媒介、跨平台传播特点，充分考虑可表征节目融合传播效

果的关键量化参数，研究提出了算法模型；在对比验证上，

我们选取了2020年播出的代表性网络视听节目为实验样本，

依据算法模型参数要求，人工采集、统计了各样本的主流媒

体报道量、节目粉丝量等原始数据，并对数据做清洗处理后

表3 样本输入模型参数值

序号 节目名称 影响因子k 节目热议度C 节目流行度S 节目传播速度v

1 《最美的乡村》 3.32 1939 465930 3.96 

2 《爱的厘米》 2.81 10325 350988 5.37

3 《黑白禁区》 3.09 3727 119297 4.78 

4 《庆余年》 4.32 61287 2674023 3.86 

5 《绿水青山带笑颜》 3.32 2779 31341 3.04 

6 《幸福，触手可及！》 3.73 9239 1712606 6.00 

7 《大唐女法医》 3.07 8767 254214 4.85 

8 《精英律师》 3.50 17893 806889 5.30 

9 《破局1950》 2.97 1191 58613 4.25 

10 《二十不惑》 3.53 19917 1144765 6.23 

11 《安家》 4.16 29843 178815 4.45 

12 《三十而已》 4.49 52074 2586302 6.10 

13 《清平乐》 4.22 27143 220392 5.16 

14 《三生三世枕上书》 2.98 40926 3996373 6.07 

15 《传闻中的陈芊芊》 3.55 27881 3445696 6.66 

16 《冰糖炖雪梨》 3.87 39206 1192261 5.99 

17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3.22 3274 180892 4.31 

18 《巡回检查组》 3.75 11457 702616 5.47 

19 《以家人之名》 4.28 51136 2708092 6.29 

20 《向阳而生》 3.01 3682 195691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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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样本融合传播影响力计算结果

排名 节目名称 融合传播影响力 豆瓣评分

1 《以家人之名》 90.00 6.8

2 《三十而已》 88.79 6.7

3 《三生三世枕上书》 82.97 6.8

4 《传闻中的陈芊芊》 79.35 7.3

5 《庆余年》 73.49 7.9

6 《冰糖炖雪梨》 68.30 7

7 《二十不惑》 63.99 6.5

8 《幸福，触手可及！》 62.72 5.1

9 《精英律师》 61.81 5.3

10 《巡回检查组》 61.15 6.9

11 《清平乐》 60.86 6.5

12 《安家》 60.56 6.2

13 《爱的厘米》 60.37 4.5

14 《大唐女法医》 60.20 4.4

15 《最美的乡村》 60.06 5.8

16 《向阳而生》 60.05 7

17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60.04 6.1

18 《黑白禁区》 60.04 4.9

19 《破局1950》 60.00 4.2

20 《绿水青山带笑颜》 60.00 4.2

图1 节目样本融合传播影响力走势图

图2 节目样本豆瓣评分走势图

输入算法模型，计算样本融合传播影响力，最后与国内典型

影视作品评分平台豆瓣社区中的评分进行比对，从结果看，

利用本文提出的算法对网络视听节目融合传播影响力的求解

结果，总体符合用户对节目的“体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

义。未来，将结合传播动力学、社会学、新闻学等领域的研

究进展，扩充更多维度、更多方面算法参数[9]，并开展更大

规模对比实验，通过调查问卷、人工访谈等方式，对模型求

解结果进行验证，持续优化算法模型，使模型具有更好的泛

化性与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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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超高清技术系统建设与应用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8K超高清视频技术应用的演进态势，然后从频道概况、系统构成、技术特点和应用感受四个方面

阐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8K超高清试验频道技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最后从系统扩容升级和业务领域拓展两个维度说明

了后续任务规划。在分享超高清建设和应用经验的基础上，指出高品质视听内容将成为从互动、沉浸式高新视频应用直至

元宇宙虚拟空间构建的基础性支撑，高端内容生产能力建设和创新性多样态应用是今后广播电视台技术工作的重要课题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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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8K UHD TV Technology System
Bi Jiang, Wang Lidong, Wang Qi, Zhang Ning

(Beij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8K UHD video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n from four fundamental aspects including 
channel overview, system structur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experience, It illustrates the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8K UHD experimental channel technology system within Beijing Radio and TV Station. Finally, the follow-up task planning is presented from 
two dimensions, which include the system upgrade and the business expansion. On the basis of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UHD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igh-quality audio-visual content will become the basic support for either the interactive and immersive 
Advanced–format and New-concept video applications 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verse virtual space. A high-end content production capacity building 
alongside promot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diversity are important topics and directions relevant to the technical work of broadcasting sta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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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江，王立冬，王麒，张宁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100022)

0  引言

为落实北京市政府关于开办8K超高清电视频道（以

下简称8K频道）、推动8K超高清视频（以下简称8K）产

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北京广播电视台积极推进相关技术系

统建设，研制关键设备、完成系统集成、探索创新应用，

2021年12月底8K超高清电视试验频道开播，2022年1月5G

高新视频8K APP（以下简称8K APP）上线。冬奥会期间，

8K技术系统圆满完成科技冬奥应用示范任务。目前，频道

已经转入常态化运转状态，并纳入北京市8K产业发展的 

整体布局。

1  发展态势

8K频道筹备及其技术系统建设是我台积极适配当前产业

政策走向、顺应技术发展规律的产物，体现了台内技术体系

升级、应用场景拓展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长远规划。

1.1 超高清视频应用呈现整体加速状态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要求以

超高清视频为抓手促进产业链核心环节向中高端迈进。系列

核心技术标准的颁布为关键设备研发、制播系统搭建提供了

依据。广播电视行业积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三年来已经开

播了7家4K超高清频道，有效带动了超高清内容供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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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4K超高清频道成为首家支持超

高清、高清格式同步播出的电视频道，2021年初央视总台8K

超高清公共服务平台启用并推出“百城千屏计划”。同时，

以腾讯、爱奇艺、哔哩哔哩、咪咕为代表的互联网视频服务

商正在加紧布局超高清视频应用，内容数量和用户规模快速

攀升。

1.2 从4K超高清视频到8K多样态应用

在内容消费形态不断演进的背景下，用户对高品质视听

体验的追求持续高涨。8K代表了视频技术的最新发展方向，

为极致视听感受和沉浸式体验提供了质量保障。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8K内容输出的渠道和场景不再局限于电视频道和家

居客厅，在4K分辨率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为高新视频等多样

态创新应用夯实了基础。

首先，VR/AR/XR等高沉浸、强互动形态的应用场景，

对8K需求强烈。采用4K分辨率进行后期制作时，VR成片分

辨率仅略高于标清水平，常常带给用户模糊、眩晕的感觉，

而依托8K可以将用户得到的VR画质提升到高清以上，沉浸感

更强、互动性更好。其次，超大屏幕呈现应用场景对视频分

辨率的要求从8K起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部署了近万平

米8K分辨率大型LED屏幕，播放数字处理后的视频内容，获

得了极具震撼力的恢弘效果。第三，城市公共屏幕亟待8K内

容充实。8K屏幕面积通常可达300平米、峰值亮度超过5000

尼特，具备高动态范围和宽色域支持能力，此次科技冬奥8K

应用示范不论是赛事转播还是常规节目，都取得了优异的播

放效果，寒意中引来不少驻足。此外，通过OTT 8K专区+智

能电视终端的方式也可以针对高端用户群体提供垂类高品质

视听服务。8K应用渠道和形态的多样化，为用户打开了一扇

通向极致视听盛宴的大门。

2  系统建设与应用

8K频道定位于“自主创新、技术验证、应用示范、产

业培育”，技术系统建设突出产品、集成、应用上的创新力

度，开播以来取得了良好运转和传播效果，为同类系统建设

提供了富含价值的经验参考。

2.1 频道概况

8K频道技术系统建设充分体现了从无到有、攻坚克难的

过程。虽然政策导向明确、技术标准具备，但在产品实现和

系统集成上仍然完全缺乏参考案例。一路8K无压缩视频码率

达到32Gbps，进行多路编解码和效果添加时需要处理的巨大

数据量可想而知。单个环节已是如此，系统集成更是挑战。

我台技术部门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从项目规划、招标采购

到方案细化、系统实施的每个任务阶段，遵循客观实际、着

力创新的原则从细节抠起、以达标结束。2021年12月31日频

道正式开播，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冬，北京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莫高义出席；2022年1月25日科技冬奥8K

应用示范开始，1月28日8K APP登陆手机应用市场，面向互

联网用户提供媒体服务。图1为频道播出机房全景。

频道筹备和项目实施期间，并行完成了制播系统建设、

内容生产储备、手机APP研发三条主线任务。制播系统目标

是满足开播后业务运转和播出发布的业务需求，打通制播流

程、形成基础产能、支撑频道运转；内容生产储备聚焦于开

播初期特别是冬奥期间的节目播出需求，包括50小时以上原

生节目、100小时以上原生素材；APP定位在5G高新视频移动

应用，依托频道制作能力，探索高端垂类内容业务场景，拓

展融合分发渠道。

频道开播后制播系统运行平稳、业务运转顺畅、播出效

果优异，APP上线后功能实现完整、应用体验出色，取得了

政府、社会、媒体的一致肯定。冬奥会期间，8K频道播出传

送系统承担科技冬奥8K应用示范集成播控平台职能，为公共

大屏、电视中屏、移动小屏提供统一信源，包括热点商圈、

文化机构、街心广场的30块大型LED屏幕，以及示范社区的

200个电视终端，转播奥运赛事、宣传双奥之城。大屏现场效

果如图2所示。

图1 8K频道播出机房

图2 科技冬奥8K应用示范公共大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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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构成

拍摄设备集群包括8K全画幅数字摄像机、Super 35mm摄

影机等，使用RAW原始图像记录格式，辅以延时摄影机和慢

直播系统。制播网络系统包括制作、备播、播出、传送4个功

能域，如图3所示。

制作域以大容量高速中央存储为核心，部署剪辑、调

色、图像修复/增强站点，成片经技术、内容审核后提交整

备流程，实现网络化备播；备播域实现节目管理、播出编

单、迁移拷贝、成片存储等功能，节目文件关联代码并链

接节目单条目，自动迁移到播出服务器；播出域采用IP架

构，通过SDN实现IP矩阵信号调度，播出服务器集群采用异

构三备实现方式；传送域编码环节采用IP末级切换冗余机

制，向有线网络、IPTV、科技冬奥示范终端、手机APP输出 

信号。

2.3 技术特点

2.3.1 全面支持新型编码格式

JPEG-XS（ISO/IEC 21122：2019）是一种低延迟、轻

量化的视觉无损编码格式标准，具有资源开销低、图像质

量高、鲁棒性强等优势。8K制播系统各功能域全面支持该

格式。播出域实行JPEG-XS、ProRes、单文件XAVC、分层

编码SUVC多格式混播，播出、传送信号域采用符合SMPTE 

2110-22协议的JPEG-XS视频流。在系统设计和实现中，该

格式的优势在于：一是节省传输带宽、简化系统设计。码率

仅为2Gbps、压缩比达16:1，充分发挥高画质、低延迟的特

点，解决4×12G SDI线序复杂、线缆众多的弊端。二是减

少处理环节、降低资源开销。对于制作域输出的JPEG-XS成

片，播出服务器只需解封装处理，提升播放顺畅度。考虑到

JPEG-XS算法对硬件性能要求相对较低，且特别适合GPU并

行处理，为后续优化视频处理机制、研发新型设备提供了 

可能。

2.3.2 引领核心产品功能完善

设备性能瓶颈是现阶段困扰8K处理设备研发的难点问

题。推进自主创新，优化底层算法，发掘硬件平台潜力，

成功研制8K播出服务器、AI上转换器、协议转换网关等关

键设备，取得以下成果：一是提升资源使用率、支撑核心应

用。研制实现多格式文件混合播出功能的播出服务器。针对

部分文件格式解码算力要求过高、导致播出效果劣化的问

题，引入CPU+GPU并行处理模式，分别负责多格式文件解

码和JPEG-XS视频流编码，结合CPU调用保护和播放预处理

机制，取得了稳定、顺畅的播出效果。二是保障图像质量、

扩大内容供给。围绕高价值历史素材需求，采用逆色调映射

上转换神经网络，对算法模型进行定制优化，并不断训练、

改进。同时，结合高分辨率、高帧频重建算法，达成性能稳

定的高画质AI上转换效果。三是优化编码方法、改善用户体

验。在AVS3编码环节，采用兴趣中心区域感知及算法模型，

识别人脸五官、台标字幕等视觉集中区域，定向分配更多码

率资源，针对性提升区域画质效果，优化整体观看体验。目

前已经形成23项知识成果，包括发明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 

7项。

2.3.3 研发强互动体验客户端

8K APP研发国内首款支持超高质量视音频格式的客户

端播放器，探索新场景、新应用，拓展8K融合分发渠道，

图3 8K制播网络系统功能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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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沉浸、强互动”应用体验，取得以下成果：创新

实现手机端8K视频播放，内置双指触控功能，通过手势进

行画面缩放，充分发挥超高分辨率优势、淋漓尽致展现画

面细节；集成中、短视频分享服务，依托AI视频增强处理

能力，将4K和高清UGC内容上转换为8K格式对外发布；

引入多机位、多视角直播功能，用户根据自身偏好灵活选

择现场机位，满足个性化收视需求；提供8K频道内容直播/

点播、互动视频、AR/VR、裸眼3D、全景视频自由视角收

看等多种高新视频服务。客户端用户界面和功能实现如图4 

所示。

2.4 应用感受

频道开播至今，系统正常运行超过三个月，总体态势

良好。从技术验证角度，设计关键点均已按要求实现；从

产品完善角度，核心设备性能和功能进入了稳定可控的持

续优化过程。从业务支撑角度，最大的需求来自于内容供

给。开播初期可以靠内容储备和赛事转播，转入常态化运转

后，节目产能难以跟上业务需求。对于电视频道来说，即

使考虑试验性质，每天1-2小时的纯首播内容比较理想，8K 

APP更需要在频道生产能力基础上进行素材的二次加工。现

有生产效率严重制约了产能输出，供需矛盾显著。从业务

推广角度，总体用户触达规模如果不能快速放大，终端呈

现效果得不到有效保障，也将对频道运转和内容运营带来 

影响。

2.4.1 电影生产模式效率瓶颈显著

目前，在8K电视节目制播流程尚未成熟的情况下，采取

电影模式可以快速形成生产能力。但该模式强调精工细作、

侧重个性表达，与电视节目的规模化生产要求存在显著差

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场制作能力不足。现

场直播、准直播录制是电视节目实时性特点的突出体现，也

是频道内容来源的重要支柱。电影生产模式仅能单机拍摄，

无法支持多机位协同，带来了巨大的处理工作量。二是后期

制作工艺复杂。相比高清乃至4K，8K对调色环节提出了更高

的精度要求。制作人员要利用专用工具修复前期拍摄瑕疵，

结合内容创意调整画面影调、色彩以及局部细节，操作的标

准化程度有限。三是算力资源瓶颈突出。剪辑、调色、合成

等环节需多次生成数字中间片，迁移交换效率不高。8K视频

处理对设备性能的要求明显超出当前指标范围，带来的往往

是执行效率的大幅降低。

2.4.2 内容传播链条亟待拓展完善

8K频道提供了内容传播链条的上游供给环节，但在传

输分发、终端呈现等环节仍需加大投入力度、实现协同发

展。一是节目传输分发渠道不足、用户规模受限。有线电

视、IPTV是8K内容触达用户的重要途径。但有线网络IP

化改造尚未全面完成，IPTV接入网8K支持能力不足，整

体而言能够享受8K视听服务的用户不多。二是终端解码能

力较弱、显示适配不理想。电视机顶盒通过调用芯片底层

能力实现视音频解码，目前除了受制于产能导致供货量有

限，算力不足也会使高频成份丰富的复杂场景出现局部马

赛克现象。手机品牌众多，自身对高质量视音频的解码能

力差异较大，而通过应用软件来强化解码能力也会显得过

于沉重。同时，部分品牌屏幕面板对8K技术指标特别是

峰值亮度、伽马曲线等的支持度有限，也会影响视觉呈现 

效果。

3  后续规划

今后将从系统扩容升级和业务领域拓展两个任务方向，

坚持技术、产品、集成、应用创新，一方面自身扩充能力、

提升产量，另一方面通过跨领域合作谋求产业发展。

3.1 系统扩容升级

截至3月底，后续技术项目已经完成招标采购，处于细

化设计与搭建实施阶段。建设目标侧重于产能规模和业务效

率，通过规模化制作、现场生产、沉浸式演播三个主体系统

建设，满足支撑频道常态运转的内容需求。

3.1.1 规模化制作系统

依托全台节目制播体系云架构，建设8K后期制作系统，

实现标准化、流程化、规模化的内容生产，生产模式由电影

向电视转化。主要内容包括：扩充存储和网络基础资源，强

化智能渲染、转码、超分处理能力，部署收录、编辑、调

色、审片工具，达成备播、归档、调用等网络流程。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持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提升设备国

产化率，重点针对国产编辑工具进行功能优化，“一站式”

满足剪辑、调色、处理等核心功能需求，简化工艺环节、降

低资源开销。此外，还将从全局层面着力推进分层编码技术

图4 8K APP用户界面和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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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助力规模化生产。该技术通过可逆缩放变换，将8K视

频分离为4K基本层和8K增强层并分别编码、统一封装，仅对

4K基本层进行解码，实现高效剪辑、监看；必要时解码增强

层并重构全幅8K图像，用于技术审核、播出。依托分层编码

技术，可以把8K内容生产对技术资源的需求控制在接近4K的

规模。如图5所示。

3.1.2 现场生产系统

建设小型箱载式8K EFP现场生产系统，打通与制作系统

接口，对录制内容进行简单编辑后快速输出，充实8K频道内

容来源。该系统采用4×12G SDI架构，配置3讯道，可在演播

室或外场灵活部署，支持访谈、生活、资讯类节目形态的现

场制作和多通道收录。

该系统不仅可以独立使用，还可通过模块化方式纳入

我台22+4讯道4K转播车，从而实现在车辆设计时预留的

8K现场生产功能。转播车第二制作区切换台配备有4级4K  

M/E板卡，支持8K信号处理，重新配置并接入讯道摄像机

后即可升级为8K现场制作区，如图6所示，也可采取8K Cut 

Out方式为4K节目制作提供更多机位视角、提升整体表现

力。现场生产系统还可通过格式转换设备为沉浸式演播室

的XR、360°VR系统提供信号实时输入输出支持，实现业务 

协同。

3.1.3 沉浸式演播系统

建设沉浸式演播系统，集成XR（eXtended Reality）扩展

现实、360°全景VR等多种应用形态，丰富节目表现手段、提

升视觉冲击力，为8K频道和APP用户提供强互动、高沉浸收

视体验。

XR演播区部署LED弧形立屏和矩形地屏，结合渲染引擎

呈现虚拟3D环境，并利用虚拟植入服务实现屏幕以外区域的

拓展合成；摄像机加装红外跟踪模块、输出空间位置信息，

渲染引擎和植入服务据此动态调整景物透视关系，实现逼真

的沉浸式拍摄效果。VR演播区部署近百台超高清摄像机，

输出视频经合成拼接后实现“子弹时间”视角变换效果，既

为电视节目提供个性化表现手段，也为8K APP提供互动视频

服务。此外，沉浸式演播系统还配备了虚拟数字人、动作捕

捉、面部跟踪等多功能服务，支持虚拟主播与现场主持人实

时互动。

3.2 业务领域拓展

按照市政府部署，圆满完成科技冬奥8K应用示范任务

后，我台工作重心将以频道运转和产业带动并重，着眼点从

传统的电视节目制播业务向内容生产、分发、消费全产业

链延伸。除了加强频道常态化运转管理之外，计划以需求侧

模式创新和供给侧平台建设为切入点，通过需求侧创新带动

供给侧适配，两者有机结合共同推进超高清内容产业加速 

发展。

3.2.1 需求侧模式创新

在市广电局、经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支持下，积极推

进跨平台融合传播模式创新，打通渠道、终端、用户传播

链条，在公共大屏、电视中屏、移动小屏三个方向上协同推

图5 分层编码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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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依托多终端、多样态呈现形式，扩大8K超高清影响力和

应用度。

主要途径包括：协调有线网络、IPTV运营商配合，加大

投入力度、改造传输网络，推动接收终端入户，扩大8K频

道用户收视范围；与智能电视终端、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

台合作，通过内容专区“信息流+点播”方式拓展8K分发渠

道；与电视、手机、屏幕生产商协同，围绕超高清关键技术

指标，完善终端技术规范、优化呈现效果；积极参与北京市

公共大屏集成播控平台建设，合作开展内容生产和运营；加

速现有8K APP升级迭代，创新应用样态的同时，优化用户界

面、提升用户黏性、扩大用户规模。

3.2.2 供给侧平台建设

适配需求侧模式创新成果，推进供给侧产能适配。在市

政府统一部署和相关委办局支持下，联合相关科技企业，建

设8K超高清内容制作产业基地，打造内容产生技术支撑平

台，推广工业化生产模式，提升业务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服务全市超高清视频制作机构，从源头加强高品质视听内容

供给，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主要途径包括：我台牵头组建8K超高清内容制作公司，

发挥本市内容生产龙头带动作用；协同市经信局和科技企

业，共建8K产业基地技术支撑系统，为北京超高清科技创

新平台研究成果提供验证环境和应用场景、促进落地转化的

同时，形成生产效率高、综合成本适度的超高清内容生产能

力；依托基地、系统、平台的技术和应用优势，吸引更多视

频生产机构加大投入、开展超高清及高新视频内容生产，全

面带动内容供给增长。

4  结束语

8K超高清产业发展涉及芯片、设备、系统、终端等多

个领域，完整覆盖高质量视音频内容的生产、传播、消费

链条。北京广播电视台通过8K频道系统建设与技术应用，

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制、系统建设、应用验证、场景拓展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将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贡献更多 

力量。

未来两三年可能成为以4K/8K超高清、环绕声/三维声为

代表的高质量视音频内容生产需求爆发的关键时间窗口。性

能不足、流程复杂、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困扰当下的问题

将在超高清节目制作工业化演进的大趋势下逐步缓解，规

模、集约方式的高端内容生产能力建设成为广播电视台技术

工作的重要方向。更应该看到的是，高品质视听内容的输出

渠道和消费场景不仅限于频道播出和大屏呈现，更将成为从

互动、沉浸式高新视频应用直至元宇宙虚拟空间构建的基础

性支撑。也就是说，基于超高清内容的创新性多样态应用，

将是一段时间内业务拓展的广阔蓝海。此前，我们曾不懈探

索；今后，大家将努力前行。

本论文所涉及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基于北京广播电视

台8K试验频道技术系统建设项目，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

会纪要「2020」第34期，同意北京广播电视台8K超高清电视

试验频道建设方案，要求按照“积极、稳妥、节俭”原则推

进相关工作。项目资金来源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内自有资金，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8K技术工作专班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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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分析与机器学习的版权 
内容价值评估方法研究

【摘  要】 内容产业必须实现其自身的商业价值，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高质量内容的生产效率，促进内容产业高质量创新性发

展。本文针对我国影视剧、网播剧等类型的长视频版权内容投资收益具有很大程度不确定性的现状，提出一种基于统计分析

与机器学习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方法，采用多个维度的内容描述模型，建立可解释的价值评估模型，实现版权内容的价值评

估并解释其价值差异成因，提升内容投资制作的决策力和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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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pyright Content Valu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Guo Xiaoxia1, Guo Peiyu1, Jiang Wenhe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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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of high-quality content fundamentall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tent 
industry, the content industry must realize its own commercial valu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pyright content valu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which aims at the uncertain investment income of long video copyright content such as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and online dramas in China, adopts multi-dimensional content description model and constructs an interpretable value evaluation model. 
The model can implement the value evaluation of copyright content, explain the causes of value differences, and improve the decision-making and 
prediction ability of conten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Keywords  Copyright content,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 Value evaluation, Multi-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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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内容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管理

层面，优质的内容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具有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作用；从经济层面，贴

合人民群众心理的内容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具有拉动内需、

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内容产业必须实现其自身的商业价值，才能从根本上

提高高质量内容的生产效率，促进内容产业高质量创新性

发展。我国影视剧、网播剧等类型的长视频版权内容，在投

资级别、制作团队相似的情况下，内容的投资收益仍然有很

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亟需探索长视频内容收益差异的成

因，建立可解释的价值评估模型和投资评价指标，在内容制

作初期从多个维度对剧本的商业价值进行全面评估，有的放

矢地制定内容创作及传播策略，从而提升高质量内容生产的

决策力和预测力，提高内容投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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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创作者、

成本、内容属性等内容强相关因素的作用上，采用神经网络建

模等方式构建评估模型，这样的评估方式忽略了社会环境和消

费主体等非内容强相关因素对价值的影响，同时评估结果缺乏

可解释性。郭晓霞等曾提出媒体内容价值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全面理解外部环境、消费主体及内容自身属性之间的

叠加作用关系，才能准确评估内容的潜在价值，本文进一步聚

焦版权内容中的国产电影，详细阐述内容价值的评估方法。

1  研究思路

对版权内容价值的评估，实际上是对版权内容价值及其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从内容出发，采用数

据描述、数据分析、价值评估的渐进式技术路线，统筹考虑

宏观到微观、内容及受众等多个维度的因素，分析上述因素

与最终价值的相关性，训练机器学习数据模型，基于特征相

关性分析结果解释影响版权内容价值波动的相关因素，基于

数据模型实现初步的价值评估与预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版权内容价值评估的数据源需具备官方权威性，本研究

的数据源来自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公开发布的数据信息，我

们检索了近10年国产电影数据作为版权内容价值评估的原始

数据信息，表1展示了部分原始数据示例。

2.2 内容描述与样本标注

内容价值是内容本身与外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对内容的描述也应在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地延伸。本次研究采

用的版权内容描述模型选取了内容自身属性、社会经济特

征、社会舆情特征、受众心理特征等四个维度共同构建。其

中内容自身属性描述内容强相关的剧本、制作团队等指标，

社会经济特征描述国家宏观经济、人均收入等指标，社会舆

情特征描述影片上映期间受到社会热点与舆情的影响，受众

心理特征描述影片与受众的心理贴合程度、影片的点评赞等

指标。版权内容描述模型如图2所示。

基于版权内容描述模型，对原始数据信息进行必要的标

注、加工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985份，形成版权内容信息样

本集。版权内容信息样本集既包含了演员、导演、制片、奖

项、影片类型、前期IP价值、评分、上映档期等内容强相关

特性，也包含了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舆情、

情感贴合度、网络搜索、网络评论数等非内容强相关特性。

后期研究中通过上述特征在模型中的表现，可以判断各维度

因素对版权内容最终价值的影响。

2.3 数据建模与训练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与XGBoost结合的方式建立评估模

型，这种建模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降低样本集的量级要求，

获得较强的预测能力，同时评估结果具备较强的可解释性。

首先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构建版权价值评估的基准模型，通过

皮尔森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的强弱初步筛选出内容价

值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XGBoost的极限梯度下

降模型，进一步分析每个特征的重要程度，提升模型拟合

度。最终生成的模型拟合度较高，拟合优度R2达到99.5%，说

明通过线性回归和XGBoost建立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模型具

有较好的效果，拟合情况如图3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相关性分析

通过拟合后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模型，我们可以进行版

图1 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思路

表1 原始数据信息示例（数据来源：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

片名
猫眼

评分

豆瓣

评分

淘票票

评分
上映时间

时长 
（分钟）

演员 导演
影片

简介

票房 
（亿元）

我和我的祖国 9.7 7.8 9.4 2019-09-30 155 黄渤，张译，韩昊霖等
陈凯歌，张一白，管虎， 

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
略 31.71

战狼2 9.7 7.1 9.5 2017-07-27 126
吴京，弗兰克•格里罗，

吴刚等
吴京 略 56.95

哪吒之魔童降世 9.6 8.5 9.5 2019-07-26 110 饺子 略 50.36

我不是药神 9.6 9.0 9.5 2018-07-05 117 徐峥，周一围，王传君等 文牧野 略 31.00

图2 版权内容描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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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内容价值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从拟合后的模型可以得

出，内容自身属性、宏观环境、受众主观情感、社会舆论等

类型的特征均与版权内容的最终价值相关，其中网络搜索及

评论热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题材及档期、制作团队、受

众情感贴合度、前期IP价值等特征均对内容价值产生显著影

响，模型中部分特征的重要度如图4所示。

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模型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优秀制

作团队创造出的高质量内容是版权内容的价值基础，内容宣

发期的市场反应、内容上映期的经济环境对版权内容的最终

价值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内容的前期价值、舆情、受众情

感等对版权内容的最终价值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3.2 价值评估与预测

基于XGBoost的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模型经过数据训练后

拟合度较高，因此可以通过版权内容价值评估模型对因变量

即电影票房进行初步的定量评估与预测。本次研究采用平均

绝对误差（ ^
1

1MAE n
i ii

y y
n =

= −∑ ）作为模型表现的衡量指标，

在测试数据试验中，模型对新数据的泛化能力有所下降，预

测平均绝对误差MAE为0.76，表2展示了部分测试数据在模型

中的预测结果。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版权内容的价值以剧本、制作团队

为基础，并与外界环境、受众的市场反应紧密相关。我们认

为，版权内容的制作期和宣发期都会对最终价值产生影响，

宣发期的搜索及网评是否对早期票房有显著影响，而制作精

良的高质量内容是否会形成更优的长尾效应，还有待进一步

的数据验证。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发现、筛选、优

化适合的入模特征，同时增加对受众消费习惯的研究，从内

容和受众两个角度出发，丰富研究成果，提高预测精准度。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统计分析与机器学习的版权内容价值评

估方法，统筹考虑了客观外界环境、主观心理需求、内容自

身属性等多个维度的因素对版权内容价值产生的影响，采用

线性回归分析、XGBoost建模等方法构建了版权内容价值评

估模型，对版权内容价值影响因素做出了相关性分析，初步

实现了版权内容价值的定量评估，为高品质内容创作形成更

强的预测力、决策力。

本文受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课题“媒体内容多维度描述

方法及价值评估模型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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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拟合情况

图4 模型特征重要度

表2 测试数据预测结果

序号 片名 累计票房（亿元） 预测票房（亿元）

1 我和我的祖国 31.71 26.82

2 战狼2 56.95 42.27

3 哪吒之魔童降世 50.36 32.73

4 我不是药神 31.00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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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南京广电天权 
内容溯源系统平台建设

【摘  要】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知识产权保护新场景，自主研发天权区块链版权存证及内容生态系统平台（简

称：天权内容溯源平台），打通内容版权开发全链路，在全国城市广电体系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该平台总体建设情况，并

从平台建设、技术应用、平台运营、发展路径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该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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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ntent Traceability System Platform of Nanjing 
Broadcasting System — Megrez Blockchain System

Yue Xiangyu

(Nanjing Broadcasting System,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Nanjing Broadcasting System introduc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to the new scen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Megrez Blockchain System (abbreviation Megrez chain) , opened up the whole link of content copyright development, and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national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system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and introduces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from the aspects of platfor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latform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Blockchain notary, Copyright protection, Content copyright development, Megrez traceability

岳翔宇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江苏  210001)

0  引言

近年来，传统媒体及原创机构纷纷走上媒体融合之路，

从“+互联网”向“互联网+”谋求转型发展，而互联网环

境中极低的复制转载成本使得传统媒体及原创版权机构的

发展步步受限，版权问题亟待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了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制定江苏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明确表示“实施‘互联网+’‘智能+’‘区块链+’

行动，提升共享经济、生物经济、平台经济等发展能级”，

江苏在数字化方面的规划对于区块链产业，对于原创知识产

权的保护提供新机遇，未来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支撑结

构，赋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为原创作者保驾护航成为

大趋势。我国司法领域已经确认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效力，区

块链电子存证作为一种新兴的取证方式在版权确权中发挥着

更大作用。

南京广电集团为探索互联网媒体作品版权保护困境解决

之路，率先做出传统媒体的尝试之举，充分运用去中心、难

篡改、可溯源、开放透明的区块链技术，自主研发建立天权

内容溯源平台（如图1所示），提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版

权存证交易平台，针对文章、图片、音视频等文化资产进行

上链存储，致力于创造一个集区块链版权存证及云内容于一

体的生态环境，实现版权的确权和溯源，促进数字内容产业

公开有序且有约束力地健康发展。

该项目受行业、市场广泛认可，荣获2021年全国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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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媒体融合成长项目、江苏省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江苏省广

播电视科技创新二等奖，已申报一项区块

链发明专利和一种数字水印溯源技术应

用。截至2021年底平台存证数量超10万

件，覆盖南京都市圈、全国城市广电及优

质原创内容机构签约客户已达数十家，注

册商标3个。以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

城市广电+原创版权机构+优质创作人为

一体的产业联盟正在形成。

1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建设 

基本情况介绍

该平台致力于打造成熟的运营模式下

可复制可再生的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以

五大核心功能为运营基点，实现四个平

台目标，并为客户提供三种运营模式及

两种对接模型用于文化资产上链存储，

最终形成一个基于内容版权的数字产业 

联盟。

1. 以版权存证保护、交易为基石的五

大核心功能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是利用区块链技

术向B、C端客户的视音频、图片、文字

等文化资产提供五大核心功能（如图2所

示），分别是区块链存证、区块链确权、

知识产权交易、内容分享生产及交易以及

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服务。即用户在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上传文化资产，则可在

平台进行区块链存证拿到含文件名、哈希

值、时间戳等具有唯一性的身份信息的存

证证书，并通过平台进行知识产权确权、

交易、分享活动，在受到权益侵害时，

能够从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一键获得法律 

服务。

2. 以重构再造数字版权生态市场为己

任的四个建设目标

该平台以这些核心能力，以期达到快

速有效地保护原创作者权益，利用区块链

技术特点降低版权保护成本、提高维权效

率，打通版权信息孤岛、构筑版权互信，

图1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简介2021版

图2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五大核心能力

图3 南京广电牛咔视频中的天权内容溯源平台区块链存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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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效数字版权市场，以及融合广电业务、构建数字版权

内容运营生态等四大平台目标。

3. 以平台可再生、客户全覆盖为特点的三种运营模式

平台在实践过程中，结合用户反馈，提出三种可行运营

模式：第一种是一体化内容代运营，基于一个长久的合作模

式下平台为机构用户提供五大核心功能服务，并在用户入驻

的基础上，整合资源进行内容营销，增加与商业头部平台间

的触点，打造传播表面积并获得流量收益，按比例与用户进

行分成。例如南京广电牛咔视频App在2021年1月作为机构用

户代表入驻平台，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接口对接模式，完成万

余条素材自动同步上链存证。实现平台互通，在牛咔视频app

中的每篇稿件最下方都可以查阅其相对应的存证证书，如图3

所示。

第二种是三级分销体系，即代理商模式。天权内容溯源

平台充当技术支撑，为代理商重新包装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

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拥有自己全新的页面、域名、发展自己

的客户。我们可以为各合作主体，提供适合的技术架构和业

务方案，充分适应合作方自身的软硬件环境和实际需求，

此运营模式意味着该平台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具有造血 

功能。

第三种运营模式是专业的法律维权服务，为平台的附加

增值服务。平台邀请了一支从业知识产权数十年的律所入驻

平台，通过平台“一键维权”的快捷功能，可以快速有效直

达律师服务。牛咔视频作为平台第一批用户已通过“一键维

权”功能就台内原创精品视频的网络被侵权现象实现多起案

件的法律追溯及维权。

4. 以用户为导向的两种对接模型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作为南京广电自主研发、运营及技术

迭代的平台，技术团队为平台用户提供两套对接模型，分别

是To B端的后台插件自动上链模式，向拥有数字化媒资库、

手机客户端、网页的客户提供一套成熟的插件对接模式及To 

C端的手动上传模式。已有多家城市广电通过自动上链模式

图4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技术研发拓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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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无缝对接。面向社会MCN和原创人团队的批量上传工具

进入功能性测试环节。

5. 以解决版权保护乱象为目的的一个产业发展联盟

在此基础上，平台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个基于内容版权的

数字产业联盟，聚焦平台内容运营、客群发展及提升行业影

响力等工作。

未来，平台将借助实现全网反向溯源与全网侵权检索两

大功能，立足长三角区域，辐射全国，开创全国广电系知识

产权保护、溯源及内容传播为闭环的生态建设体系。

2  天权内容溯源技术应用基本情况介绍

2.1 平台技术创新点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是全国首个广电体系内容版权存证

交易区块链应用项目，构建了数字版权内容汇聚、交易及

分享于一体的云内容生态系统。打通了区块链平台存证、确

权、可信时间戳、版权证书、电子公证提交、律师维权的通

道，提供一站式内容区块链存证确权维权服务（如图4、5所

示）。并联合知识产权专业机构，将文字作品、音乐作品、

图5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交易系统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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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作品、曲艺作品、录音制品、汇编作品、版式设计、广

播、电视节目等26个知识产权分类与存证一一对应，实现媒

体内容的版权确认。

同时，该平台还支持各地区广电机构作为平台链中的组

织节点，发展所属的各类认证用户开展数字媒体内容版权存

证、版权交易和授权交易数据上区块链等业务，并支持用户自

行设置数字媒体的确权、交易手续费、资产管理费、版权费。

该平台已经对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提供的可信时

间戳接口，能有效证明数据上链的时间及内容的完整性，可

对上链和被授权作品进行防伪，具有法律效力，为用户提供

数字指纹比对查询和私钥匹配，能快速有效地保护原创作者

的权益。

2.2 平台关键技术简介

1. 采用云区块链服务层（BaaS）+SaaS应用层+信息服务

中心全新系统架构，构建数字媒体内容版权运营生态平台和

内容首发平台。和现有的基于BaaS的平台相比，本项目可以

实现区块链技术、平台层服务技术、信息共享互通技术融为

一体，形成媒体资源管理、确权存证、交易应用统一的数字

媒体内容版权区块链平台，如图6所示。

2. 提供客户端本地计算算法和云端计算算法，计算出视

频、音频、图片、文章等数字媒体的哈希值，并上链，对已

生成存证数据指纹（包含时间戳、数字签名）的原文件进行

转码并加盖已存证水印，并生成媒体标签信息，便于搜索和

整理分类，并根据用户需求生成证书供用户保留，也可以根

据用户需求提供纸质书面报告。

3. 支持ToB（专业媒体机构）和ToC（网络创作用户），

根据用户和组织的地域特点和机构属性，实现数字媒体内容

区块链平台客户端门户的千人千面。

4. 以密码学技术为基础，以多中心的方式对账本数据进

行组织和维护的数据平台。区块链建立在多中心的数据节点

上，每个节点都保存了全量的账本数据。节点之间通过P2P网

络传输账本数据，并通过共识算法进行数据更新，区块链上

附有相关数据的数字签名、DNA等防伪标记，不可伪造，打

通版权信息孤岛，构筑版权互信，形成有效数字市场，促进

数字内容行业良性发展。

3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运营基本情况介绍

近年来，市场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区块链版权存证的巨大

图6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技术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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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少先锐的商业机构、广电媒体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在这之中仍以其先驱性、独特性、落地性

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从2019年开始研发，南京广电成立

专项小组，统筹台内融媒技术与事业部同步进行开发，成

为全国领先的集内容价值与商业价值于一体的区块链版权溯

源平台。相较于商业版权机构，天权内容溯源平台背靠以南

京广电为中心的各大城市台，同步实现运营场景全覆盖以

及实体化运营。其可复制、可再生的成熟的运营模式，也

为天权内容溯源平台的落地性、规模性提供了可能（如图7 

所示）。

目前天权内容溯源平台已入选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媒体

融合成长项目、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

规划与江苏省广播电视科技创新二等奖。截至2022年初，平

台已有超10万件的文化资产上链存证，并于2021年底，与国

家授时中心可信时间戳实现接口对接，申报了一项区块链发

明专利和一种数字水印溯源技术应用，注册商标3个，该平台

将会为全国原创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服务，是传统媒

体作为主力军积极挺进主战场的重要体现。

4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发展路径基本情况介绍

1. 持续扩大客户群、扩大规模，坚持体量为王。内容版

权交易系统及其市场占有度均与内容体量息息相关，想要持

续提高版权存证权威性与版权交易便利性，需要海量的原创

数字内容在平台上存证交易。须得持续扩大客户群，快速形

成基于全国城市台、容纳原创版权机构及商业机构的有效数

字产业联盟。

2. 紧跟导向，积极参与区块链及版权存证的行业标准制

定。以建立行业标杆为己任，积极联系国家研究项目、参与

行业标准讨论，推动全网反向溯源与全网侵权检索的功能探

索，并加快与高校、研究所等达成合作，不断推进项目的创

新性和实验性发展，掌握行业定价交易体系的话语权。

3. 完善平台功能，拓展平台对功能化、体系化、制度

化的路径探索。不断开发更新平台功能、实现功能升级迭

代，推动与上游广电资源客户商、下游各大头部内容分发平

台的合作，推动运营人员资质认定、法律服务专业可信、交

易系统便捷可靠，形成权威可靠、高效便捷的数字版权生态 

系统。

5  结束语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是传统媒体积极应对版权保护困境的

一次重要尝试，以其经验为基点，辐射媒体作品著作权保护

整个行业，有助于推动行业发展、肃清版权保护乱象。其经

验中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版权保护语境，有助于优质内容的创

作，催生文化产业中国制造，不失为解决行业痛点的可行之

路，而其可落地的运营模式也给其他版权保护模型提供了可

借鉴的模板，市场认可的道路，不可能仅是一句口号，而必

将是共赢共生之路。

其核心内容也是探索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版权保护新路

径，即任何原创个体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形成产业联盟

才是唯一出路。版权保护困境的本质是统一完善的保护制度

的缺位，而在这情况下，不论是引入区块链技术、国家可信

时间戳，都将增量其于留存证据上的可信度，从而抢占话语

权。当统一的产业联盟存在，建立一个公认的行业标准，则

制度就位，环境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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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天权内容溯源平台PC端与手机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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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R系统架构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混合现实连续体，以及AR/VR/MR/XR的概念，简述了AR/MR视觉增强的三种方式；随后研究

了AR/MR端到端系统及其关键技术，分析了影响AR/MR沉浸感体验的各项参数；最后思考了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中

AR/MR的未来应用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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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1年，元宇宙（Metaverse）的话题快速破圈，技术、资

本市场的关注度都极高。随着Facebook公司改名为Meta，更是

将元宇宙推向了大众的焦点。元宇宙集合了5G、云计算、大数

据、AR/VR/MR、区块链、AI、数字孪生等多项新兴技术，将

带领移动互联网进入3.0时代，成为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目前来看，AR/VR/MR设备是元宇宙世界的重要入口和

硬件承载设备。元宇宙也推动着AR/VR类设备快速更新迭

代，Meta、苹果、微软、字节跳动、腾讯等科技巨头也纷纷

布局。本文将梳理AR/VR/MR/XR的概念，研究AR、MR系统

架构及其关键技术。

1  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 

扩展现实（XR）概念梳理

1.1 混合现实连续体

在梳理AR、VR、MR、XR等定义之前，首先介绍“混

合现实连续体”的概念。Milgram和Kishino在1994年提出了

“混合现实连续体”，指从完全真实的现实世界到完全虚拟

（虚拟现实）环境的一个连续体，其中包含了增强现实（现

实＞虚拟）、增强虚拟（虚拟＞现实）两个标志性节点，如

图1所示。

混合现实连续体的概念，随后也被ITU、ISO/IEC、3GPP

等标准组织采纳，成为混合现实领域的统一基础认知。

1.2 AR和VR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是运用三维建模、实时

跟踪及注册、智能交互、传感等多种技术，将计算机生成的

文字、图像、三维模型、音频、视频等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

世界中，真实和虚拟两种信息互为补充，实现对真实世界的

信息“增强”。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是将用户置于一个完全由计

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内，用户看到的所有内容都是虚拟的；

而增强现实（AR）是在真实世界里叠加了虚拟信息，将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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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注册到真实物理环境中并呈现。VR

和AR的比对示意如图2所示。

1.3 MR和XR

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是AR、

VR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该技术将真实场

景和虚拟元素不同程度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虚实结合的混合可视化环境。真实

元素和虚拟元素进行不同程度的叠加，

从而输出不同程度的混合。用户在该环

境中可以进行具有超真实质感的实时 

交互。

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是不同

类型的“现实”的总称，是指包含真实至

虚拟的各类环境，及由计算机技术和可穿

戴设备生成的人机交互环境。其中虚拟的

程度包括部分感官虚拟输入到完全沉浸式

虚拟现实。XR是AR、VR、MR，以及尚

未开发的所有沉浸式技术的总称，如图3

所示。

2  AR/MR视觉增强的方式

理想的AR系统能够生成以假乱真的

3D增强场景，虚拟和现实无缝衔接。在

AR、MR领域，目前已有很多通过音频增

强的标志性工作，也有很多科研人员关注

非视觉感官增强，如触觉、嗅觉和味觉，

但AR/MR最大的关注点和进展都聚焦在

视觉领域，本节详细介绍视觉增强的三种

方式，如图4所示。

2.1 光学透视式（OST）

OST显示通过半反半透光学元器件来

实现虚实结合。这类光学元件如半镀银

镜，可以让足够多的来自真实世界的光线

通过，因此可以直观地观看到真实世界。

同时，显示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图形的显示

器被放置在头顶或眼镜的一侧，从而可以

反射虚拟图形并进行叠加。

2.2 视频透视式（VST）

VST显示通过电子的方式进行虚实融

合。具体是将摄像机拍摄的真实世界的数

字视频图像传输至图形处理器，图形处理

图1 Milgram和Kishino提出的混合现实连续体

图2 VR和AR比对

图3 各类不同的“现实”及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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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将视频图像与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图形进行结合。通常将视

频图像复制到帧缓存区作为背景，在背景图像上绘制计算机

生成的虚拟图形。

2.3 空间投影（Space Projection）

空间投影显示中，AR/MR的虚拟部分是由投影装置产生

的，该显示装置不需要使用特殊屏幕，而是直接将虚拟图形

投影到真实世界的物体上，是一种体三维显示。

3  AR/MR端到端系统及关键技术

ITU、ISO/IEC、ETIS、3GPP等标准组织都基于各自

的研究侧重领域提出过AR/MR的端到端系统框架。本节

从计算流程的角度，详细介绍AR/MR端到端系统及关键 

技术。

3.1 端到端系统
完整的AR/MR端到端系统一般包括采集、传感、跟

踪、识别、标定/注册、渲染、显示、交互等模块，如图5所

示。系统在传感模块中完成真实世界的数据表示获取和物

理传感信息获取；在内容分析模块，对AR/MR的对象等进

行跟踪和识别；在执行引擎部分，完成AR/MR系统的事件

映射和空间映射，渲染执行后，发送给呈现端；用户通过

显示模块进行AR/MR沉浸式体验，并通过UI接口完成交互 

操作。

图4 AR/MR视觉增强的3种方式

图5 AR/MR端到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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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技术

1. 传感和采集

在AR/MR系统中，一般使用传感器完成增强目标对象的

检测、识别和跟踪。传感器的另外一个用途是捕捉物理世界

或对象的数据表示（如光学传感器），并将数据传输至执行

引擎，构成AR/MR的场景环境。对真实世界数据表示的获取

有多种方式，如：视频、音频、触觉等。真实世界的数据可

以提前或远程感知和捕获，数据形式也多种多样，包含3D模

型、点云和光场等。

各类被传感器捕捉的信号可用于AR/MR系统中计算识别

和跟踪的内容，也可以用于计算内容及终端场景的呈现。此

外，通过光学和非光学的传感器的融合可以大幅增强移动跟

踪的鲁棒性和通用性。

2. 识别、跟踪与注册

内容分析模块由识别和跟踪两部分组成。识别用来分析

来自真实世界的信号，并通过与本地或远程目标信号比较，

生成AR/MR事件和数据。跟踪用于检测和度量目标信号的特

性改变（如方向、体积等）。

跟踪技术的性能评价包含准确性、精密度、分辨率和更

新率这四个方面的指标。根据跟踪的物理原理、自由度及时

空特性，跟踪系统也分为固定机械跟踪、移动传感跟踪、光

学跟踪等。在AR/MR光学跟踪中，通常采用三维跟踪的计算

机视觉算法，经典的光学跟踪算法如下：

1） 正方形标志点跟踪

依赖于从一张图像中通过简单的阈值提取一个多边形

形状，根据标志点四个角点估计得到单应性矩阵并计算位

姿。这种方法也可以从一个初始的估计中对摄像机位姿进行 

优化。

2） 多摄像机红外跟踪

使用两个或多个摄像机通过目标反射的红外线进行三角

测量。假设摄像机的本地配置已知，可以从两个或多个观察

中使用对极几何对三维点进行三角测量。目标的本地坐标系

也可以通过绝对朝向与全局坐标系进行关联。

3） 通过检测的自然特征跟踪

在图像中提取兴趣点（如Harris、DOG或FAST）后，可

以创建SIFT等描述符，这些描述符为跟踪匹配提供了快速的

算法。

4） 增量跟踪

使用主动搜索方法在帧与帧之间跟踪兴趣点，通常使

用KLT或NCC进行匹配。增量跟踪通常与检测跟踪相结合 

使用。

5） SLAM跟踪

SLAM不依赖预先构建的模型，SLAM首先要通过2D-2D

兴趣点对应估计摄像机的相对位姿，然后对三维点进行三角

测量，最后使用集束调整限制地图漂移。现代SLAM通常被

分解成并行跟踪和地图构建现成，并集成了重定位和潜在的

闭环能力。

在跟踪系统的工作流程中，为保证虚拟对象可以正确叠

加在被跟踪的真实世界对象上，需要多个坐标系之间进行协

同工作，也就是注册。注册是指将跟踪的位姿信息转换到渲

染应用的坐标系中。AR系统中注册一般包含摄像机标定和显

示器标定。

3. 空间映射和事件映射

空间映射的作用是通过必要的变换和标定，提供物理世

界和AR/MR场景间的空间关系信息（如位置、方向、大小和

单元等）。需要将传感器使用的空间参考帧和空间度量映射

到AR/MR场景，以实现对真实物体进行正确大小感知、定位

和放置。

事件映射创建从识别器或跟踪器获得的AR/MR事件，与

AR/MR场景中内容创建器指定的条件之间的关联。识别器或

跟踪器产生的AR/MR事件的描述可能和实际内容创建者使

用的描述不一致，尽管他们在语义上相同。如一个特定位置

的识别（如东经116.23°，北纬39.54°）可以被标识为“AR_

location_event_1”，也可以表示为“Beijing，China”。

4. 执行引擎

AR/MR执行引擎是AR/MR系统的核心步骤，其主要作用

是解释感知数据来进一步增强识别和跟踪目标数据，导入现

实世界或对象数据，计算模拟的动态行为增强世界，并在渲

染中选择适当的模式把真实和虚拟的数据组合在一起（如视

觉、听觉和触觉）。

5. 渲染和显示

渲染是指基于AR/MR场景的描述，匹配显示设备生成

适当信号，在最小时间单位上刷新显示。显示是通过显示

器、AR眼镜、头戴式显示器、投影等不同方式向终端用户提

供AR/MR的场景显示，显示屏也分为LCD、LED、OLED、

MiniLED、MicroLED、柔性折叠扩展屏等多种。

4  AR/MR沉浸感体验影响参数

沉浸感是影响视觉增强现实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指

AR/VR/MR系统所提供的感官保真度的一种客观水平，存在

感是指用户对这种系统的主观心理反应，影响AR/MR的沉浸

感的主要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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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单目和体视

单目头戴式显示器仅为一只眼睛呈现图像，缺乏沉浸

感。双目显示器为双眼显示相同的图像，仅提供了单视效

果。双目头戴式显示器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图像给双眼，能够

呈现立体效果，沉浸感最强。

4.2 对焦

通常计算机生成图像时采用理想小孔成像，所有的物体

都是完全清晰的。然而人眼和相机却不一样，只有某个范围

内的物体是聚焦的，而外围的场景应该是模糊的。人眼可以

通过辐辏（双眼独立的旋转）调节这个范围，传统的视频或

者图像可以通过调节相机光圈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在AR/MR系统中，因为光学系统和眼睛的焦距是固定

的，所以虚拟图像也会被成像到一个固定的距离。但虚拟图

像里的物体可能并不在同一个距离上，这就造成了视觉上的

不自然。人眼又试图通过辐辏去消除这种不自然，就会引起

辐辏冲突，影响真实性。根据用户关注点实时调整聚焦平面

位置能大幅度提升沉浸感。

4.3 遮挡关系

虚拟物体与真实物体直接的遮挡是表现场景结果的重要

线索。物理世界中物体之间正确的遮挡关系是自然形成的，

虚拟物体之间的遮挡关系可以通过z-buffer等方式调整其真实

度。遮挡关系直接影响用户最基本的沉浸体验。

4.4 分辨率和刷新率

显示分辨率直接影响显示图像的保真度。除了图像的空

间物理分辨率，时间分辨率也就是刷新率，对于减少感知闪

烁、消除图像滞后和鬼影现象都非常重要。高刷新率对于

减轻运动模糊非常有效，VR和AR的刷新率大多需60Hz及以

上。一些显示设备使用左右时分切换来提供双目视觉，会需

要更高的刷新率。

4.5 视场角

一般来说，视场角FOV比原始分辨率对体验的影响更

大。视场角和分辨率相关联，在相同像素密度条件下，更大

的视场角则需要更多的像素，观看体验也更好。AR系统与

VR系统的FOV不同，AR FOV通常是具有一个有限的、可用

于增强叠加信息的“叠加视场”，以及在其外部的“外围视

场”，如图6所示。

此外，还有视点偏移、亮度和对比度、畸变、延迟、人

体工学等因素会影响AR/MR的沉浸感体验。

5  应用及发展

5G和边缘计算技术通过将计算能力下沉到更靠近移动用

户位置的网络边缘，更好地满足低时延、高带宽的AR/MR业

务需求，在网络侧为今后更好更可靠的AR/MR体验带来了 

可能。

目前，AR/MR领域还处在初级发展过程中，其技术标

准暂不统一，产业链不完善，同时缺乏优质内容，也未能形

成成熟的消费级电子产品。企业级应用是AR/MR技术主流

的应用领域，如远程协助、智能制造、辅助手术、虚拟办公

等，未来AR/MR的发展还需整体上考虑技术、设备、网络/

云、应用、内容资源等多方面因素，不断普及推进C端应用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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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摘  要】 为了促进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技术普及和落地，本文从虚拟现实视频直播的应用场景和特点入手，阐述了虚拟现实

视频云直播技术的关键技术、方案设计、功能实现和现场直播实施的要点，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技术系统

解决方案设计与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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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video cloud liv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start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reality video live broadcasti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key technologies, 
scheme design,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key points of live broadcasting implement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video cloud liv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a set of mature virtual reality video cloud liv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system solu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video, Cloud live broadcast, VR live broadcast, VR cloud live broadcast, Virtual reality video cloud live broadcasting  
system

夏茵

（上海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200040)

0  引言

虚拟现实（VR）视频以其无可比拟的仿真视觉特性，为

受众提供了有别于电视、电脑、手机这类传统信息载体的可

视化交互模式，创造出了虚拟现实直播（VR直播）、沉浸式

新闻报道、VR实训、虚拟现实影院等创新应用场景，引起越

来越多使用者的兴趣，促进了虚拟现实终端硬件和娱乐内容

的消费。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会展、体育赛事、演出活动、发

布会等活动为避免人员聚集，经常采用云直播的方式，让用

户在远程就能了解和参与。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具有沉浸

式、全视野、多角度、实时在线、交互性等优势，带给参与

者实时在场的体验效果，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广泛应用，展

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1  虚拟现实视频直播的应用现状

虚拟现实视频（VR视频）作为高新视频业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指全景视频，如水平360°×垂直360°全景视频、

水平180°×垂直180°全景视频等，用户可借助VR眼镜等虚

拟现实设备观看全景视频，并获得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

目前技术成熟的虚拟现实视频主要是3DoF VR视频，3DoF

是指用户可以在偏转、俯仰和滚动三个方向自由地观看。

典型场景是用户坐在椅子上，佩戴VR眼镜，通过遥控器手

柄或传感器操控VR眼镜操作系统进入VR视频应用进行实时 

观看。

作为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最早的国家，美国NBC电视集

团2018年冬奥会期间，直播了超过50个小时的360°视频。

同年，美国移动运营商Verizon曾利用5G网络与VR视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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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技术为小部分员工直播第52届超级碗（NFL）。员工佩

戴头显从180°观看分辨率为1080p的赛事直播。现在来看，

这些早期的VR直播分辨率和清晰度都不高。现在已经有

8K分辨率的VR头显投入商用，可以提供较为清晰的观看 

效果。

韩国作为全球首个5G商用的国家，其主要5G网络运营

商，均以VR/AR应用为重点，并将其作为吸引5G用户注册的

主要手段之一，在体育赛事、电子竞技、明星娱乐等方面，

同时运用多种技术进行广播和开发，开展VR直播、VR重播

内容服务。

日本放送协会（NHK）研究所正在进行有关未来新媒体

技术的研究，结合VR和AR技术开发了一种空间共享内容观

看系统（如图1所示），让用户感觉自己正和身处远方的朋友

在同一个房间，观看同一个空间的内容，用到的技术就是双

向的虚拟现实视频直播技术。 

国内V R直播方面的应用案例也很多。2 0 1 8年，中

央台就首次实现了《我要看春晚》节目的5G+VR直播。

2019年4月在《2019国际体操联合会成都跑酷世界杯》节

目中实现5G+VR多机位的体育赛事直播。同年10月，首

次将VR直播系统应用在国庆活动的宣传报道中，为观众

提供了沉浸式直播VR视频全景体验。2020世界智能大会

上天津台在会场使用5G+VR直播大会实况。今年3月份，

海南广电在海洋牧场进行了一场惊艳的5 G + 8 K V R水下 

直播秀。

2  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的技术方案

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系统以搭建在公有云的VR视频直播

系统为服务支撑，使用专用全景影像设备拍摄现场的全景视

音频信号，压缩编码后，经由通信网络传输至云直播服务器

（如图2所示）。观看直播的用户通过VR头显的直播应用收

看或在智能手机的APP里实现360°观看。

2.1 技术方案设计

系统由拍摄、传输、云服务、用户端四部分子系统组

成。现场拍摄制作环节，使用带机内实时拼接和推流功能的

全景直播摄像机，在现场架设上行带宽在100Mbps以上的专

线或5G网络，现场多机位的全景摄像机实时将全景视音频流

推送到云服务。推流协议一般使用RTMP协议，用户终端使

用FLV、HLS、RTMP等协议。传输环节采用全视角传输方

案，将360°环绕画面全部编码传输到云服务，云服务通过视

频直播服务和CDN内容分发网络，再将360°环绕画面分发给

用户终端。

云服务环节，部署视频直播、云收录、云导播、云渲

染、对象存储、后台管理、WEB、APP应用、实时通信等云

资源，通过代码编程，实现自动收录、转码、导播切换、存

储、实时互动、直播间用户和后台管理等功能。

用户收看和互动环节，针对VR终端用户，开发VR头显

直播观看应用，针对智能手机用户，开发手机APP应用和

H5页面，用户通过CDN内容分发观看活动现场的虚拟现实 

视频。

2.2 功能实现

1. 推流直播功能。在阿里云、华为云这类的公有云平台

注册账号，开通视频直播服务，配置推流和播流域名后使用

云平台的视频直播功能。目前主流的公有云平台的视频直播

已经能够支持4K分辨率的H.264或H.265编码的视频流。开通

视频直播服务后，手动生成推流地址，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

服务提供的API（接口）编程开发流地址管理程序。现场的全

图1 双向虚拟现实视频直播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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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直播摄像机配置推流地址后实现推

流直播功能。

2. 多码流功能。目前5G还未大

规模普及，大流量资费高，用户端收

看码流太高不仅会因网络环境不佳导

致卡顿，也会产生较高的流量消耗，

因此系统需设计多码流直播功能。在

实施上，活动现场推送高码流的虚拟

现实视音频，通过云渲染或转码服

务，实现高码流到低码流的转换。高

码流提供给具有较高带宽、对画质体

验要求高的VR终端用户使用，低码

流提供给手机终端用户使用，同时

云收录将高低两种码流进行收录，

收录到对象存储上，用以提供视频 

回放。

3. 云导播功能。在空间和时间因

素相配合的节目编排活动中，导播可

以将最需要让用户看到的机位切换出

去。在公有云平台，开启按需使用的

GPU服务器，在服务器里安装开源的

OBS直播软件，通过OBS直播软件将

多路的现场直播流作为视频源进行直播切换输出。

4. 多终端收看功能。通过针对不同的终端类型开发VR直

播播放器来实现用户收看功能。对于智能手机终端，最简便

的方法是利用Tree.js这个开源框架来实现WebVR，开发跨平

台的HTML5架构的VR播放器。对于VR一体机头显终端，需

要针对VR一体机的具体系统进行开发，这类终端设备一般有

专用的开发SDK，利用Unity或UE4三维引擎就可以开发出VR

终端的直播播放器。

5. 互动功能。为增加VR直播的吸引力，通常需要在直播

间里设置弹幕、评论和点赞等互动功能。使用云服务提供的

即时通讯SDK，可以便捷地建立实时通信系统，实现多人使

用网络实时地传递文字、信息、文件和语音视频交流。即时

消息与用户账号绑定，将不同的消息类别设计成弹幕、评论

和点赞等表现形式，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互动功能。

6. 后台管理功能。VR直播间的开设、审核、关闭，访问

数据的统计汇总，用户账号、互动消息的管理，直播系统的

设置，推进运营内容的管理等功能都需要在后台管理功能里

实现。为方便运营管理，后台管理功能的实现上要符合设计

开发逻辑。

3   现场实施要点

为了能顺利地进行一场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直播前要

提前一两天到达直播现场和活动方沟通，一方面考察现场环

境，选择最佳机位，另一方面勘察现场网络状况，测试网络

稳定性，并且还需要在直播视音频设备的选型、调试、直播

流程设计和应急措施等环节做好前期准备。

1. 全景直播摄像机选型。对全景直播摄像机应用有如下 

要求：

1）4K以上分辨率机内实时拼接；

2）具有RTMP协议的网络推流直播功能；

3）稳定性高，特别是在户外进行的直播活动，要求设备

在低温、炎热、潮湿、风沙等恶劣天气能长时间运行；

4）画质较高，综合评价宽容度、色彩还原度、有效像素

等因素，配合主观感受。

2.  网络环境。虚拟现实视频数据量较大，虽然经过

视频压缩编码处理，但仍需要较大的上行带宽来保障推

流的稳定。4K分辨率的虚拟现实视频直播流建议码率为

20～40Mbps，建议带宽为30～60Mbps。多机位的虚拟现

图2 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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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直播活动，需要现场接入百兆以上专线或提供5G网络 

接入。

3. 现场收声。由于全景摄像机自带的声音收录的是设备

所在机位附近的声音，离机位远的地方收录的声音就小。因

此，需要提前与音响师沟通，给虚拟现实视频直播一路单独

的音频输出，准备好音频接头，做好音频调试。

4. 预估活动同时在线的用户量和流量，提前预留足够的

带宽、流量等云资源。

5. 提前制作垫片。为了活动开始前的热场或者是防备直

播过程中现场不可预料的突发情况，需要提前制作垫片，随

时可在直播过程中插播。

6. 做好备份。对关键的电源、网络交换机、网线、音频

线要准备多余的配件。云服务器也需要部署主备路，为应

对大规模突发访问还需要配置负载均衡和CDN（内容分发

网络），防止大流量访问时出现服务能力不足无法响应的 

情况。

7.  做好应急措施。现场要提前做好网络和设备的测

试，直播流程需要与执行人员充分沟通，现场组织工作必

须设立导播来指挥，要建立实时通话系统，对视音频信

号进行统一协调。对于信号中断的应急处理要提前进行 

演练。

4  系统设计技术创新点

1.  实现了原有直播制作传输全云端导播，制作，切换，

传输，分发。本地只有摄像设备、拾音设备、通话设备，方

便了任意点的现场直播制作。

2.  改变了传统机位直播方式和全景单点直播方式，实现

了多机位的全景VR制作，使得全景直播节目可以多角度多镜

头切换，极大地增大了全景VR直播的沉浸感，丰富度。

3.  制作的多流信号，可以全面应用于各类受众终端，适

应多种屏幕终端、多种客户端页面端，极大地扩展了传播的

广度深度。

4.  综合利用了现有技术设备、系统软件，合理应用当下

成熟网络、云端服务、分发手段、多种协议，使得项目投入

较小，产出大，有较好的投入产出比。

5.  解决了现有直播流因各种意外突发状况，而没有充足

准备备份和应急处理手段问题。

5  结束语

虚拟现实视频云直播系统具有即开即用的便捷性，只要

满足一定带宽需求的地方就可方便地进行。随着5G的普及、

全景直播设备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未来虚拟现实视频直播将

会跟手机直播一样方便。在体育赛事、综艺节目、新闻事

件、教育培训、产品营销等专业生成内容领域（PGC）和网

红直播、户外直播、生活直播等用户生成内容领域（UGC）

都将得到广泛应用，推动虚拟现实视频的应用普及，形成新

的内容服务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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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虚拟演播室系统设计与工程实现

【摘  要】 视频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广播电台内容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备生产优质音频和视频节目的直播间系统成为

电台直播区域工程建设的难点。传统的广播电台直播间设计装修的场景不易更换，严重影响了广播电台网络视频直播节目的

视觉效果。鉴于虚拟演播室系统的优点，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建设了虚拟演播室系统，实现了广播节目的音频和视频同步直播

功能，提升了广播直播间网络视频的直播效果,本文对广播虚拟演播室系统设计和实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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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of Broadcasting Virtual Studio System
Wu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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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Video network live broadcast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radio content 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ve broadcasting room 
system capable of producing high-quality audio and video programs has become a difficulty in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 radio live broadcasting 
area. The traditional design and decoration of live broadcasting studio is not easy to replace,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visual effect of live 
broadcasting programs on the network of broadcasting stations. In view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virtual studio system, Ningbo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has built a virtual studio system, which realizes the audio and video simultaneous live broadcasting function of broadcasting programs and 
improves the live broadcasting effect of network video in the broadcasting studio.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roadcast virtual studio system.

Keywords  Network live broadcasting, Virtual studio, Synchronized live broadcasting

吴挺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浙江  315000)

0  引言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快速融合发展，广播节目形

式趋于多样化，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更高效更生动地

展现信息，是传统媒体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电台直播间由

于受到实际场地大小、场景的设计、专业灯光布置以及节目

制作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导致很多新颖的节目创意

无法实现。通过采用广播虚拟演播室进行节目音视频拍摄制

作，可以使节目的场景不再受直播间的实际场景限制，同时

虚拟演播室系统采用虚拟场景生成技术、专业灯光技术、色

键抠像技术以及蓝（绿）箱制作技术，可以将计算机生成的

各种演播室场景与摄像机拍摄的前景通过虚拟制作系统生成

丰富多彩的视频演播节目。虚拟演播室技术为我们广播节目

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展现形式，为节目提供了充分的创意空

间，可以在有限空间里创造出宏大、壮观的场景，在有限的

时间内从多个维度高效地展现广播的节目信息。鉴于以上优

点，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在多功能演播室项目改造中将虚拟演

播技术应用于广播节目的生产制作中。该项目建设中，通过

新建虚拟绿箱、专业灯光、虚拟演播制作系统、视频网络直

播和音频直播系统，实现了广播音、视频节目的同步直播和

后期编辑制作，有效提高了广播电台的节目生产制作能力，

对促进广播媒体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  系统架构设计

1.1 系统架构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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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虚拟视频制作播出子系统、音频制作播出子系统、视频

监看子系统、专业灯光子系统等功能子系统组成，实现了广

播虚拟视频节目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各子系统的基本组成

和功能如图1所示。

1.1.1 视频子系统

视频子系统主要包括视频信号源、视频矩阵、虚拟系

统、高清视频切换台、网络编码器等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

视频信号源包括摄像机采集的信号和高清切换台输出的信

号，其中，摄像机负责对蓝箱里的前景进行拍摄；视频矩阵

负责将摄像机采集的信号、高清视频切换台输出的信号根据

需求调度输出至监看系统、虚拟系统以及视频切换台；虚拟

系统负责将摄像机拍摄的前景信号进行虚拟抠像合成制作，

生成虚拟视频节目；视频切换台负责将虚拟系统制作的视频

节目信号、摄像机拍摄的信号根据需要进行切换输出；网络

编码器用于网络视频直播的推流，与其它视频设备和第三方

的视频制播系统结合，完成虚拟视频节目的网络直播。

1.1.2 音频子系统

音频子系统主要包括音频信号源、模拟扩声调音台、

模拟音频分配器、音频矩阵、广播音频播出系统以及扩音

系统。音频信号源包括无线话筒、有线话筒、音频工作站、

DVD播放器以及移动终端等音频采集设备和播出设备，其

中，话筒负责虚拟视频节目制作的声音采集；音频工作站负

责节目制作的配音以及垫乐等音源输出；调音台负责音源信

号的接入调度、效果处理以及信号输出；广播音频播出系统

负责演播节目的音频播出，包括无线播出和网络播出；扩音

系统负责现场音频扩声。 

1.1.3 监看子系统

监看子系统主要包括信号转换器以及监视器。信号转换

器负责信号格式的转换，包括HDMI信号格式转换成SDI信号

格式，或者SDI信号格式转换成HDMI信号格式，使不同接

口的设备能够实现信号互通互联；监视器主要负责信号的监

看，诸如，虚拟视频系统制作的节目通过监看系统，可以实

时呈现制作的效果，方便节目录制人员实时调整位置以及灯

光调整效果。

1.1.4 专业灯光子系统

专业灯光子系统主要包括LED螺纹聚光灯、LED平板柔

光灯以及调光台。其中，聚光灯和平板灯用于蓝箱专业灯

光；调光台通过信号线与聚光灯和柔光灯相连，控制专业灯

光的光强来对虚拟演播室里主持人的面光、逆光、侧光、背

景光进行调整。

2  工程实现

2.1 绿箱实施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主要用于新闻和小型访谈

类的节目制作播出，对主持人拍摄以正面拍摄取景为主，且

镜头固定无需推拉摇移，主持人的位置通常也固定不动，因

此，蓝箱的尺寸可以设计得较小。考虑到宁波广播电台演播

厅的整体空间布局和应用实际，在演播厅里面设计一间长

4.4米，深度3.2米，高度2.5米的绿箱，整体空间布局如图2所

示，效果图中蓝色部分为绿箱的实际位置。

虚拟演播室绿箱的虚拟基础采用C75轻钢龙骨，木工板+

五厚多层板+三厚三夹板，背面9.5+12石膏板错缝拼接而成，

墙面采用专业影视ROSCO涂料涂刷3遍，地面采用专业影视

图1 虚拟演播室系统架构

图2 演播厅绿箱空间布局图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6期〕 67

Content Production & Broadcasting  ︳  内容制播   

的专业灯光效果达到了实际应用需求。如图5所示为绿箱专业

灯光施工图。

2.3 设备集成

2.3.1 视频子系统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视频系统信号连接如图6所

示，该虚拟演播室共设置3个机位，可以根据节目主持人的人

数对摄像机机位进行选择。当单个节目主持人时，通常设置1

台摄像机进行拍摄，当有2到3人同时进行节目制作时，可以

设置3台摄像机进行拍摄。视频矩阵的输入信号源为摄像机、

切换台的AUX2输出信号、台式工作站以及笔记本工作站，

经过视频矩阵的信号调度功能，可以将摄像机信号调度输出

至虚拟系统用于制作虚拟视频，调度输出至视频监看显示

器用于实时查看虚拟视频制作效果，输出至高清视频切换台

用于信号的查看与播出。虚拟系统用于抠像制作虚拟视频，

可以同时输入2路摄像机信号，抠像制作的视频信号可以直

图4 虚拟演播室电气与信号控制连接示意图 图6 虚拟演播室的视频系统信号连接示意图

图5 绿箱的专业灯光效果图

图3 虚拟绿箱的涂料施工效果图

ROSCO地胶铺设，并加铺地面保护垫。图3所示为虚拟绿箱

的涂料施工效果图。

2.2 灯光实施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专业灯光电气与控制信

号连接如图4所示，虚拟演播室共设置LED螺纹聚光灯2台，

LED平板柔光灯10台以及1台DMX512调光台，其中，聚光灯

和平板灯用于蓝箱专业灯光；调光台通过信号线与聚光灯和

柔光灯相连，控制专业灯光的光强。

根据虚拟演播室专业灯光系统设计图，结合宁波人民广

播电台演播厅的楼层高度，考虑到演播室顶部安装有空调系

统、通风系统、消防系统等实际因素，专业灯光采用吊挂安

装方式，蓝箱灯光安装结束后，需要根据应用对灯光的角度

进行调整，部分灯光需要加一层柔光纸，从而使绿箱的灯光

照射均匀、色彩柔和，保证虚拟制作系统的抠像效果。安装

好的专业灯光，经过角度调整和加装柔光纸之后，整个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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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输出至高清视频切换台用于节目播出和录制。硬盘录像机

负责对播出节目进行录制，供后期存储和编辑应用；推流编

码器将切换台输出的视频信号转换成IP流，用于视频网络直

播；工作站主要用于视频节目的片头、片花制作以及后期的 

编辑。

2.3.2 音频子系统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音频系统信号连接如图7

所示，该虚拟演播室的音频系统由音源、调音台、扩音系统

以及音频播出系统等组成。音源主要包括无线话筒、有线话

筒、音频内网工作站、音频外网工作站、DVD播放器以及手

机/平板电脑等，其中，无线话筒通过天线放大器与调音台

相连实现音源接入，工作站和播放器接入音频四选一能够有

效节省调音台输入接口不足的问题；调音台主要实现音源的

输入和输出调度以及信号处理；数字音频处理器、反馈抑制

器、功放、音箱主要实现演播厅整体的扩音功能；模拟音分

主要是将调音台的1路输出信号给高清视频切换台和音频矩

阵，分配给视频切换台的音源作为视频网络直播应用，分配

给音频矩阵的音源作为广播节目的音频直播应用，通过音频

矩阵分配可以保证音视频同步直播音源的一致性，又不会受

扩音系统的影响。

3  系统应用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系统主要用于访谈以及新

闻类节目的生产制作，具体应用就是将视频制作播出系统和

音频系统结合起来，即可完成虚拟视频节目的直播和录制。

虚拟演播室系统设备集成完毕后，即可进行虚拟视频节

目制作，采用摄像机对绿箱里的主持人拍摄。摄像机的拍摄

信号经视频矩阵传输调度后，信号输入到虚拟系统进行节目

抠像，如图8所示为虚拟系统的视频制作操作界面，图9所示

为虚拟系统的视频制作效果截图。

由于虚拟视频制作系统的场景是计算机生成，因此虚拟

视频节目的场景可以快速更换，操作界面SCREEN位置的部

分可以根据节目制作的需求，添加适合节目特色的图片和视

频，进而增加视频节目的制作效果。图10所示为控制室内

的视频监看系统图，该系统最左侧监看显示器为切换台的多

图7 虚拟演播室音频系统信号连接示意图

图8 虚拟系统的视频制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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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输出，用于显示视频输入和输出的整体画面，包括抠

像前摄像机画面及虚拟制作合成画面；中间1台监看显示器

为切换台的PGM输出，用于显示制作好的虚拟视频节目；

最右边显示器为切换台PVW接口输出的画面。最后切换台

PGM输出画面通过推流编码器推流到终端，实现音视频同步 

直播。

4  系统特点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与互联网平台的多样化，相较于电

视台构建的虚拟演播室系统，电台结合自身特点及需求，

在系统设计与工程实现方面对技术要求及呈现方式也有所 

不同。

电视台虚拟演播室伴随着高清及4K电视的出现，对画质

有极高要求，技术上要能完整、全面和高质量地支持图形三

维渲染的全部效果，为保证虚拟场景中三维物体的真实度、

材质细节感和表现效果，往往要求能对一些高级效果进行加

速和渲染，达到较高的图象渲染质量，这对建设成本和运维

管理有很高要求。

电台虚拟演播室秉承着易维护易管理，同时还兼顾良

好的性价比原则，更多以小视频、短视频为主，以自媒体

及手机客户端等网络直播为主要呈现方式，往往将摄像机信

息的采集、处理、图形渲染和播出控制同在一台主机上，这

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播出画面的质量，但同时也降低了建

设和运维成本，结合电台一人一系统原则，更好满足自身 

要求。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系统还加入了视频矩阵和

高清视频切换台。该系统采用16×16视频矩阵，支持CVBS、

AUDIO、SD-SDI、VGA等多种信号格式，带有LCD液晶屏与

按键组合的控制面板，可以将视频信号从任意一个输入通道

切换到任意一个输出通道进行显示处理，来完成视频信号源

的切换。高清视频切换台作为该系统核心设备，主要完成视

频矩阵和虚拟系统视频信号源的输入，并将输入信号源输出

至显示、存储和播出设备，也可以将信号返送输出至矩阵完

成二次分配。

5  结束语

本文对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虚拟演播室系统项目的方案

设计、工程实现、系统应用与系统特点等方面进行撰写，

首先，概述了虚拟演播室的相关背景和技术，其次，论述了

该虚拟演播室项目的系统设计、工程实现、系统应用以及系

统特点。该系统由虚拟绿箱、专业灯光、音频系统、视频系

图10 控制室的视频监看系统

统、监看系统等组成，实现了虚拟视频节目的制作、网络视

频直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以及视频节目的后期编辑处理等功

能，有效提高了广播视频节目的生产制作水平。系统在应用

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例如，能够利用虚拟系统原

有的虚拟场景进行节目制作，还不能够独立设计专业化的

虚拟场景，影响了广播节目直播的应用效果；用户在观看网

络视频直播节目过程中，云直播平台偶尔会出现一些信号不

流畅的现象，影响了用户的视听体验。针对系统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将针对性提高虚拟场景的开发设计能

力，开发满足不同类型节目需求的虚拟场景；进一步优化视

频网络直播的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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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接口在电台对讲系统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讲述了一种利用GPIO技术，对电台播出机房对讲控制信号进行传送的方法。该方法可充分利用现有播出调音

台、矩阵的GPIO口，成功实现播出机房与总控机房之间的对讲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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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PIO Interface in Radio Intercom System
Zhou Jun

(Broadcasting Media Center of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method of using GPIO technology to transmit the intercom control signal in the broadcasting room of the radio 
station. The method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GPIO port of the existing broadcast mixer and matrix to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intercom control function 
between the broadcasting rooms and the main control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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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军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湖南  410003)

0  引言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以下简称湖南电台）目

前共有1个总控机房和11个播出机房，机房的播出系统主要

由德国DHD品牌播出调音台、矩阵及播出周边设备组成。由

于总控中心管理机房较多，为了方便总控与各机房之间的联

络，2008年在电台实施数字化改造时，就摒弃了原始、低效

的电话沟通方式，利用调音台和矩阵可以通过网络互联的特

点，在矩阵上搭建了一个对讲系统，成功实现了总控与各机

房之间的联络。但由于2019年改造的两个播出机房采用的是

新款DHD品牌直播调音台，因其固件及配置软件版本过高，

不兼容原有矩阵，无法与矩阵上配置的对讲系统建立连接。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GPIO技术，通过在调音台与矩阵间增加

控制线及对矩阵配置进行调整，成功实现了直播机房与总控

机房之间的对讲功能。

1  GPIO简介

通用型输入输出端口（GPIO，General-Purpose Input/

Output Ports），通俗地说，就是一些引脚，可以通过它们

输出高低电平或者通过它们读入引脚的状态（高电平或低电

平）。在嵌入式系统中，经常需要控制许多结构简单的外部

设备或者电路，这些设备有的需要通过CPU控制，有的需要

CPU提供输入信号。对设备的控制，使用传统的串口或者并

口就显得比较复杂，所以，在嵌入式微处理器上通常提供了

一种“通用可编程I/O端口”，也就是GPIO。GPIO接口在工

业上的使用非常广泛。

湖南电台播出系统中的DHD调音台、矩阵均具备GPIO接

口，一些播出周边设备，如延时器、硬盘播放机、智能总控

采集设备也具备GPIO口。在日常使用中，湖南电台大量运用

了这些设备的GPIO口，在保障安全播出工作中，GPIO技术

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使用场景如下：

1. 控制Eventide广播延时器的DUMP（删除）功能，在

紧急情况时，可直接通过调音台按键控制延时器进行删除操

作，减少停播时长；

2. 延时器的状态显示在直播调音台的液晶屏上，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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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智能总控系统，警示该机房目前播出延时情况；

3. 将直播、录播状态输出到导播间门灯上显示；

4. 调音台各主要推子通道使用状态汇总到智能总控系统

电视墙大屏显示；

5. 实现对作为应急音源的TASCAM SS-250N硬盘播放机

的fader启动控制。

2  湖南电台播出机房原有对讲系统简介

整个对讲系统硬件由总控对讲模块、各机房导播间对讲

模块、各直播间播出调音台、总控矩阵组成。总控对讲模块

与总控矩阵通过APC网线物理连接，播出机房对讲模块与该

机房播出调音台也通过APC连接，各机房直播调音台与矩阵

通过交换机连成一个内部局域网，用于传送对讲控制、停播

及反相报警等各种控制信令，调音台与矩阵之间的音频信号

通过MADI光纤进行双向传送（其中就包括总控及各机房对

讲的语音信号），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对讲系统通过DHD Toolbox 5软件配置在主播出矩阵上，

对讲系统配置如图2。

以某频道与总控机房对讲为例，频道人员按下对讲模

块上的总控对讲按键，语音信号会通过MADI光纤由直播调

音台传送至总控矩阵，同时对讲控制信令会通过局域网传

送到矩阵，矩阵控制总控对讲模块上该频道对应的按键闪

灯提示，并将该语音信号传送至总控对讲模块内置扬声器

上，总控工作人员在听到该频道人员的语音信号后，按下对

讲模块上对应的按键，即可与该频道建立连接，实现双向对

讲。经过以上过程，通过局域网在直播调音台和矩阵之间

传送对讲控制信令，实现了该频道与总控机房之间的双向 

对讲。

3  播出系统设备更新带来的问题

2019年，因播出机房改造，我们购置了两张DHD 52系列

RX2调音台，替换掉了两个频道老旧的52系列RX调音台。因

图1 局域网方式实现的对讲系统

图2 Toolbox 5对讲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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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2调音台的固件、控制软件版本过高且无法降级，不能与

原矩阵系统组网，更无法与总控主矩阵上的对讲系统进行互

连，导致使用这两张调音台的新机房无法实现与总控机房的

对讲功能。

4  利用GPIO实现对讲控制

为解决播出系统中DHD品牌硬件隔代使用产生的兼容性

问题，实现新机房与总控机房的对讲功能，我们经过研究发

现，对讲语音信号可通过RX2调音台与矩阵之间的MADI光纤

进行互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对讲控制信令在两者之间

进行互传。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我们最终决定在不增加任

何硬件、不改动原有对讲系统的情况下，利用RX2调音台和

矩阵空闲的GPIO接口进行对讲控制信令的输出和接收，系统

框图如图3所示。

通过DHD配套的Toolbox控制软件对调音台和矩阵配置

进行更改，增加两组GPIO逻辑定义、更改原有对讲触发逻

辑，再增加一条RX2调音台和矩阵之间的GPIO控制线，成功

解决了对讲控制信令在RX2调音台和矩阵之间的传送问题。

Toolbox软件部分配置如图4所示。

新机房需要与总控机房进行对讲时，机房人员按下对

讲模块上的总控对讲按键，语音信号通过MADI光纤由直

播调音台传送至总控矩阵，同时对讲控制信令通过RX2调

音台的GPO口传送到矩阵，矩阵GPI口接收到该信号后，

控制总控对讲模块上该频道对应的按键闪灯提示，并将该

语音信号传送至总控对讲模块内置扬声器上，总控工作人

员听到该机房人员的语音信号后，按下对讲模块上对应的

按键，矩阵GPO将控制信令传送到RX2调音台的GPI口，

即可在两者间建立连接，实现双向对讲。经过以上过程，

图3 GPIO方式实现的对讲系统

通过在RX2调音台和矩阵之间使用GPIO口进行对讲控制信

令的传送，实现了该机房与总控机房之间的双向对讲控制 

功能。

5  GPIO技术在电台的应用思考

DHD调音台、矩阵具备高度的自定义功能，几乎每个

按键和每个接口均可通过配套软件来进行配置，软件功能丰

富，但完成配置、调试和测试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相对

较大，因此也对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这次的升级改造中，我们扩展了GPIO在电台的应用，将其运

用到对讲系统的控制中，充分利用调音台和矩阵空闲的GPIO

接口，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解决了因设备升级所带来的

兼容性问题，成功实现了新改造的机房与总控机房之间的对

讲功能。后期，为解决DHD调音台报警提示不够明显的问

题，我们拟在各频道加装声光报警器，使用调音台的GPO口

对其进行控制，可以将停播等播出异常情况及时反馈给频道

人员进行处理。目前我台使用的诸多播出设备及智能总控监

测系统均配备有GPIO口，且均有富余，这就带给我们很大

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将更多的信息提供给监测系

统，也可以实现更多设备间的相互控制。

6  结束语

湖南电台安全播出保障等级为一级最高保障等级，为了

不影响安全播出，在做系统更新、改造时，应遵循安全第

一、稳定第一的原则，任何技术改动必须经过反复测试，稳

定可靠才能付诸实施。此次改造采用了成熟、稳定、可靠的

GPIO技术，在保障安全播出的基础上，对原系统的改动非常

小，仅仅是在两张新RX2调音台和矩阵之间增加了两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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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矩阵的配置进行了少许更新，就成功实现了新改造机

房和总控机房之间的对讲功能。因为改变的仅仅是控制信令

传送的方式，所以对使用人员来说，属于无感升级，在操作

上与原对讲系统一致，并无任何学习成本。GPIO作为一项成

熟的工业控制技术，应用得当将对我们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便

利，可以简化操作、扩展功能，实现设备间的互联，让系统

变得更人性化、更智能，更好地服务于电台内容生产及安全

播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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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考评系统的设计思路与应用

【摘  要】 在当前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媒体单位的考核机制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传统的绩效考核管理已经无法准确衡

量媒体单位采编人员的实际工作效果。全媒体考评系统基于中国蓝云业务生产系统结合智能技术设计实现了跨媒体渠道综

合考评的绩效考核系统。本文介绍了全媒体考评系统的系统架构设计、核心模块以及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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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media assessment system of media units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anagement has been unable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actual work effects of media units' editors. The all media 
assessment system which based on China Blue Cloud combined business production system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achieve a cross-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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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过去的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各自分管不同的媒

体平台，考核维度也千差万别，但随着传统媒体的全媒体融合

发展的转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加快融合发展，传统媒体在宣

传理念、新闻产品的生产模式、传播技术、媒介载体等方面实

现组织重构和业务再造，作为媒体核心人力资源的采编人员，

其业务能力、技能素质和绩效产出也要随之改变[1]。采编人员

的工作流程从过去采集、编辑、发布限于单一平台，转向广

播、电视、报纸、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社交媒体的全媒体渠

道发布，加大了考核难度和考核范围，如何设计一个既满足传

统媒体考核特色又满足新媒体发展变化快、形式多样特点的全

媒体考评系统成了媒体单位绩效管理的重点环节。

1  系统架构设计

本文基于中国蓝云平台业务系统，设计实现了一种面向

媒体单位采编人员的全媒体考评系统。系统架构可由底而上

划分为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层四部分。

基础层包括公有云和私有云资源。公有云提供新媒体各

平台扫码授权服务功能，私有云提供计算虚拟化资源、存储

虚拟化资源和网络虚拟化资源，基础层为整个系统提供软硬

件资源，是全媒体考评系统的有力支撑。数据层通过对各平

台接口数据或爬虫抓取数据进行数据采集、清洗、查重、修

正、分析之后，对数据进行存储，数据层为全媒体考评系统

提供了核心数据，方便业务数据管理。服务层主要负责中间

件服务的提供，包括注册服务、日志服务、消息服务、安全

服务、搜索引起和缓存服务，通过服务层提供的服务使得系

统运行更加高效。应用层包括统计分析、考核管理和基础管

理三大模块，面向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和自定义五大

渠道进行考核，是全媒体考评系统的呈现端和用户交互端。

全媒体考评系统的架构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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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同时部署于私有云和公有

云平台。依托于云平台Iaas层部署

WEB应用服务器，支持基于DNS

和基于RPC的服务发现[2]，服务端

可以通过SDK或者Api进行服务注

册的Nacos注册中心服务器和微服

务核心服务器，同时对MySQL数

据库做了集群管理。公有云端部署

了扫码应用服务器，支持各互联网

数据平台接口的扫描认证服务。在

安全方面，对于外网访问和办公网

访问进行区分，防火墙策略分开管

理，加强了网络安全防护，保证内

部办公网的安全。全媒体考评系统

部署图如图2所示。 图1 全媒体考评系统架构图

图2 全媒体考评系统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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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功能介绍

2.1 考核管理

考核管理是对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自定义五大

渠道的全渠道考核管理。传统的绩效考核模式是线性的，单

向的，一次性的，考核数据通常只有生产数据，没有用户反

馈。而融媒体时代下，一篇稿件既会在传统媒体发布也会在

新媒体发布，而稿件在新媒体渠道发布可以获得相关的传播

客观指标，媒体单位考核人员会花大量人力和时间去手动搜

集这部分数据作为考核数据。另外由于不同系统独立运行也

无法做到跨渠道综合考核，本系统通过智能技术将传统人力

完成数据搜集和分析转变为机器搜集数据和人机分析考核，

将传统只生产不反馈的方式转向以效果评估为纽带形成生

产、传播、反馈的闭环，在同一平台可做到多渠道全媒体考

评，方便媒体单位进行全面的绩效考核管理。

2.1.1 整合考核数据指标

数据是考核系统的基础 [3]。本系统的考核数据来源众

多，结构复杂，包括图片、文字、文档等异构数据。其中广

播、电视数据来自中国蓝云平台业务系统的稿件生产数据，

报纸数据通过网络爬虫方式抓取互联网发布的数字报信息。

新媒体数据包括微信、微博、抖音、企鹅号、APP数据，既

通过官方数据平台API接口又通过网络爬虫方式获取各个渠道

的用户数据、行为数据、传播数据等。由于互联网新媒体平

台数量众多，并且主流平台日新月异，自定义模块通过用户

自行上传统一的考核数据的方式获取该新媒体平台的数据。

具体考核数据包括：

1. 广播、电视

通过接口方式获取串联单标题、拟播时间、作者、栏目

以及文稿标题、作者。

2. 报纸

获取数字报信息采集，包括版面小样、刊发日期、版

面、标题、内容、作者、字数、类型等。

3. 微信

通过官方接口获取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标题、内容、

发布时间、阅读数、分享数、收藏数。

4. 微博

通过对微博号发布的微博进行采集，包括微博标题、发

布时间、点赞数、播放数、评论数、转发数。

5. 抖音

通过官方接口获取抖音号发布的稿件标题、内容、发

布时间、点赞数、播放数、下载数、评论数、转发数、 

分享数。

6. APP

通过接口方式与APP系统对接，获取标题、发布时间、

作者、阅读数、点赞数。

7. 自定义

通过用户自己设置考核栏目上传考核内容，包括标题、

内容、发布时间、作者、阅读数、播放数、栏目等。

2.1.2 制定通用考核流程

本系统面向的考核对象包括记者、编辑、摄像、制作、

排版等媒体岗位人员，对这些岗位信息，设置了标签管理功

能，可自行添加对应角色标签。通过对多渠道考核数据分

析，我们抽象出通用的考核流程，在通用基础之上再做个性

化调整。首先，通过自然语言分析技术实现的自动稿件作者

认领和自动标识原创功能，同时支持手动选择稿件作者、角

色标签和原创标识，支持备注栏添加备注信息。其次，考核

数据中，新媒体数据包括作品传播力的客观指标，通过在考

核公式中对单一或多种客观指标设置公式条件获得作品客观

分，考核公式包括指数加权公式和区间划档两种模式，由用

户自行设置考核公式。最后，认领完毕之后，打分人员依据

客观分可手动对每条稿件内容进行评分，最终评分依据人工

打分为准。

2.1.3 智能判断一稿多发

如何判断一稿多发，一直是许多媒体考核人员的痛点。

同一篇稿件在多个平台发布但在实际的绩效考核中却被认为

是同一篇稿件进行考核的情况非常频繁。媒体单位通常用人

工的方式去统计这些一稿多发的稿件。有文献提出利用唯一

身份ID[4]的方式给稿件本身打上唯一标签，此稿件身份ID跟

随稿件进行编采加工流程，发布到互联网上依旧附身于该稿

件之上。但是一稿多发的稿件，通常会依据不同平台的规则

修改成相应格式甚至删减掉部分内容，唯一身份ID的存放方

式和内容有待考虑。另外目前大多数媒体单位无法做到在同

一个生产系统里进行全媒体渠道分发，对于目前跨系统跨渠

道的工作模式唯一身份ID方式并不完全适用。本系统从结果

角度出发，考虑不同渠道的特性，例如广播电视是传统的单

向传播，通过生产系统可以获取稿件生产数据，而数字报、

新媒体则是通过智能技术在互联网可以获取的生产及传播数

据。通过正向和反向获取完整的全媒体考评数据，将生产数

据结合传播数据的方式，最终形成全媒体考评数据。在大数

据基础之上运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对收集的稿件内容数据做聚

类分析及相似度分析之后，建立相应相似度公式模型从而判

断一稿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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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计分析

绩效考核管理的最终目的是统计各维度的考核情况，作

为业务人员的考核依据，通常与业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等切

身利益相关。在本系统中我们设计了多平台并轨考核统计展

示的功能，用户可以在个人考核界面看到自己在各个媒体渠

道下认领的各篇稿件的得分情况。媒体单位的考核维度多种

多样，我们设计了部门统计、账号统计、渠道统计、栏目统

计、搜索统计等多维度考核统计。而预算管理功能，对于栏

目月度总分做预算管理，提醒打分人员合理对每条稿件或任

务进行打分。

全媒体考评系统在绩效考核功能之外，也是一个大数据

分析平台。在此基础之上可以为领导层决策分析提供数据支

撑。在智能技术赋能下，可视化分析大屏可以展示包括微

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账号传播影响力分析；监控报纸、

广播、电视、新媒体稿件在不同时间段不同栏目的生产数

据；提供外宣稿件在各平台的传播影响力分析；针对新媒体

数据提供粉丝画像数据。

2.3 基础管理

本系统以多租户模式提供全媒体考评服务。按照租户、

渠道、栏目、角色、权限、用户的次序从大到小，从上到下

层层递进的方式进行设置，充分考虑到租户内各账号各角

色各权限的灵活配置管理。租户创建之后可根据租户需求

分配具体考核渠道种类和数量，渠道分配完成之后可根据

不同渠道，设置不同栏目或授权新媒体账号。通过租户管

理、渠道管理、栏目管理设置各租户基础考核配置。通过角

色与权限控制租户内各账号或栏目的不同业务人员的考核 

权限。

3  系统应用

全媒体考评系统在充分调研浙江广电集团以及浙江省市

县融媒体中心的全媒体考评需求之后，设计实现了多渠道数

据搜集，多平台并轨考核，多类型考核方式，可配置的权限

管理模式的绩效考核管理。本系统已在浙江广电集团所属浙

江卫视新闻中心、钱江都市频道、经济生活频道、交通之声

频道等频道以及兰溪、龙泉等多家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推

广使用。

钱江都市频道主要业务在电视以及新媒体方向，通过同

一篇稿件在电视以及新媒体端的全网分发，在全媒体考评系

统中依据不同分发渠道以及不同岗位对人员进行手动打分。

新媒体渠道如美丽浙江抖音号、浙里最美抖音号和钱江台微

信公众号根据客观指标设置了考核公式，得出客观得分供领

导打分参考。同时应用预算管理模块进行每个月每个栏目的

月度预算计划，将实际得分与预算得分进行比较，对栏目及

人员工作绩效进行评估。另外通过自主考核模块对人员额外

工作、额外奖励、频道项目三个维度进行考评。

兰溪市融媒体中心拥有电视、广播、新媒体、报纸、自

主考核全业务形态的内容生产和制播流程，传统电视、广播

通过中国蓝云平台的文稿系统获取串联单和文稿，自动获取

记者、编辑等制作人员名单。新媒体和报纸通过接口和爬虫

技术进行原创判定和自动认领，后续进行领导手动打分。另

外在自主考核中每个部门其他工作任务、外宣工作任务等自

行上传数据进行考核。

龙泉市融媒体中心侧重于报纸方面的考核，在对报纸小

样进行版面考核之外，在文章考核中对每个版面每篇报道的

标题、内容、字数、作者、版面、类型等都可进行查看，同

时可对专题报道打标签，在数据统计时方便统计查询。

4  结束语

随着媒体融合的更加深入，广播、电视、报纸、新媒

体等媒体单位从业人员的业务范围将变得越来越宽泛，过

去的单一平台记者变成如今的全媒体记者，一稿多发的情况

变得十分常见，但是由于发布渠道的多样性，导致考评部门

追本溯源变得十分困难。本系统基于中国蓝云平台的业务生

产系统，解决了溯源问题，各渠道数据汇总分析之后，通过

自动结合手动的考评模式实现了更具有可行性的全媒体考评 

系统。

当然系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未来本系统在建立奖惩模

型以及对接其他第三方系统如薪资系统等方面还有待优化。

相信随着各家媒体融合考评机制的完善，全媒体考评系统考

核维度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科学，也越能够体现媒体的发

展战略，做到因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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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广电主干光缆监测管理系统的 
设计与应用

【摘  要】 浙江省广电主干网光缆承担了省内广播电视节目有线传送及数据专线传输任务。本文分析了光缆线路运维中监测

管理的实际需求，设计了具备实时监测、故障定位和资源管理等数智化运维功能的监测管理系统并投入使用。论文还对该系

统在省内宁波至温州段线路改造中的应用实践情况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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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Provincial Backbone Fibe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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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Guanglian Cable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Center,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optical cable of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backbone network undertakes the tasks of television program transmission and data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needs of monitoring management in optical cable line’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esigns a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with maintenance functions such as real-time monitoring, fault localiza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in the line reconstruction from Ningbo to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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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建南

（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浙江  310012)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源分发和市县融媒体高带宽业务的传

输，广电主干网的安全运维要求越来越高。浙江省广播电视

主干传输网始建于1997年，承担中央及省两级广播电视节目

在省内的有线传输。2020年在主干网宁波至温州段线路改造

的同期，浙江广联有线电视传输中心针对维护管理存在的痛

点难点，实施了基于资源管理的主干光缆监测管理系统，对

线路资源数据、光缆光学测试数据进行了针对性的功能适配

和综合应用，在实际运维中收到良好效果。

主干网光缆线路遍及全省，线路总长超过1800公里。

由于区域跨度大、站点段距远、线路敷设情况复杂，线路

运维面临着管理工程量大、维护难度大、应急抢修时间长等

问题。项目实施需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线路的实时监

测，包括监测线路的整体性能，故障点位快速精准定位；二

是资源管理，包括线路资源的数据录入更新、查询、工程管

理等；三是数智化运维应用，以光学数据与地理信息的融合

来适配主干线路的特性，提升线路运维效率。

1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1.1 系统组成和功能架构

监测管理系统包括光纤监测系统与光缆线路资源管理系

统，分别完成光缆实时自动监测及主干网线路资源管理功

能，并综合两部分的数据进行线路运维的数智化应用。系统

框图如图1所示，虚线框内的防护系统、交换机、资源管理及

自动监测系统服务器及直连客户端等为本项目实施范围。用

户可通过内网直连、外网VPN接入系统服务器实现监测、管

理等功能，访问实现方式包括：PC客户端、手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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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管理系统的两大部分相对独立，分别部署，功能架

构如图2所示。其中光纤监测系统按设备、接口、前端三层

结构，通过北向接口Restful与资源管理系统对接；资源管理

系统按照设备、数据、服务、应用的四层架构部署，在接口

服务层面与光纤监测系统对接，接收实时告警消息、线路信

息、线路测试、测试结果等数据。

2.2 光纤监测系统

光纤监测系统如图3所示，由OTDR站及光源站间隔配置

组成，其中OTDR站由OTDR模块、光开关、光功率计等组

成，光源站由多端口光源组成，光源加光功率实时对线路性

能进行监测，OTDR模块定时对线路进行测试、在线路故障

时触发测试或是按需测试[1]。

项目在舟山、宁波、宁海、临海、台州、乐清、温州及

青田等沿海站点先行部署光纤监测硬件。宁波、临海和乐清

3个机房配置为OTDR站（中心站），舟山、宁海、台州、青

田4个机房配置为光源站（远端站），使用自动监测模块及多

路光开关实现轮询监测。

2.3 线路资源管理系统

光缆线路资源管理系统实现地图管理，资源管理，手

机APP管理等功能。支持离线和主流在线地图（天地图、高

德、百度等主流在线地图）；支持机房数据资源管理、光缆

资源管理、报表统计管理、工程管理、图纸管理等资源管理

功能；支持GPS数据导入，能将采集到的gpx，kmz等格式的

GPS数据导入系统；手机APP支持安卓系统，支持资源点数

据采集，故障点定位及手机导航。手机APP能调用光缆自动

监测系统的各项功能，对线路实施实时测量、定点测试，能

够展示测量数据，与历史数据、曲线进行对比，并能够按需

定位故障点。

2.4 系统功能设计

监测管理系统是在资源管理系统基础上集成了光纤自动

监测数据的定制开发系统。因此，光纤自动监测的功能及数

据要在资源管理系统上统一调用和呈现，衍生出监测管理系

统在主干网运行维护上的一系列独有功能。

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对接光纤自动监测系统的北向数据接

口Restful，调用光纤监测的各项测试功能、告警推送，并在资

源管理系统上保存相关数据，对应到指定的地理信息数据。

（1）资源管理系统客户端、APP端均有线路告警的界

面，调用测试的菜单按钮。

（2）资源管理系统能实时监控光缆线路，光纤故障时自

动告警并触发自动测试数据，能够以醒目的信息显示在地图

上，定位准确。

（3）调用光纤自动监测系统进行测试后，有测试事件

图1 主干光缆监测管理系统框图

图2 监测管理系统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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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测试数据返回，这些数据均能被系统识别，让操作人

员使用。比如“非反射点”的位置数据，能对应到地图上的

光缆位置。如事件表中的数据，可被认定为某个接续盒的位

置，进行数据关联。

（4）光缆线路资源管理系统对线路建设阶段的接续盒位

置、维护阶段的故障抢修点的测试距离进行记录和迭代，为

故障定位提供依据，线路段距离信息能根据线路变动（包括

改迁、抢修等造成线路距离变更）进行智能更新。

3  系统核心技术

3.1 点线结合的多数据光缆定位智能算法

基于主干网现有的运维工作实际经验，定位准确性是系

统开发的难题。一是常规保存的数据是机房测试距离，会因

为改迁、抢修等原因失去实际意义；二是资源管理系统的数

据与实际缆长存在较大误差。本系统开发中，以接续盒为

点、以光缆段为线，结合精准GPS数据，赋予每个点、线独

立的数据属性；系统中充分考虑光缆余长，余长以点属性形

式添加；充分考虑系统的图距离与实际光学距离的差异，系

统显示数据与实际数据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比例对应。充分考

虑以上几点的智能算法，很好地解决了距离数据不精准不实

用的问题。

3.2 多元素多类型数据综合预判的故障点多重定位模式

为提升光纤测试、故障查找等运维操作的便捷性，系统

设计了基于接续盒、测试事件、告警数据等多元素综合判

断，基于多类型、多方式数据支持的故障点精准多重定位：

（1）基于机房、接续盒的定位方式，适用于现场测试数据，

以机房测距或者开包测试的距离为基准，通过上下型向量

数据的定位，精准确定故障所在的位置，适用于所有情况；

（2）基于光学长度的自动定位，结合自动OTDR的末端数

据，以整个光缆段距为基准，直接显示定位光缆断点，适用

于光缆中断的情况；（3）基于在线测试事件的定位，可以根

据事件表提供的距离，通过点击事件表直接定位故障位置，

适用于光缆损耗点查找。这三种情况的定位基本解决了实际

运维中对故障定位的要求，对提升维护时效性帮助很大。

4  系统应用

监测管理系统在2020年开始实施，在省内宁波至温州段线

路改造中实际应用。线路施工前部署光纤监测系统，实现边施

工边测试、边采集相关光缆数据；监测管理系统与线路改造同

步启用，一是同步采集施工的管线地理信息数据，及时录入系

统，二是在施工中技术人员随时检测线路放缆、熔接的施工质

量，发挥远程随工作用。在线路段投入使用后，监测管理系统

在各线路段日常维护、光缆故障定位、迁改割接远程监测以及

定期线路性能测试中发挥很好作用。实际使用中，乐清段曾发

生线路被误剪情况，系统定位故障点在某电杆处，实际被剪点

位误差小于5m，大大提高了抢修时效性。

线路故障数智化运维流程。主干网对故障定位的精度和

抢修时效要求高，本系统采用亚米级的采集终端录入线路元

素地理信息数据，结合监测系统采集接续盒间的光学距离，

进一步提高定位的精准度。采集终端支持北斗/GPS双星，

接入千寻的RTCM高精度差分服务，录入数据精度提升到亚

米级。在线监测系统能实时监测光缆线路，低于预设值实时

告警推送到电脑端和手机端，使用者点击相关信息，可链接

到故障点定位界面、位置导航，或是进入调用光纤监测的界

面，进行相关测试。通过这样的系统开发，精准匹配了主干

网的运行维护，对运维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实施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

5  结束语

本监测管理系统中的线路资源管理和光纤监测均为市场

成熟产品，但能精准适配广电主干网的运维需求的市场上没

有现成的。本系统按需定制研发，设计了适合主干运维的算

法并集成多个实用功能。在实际实施中，按照整体规划，分

期建设的原则，增量先行，逐步推广。后续将继续在线路改

造中同步建设光纤监测系统，同步采集线路地理信息数据，

以此来全网推广，逐步完善监测管理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线路运维数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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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设计与建设

【摘  要】 广电网络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数据进行支撑，另一方面产生的庞大生产经营等核心数

据需要进一步挖掘，更好地发挥效用价值。文章以广电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主要对中国广电湖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平

台建设及业务应用进行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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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Platfor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s at Provincial Level

Huang Shuo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Hunan Network Co., Ltd., Hunan 410026,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on the one hand,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data needs to be stor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hug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other core data need to be further mined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utility valu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platform of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Hunan Network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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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硕

（中国广电湖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410026)

0  引言

根据《中国广电“十四五”发展战略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相关要求，广电网络积极响应国家“数字中国”战略

和发展“智慧广电”的重要指示，积极规划建设高性能、灵

活开放的大数据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屏蔽多平台、多系

统、多架构的复杂环境，对企业全方位数据进行分析和挖

掘，为广电提供全面数据支撑、辅助经营决策、提升内部管

控、创新业务运营、优化客户感知、助力一线营销，提炼数

据商业价值，激活数据资产。

1  有线电视大数据平台规范

为加快广电数字化发展，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2020

年12月发布了GY/T 339.2-2020《有线电视网络大数据技术规

范》，对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提出了明确、详细的规范要求。

1.1 大数据平台组成和业务逻辑

大数据平台实现对运营机构经营和系统运行维护过程中

产生的各类大数据的采集、接入、处理、存储、分析、展

示、共享和管理，为大数据消费者提供数据和服务，以及为

运营机构间的数据交换提供统一接口。有线电视网络大数据

平台的组成和业务逻辑，参照GB/T 35589—2017中关于大

数据参考体系架构的定义，采用角色、活动、组件等逻辑构

件描述，大数据平台主要由数据核心子系统、基础资源子系

统、安全运行子系统和运行维护子系统组成。

1.2 大数据平台支持的数据内容

广电有线电视大数据平台应支持采集、接入、处理运营

机构的BSS、OSS、MSS数据，用户收视行为、用户体验数

据，以及网管、门户网站等相关数据，具体支持的数据内容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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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大数据平台建设

中国广电湖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国广电湖

南公司）在多年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因业务迅猛发展以及

分散独立的系统建设，IT环境已成为一个多平台、多系统、

多架构的复杂环境，形成了众多信息孤岛，基础数据难以共

享，同时新业务形态出现，产生了大量数据但无法更好地创

造价值。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2020年10月启动大数据平台建设，

2021年3月完成平台上线。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对企业全方

位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为公司业务提供全面支撑、辅助经

营决策、提升内部管控、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客户感知、助

力一线营销，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终提升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2.1 功能架构设计

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遵循GY/T 339.2-2020《有线电视

网络大数据技术规范》的同时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提出了符

合自身的大数据平台架构。平台基于高内聚、

低耦合的建设思想，以系统功能聚类的方式，

大数据仓库结构上划分为五个中心：采集接入

中心、计算存储中心、开放共享中心、数据管

控中心、分析应用中心，提供多数据源的数据

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等功能，实现了对

各类数据处理场景的覆盖并提供丰富的数据服

务，进而有效实现数据有序、透明、可控的利

用，让数据价值最大化，详情如图2所示。

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总体架构下的各功能

模块的功能细分：

2.1.1 采集接入中心

采集接入中心支持多源采集接入集成、多图1 有线电视大数据平台支持的数据内容

图2 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功能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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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的任务管理，实现多种场景的采集接入中心调度，对采

集接入中心的任务支持多角度的任务监控功能，支持异常处

理、重新调度、任务启动与停止等功能，及时解决存在问

题，恢复数据传输，确保按时完成数据汇聚整合任务，并保

证数据资源的准确、完整。

2.1.2 计算存储中心

数据融合包括数据关联融合、标签管理等功能。

关联融合是数据融合的核心，通过采集接入中心已经把

数据进行统一收集，数据融合就需要根据企业的信息目录的

规划，通过数据建模的手段，实现按不同业务域、不同维度

的可分析的数据立方体，只要实现数据的关联融合，才能实

现数据分析，最大化地发挥数据的价值。分布式运算技术，

流计算引擎技术使我们能对多类型、大批量的数据进行处

理，并关联提升更多业务理解能力。

数据标签管理是数据资源服务提供快速便捷的手段和途

径，建立信息资源目录，实现信息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导航。

其核心是一个树状结构的目录，将数据资源根据语法、语义

和语用等规则对信息进行组织，以方便信息的检索。数据资

源目录通过编制多种目录种类，形成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

有机整体，能够对信息进行方便、准确的检索。

2.1.3 数据管控中心

数据管控中心包括生命周期管理、数据资产管理、数据

质量等功能。

生命周期管理是把不同特点的数据在逻辑上或物理上汇

集，通过应用间的数据有效流通和流通的管理从而达到数据

集成，主要解决数据的分布性、异构性、有效性和及时性的

问题。

数据资产管理，业务系统及大数据仓库里都有大量的数

据表、API等各类数据资产，数据管理者通过采集接入中心工

具同步数据、通过数据开发加工后，需要对整体数据进行统

一管控，了解企业的核心数据资产，提供对应数据资产管理

规范。

数据质量主要用于数据质量监控，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

规则校验体系，可以配置诸如唯一性监控、波动监控、空值

监控等监控规则，如果违反相应监控规则，会触发报警给相

关人员。 

数据安全是重中之重，敏感数据防护更需要符合行业规

定和数据隐私法律等规定，通过数据安全功能保障数据安全

和对应自定义化的安全要求进行配置。

数据管控中心具备全平台的任务调度模块，支持按不同

的时间周期，按次配置任务，支持任务的优先级配置，重跑

策略配置，任务监控等。

2.1.4 开放共享中心

开放共享中心提供分析页面组件、引擎组件、资源目录

服务、API服务，服务门户提供信息资源目录驱动数据资源交

换的功能。

分析页面组件是数据可视化的组件，支持多种样式的图

样和图表展示方式，提供PC端、大屏端、移动端等终端的展

示，组件以拖拉方式进行组合，灵活、快捷。

引擎组件主要是指把算力、建模能力进行组件化对外 

开放。

目录服务支持目录分类展示，数据检索，方便用户快速

查询资源目录。门户提供用户访问数据服务入口，用户可以

自行登录服务门户，使用平台提供的数据服务。门户列出每

个客户数据服务清单，以及提交的所有服务请求，以及每个

请求的状态等功能模块。API中心提供流程化的资源发布、资

源供应功能，共享交换提供资源申请、流程审批及自定义修

改功能。

2.1.5 数据运营管理

数据运营管理是指平台把数据通用开发能力融合在平台

中，作为开发管理的一个功能去使用，包括从数据对接集成

规划配置，数仓规划，完整灵活的数据和任务调度能力，元

数据配置定义，可视化建模，数据运维监控等，都具有可视

化的菜单界面进行操作。

2.2 技术架构设计

大数据平台是一套完整的基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海量

数据采集、存储、计算处理及运维的综合基础平台，采用

分布式文件系统、列存储或混合存储、压缩、延迟加载等技

术，较为廉价的硬件设备投入即可提供对海量数据的存储 

能力。

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提供的Hadoop开源生态组件包括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资源管理与调度YARN、安全组件

及能力Ranger、NoSQL数据库Hbase、数据加载处理Sqoop，

Flume， Kafka、数据仓库Hive等，如图3所示。

3  广电网络大数据应用场景

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了对中国广电湖南公

司各信息化系统的数据归集，实现数据资产的建设和沉淀，

再通过数据可视化和数据共享，实现了数据业务化的价值 

提升。

3.1 数据归集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通过大数据平台数据采集中心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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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现了全域贯通前、中、后台的数据。对接了BSS、

OSS、客服、支付、线上渠道、AAA、VOD点播系统等各类

数据源，对数据进行了统一定义、计算规则等，为后续数据

资产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提供了基础保障。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的数据归集方案在每日24点后，根

据不同数据源进行同步的归集方式，实时日志可按开始截

止时间进行归集，非实时的数据库数据进行全量或者增

量的归集，归集时间取决于数据量，完成后可进行计算 

操作。

3.2 数据资产建设与共享 

利用大数据平台提供的分布式的分析建模、灵活的数据

存储能力，对归集的数据进行跨域融合，形成稳定的数据模

型，并基于自身业务的特点，构建客户、用户、产商品、账

务、电渠、收视行为、客户服务、事件、OSS等9个数据模

型，如图4所示。

数据资产目录是对企业数据进行统一归类管理的模块，

可对源数据、主题域数据、应用域数据，按照企业统一的规

划进行分类管理，实现数据统一管理使用，让数据在中国广

电湖南公司内部可多维度地流通，实现数据共享和多方使

用，极大地在内部发挥了数据价值。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建立一套对数据资产评估的模型，通

过数据使用与数据成本（时间和空间）的比值，横向评估公

司各域数据资产价值，并通过数据资产的门户进行展示。

3.3 用户收视行为分析

基于广电行业规范定义和自身对大屏收视和传媒的理

解，中国广电湖南公司规划了一套全面的统计收视指标，

包括收视时长，用户平均收视时长，收视率，开机率，占有

率，到达率，接触频次，转台数等多项指标。同时构建基于

内容、用户和事件的模型，根据收视行为数据，进行各类分

析：实时分析、内容运营指标、销售分析关键指标、页面分

析等。

基于上述指标与各维度的分析，中国广电湖南公司用户

行为分析结果应用在市场分析、内容运营、营销策略、智能

推荐等各个方面，其中市场可以使用用户消费行为分析结

果，进行市场营销的方案调整和优化；运营可以对用户群进

行分析，针对高收视人群进行精准分组，进一步进行垂直化

运营。

3.4 客户标签画像

通过对客户全方面的数据采集，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分析

能力，构建360客户视图与多样标签库。客户标签以客户的资

料、行为、偏好分析结果为基础，基于客户需求的异质性、

企业有限的资源和有效的市场竞争，结合客户个人需求、社

会需求和本质特点三个考量维度，构建从人口统计、行为、

心理、社会四大维度细分识别客户的BPSD方法论，形成标准

图3 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技术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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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大数据平台归集数据模型

化、规范化的客户标签体系。此外，客户标签库对标签进行

分类管理。

客户标签画像的建立，让中国广电湖南公司精确地了解

客户，并将画像结果用于一线的营销工具，让客服、网格、

营业厅等面对客户的一线渠道能第一时间了解客户的情况，

并提供更精确的服务。同时也将客户标签画像用于智能推荐

系统，在精准内容推荐、实时营销推送方面提供了更好支

撑，有效地提高了平台用户活跃及付费转化率。据统计，在

标签数据对接前后的一个月时间，PMS成单率从47.25%上升

至52.95%，有效发挥技术优势支撑业务发展。

4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大数据平台技术创新

中国广电湖南公司从基础架构、软件架构、业务模型等

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基础架构方面，基于云计算的动态弹

性平台，采用了分布式计算技术，可做到快速的横向扩展。

在软件架构方面，基于Hadoop自主开发的大数据平台，通过

友好的交互设计和功能定制大幅降低了数据的消费门槛，让

数据应用更简单、高效。在业务模型的设计与开发方面，将

传统业务主题模型进行了全方面的优化与创新，让广播电视

网络主题模型更加清晰，开发更加高效。

5  结束语

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共享和管

控，多维度智能数字化建模、内置AI智能高级分析、可视

化呈现，从而将广电网络内部所有数据统一处理形成标准化

数据，挖掘出对企业最有价值的数据，构建企业数据资产

库，对内、对外提供一致、高可用的数据服务，全面准确

反映业务实况，有力支撑业务发展。该平台有效解决了信

息孤岛、信息烟囱等众多难题，实现全景洞察、智能营销

和高效的企业运营与管控，满足复杂场景数据分析需求，

为广电网络迎接5G挑战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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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C双向接入网实际承载能力数据 
采集方法的应用及探讨

【摘  要】 接入网承载能力的数据是宽带业务运营中的关键技术参数之一，为此本文介绍了针对已建网络的实际情况，采用在

理论计算方法中加入网络实际运行监测数据的方法，该方法可以获取最接近实际运行状态的接入网承载能力技术参数，为后

续的业务发展、网络扩容、网络规划以及提高网络资源利用效率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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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iscussion of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for Actual Carrying 
Capacity of HFC Two-way Access Network

Wang Fengyu

(Kunming Broadcast &TV Network CO., LTD, Yunnan 650118, China)

Abstract  The carrying capacity data of access network is one of the key technical parameters in broadband service operation.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built network,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thod of adding network actual operation monitoring data to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ethod, which can obtain the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access network carrying capacity closest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state,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subsequ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network expansion, network planning and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network 
resources.

Keywords  HFC two-way access network, Load bearing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Applicatio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Saleable bandwidth

王冯瑜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云南  650118)

0  引言

由于广电行业基于HFC网络开展宽带业务起步相对较

晚，在HFC双向接入网上所采用宽带接入技术的技术特点

有别于电信行业，同时受到投入成本、建网思路、运营管

理方式等因素的制约，对HFC双向接入网的数据业务承载

能力的评估更多停留在理论测算层面，这一方面导致了在

HFC双向接入网上开展大带宽宽带业务方面信心不足，另

一方面又使大部分的接入网承载能力处于“沉睡”状态无

法转化为经济效益，将现实的承载能力数据用于网络的规

划设计、扩容评估、经营参考等更是无从谈起。本文以昆

明广播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采

用EPON+有源EOC技术的HFC接入网上开展50M（含）以

上大带宽宽带业务对接入网承载能力评估所进行的实践，

介绍和探讨对接入网数据业务承载能力数据的采集方法和 

应用。

1  承载数据采集方法

传统经典测算接入网承载能力的方法是通过节点带宽、

覆盖户数、接入率、并发率、收敛比等数据的组合来进行测

算，但测算参数中存在较多的经验值、估计值，无法与网络

的实际运行相关联，更不能对较大带宽业务是否能开展进行

有效评估。本采集方法是在经典承载能力计算方法的基础

上，加入了实际网络运行情况的监测数据，从而达到掌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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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网实际的业务承载状态、相对准确地为网络扩容和指导业

务发展提供支撑和依据。

1.1 选取流量监测节点

在选取获得数据流量数据的节点时需确保该节点可放

置流量探针的能力，故在全段接入网络中能够满足放置流

量探针的节点为PON口位置，PON口以下接入网参数见表1 

所列。

1.2 选取对应用户业务数据

对于用户端只有在用户办理业务时出售给用户的宽带业

务带宽可作为具体量化数据，故选取用户业务数据时就以

BOSS系统记录中，处于在用状态的用户带宽累加作为用户业

务数据使用，将该累加数据定义为“在用（已出售）业务带

宽”（例：某PON口下覆盖的用户中有三户用户办理了宽带

业务并处于“在用”状态，该三个用户分别办理的是10M宽

带、20M宽带及50M宽带，则该节点覆盖下的“在用业务带

宽”为10+20+50=80M）。

1.3 监测与业务数据要求

1. 节点流量数据需要获得实际运行中的极限值，故可按

周期（周、月、季）来对PON口流量实施监测，取监测周期

内的峰值流量即可。

2. 用户业务数据的采集则需要以监测节点（PON口）覆

盖区域来对应提取。

1.4 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1. 周期峰值流量/在用用户带宽=实际并发率（带宽实际

使用率）

2. 周期峰值流量/节点设备（端口）固定带宽=节点（端

口）数据承载占用率

3. 节点设备（端口）带宽/实际并发率=节点设备（端口

或端口以下网络）承载能力（可出售带宽）

2  数据采集方法的应用

由于承载于公司接入网上的现有10M宽带业务已经不能

满足市场的需求，在2019年初笔者所在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

门应用数据采集方法，分阶段地进行网络承载能力的评估

以应对后续50M（含）以上宽带业务开展，具体情况及结果 

如下。

2.1 监测目标小区情况

选取的实验小区是PON口能够完全覆盖的小区，具体实

验小区PON口覆盖情况见表2所列。

2.2 实际监测数据

在2019年上半年通过四周的BOSS系统数据提取及实际探

针流量监测得到以下数据。

1. 发展50M宽带用户情况

四周以来50M宽带用户发展情况见表3。

表1 PON口以下接入网参数表

PON口理论带宽 OND光分比

光终端组

单个光终端组覆盖用户数

ONU理论带宽 EOC理论带宽

1G ≤1∶32 百兆/千兆 300M ≤50

表2 小区PON口覆盖情况表

小区名称 分前端机房 覆盖PON口数 光终端组数 备注

A小区 J号机房 2个 52个 PON口全覆盖

B小区 J号机房 2个 32个 PON口全覆盖

C小区 J号机房 1个 24个 PON口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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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N口峰值流量监测数据

四周以来PON口流量监测数据情况见表4。

2.3 计算承载数据

通过实际监测数据与用户业务数据的计算得到实际承载

数据，计算过程见表5。

2.4 计算得出承载余量

通过接入网参数（可参见表1）、与实际采集数据的比对

后得出接入网承载能力的余量，比对数据见表6。

根据实验评估承载能力四周的数据监测及计算情况，结

合片区分公司对用户体验和运维情况的分析，得知现网实际

承载数据仍有较大余量。

3  数据采集方法应用成果

一是成功验证了接入网承载能力计算方法的可行性，二

是得出后续网络承载参数（见表7）供一线运营单位进行业务

发展参考使用，三是形成接入网承载能力预警机制和预警信

表3 50M用户发展情况表

表4 PON口流量监测数据表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A小区

宽带在线用户总数 262 259 260 261

50M用户周发展量 9 14 3 3

50M宽带用户总数 9 23 26 29

B小区

宽带在线用户总数 3 5 9 10

50M用户周发展量 3 2 2 2

50M宽带用户总数 3 5 7 9

C小区

宽带在线用户总数 35 44 44 43

50M用户周发展量 4 5 0 0

50M宽带用户总数 4 9 9 9

　 PON口数量

峰值流量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A小区 2个 184M 203M 223M 238M

B小区 1个 8M 13M 12.8M 22.5M

C小区 1个 35M 55M 56M 3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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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实际承载数据计算表

表6 接入网承载能力余量表

　 周期

PON口带宽

（M）

PON口饱和带宽

（M）

周峰值流量

（M）

在用用户总带宽

（M）*
PON口占用率

并发率

（带宽实际使用率）

A B=A×80 C D E=C /B F（Max）=C/D

A小区

第一周

1800 1440

184 2980 12.78 6.17 

第二周 203 3510 14.10 5.78 

第三周 223 3640 15.49 6.13 

第四周 283 3770 19.65 7.51 

B小区

第一周

900 720

8 150 1.11 5.33 

第二周 13 250 1.81 5.20 

第三周 12.8 370 1.78 3.46 

第四周 22.5 460 3.13 4.89 

C小区

第一周

900 720

35 510 4.86 6.86 

第二周 55 800 7.64 6.88 

第三周 56 800 7.78 7.00 

第四周 37.5 790 5.21 4.75 

*在用用户总带宽的计算方法为：（宽带业务在线用户总数–50M宽带用户总数）*10M+50M宽带用户总数*50M。

小区名称 指标名称 实验设定值 实际值（峰值）

差值

（承载余量）

A小区

PON口占用率 80 19.65 60.35 

并发率（带宽实际使用率） 20 7.51 12.49 

B小区

PON口占用率 80 3.13 76.88 

并发率（带宽实际使用率） 20 4.89 15.11 

C小区

PON口占用率 80 5.21 74.79 

并发率（带宽实际使用率） 20 4.75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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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对（按需实际监测）机制，有针对性地将接入网承载能

力数据采集方法应用到实际生产工作中。

4  数据采集方法的分析

本文应用的HFC双向接入网承载能力计算方法是基于公

司接入网的现实情况再结合上业务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方

法，受实际条件限制不得已在接入网某些中继段上采用了

推算的办法，但核心意义在于获取了最贴近实际的参数，使

其参考价值相较于纯理论计算方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同时

在描述承载能力参数时引入了容易理解的“可出售带宽”概

念，更加便于在各层次人员间直观易懂地进行推广使用。此

外，由于本方法是通过一定周期的监测后才能得到数据，数

据的实时性不太理想，但对网络承载能力数据本身就存在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言基本可以接受，如果后续能够考虑通

过信息化手段得到实时数据，将更加有效地优化网络资源的

使用效率和提高管理效率。

由于接入网规模庞大且受到地域差异以及用户使用宽带

业务的习惯差异因素的影响，造成不同区域接入网对宽带业

务的实际承载情况会有较大差异，故需要根据自身网络覆盖

情况、宽带业务用户多少等因素来综合考虑，选取典型的具

有代表意义的点位（小区或区域）来应用，以达到以点带面

和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本文所讨论的HFC双向接入网承

载能力计算方法与不同结构接入网的现实情况紧密关联，如

需复制应用，则需要充分考虑现实网络的实际情况“举一反

三”来合理应用。

5  结束语

宽带业务的运营需要打破原有单向广播电视业务运营的

传统思路，如何充分发挥现有网络资源来发挥最大的运营效

率和效果，掌握接入网承载能力的相关数据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同时对于接入网承载数据的掌握也应提高到足够重

视的程度，以便从技术、策略、管理机制等方面形成完善

的、可复制的体系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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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向代理的县级有线互动 
电视平台的时移回看改造

【摘  要】 江苏广电网络整合完成后，存在着省、市、县的前端、网络、终端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体系不相同的问题，难以满足

业务和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本文针对县级互动电视平台“统一技术、统一业务和统一管理”的目标，提出基于Nginx反向代

理的时移回看改造思路。付诸实践后，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统一播控平台，减少前端平台的投资规模，降低运维难度，缩减维

护成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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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ime-shifting and Looking-back Functions of  
County-level Cable Interactive TV Platform Based on Reverse Agent

Ge Yu1, Miao Feng2, Yang Fei3, Zhang Lin4, Ma Songyan5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Cable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Jiangsu 21001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integr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different technical systems of front-end, network and terminal in provinces, cities and counti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iming at the goal of “unified technology, unified business and unified management” of county-level 
interactive TV platfor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ime-shifted TV program transformation scheme based on Nginx (an open source, high-performance, 
highly reliable Web and reverse proxy server) reverse proxy, which can unify the broadcast control platform, reduce the investment scale of the front-
end platform,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educe maintenance cos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afe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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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雨1，苗峰2，杨飞3，张林4，马松艳5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210018)

0  引言

江苏省下辖13个地级行政区，其中19个县、21个县级

市、55个市辖区，是全国唯一所有地级行政区都跻身百强

的省份。在江苏广电网络整合前，多个县级市建设了本地互

动电视平台，县级平台具备完整的Boss（运营支撑系统）、

AAA（认证鉴权系统）、CMS（内容管理系统）、Portal

（应用系统）、Bo（BO建流管理系统）、VOD（推流系

统）、STB（机顶盒系统）。县级互动电视平台由于分散建

设，缺乏统一技术标准，不能全省统一运作；集成类业务开

发难度大；设备资源冗余，运营成本高，业务难以统一。县

级互动电视平台时移回看功能属于机顶盒、点播系统、业务

系统的深度集成功能，属于系统性工程，难点在选择技术一

致性与工程经济性之间的点。

本文提出的时移回看改造方案，选择在机顶盒到本地互

动电视平台之间插入一个Nginx反向代理，利用反向代理架设

在通用服务器端，通过分析判断机顶盒访问时移回看业务传

递来的Url，将客户机请求转发给内部网络上的点播服务器；

并将从服务器上得到的播放页结果返回给请求连接的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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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此时代理服务器与点播服务器一起对外表现为一个服务

器。机顶盒、本地互动电视平台在不需要改造升级的前提下

将时移回看功能平滑迁移到省互动电视平台。

1  县级互动电视平台时移回看功能的分析

1.1 现有时移回看功能工作流程

1. 机顶盒通过“时移键”“回看键”“首页UI入口”三

种方式请求访问时移回看应用。

2. 时移回看应用通过不同的请求方式，响应不同操作

逻辑。时移请求响应当前直播频道的点播操作；回看请求

和首页UI入口请求响应当前直播频道的可点播节目列表 

操作。

3. 时移回看应用对用户的播放请求转入AAA系统进行 

鉴权。

4. 时移回看应用鉴权成功后通知机顶盒访问视频播放页

进行建流操作。鉴权失败后提示机顶盒报错页面。

5. 机顶盒通过播放页获取的节目播放ID向BO申请建流。

6. BO通知VOD推送指定视频流到机顶盒所属的IPQAM，

IPQAM将IP流转换为射频广播流。

7. 机顶盒通过BO返回的频点、节目号到RF射频中搜索视

频，解析视频，实现播放。

如图1所示。

1.2 现有系统存在的问题

1. 独立的频道收录及视频播出系统

全省时移回看业务无法统一，频道回看内容管控能力薄

弱，公共资源需要统筹使用、协同运作、共建共享，提高公

共服务资源综合使用效率。

2. 资源重复投入，无法降低运营成本

自建平台中基础点播业务内容重复、投资重复，统一时

移、回看，完成统一点播平台、统一注入方式、统一推流，

实现省级资源共享，有效降低内容重复投入、硬件重复投入

以及运维重复投入成本。

2  系统实现

2.1 Nginx反向代理框架

Nginx是俄罗斯软件工程师Igor Sysoev开发的免费开源

web服务器软件。软件聚焦于高性能，高并发和低内存消耗

问题，并且具有多种web服务器功能特性：负载均衡，缓

存，访问控制，带宽控制，以及高效整合各种应用的能力，

这些特性使Nginx很适合于高并发网站架构。

Nginx反向代理能实现七层HTTP请求的反向代理。在这

一层代理中，Nginx框架将发送过来的http协议转换成各种其

他的协议比如fastcgi、uwsgi、grpc、http、websocket协议等，

转换协议后实现多种应用服务（java web、python web等）的

反向代理。

Nginx七层代理方向中prxoy_pass 指令对http或者https协

议进行反向代理：

1. 在URL不携带URI时，Nginx会将对应的URL直接转发

到上游服务器

2. 在URL携带URI时，Nginx会将location参数中匹配上的

那一段替换为该URL

Nginx在代理http请求http：//ip：port/timeshift/abc时，由

于proxy_pass指令后面的URL带了/timeshift这样的路径，所以

转发的请求将匹配Nginx设置的代理规则。如图2所示。

机顶盒对代理是无感知的，因此机顶盒不需要调整或

升级就可以访问，我们只需要将请求发送到反向代理服务

器，由反向代理服务器去选择目标服务器获取数据后，再返

回给客户端，此时反向代理服务器和目标服务器对外就是一

个服务器，暴露的是代理服务器地址，隐藏了真实服务器IP 

地址。

2.2 时移回看功能流程再造

县级互动电视平台的时移回看功能改造核心主要有以下

几点：

图1 县级互动电视平台时移回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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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顶盒通过内置地址策略访问本地平台时移回看接

口，机顶盒不做任何调整。

2. 本地平台时移回看接口同时复用其他功能，原有基本

服务仍然保持。

3. 省级互动电视平台建设播放应用，播放应用接收机顶

盒本地播放请求，转译成省互动电视平台播放请求，通知机

顶盒向省互动电视平台获取视频。

具体流程如下：

1. 区县机顶盒在直播频道下选择“时移键”“频道回看

键”发送指定键值或者机顶盒UI首页选择“频道回看”入

口，访问本地时移回看应用Url。

2. Nginx反向代理采用location匹配原则，当请求路径含

有timeshift和channel请求字段则转到到省互动平台时移回看

应用；其余不匹配规则的请求在业务逻辑上属于县级互动平

台其他应用的请求，将使用proxy_pass原则转发相关请求到县

级互动平台，完成相关业务的实现。

3 .  省互动平台时移回看应用收到终端请求类型为

timeshift和channel，匹配业务规则请求，如：/timeshift/index.

htm?channelId=12345，则将频道参数channelId及值12345转发

至播放应用。

4. 播放应用判断终端类型，区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机

顶盒，响应不同的播放方案及键值方案，判断用户是否有播

放权限。

5. 具备播放权限，播放应用将传递来的channelId转译成

节目播放串通知机顶盒播放视频。不具备播放权限，反馈机

顶盒报错代码。

6. 机顶盒播放省互动电视平台视频。

如图3所示。

3  改造成果

县级分公司原有独立技术体系切换到全省统一的技术支

撑体系，承载全省统一市场业务。全省实现业务一贯到底，

市场渠道通达，满足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的全省统一市场体

系建设要求。具体效果如下：

1. 时移回看业务体验全面提升：原有县级互动电视平

台受限于投资回报，时移回看频道数量少，保存时间短。

改造后，区县时移回看频道由原来的47套增加至83套，回

看时间由原来的5天增加到7天，全面提升县级用户收视 

体验。  

2. 县级互动电视平台数量收敛：原有多个县级互动电视

平台不再承担基础点播业务，平台数量收敛。此外，设备资

源进一步融合复用，共同承载全省互动业务。例如：CDN存

储、推流设备融合至省互动平台资源池。

3. 安全播出等级、应急响应能力提升：原有县级互动电

视平台等级保护测评问题多，安全播出能力不足。统一的省

市县三级播控平台技术体系、内容分发平台，确保了安全播

出相关系统的网络安全、实时应急响应能力。

4. 县级终端、前端无需改造：本文提出的时移回看改

造方案，选择在机顶盒到本地互动电视平台之间插入一个

反向代理。实现县级机顶盒及互动电视平台在不需要改

造升级的前提下将时移回看功能平滑迁移到省互动电视 

平台。

图2 Nginx反向代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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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江苏广电网络的互动电视播控平台融合，总体分为并

存、吸收、统合三个阶段。并存阶段实现统一BOSS、机

顶盒集成省网VOD点播库（统一内容展现）、统一BO Erm

（IPQAM边缘资源共享）；吸收阶段实现基础点播业务迁

移；统合阶段实现统一播控平台、统一CDN，平台资源全省

共享。基于Nginx反向代理的时移回看改造思路，能实现播控

平台统一的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具备较强的安全保护措施

和故障恢复能力、多种安全性防护及保障手段，保证系统中

网络、数据的安全性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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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Nginx反向代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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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村村响融合共享的湖北应急广播 
综合省级平台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在广电总局的领导和省局的部署下，湖北广电局无线台管理中心建成了集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村村响”省级监管平

台、“村村响”省级广播节目融合共享平台于一体的应急广播省级体系。本文从建设目标、系统架构、功能组成等方面介绍了湖

北省应急广播省级平台系统，提出了横向纵向贯通、统一集中管理的省级应急广播平台体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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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Hu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the radio station management center of Hu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has built a provinci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integrating the provincia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Radio Broadcasting Coverage to Every Village” provincial supervision platform 
and “Radio Broadcasting Coverage to Every Village” provincial broadcasting program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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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广电总局关于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有关要求和《应急

广播行业技术规范》，湖北省充分利用现有广播电视基础设

施，建设集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

“村村响”省级节目融合共享平台于一体的应急广播省级平

台，有力推动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部署，实现对全省“村村

响”运行情况、播发内容实时监测，提供优质丰富的广播节

目资源，为建成上下贯通、统一管理的全省应急广播体系打

下了良好基础。 

1  系统架构

系统采用云架构的设计[1]，根据各系统的业务需求，结

合云计算优势，集成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村村响”广播节

目省级融合共享平台、“村村响”广播节目监管平台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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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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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架构设计三大省级平

台，相比于传统服务器架构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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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将应急广播播发记录（省级平台播

发的应急广播记录、市县级平台播发的应急广播记录由省

应急广播平台调取）通过平台接口共享给“村村响”省级监

管平台，使各“村村响”系统对应急广播平台播发的应急广

播内容的转发情况进行监管。“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将全

省“村村响”监管数据通过平台接口共享给省级应急广播平

台，实现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对全省“村村响”系统工作状况

进行评估。

“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将“村村响”系统监测适配器

采集上传的日常广播音频内容转发给省级广播节目融合共享

平台，用以对“村村响”系统节目转播内容

进行声纹比对监测，监测节目播出情况。

2  应用体系设计

2.1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2，3]主要业务功能为

上级应急广播平台和本级应急信息源的应急

信息接入、处理、播发，并对应急广播播发

进程及结果进行效果监测评估。平台由制作

播发子系统、调度控制子系统、效果评估子

系统、运维管理子系统、安全服务子系统以

及传输覆盖系统适配设备组成，架构如图2

所示。

制作播发系统包含信息接入、信息处

理、信息制作、审核播发和信息存储等子系图1 系统总体架构

图2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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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实现预警信息快速处理，制作成相应的音视频节目和多

媒体信息等应急广播信息，将其传输到同级调度控制系统或

实现信息分发和策略建议功能传输到下级平台。

调度控制系统是整个应急广播平台的核心，包含应急接

入、调度方案、资源管理、资源调度、生成播发等子系统，

各子系统完成特定的功能，并协同工作实现平台的工作流

程；此外，通过信息源联动接口、平台间联动接口、回传接

口等与应急广播信息来源单位、播出前端/发射台站、应急广

播消息接收处理设备、发布效果采集设备互联互通，实现数

据的顺利流转。

效果评估系统包含运行评估、综合分析、GIS服务等子系

统，负责对应急广播消息播发过程和播发结果进行监测，及时

向应急信息源及上级应急广播平台反馈播发结果，并通过大屏

幕等展示系统展示发布结果和覆盖情况、统计数据等信息。

运维管理系统包含信息维护、同传监测、回溯监管、机

房监控、支撑维护等子系统，支撑平台系统日常运行和监测

监管。

传输适配系统部署于应急广播平台之后，用于实现应急

广播信息的接收、验证和协议解析，根据指令要求发出远程

唤醒指令，实现应急广播信息在现有传输覆盖资源内的插入

和切换。目前，全省应急广播传输覆盖网主要包括有线数字

电视传输网、广电IP双向网、DTMB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及

“村村响”智能广播网系统。

2.2 “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

“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主要业务功能为信息采集和数

据分析两项。信息采集通过“村村响”监测适配器实时采集

“村村响”系统播发内容，利用“村村响”系统平台数据接

口获得“村村响”系统和终端的状态信息、地址信息、覆

盖区域信息等，通过和省级应急广播平台的数据

交换接口完成应急广播播发原始内容的共享。数

据分析通过实时监听系统对“村村响”播发内容

进行实时监听，出现异态及时告警，根据“村村

响”系统和终端的状态信息、地址信息以及覆盖

区域信息，对播发效果进行评估，并生成报表。

平台由监测信息接入子系统、分析评估子系统、

音频监听子系统、安全认证子系统、资源管理子

系统、存储服务子系统、综合展示子系统七大子

系统组成，整个平台基于云平台的方式进行部

署，架构如图3所示。

监测信息接入系统与“村村响”节目融合共

享平台、省应急广播平台、市县“村村响”平台

对接，实现监测基础信息（包括应急广播播发记录、播发内

容等）、实时播发内容以及“村村响”平台相关信息的汇

聚。分析评估系统根据实时监测数据以及历史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包括“村村响”系统和终端的参数分析、播发内容一

致性比对分析、播发内容合规性分析、播发指令分析、播发

效果评估，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分类统计。

音频监听系统主要包括音频回溯监听和音频实时监听两

个部分，实现对“村村响”系统当前播出内容的实时监听以

及播出记录的查询回放。

资源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省级监管平台系统设备管理、村

村响监测适配设备管理、市县“村村响”平台系统及设备接

入管理等功能。

存储服务系统负责监管平台共享存储管理、“村村响”

节目内容录音存储、“村村响”播发记录存储、“村村响”

终端监测信息存储。

综合展示系统实现多媒体大屏幕数据可视化呈现，屏幕

内容管理、视频监测解码上屏等功能。

2.3 “村村响”省级广播节目融合共享平台

“村村响”省级广播节目融合共享平台主要业务功能为

节目收录编审、节目共享存储、节目编单排期、节目打包加

扰、节目点播计费、节目分发推送、节目监管统计、节目解

扰播放、平台运维管理、节目共享管控等。

平台采用云计算技术、流媒体点播技术、音频加扰技

术、声纹监测技术构建整个节目共享和节目监管系统，将省

级广播节目融合共享平台部署于业务网基础云平台上，采用

虚拟专网与Internet隔离，并接入IP专网，县级采用专用节目

解扰播放系统来进行节目的解扰播放，省级广播节目融合共

享平台采集“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转发的县级“村村响”

图3 “村村响”省级监管平台系统架构图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6期〕98

无线覆盖  ︳  Wireless Coverage传输覆盖

广播前端节目音频内容，对音频数据进行声纹对比，用以

评估县级“村村响”广播前端节目的转播情况，架构如图4 

所示。

节目收录编审系统收录广播电台直播节目、节目录音、

媒资文件、市县级广播电台上载优秀共享节目，并对节目内

容进行标签化处理。节目共享存储系统为平台提供节目库管

理、节目存储、节目检索服务。

节目编单排期系统包含节目排期、预览预听回溯、预案

模版管理等功能。必选节目按照统一要求在编单过程中默认

在某时间段强制下发，其余时间段用户可选择点播节目以及

本地节目进行排单。节目打包加扰系统用于对节目共享平台

的节目流和媒体文件进行加扰加密，只有通过共享节目解扰

播放客户端才可以解码播放且不可篡改，确保节目完整性、

安全性。

节目分发推送系统由流媒体服务器、节目下载服务、融

媒体推送接口组成，为节目解扰播放客户端提供流媒体传输

服务，提供节目媒资文件下载服务。

节目监管统计系统包含音频节目采集接口、声纹对比模

块和节目声纹库、统计分析模块，用来监管统计“村村响”

平台对节目融合共享平台节目转播的情况、转播质量。

县级共享节目解扰播放系统是由部署在各“村村响”前

端播出系统的共享节目播放客户端组成，采用AES软件加解

扰算法进行解扰播放。

3  平台网络拓扑

网络系统采用分层结构，包括核心、接入两个层次，采

图4 “村村响”省级广播节目融合共享平台架构

用冗余设计实现无单点故障，满足网络的高带宽、高可用性

的要求。整网采用万兆骨干、千兆到系统的设计。

业务网络主要由核心层、接入层等交换设备组成，配置

2台路由器、2台核心交换机、8台万兆交换机（2台汇聚接入

交换机、2台虚拟化业务网交换机、2台NAS存储网接入交换

机、2台NAS后端汇聚交换机）、10台千兆业务接入交换机、

3台管理接入交换机、2套负载均衡设备等。

网络系统通过广电专网接通20个省管中波台，接通省电

视台、省网络公司前端，接通13个县级应急广播平台、362个

地面数字电视发射台站，并接通省应急厅、省气象局、省地

震局应急适配器前端，在其余89个县未建成应急广播平台前

接通89个县级“村村响”前端平台，建成后改为县级应急广

播平台，预留12个市级应急广播平台接口。网络系统架构如

图5所示。

4  实施效果

2014年，根据广电总局相关要求，湖北局启动“村村

响”（农村智能广播网）建设，完成“村村响”广播系统

技术规范设计和农村智能广播网工程建设规范制定，截至

目前共建成市州级平台10个，县级平台102个，村级广播

系统25720个，安装音柱和喇叭281292个。此次项目设计

实施，充分考虑了湖北省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实际，

将省级应急广播平台与“村村响”平台同步实施、同步 

建设。

该系统于2021年7月投入使用，系统运行安全稳定，目前

已完成与省有线电视专网、湖北电视台、20个中波台、9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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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应急广播平台、93个县级“村村响”前端对接，已于省应

急厅、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等横向部门开展系统对接工作。

在2021年11月广电总局召开的全国“我为群众办实事”推进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会上，湖北局作为三个省份代表之一

向总局领导现场演示国家应急广播平台信息通过中波台站播

发情况。目前，“村村响”广播节目省级融合共享平台已存

储了各类媒资节目近30T，“村村响”广播节目受到了县级融

媒体中心及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

5  总结

通过本项目建设，湖北局打通了国家四级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中的省级节点，在“最后一公里”上，通过“村村响”

监管平台及节目共享平台建设，在保证播出质量、覆盖效果

的同时，充分发挥应急广播“平战结合”的特性，使应急广

播更加贴近群众、应好急、发好声。与此同时，在如何更好

地发挥广播电视行业传输覆盖网络优势方面，后续需要开展

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加强省级部门横向联动丰富应急信息

获取渠道、拓展应急广播关键应用场景，比如实现应急广播

信息的区域精准推送，比如应急广播相关数据的研判应用等

等，在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巩固脱贫成果的路上，我们还要一步

步坚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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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野外无线发射台机房 
散热和供暖的节能设计与应用

【摘  要】 本文基于广播电视野外无人值守台站机房散热和供暖节能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实践，设计了通过自然对流的方式实

现发射机房冬暖夏凉的节能方案，有效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基于本文介绍的方案，在气温高时，可大幅度减少空调的开启时

间；在气温低时，则利用发射机散热取暖节约了机房的供暖费用。以一个150m2发射机房，放置5台1kW数字电视发射机和5台

1kW调频发射机为例，每年可节约空调电费3.6万余元。

【关键词】 野外发射台， 散热， 供暖，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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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Saving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Heat Dissipation and Heating  
in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Field Wireless Transmitting Station

Yun Ruiping

(Converged Media Center of Yijinluoluo Banner, Inner Mongolia 01729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heat dissipation and heating energy-saving system in the unattended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tation in the field, this paper designs an energy-saving scheme to realize the warmth in winter and cool in summer in the transmitter 
room through natural convec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schem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high,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air conditioner can be greatly reduced. And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 
the transmitter is used for heat dissipation and heating, which saves the heating cost of the transmitter room. Taking a 150 square meter transmitter 
room with 5 1kW digital TV transmitters and 5 1kW FM transmitters as an example, more than 36000 yuan of air conditioning electricity can be saved 
every year.

Keywords  Field broadcasting station, Heat dissipation, Heating, Energy saving

云瑞平

（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  017299)

0  引言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兰家圪卜广播电视发射

台，承担着中央、自治区、市、旗广播电视无线覆盖传输

发射任务。发射台位于伊金霍洛旗兰家圪卜村四社境内山

包上，海拔1500m，夏季最高气温在32℃左右，冬季最低气

温在–25℃左右。该发射台占地面积3000m2，有150m2机房

和180m广播电视发射塔一座。150m2机房内有1kW数字电

视发射机5部，1kW调频发射机5部，传输接收等周边设备 

50多台套，UPS等供配电设施，按照机房内所有设备散热的

要求，机房内配置10P空调2台，保证机房温度控制在合理的 

空间内。

本文介绍的机房节能环保排风系统，采用了通过自然对

流将发射机风机吹出的热量进入自然对流散热系统，实现环

保节能的目的。

1  自然对流的原理

自然对流是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冷热气流通过设计

好的风道形成自然流动。按照该机房150m2面积，安装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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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W广播电视发射机和周边设备的散热量，在放置发射机的

地面下设计了高2m，宽1.5m的地下管廊走道，预留了发射

机热风进入口和馈管等信号线的进出口，该管廊走道一是将

发射机和周边设备的所有输入输出线路全部统一到地下管廊

内，二是作为机房散热排风管道的组成部分。地下管廊顶部

安装了双层桥架，上面一层走馈线等信号线，下面一层走

电源线。具体工作原理是：在设计机房时将标高0高出地面

800mm，这样的设计一是机房基础高出地面800mm后，防止

了雨季发射台院子里的水进入机房，二是在高出地面800mm

的基础上留出排风系统进风口1200mm（长）×300mm

（高），根据北方地区的风向和气候条件将进风口留在机房

向西或向北一侧为宜，这样便于进风顺畅，将出风口留在机

房东侧墙体向上一直做到高出房顶500mm以上为宜。机房内

发射机在地下管廊走道上方一字排开，设计统一的风道将发

射机散热吹出的热风送入地下排风系统，安装完发射机的所

有连接线后密封所有机房和地下排风管道预留的空隙，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的进风口低、出风口高的自然对流风道。

发射机送入排风管道的热风就随着进风口的气流通过风道排

出房顶上出风口，排风系统设计详见图1。

2  工作原理

发射机散出的热量夏天送入地下排风系统排出机房外，

冬天排在机房内取暖不用供暖。这一设计大大降低了空调的

开启时间和数量，每年节约空调电费3.6万多元。

发射机散热风机将热风送入地下排风系统排出机房的同

时，机房内会形成负压，为了解决进入机房内的空气纯净，

又设计了机房空气净化系统，空气净化采用了自主设计的维

护成本低而且方便更换滤芯来实现，滤芯是采用目前市场上

滤芯尺寸最大的大卡车空滤滤芯，根据发射机排风量的大

小，该机房设计了3个机房进风口，安装了3组并联式空气净

化系统（详见图2）。通过6年的实际运行，机房温度夏天控

制在25℃左右，冬天控制在15℃左右。

3  节约电费成本

该排风系统经过6年的实际检测运行，该机房空调每年

的运行时间为4月15日开启，10月15日关闭，而且夏天只开

一台10P空调就可解决。按照当地电费0.67元/度、10P空调耗

电量10kW/小时、空调每天启动运行15个小时、空调运行半

年180天计算一年的电费：0.67元×10kW×15小时×180天= 

18090元。如果没有采用这套排风系统将发射机和周边设备散

出的热量排出室外，2台10P空调夏天同时开才能将机房温度

降到合理范围内，一年按照9个月开启空调时间计算，2台10P

空调一年的电费就是：0.67元×10kW×15小时×270天×2台= 

54270元。这样就每年节约电费54270-18090=36180元。

4  结束语

发射机房散热排风系统的应用，符合当前国家建设节约

型、环保型社会的要求，适合各类发射台站新建和改造的应

用，节约电费成本明显，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第一作者简介：

云瑞平，男，本科学历，广播电视技术工程师，伊金霍

洛旗融媒体中心副主任，传播与技术部主任，先后参与

了国家和自治区无线覆盖工程、自治区“村村响”和“户

户通”工程在伊金霍洛旗的建设，主持了伊金霍洛旗广播

电视无线覆盖工程、融媒体工程建设，维护管理工作经验 

丰富。

图1 自然循环排风系统示意图

图2 GZ3000型联装空气净化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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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在黑广播治理领域的 
应用研究

【摘  要】 本文设计了一套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语音语义识别技术的自动化、智能化“黑广播”监测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对广

播无线电信号的监测、识别和快速定位，实现信号自动搜索、广播性质判定、数据集中处理等功能，满足多点位部署、全时域监

测、实时性判定、及时性证据收存等黑广播治理自动化、智能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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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Illegal Broadcasting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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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Monitoring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n automatic and intelligent “illegal broadcasting”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ech semantic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monitoring, identification and rapid positioning of broadcast radio 
signals,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automatic signal search, broadcast property determination and centralized data processing, and meet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of illegal broadcasting governance, such as multi-point deployment, full time-domain monitoring, real-time determination 
and timely evidenc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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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淼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  100045)

0  引言

广播特别是城市调频广播，现阶段仍然是党和政府意

识形态的主阵地，也是广受听众信赖的移动媒体之一。但

随着发射机器成本低廉、设备架设简单、巨大经济利益诱惑

等因素影响，架设黑广播已经成为不法分子谋取非法利益的

手段，逐渐成为无线电“净空管理”的“牛皮癣”，城市治

理的“毒瘤”。传统人工监测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低下，根

本做不到对违法广播信号实时发现、违法内容即时监看、违

法行为及时处理。对违法广播“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甄

别、第一时间取证、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处置”，尽快

排除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定隐患，是各级政府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

门和广电监测部门的职能所在。

本文探讨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天候”城市调频“黑广播”

智慧监测监管系统的方法，并分析可行性及应用价值。

1  必要性分析

“黑广播”是指未经广电主管部门与无线电管理机构审

批，私自设立的非法广播电台，主要用于假药推销等违法商

业活动，其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严重破坏空中电波秩序，扰乱

正常的广播电视信号，还有可能会干扰飞机的安全飞行[1]。

黑广播具有很大危害，一是扰乱正常广播秩序，二是极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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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民航通信、火车运行，三是侵害人民合法权益，四是危害

国家安全。

长期以来，各级行政主管部门针对黑广播的治理从未间

断，但仍然存在着屡禁不止、屡打不绝、边打边冒的“打地

鼠”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巨大利益诱惑，黑广

播播放非法广告，经济利益大，同时又有发射设备购置成本

低、简单易安装、隐蔽性强等因素影响。另外一方面也和

黑广播传统治理方式有很大关系，人工治理一般包括信号收

测、核对鉴别、形成报告、通报执法部门等几个步骤，存在

成本高、反应慢、效率低，不能全时全域覆盖，监测信息及

时性、准确性不高，固定证据困难等问题。

2  可行性分析

成熟稳定的无线电信号自动扫描监测技术可以为黑广播

治理提供前端无线广播信号“侦察兵”功能。部署于被监测

区域单台监测前端设备可以实现无线电信号的频谱扫描、频

谱分析、信号锁定、信号录制、数据采集、自动定位、比对

分析、实时回传等功能。采取多点、分布部署多台前端监测

设备，可以实现监测范围平滑扩大，甚至全覆盖。

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语音语义识别技术为广播音频内容

的智能识别提供“智慧大脑”支撑。借助人工智能语音语义

识别第三方平台，可以建立多种人工智能模型和大数据规则

实现对声音信号进行文字转化和对比分析，包括对违法广播

内容分类、内容违规广播识别等从而实现对违法违规广播的

分析、识别、统计和预判等功能。

3  系统基本组成

整个系统设计（如图1所示）基于广播频段频谱扫描、

频谱分析技术、结合音频比对、语音识别、敏感词匹配等

技术，实现黑广播频率准确高效地自动发现、内容识别、智

能判定，以及监管数据一体化管理和丰富的可视化展示等。

整个系统架构可以分为“前、中、后”三部分：收测“前”

端、“中”心管理平台、“后”方智能语音平台。其中收测

前端平台的主要功能是信号采集、监测、收录，包括非法频

点的捕获和节目内容的录制，并将收录音频节目回传中心平

台。收测前端部署范围可根据监测业务需要进行合理配置。

中心管理平台是系统的中枢核心，包括所有的功能配置、数

据存储等业务，可根据当地业务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

与功能扩展。智能语音平台的功能实现依托于第三方人工智

能语音识别平台，可实现语音转写、智能识别等相关功能。

系统采用集中式处理的架构，各收测前端将监测和采集

到的数据（异常频率、频率报警录音、内容监测录音等数

据）分别上传到中心管理平台，经智能语音平台转译的文本

数据也转送到中心管理平台（如图2所示）。中心管理平台负

责管理所有的收测前端，并且对所有汇聚的数据进行统一的

实时处理、智能分析、自动报警、信息展示等。

3.1 收测前端

单台收测前端由监测天线、广播信号采集设备、网络传

输设备等组成，可以实现7×24小时不间断全频段扫描，根据

预先设置的白名单及运行图，一旦发现黑广播立即上报中心

管理平台；对于发现的黑广播会自动录音，并自动上传至中

心管理平台；可以任意选取某个频道进行实时监听；可以接

收中心管理平台下发的录制任务，定时录制某几个指定频道

的广播内容。

单台收测前端监管信道常备为8路，可依据业务要求对每

个通道功能进行配置，可随业务需求进行硬件扩展。考虑到

违规广播的重复性和持久性，同时对于违规内容监控的实时

图1 系统设计整体结构图

图2 集中式架构设计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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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求较低，系统可采用对每一个收测前端配置高效的监测

方案，通过拉长监测时域、合理轮询的方式，每个收测站点

可以监测40余套调频广播内容，达到充分覆盖监测频点播出

内容的同时，有效降低设备并发数、系统处理和网络带宽的

压力。

3.2 中心管理平台

中心管理平台由信令与数据处理系统、业务与信息管理

系统、人工智能引擎、数据存储系统、网络安全系统和数据

可视化系统等组成。信令与数据处理系统负责管理调度多套

监测前端设备。收到报警数据后，将报警录音文件上传给智

能语音平台，智能语音平台完成语音转译，转译文本回传给

本系统，本系统将报警相关数据存入数据存储系统。人工智

能引擎是中心管理平台的核心，通过建立多种人工智能模型

和大数据规则实现对所需业务的分析，包括对违法广播内容

分类、内容违规广播识别等，从而实现对违法违规广播的分

析、识别、统计和预判等功能。数据存储系统负责存储应用

信息、业务信息、用户信息、音频和文本文件等。网络安全

系统分为软件安全、运行安全、信息安全和安全管理四个部

分，实现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网络安全、防病毒、

访问控制、加密、认证，保障信息不会被非法阅读、修改和

泄露。数据可视化系统负责对于各类报警的数据、站点分

布、趋势分析等情况进行实时展现。

3.3 智能语音平台

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Auto Speech Recognize，ASR）

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语音中的文字信息“提取”出来，将人类

的语言声音信号转为文字或指令。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语音识别技术近年来取得明显进步，并

在各个行业中得到很好的应用[2]。

本设计中的人工智能语音平台功能主要包括语音识别引

擎、声纹识别引擎、语音理解引擎和语音转写引擎。主要完

成以下工作：语音识别，包括语音处理、智能断句、语音检

索、方言识别，支持多路并发识别会话、支持混合型语法模

型和语法编译。声纹识别，包括声纹采集、注册和确认，包

含端点监测和噪声消除。语音理解，包括支持知识的自动收

集、推理与检验，生成知识库，匹配应用场景。语音转写，

包括识别输出文本内容，适配地方口音，支持多种音频编解

码算法等。

4  系统设计特点

4.1 具有物联网典型应用特征

物联网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整体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

处理[3]。此应用研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收测前端采用

机架式设计、嵌入式架构，可以实现7*24小时全时段频谱扫

描、频谱分析、信号锁定、信号录制、GPS定位、实时回传等

功能，具有物联网典型应用的整体感知能力特征。监测前端可

以根据需要部署于不同位置，通过专线IP链路或4G/5G信道，

可以将前端监测数据、处理信息实时、准确地传回中心管理平

台，具备可靠传输能力。监测前端系统采取分布式布局，由多

台工控机组成，单台工控机具有输入、存储、运算等能力，具

备无线信号扫描、处理、比对、分析等功能，可以实现监测与

控制的智能化，具备边缘计算和智能处理能力。

4.2 具有人工智能典型应用特征

人工智能在本设计中的典型应用基于语音识别、声纹识

别、语音理解、语音转写等先进技术，对收测到的广播音频

信号进行识别、理解、转写。广播语音内容复杂多样、信号

质量好坏不一，识别实时性要求高，还要保证识别结果方便

后续广播性质判定，所以抗干扰能力强、识别效果好、性能

稳定的识别技术是本设计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技术。经过多

年发展，目前国内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能够达到98%以上高识

别率、高准确性，支持普通话、四川话、粤语、闽南语等多

种方言，支持英语、日语等等多种外语。

5  结束语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前端收测平台、人工智能语音语义识

别技术的后端识别平台和定制化的中心管理平台共同构成黑

广播监测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对无线电信号的监测、识别和

快速定位，自动实现信号搜索、广播性质判定、数据集中处

理等功能，满足多点位分布式部署、全时域不间断监测；实

时性判定、及时性证据收存等黑广播治理自动化、智能化要

求，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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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自动变频匹配网络研究

【摘  要】 目前中波广播发射台站发射系统使用单一固定频率进行播出，如需更改频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重新调整发

射机频率和配置搭建中波天线匹配网络。在应急应用场合下，中波发射频率需要进行快速变更，需要采用本文提出的中波自

动变频匹配网络。本文主要对该系统的匹配网络进行研究，并对自动变频匹配系统进行搭建和测试。该技术研究可为中波台

应急变频播出提供新的思路，解决台站应急检修代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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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tching Network about Medium Wave Intelligent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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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qu Radio Relay Station, Wireless Transmission Center of Gansu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Gansu 7473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the medium wave broadcasting station uses a single fixed frequency for broadcasting. When the 
frequency needs to be changed, it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manpower to readjust the transmitter frequency and configure the matching network. In 
emergency applications, the medium wave transmission frequency needs to be changed quickly, and the medium wave automatic frequency conversion 
matching network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matching network of the system, and builds and tests the automatic 
frequency conversion matching system. The technical research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emergency frequency conversion broadcast of medium-wave 
station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station emergency maintenance and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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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中波广播发射台站发射系统使用单一固定频率进

行播出，如需更改频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重新调

整发射机频率和配置搭建中波天线匹配网络。在应急应

用场合下，当台站某一天线系统出现故障时，可采用中

波变频发射系统实现中波发射频率快速变更来代播，采

用中波自动变频匹配网络只需要在控制端进行简便的操

作，整个发射系统内所有与频率相关的部分都会自动进

行状态调整实现匹配。本文主要对中波天线匹配网络进

行研究，对搭建的实验系统进行测试，实验系统通过控

制系统改变调配元件参数，在一定频带宽度内实现阻抗 

匹配。

1  小功率中波天线及匹配网络设计

首先搭建中波天线进行系统试验，设计18m高中波简易

天线，该天线频率范围限定在1～1.6MHz，通过实体测试研

究小功率中波天线对应频段的阻抗特性，根据对应频率的天

线阻抗数据设计匹配网络形式，并计算匹配网络各元件值。

设计原则是，该匹配网络需要满足网络形式固定以及其他元

件参数固定的情况下，仅通过改变可变调配元件参数就可以

在一定频带宽度内实现阻抗匹配。

1.1 中波实验天线搭建

架设简易中波天线用于系统测试，该天线在1～1.6MHz

频率范围内阻抗变化较为平稳。笼形天线高18m，笼圈

最大直径4.5m，地网直径60m，调配箱规格0.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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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天线支撑主体为钢管桅杆结构，采用双层带绝缘子

拉线固定，底部采用槽钢简易基础；天线振子为φ3mm铜线

30根；天线地网采用36根φ2mm紫铜线，呈360度均布于地

表。为增加天线的稳定性将天线底部敷设4m长宽的方形铜

皮接地，该铜皮采用宽100mm厚1mm铜带与两根1.5m深的

70mm×70mm×5mm角钢接地锥相连接，接地电阻小于2欧

姆。中波简易天线架设实体如图1所示。

1.2 网络设计

中波天线阻抗实部和虚部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

根据测试得到的阻抗数据，设计匹配网络形式如图3所

示。该网络中，电感均为固定值，通过调整三个电容值，

来调节匹配网络阻抗特性。通过对仿真结果的整理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通过调整C1、C2和C3的值，可使天线在

1100kHz～1600kHz的范围内工作。具体调整规律如下：

1. 调节C2的值，使得天调网络工作在不同的频率。具体

规律为随着C2的增加，网络匹配的频率逐渐降低。

2. 微调C1和C3的值，使得网络的驻波比符合要求。

选取1100kHz、1300kHz、1500kHz和1600kHz等典型频

率给出电容值，如表1所示。

匹配结果如图4所示。

2  天线自动变频匹配系

统搭建及运行

2.1 变频匹配系统搭建

按照匹配电路原理图连

接电路，将三个电感调整至

设计值并保持不变，将三个

电容控制器的滑块调节至最 图1 简易中波天线实体图

图2 天线实测阻抗

图3 阻抗匹配网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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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会在短时间内调整至所需要的值，完成天馈线系统的 

调节。

2.2 变频匹配系统运行

发射机控制程序界面如图9所示，根据所需频率，读取程

序表格中的m1、m2、m3和m4的值，将其填入程序左侧空白

处，分别按顺序按下设置和储存，即可完成发射机调配。

按照上述方法分别对发射机和天馈线进行调试，发射机

工作于不同频率情况下，系统的发射功率和反射功率如表2所

示。根据现场实际调试经验，整个调试过程可以控制在200s

以内，满足预期需求。

3  结论

本文研究中波笼形天线对应频段的阻抗特性，根据对应

频率的天线阻抗数据设计匹配网络形式，并计算匹配网络各

表1 典型频率电容值

频率/kHz C1/pF C2/pF C3/pF

1100 2500 406 494

1300 2500 232 424

1500 2500 150 498

1600 1500 108 216

图4 网络分别工作在1100kHz, 1300kHz, 1500kHz, 1600kHz

上端，三个电容值调整至最小值，并将电容控制器和真空电

容分别连接在一起，连接情况如图5所示。

天线调配箱内部匹配电路如图6所示。组装好匹配网络

后，先将3个电容控制器的滑块移动至最上端，将编码器位

置清零，设置期望速度为正值，根据仿真结果调节三个电容

值，使天线系统工作在最低频率，记录此时三个电容调节器

的编码器位置，然后逐渐增加C2、C3编码器位置，使天线工

作在不同频率，记录每个频点的三个电容编码器位置值。天

线工作频率随C2、C3编码器位置变化图分别如图7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匹配电路的调节有较强的规律性：随

着C2编码器位置升高（即滑块位置降低），天线工作频率逐

渐升高，并且此时驻波比发生变化，然后通过调节C3编码器

的位置，使得天线驻波比重新满足要求。

故而天线在以后调试过程中，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1. 确定天线工作频率，按照图7将C2编码器滑块调至合

适位置，使得天线工作在要求频率。

2. 根据图7调节C3编码器位置，取得良好的驻波特性。

从调试结果看，匹配电路基本可以通过对C2和C3两个电

容的调节，实现1.1MHz～1.6MHz的工作带宽，如果增加C2

和C3两个电容的调节范围，天线的工作频率可进一步增加。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的频率读取编码器位

置，然后填入图8软件界面中编码器位置一栏，点击运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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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容控制器与 
电容连接图

图6 天线及调配箱

图7 天线在不同工作频率C2、C3编码器位置图

图8 匹配网络参数现场调试标定演示程序界面

图9 发射机控制界面

表2 不同频率时系统的发射功率及反射功率

频率kHz 发射功率 反射功率

1098 1253 10

1170 1117 0

1206 1212 5

1296 1167 3

1332 1123 1

1368 1189 3

1404 999 3

1476 1038 1

1512 1169 4

1584 1009 73

1602 1077 84

元件值。设计原则是，该匹配网络需要满足网络形式固定以

及其他元件参数固定的情况下，改变可变调配元件参数，在

一定频带宽度内实现阻抗匹配。搭建并运行自动变频匹配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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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插码的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 
运营分析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为适应直播卫星平台移动化数字化转型发展，直播卫星户户通用户管理系统建设了基于H5的移动端微信平台，为

直播卫星用户办理业务提供便利。本文通过对插码技术的研究，提出对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进行用户数据挖掘、用户行为画

像等运营分析手段，并对运营分析系统进行设计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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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peration Analysis System of Live Broadcast 
Satellite H5 Wechat Platform Based on Code Inse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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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ive broadcast satellite platform, the live broadcast satellite 
DTH subscriber management system has built a mobile wechat platform based on H5, which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live satellite users to handle 
busines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polation technology, puts forward the operation analysis means such as subscriber data mining and subscriber 
behavior portrait on the live broadcast satellite H5 wechat platform, and designs and implements the operation analys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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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按照国家对政务服务平台移动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广播

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运营支撑系统近年来也在不断向移动端

进行数字化转型，随着数据挖掘技术日益成熟，运营应用不

断推广，对移动端用户数据进行采集，对用户行为进行画

像，日渐成为运营商获取信息的重要技术和工具。通过分析

用户行为，可以切实了解用户需求，优化业务功能，不断提

升用户体验。

与传统用户数据分析系统不同的是，传统用户数据分

析采集的是业务数据和后台服务日志，无法反映用户的浏

览行为和意图，而基于插码的运营分析系统，着重对用户在

浏览器上的点击行为进行采集和分析，通过在页面中嵌入

JavaScript代码，将用户行为日志发送给日志采集服务器，再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行为进行画像。

1  运营分析系统需求分析

数据是运营活动的基础，直播卫星客户关系管理（CRM）

应用由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性质的特殊性，其数据价值与传

统CRM有所区别，它不能体现在赢得市场获取收益，而是在

于更好地优化流程服务用户。随着数据挖掘技术日益成熟，

对于直播卫星运营者来说，直播卫星CRM结合大数据技术，

应用于移动端的运营统计和用户分析需求越来越高。

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运营分析系统应用于户户通新一代

微信平台H5网页上，对其运营情况提供整体分析，从多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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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访客来源、访客属性等数据进行用户行为采集和画像。

通过页面事件、页面路径分析、热力图、地域分布、新老访

客等数据分析，为运营商掌握用户访问情况，提升用户体验

提供数据依据。通过页面上下游等关系事件了解用户使用行

为，改善流程设计，从而优化推广渠道，提高转化效率，不

断提高新一代微信平台应用推广能力。

1.1 来源分析

通过页面访问 IP地址来统计浏览量（PV）、访客数

（UV）、新老用户数、访问时长、跳出率和地域属性等指

标，通过时、日、周、月、年时间维度统计业务量情况，通

过获取实际经纬度对访客地域属性进行修正，准确获取用户

地理位置信息。

1.2 事件分析

通过用户动作对页面事件进行标签定义，对事件的触发

次数、停留时间、退出率等行为进行统计计算，根据用户的

行为轨迹，绘制页面路径图，总结用户使用路径行为和统计

规律，再绘制单个用户行为轨迹，找出符合特征的用户标

签，形成可以描述用户特征和行为偏好的用户画像。

1.3 用户分析

通过渠道来源和事件分析，绘制新老访客属性，了解新

用户留存率和老用户忠诚度，同时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对直

播卫星H5微信平台访客进行有针对性的属性画像，了解其性

别比例、年龄分布和兴趣爱好分布，为有针对性推送直播卫

星服务提供更好数据基础。

2  运营分析系统设计

通过对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以上3个维度的需求分析，

建设一套基于插码的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运营分析系统，

包含趋势分析、热力图、用户行为轨迹、地域分析、新老用

户、业务高峰提醒等功能的运营分析系统，并提供H5或小程

序看板展示。

2.1 趋势分析

按照时、日等时间维度对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页面进

行浏览量、访客数、IP数、访问时长、跳出率等指标实时统

计，并通过折线图等图表形式进行展现。

2.2 用户行为轨迹

用户行为轨迹即用户路径，指的是用户在使用中的行为

轨迹。在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的运营过程中，运营方和技术

团队需要通过清晰的用户行为路径，提高用户转化，验证应

用设计思路，达到服务用户、促进业务增长的目的。根据大

数据核心应用，计算路径转化率，直观看到用户操作的行为

去向和轨迹。

核心路径：是系统设计者最希望用户使用的路径，通过

跟踪每一步的转化率，发现问题，提高用户转化。如直播卫

星新一代开户开通操作，通过用户的每一步操作轨迹，反映

功能逻辑设计是否简捷易用，具备可操作性，为设计者优化

流程提供参考，为直播卫星业务发展提供更人性化服务、更

优质的设计方案提供新思路。

非核心路径：是系统非重点业务路径，如重发授权操

作，只需了解其路径占比，反映的是用户进入主页后进行重

发授权操作的需求比例。

通过采集用户行为数据和日志，清晰还原用户行为轨

迹，了解用户来源渠道和用户在系统内的页面转化率，包括

事件与事件、事件与页面、页面与页面之间的转化率等，绘

制出最终用户转化路径图。通过特定用户路径分析，对用户

行为进行分类、分群观察，找到用户行为的共性，并分析不

同用户群对应用的使用偏好，从而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提

升用户体验。

2.3 核心页面热力图

用热力图直观呈现用户在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页面的点

击行为，把系统首页的所有事件都纳入插码管理范围，对可

点击的页面元素集中定量分析，了解用户的点击偏好，为页

面做好设计优化和内容调整提供依据。在目标页面，采集所

有点击事件，对每一个事件点击量进行清洗，通过百分比的

方式展示事件热力图效果，同时展示用户的喜好和top事件。

2.4 地域分析

对客户位置进行插码采集，通过用户访问H5页面时授

权位置信息，上传至采集服务器，通过精准经纬度可以了解

到不同省份、城市、区县对于应用的使用情况和业务推广情

况，为用户地域画像和潜在用户区域挖掘提供依据。

2.5 业务高峰预警

通过报表、巡检等方式，配置sql口径，配置定时巡检任

务，当页面事件点击量达到所设访问量阈值时，提供业务高

峰预警功能，将以邮件、短信等方式发送给指定人员。

2.6 手机看板

提供H5或小程序业务实时分析看板，支持运营人员、技

术人员和各部门负责人随时随地查看业务发展情况。

3  运营分析系统建设

对于前端应用来说，无论Web、H5、APP或是小程序等

渠道应用，均可通过埋点进行日志和数据的插码采集，通过

管理平台定义组件、指标和事件等信息，对插码服务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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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插码服务通过集群式部署，采集前台插码数据，通

过安全网关和流量监控等手段，保证数据安全可靠，通过业

务指标建模，对流量、趋势、用户画像、运营报表和其他业

务主题分析在大数据平台上清洗计算，并做大屏展示，整体

运营分析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在直播卫星运营支撑环境中建设插码采集服务器2台，部

署插码JS代码到H5的全部页面中。在首页被访问数据表中插

码基础信息，通过数据沉淀获得访问信息和总量，记录访问

接触流水个数、访客量和登录日活用户量以及系统登录的转

化率等数据，同时接收用户行为日志数据，以大数据平台租

户方式，写入kafka进行数据分析，利用hive、HDFS等大数据

组件，提供数据处理和运营大屏展示。

对于运营数据来说，从各类业务数据表中，分别统计新

增注册用户、新增开通设备以及其他业务办理等数据，形成

用户行为和业务报表的对比分析，为转化率提供更精准的数

据基础。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插码技术的研究，对直播卫星H5微信平台

运营分析系统进行设计与实现，通过流量分析、用户画像、

主题分析和大屏展示等多种手段，对业务流程进行有效性分

析，对用户进行行为画像，为直播卫星业务发展提供专业的

运营参考，为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用户体验提供精准的数据

依据，同时运营分析系统可复用在直播卫星APP和未来扩展

的各项Web应用上，为直播卫星线上运营提供数据监控，创

造更好的直播卫星管理和服务策略。

参考文献：

[1] 刘晓斌. 一种基于JS插码数据的互联网用户行为技术[J]. 通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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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运营分析系统建设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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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信号解码冗余备份机制的实现

【摘  要】 本文介绍一种可以将信号解码进行冗余备份的机制，使得直转播时信号能够实现解码自动备份。文中构造了卫星直

播信号冗余备份机制并进行了实测，结果表明该机制可以增强播控系统的稳定性，降低信号丢失的风险，提高播控中心的保

障能力，满足日常安全播出需求。

【关键词】 信号解码， 冗余备份， RX8200

【中图分类号】 TN948.1        【文献标识码】 B        【DOI编码】 10.16171/j.cnki.rtbe.20220006023

【本文献信息】贲小梅，张辉.卫星信号解码冗余备份机制的实现[J].广播与电视技术，2022,Vol.49(6).

Implementation of Redundant Backup Mechanism 
 for Satellite Signal Decoding

Ben Xiaomei, Zhang Hui

(Nanjing Broadcasting System, Jiangsu 21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chanism which can decode the signals and back up the signals in a redundant way, so that the signals can be 
decoded and backed up automatically when the signals are transmitted. In this paper, the satellite broadcast signal redundancy backup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and measur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chanism can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broadcast control system, reduce the risk of signal 
loss, improve the guarantee ability of the broadcast control center, and meet the needs of daily safe broadcasting.

Keywords  Signal decoding, Redundant backup, RX8200

贲小梅，张辉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江苏  210001)

0  引言

根据总局62号令，融媒播控系统中，电视播出信号需要

两路以上的独立信号源互为备份，直转播时，对信号备份保

障要求更高，由于信号源为外来信号，按照播出安全保障等

级，必须给播控中心提供两种以上不同路由的信号。通常，

将两路不同路由的信号分别送到主备解码器进行解码，再

将解码后的信号通过矩阵调度送至播控进行播出，若是直转

播过程中主路信号故障，需由播控监播人员手动将信号切至 

备路。

播控系统的应急处理机制遵循“一切换、二倒换、三

跳线”，重大直转播时，现场播出环境错综复杂，即使值

班人员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复杂紧张的环境仍旧会引发人为

失误。所以，降低人工操作的风险成为了播控保障的研究主

题，本文介绍一种解码冗余备份机制，该机制能够实现信号

解码自动备份以取代人工切换，降低信号丢失的风险，进一

步提高安全播出保障能力。

1  常规解码机制

通常，直转播时，流信号解码流程为两路信号分别走不

同的路由，通过主备解码器解析，再由总控矩阵调度到播

控，两条路由各自传输，互为备份，一路信号出现问题，需

要人工手动切换至另一路。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常规解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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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冗余备份解码机制

重大直转播、重要保障期，集团对播出事故零容忍，主

管领导现场指挥，播控值班人员的压力非常大，高度紧张的

情况下难免会产生人为失误。为了将人为失误降到最低，本

文提出解码器解码机制冗余备份，由主备解码器数据交换、

互为备份，将手动切换方式转为解码器自动切换，一旦主路

信号出现问题，解码器自动将信号切至备路。

2.1 解码器配置

现在的解码器均为模块式设计，能够根据用户的确切

需求来进行配置和定制，可以实现功能与成本之间完美的

平衡，其设计思想是生产出一种具备需求的全部功能而无其

他多余连接或功能额外开支的模块。并且解码器需要提供大

量先进配置的可能性，以高质量、高可靠性和低延迟性为追

求，使之能够在领域中广泛地应用。

通过MPEG-2或MPEG-4解码技术针对标清或高清用

途来定制，其连接性通过DVB-S2、IP和ASI选件实现。其

中MPEG-2标准特别适用于广播质量的数字电视的编码和

传送，被用于无线数字电视、DVB、数字卫星电视、DVD

等技术中。目前，下一代广播音频系统MPEG-H电视音频

系统已投入实际运行，能生成元数据的MPEG-H码流，

为广播媒体提供全新应用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广电应用 

场景。

以解码器RX8200为例，搭载的强大处理能力使其可

以在现场用第三方的软件插件快速简捷地升级，因此初始

安装后能够在任何环境下进行最新功能的增加，进行友好

的GUI界面操作。如图2所示，后面板实物图，各接口功能 

如下：

5路输入接口：

1. 4路不同波段DVB-S/S2 QPSK输入；

2. 额外支持1路ASI输入。

10路输出接口：

1. HD-SDI/SD-SDI视频及ASI输出；

2. 1个CVBS复合视频输出，支持PAL/

NTSC；

3. 1个RGB/YprPb模拟视频输出；

4. 3个可切换的ASI/SDI/HD-SDI输出； 

5. 2路IP输出。

支持DV B - S 2  8 P S K，Q P S K；支持

DVB-S2低符号率授权；

支持4:2:0/4:2:2 MPEG-2高标清解码；

支持PCM和Dolby AC-3音频解码，以及Dolby E传输；

拥有一个使用web 浏览器控制的外部接口，以及通过

SNMP、RS232、RS485 和Telnet 会话的完全控制，并且

SM6625有一个简洁的控制面板可进行本地控制操作。

2.2 冗余备份机制

解码器除了主机本地操作，还可以通过B/S架构远程设

置，界面完全基于HTML用户接口，只需连接网线便可通过

浏览器直接打开。运维人员可以在机房对各解码器主机进行

时间同步校准、IP地址、码率等初始参数设置，播控值班人

员只需要在总控工位上设置输入和输出信号，即可配置好主

备解码器。

RX8200主界面，顶部为Status、CA、Input、Decode、

Output等主要设置工具栏，Status界面中可以直观地查看解码

器目前锁定的信号源、信号强度、信噪比、误码率等信息，

CA显示的是解码器授权认证信息，Decode可以设置解码频道

音视频、广播音频等，Output界面则可以按需设置解码器输

出信号对应到10路输出口。直转播之前，一般解码器的基础

信息已由运维人员设置好，值班人员只需要对输入输出信号

按照总控给出的路由进行配置即可。Input子界面中，“Input 

Source”输入源设置分为SAT、ASI和Auto，单一的选择SAT

和ASI只能设置为当前的信号，若是选择Auto设置，可实现

输入信号源之间自动切换，同时勾选“Return to Primary”，

当“Primary Input”信号故障，解码器会自动切换至备路，待

主路信号恢复正常，解码器又会自动切回至“Primary Input”

信号。根据此特性，可以构造主备解码器信号互为备份机制

（如图3所示）。

下面开始解码机制冗余备份实现，需要软件设置和解

码器物理配置。以主备解码器设备为基础，在B/S用户界

面，主解码器当前“Input Source”信号源设置为Auto，目标

“Primary Input”信号源根据需求设置，备解码器中Output 

图2 解码器实物图（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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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设置为ASI信号，同时将备解码器ASI OUT设备口物理

接入主解码器ASI IN口，从而使得备解码器的ASI输出信号

成为主解码器的备路信号，由于主备解码器分别走的不同路

由，构成两路信号独立传输互为备份。

同样，备解码器Input子界面按照主解码器样式设置好，

主解码器中Output Three设置为ASI信号，再将主解码器ASI 

OUT设备口物理接入备解码器ASI IN口，主解码器的ASI输

出信号也成为了备解码器的备路信号，此时主备解码器同时

拥有了两路不同路由的信号，构成了互为冗余备份机制，

实际上两解码器功能已经相对等价。相较于RX8200，市面

上新款的解码器增加了IP信号输入口，根据上面冗余备份机

制，又能够实现IP、ASI、SAT两两信号源之间互为备份，

或者组合成一备、二备机制。至此，播控中心的流信号解码

冗余备份机制完成，该机制作为子系统已经可以接入融媒播

控系统试运行，在外源信号直转播时，无需监播人员手动切

换信号，解码器可以自动切换，降低人为失误造成的播出 

风险。

2.3 冗余备份实例

所有的播出保障工作中，卫星信号在直播时受干扰因素

特别多，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尤其明显。下面以卫星直播信号

解码为例，介绍其解码机制的冗余备份。

主备信号源来自不同波段的卫星下行信号，通过不同的

路由分别进入主备卫星解码器，主备解码器“Primary Input”

信号源均设置为SAT，Output Three均设置为ASI信号，如此

主备卫星解码冗余备份机制构成（如图4所示）。

通过多次直播实践测试，发现当解码器系统不同步时，

自动切换时会出现几秒的杂画面。经过研究得出，系统时间

同步包括音频和视频两者的同步，然而实际上传输流的传

输过程中，由于网络延迟、复接，以及在适配器中人为加

入了空包、兆帧初始化包等一些因素，使得附带音频、视

频时间信息之间相邻的参考时钟（PCR）的相对位置发生改

变，这将可能造成接收端解出的图像出现马赛克、唇音不同

步之类的现象，即PCR发生了抖动，网上针对PCR间接校正

方法给出了诸多处理方案，基本思路是在PCR字段上加一个 

校正值。

因此，运维人员在适配器中对接收到的 PCR 信息进行校

正，解码器同步系统恢复了正常。该解码机制在之后的日常

直播保障工作中，未出现上述系统不同步现象。

2.4 冗余备份优点

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格的实践论证，使得解码冗余备份

机制具有安全性、可行性、经济性。

安全性：整个解码机制理论完善、逻辑清晰，作为独

立的子系统灵活接入，对播控主系统无影响，实现了可控 

可管。

可行性：通过了多次直播实践测试，证明系统稳定、 

可靠。

经济性：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利旧，未增加新设

备，符合经济性、可扩展性。

3  结束语

冗余备份机制实现了解码信号由人工切换转为设备自

动备份，降低了直转播信号丢失的风险，从而进一步减少

了人为操作造成的失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系统满足

融媒播控中心直转播信号自动切换需求，达到设计预期 

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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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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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信号解码机制流程图

图4 卫星信号解码冗余备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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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卫星网络多媒体传输的QoS架构

【摘  要】 标准化卫星多媒体传输的实现给予用户极大的便利。为了充分考虑实时多媒体流量，资源管理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

有限的上行容量。为解决容量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卫星多媒体传输QoS架构，该架构是通过仿真平台实现，并通过实

时多媒体应用程序进行评估。在QoS体系结构中发出的信号使用户能够通过QoS代理和QoS服务器应用程序实时更改其应用

程序的QoS。

【关键词】 QoS架构，卫星终端，DVB-RCS，网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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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real-tim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The signal in QoS architecture allows users to change their application's QoS in real time through QoS 
agent and QoS server applications.

Keywords  QoS architecture, Satellite Terminal, DVB-RCS, Network control

郑燕龙1，张鹏燕1，张雪霏2

（河北省广播电视七一七发射台，河北  050000)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  050000)2

0  引言

地球同步卫星接入网络能够为基础设施不发达地区提供

交互式多媒体服务宽带接入，在下一代网络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传统卫星网络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互联技术，但它有延

迟长、带宽资源少和设备成本高等缺点。关于IP卫星的研究

大多在服务质量方面，而下一步是要从卫星多媒体传输网络

的动态分配方案和IP QoS体系结构中找出解决方案，以应对

卫星的延迟和稀缺的上行资源。

本文提出的QoS体系结构符合宽带卫星系统标准，该标

准提供了一种现有的QoS机制的技术，这些机制适用于宽带

多媒体卫星系统。[1]为实现卫星仿真平台，本文首次尝试评

估一个完整的卫星多媒体传输QoS体系结构和一套基于可再

生的卫星系统的新服务。

1  卫星系统的新趋势

1.1 转发链接

第一个DVB规范描述了一个基于MPEG-2视频压缩和传

输方案的传输方案，它使用了MPEG传输流，通过DVB-S来

适应卫星系统。DVB-S2标准[2]的目的是作为DVB-S的后续应

用程序（如电视、互联网等）提供了新的编码技术。

1.2 返回链接

ETSI公司提出了一种通过卫星返回信道的标准，即卫

星多媒体传输系统（DVB-RCS）[3，4]，它补充了卫星接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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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能够向卫星传输流量的能力。QoS架构中的网络控制中心

（NCC）集中管理了卫星资源，并且是卫星接收终端中负责

分时分配的实体。这种分配可以通过卫星接收终端请求进行

动态修改，以防止浪费卫星资源。

2  QoS架构

2.1 卫星系统中QoS的基础

为了实现对上行资源的最优开发，必须至少实现QoS准

入控制、QoS执行、以及QoS区分三个功能来保证QoS正常

运行。在连接期间需要动态管理，并且必须在两个层执行：

DVB-RCS和IP层。

2.2 跨层级的体系结构

在建议的体系结构中，QoS管理被分成三个层次。

1. 卫星终端资源：访问控制级别，其中DVB-RCS DAMA

在固定基础上为实时应用程序和对其他流（非实时流量）的

需求分配带宽。

2. 服务资源类：特定的IP级模块实现了一个队列管理系

统，旨在为三个服务类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3. 用户级资源：用户可以通过与QoS服务器通信的专用

代理（QoS代理）对任何可用服务中的流进行分类。图1给出

了QoS体系结构概述。

2.3 用于DVB-RCS 的QoS

MAC层的QoS管理旨在以最佳方式共享卫星终端间的全

局上行资源。因此，MAC层必须做到：尽量低的延迟和抖

动；将资源分配给有效的卫星终端通信，以便保存。

在卫星终端 MAC层中，流量分为两类服务：DVB-RT

（实时服务）和DVB-NRT（“非实时”服务）。

1. 实时队列：CRA包括在卫星终端登录设备时设置的定

量，在卫星终端连接周期中无需重新授权。保留的静态速率由

于其低延迟、需求敏感、吞吐量大而完全用于DVB-RT通信。

2. 非实时队列：DVB-NRT流量类保留的请求类别为

VBDC和FCA。延迟和抖动的流量由MAC调度器提供给

DAMA控制器，向NCC请求动态卷积，旨在减少分配延迟而

不减少网络使用。

2.4 IP QoS层

为了实现一个完整的流量控制框架，一个分类器将IP流

量分成实时、非实时、理想状态三类。

在理想状态下，所有未被识别为属于某一特性的IP数据

包在没有任何带宽或延迟的情况下被处理，分类将数据包映

射到两个MAC类别。

3  实验测量

3.1 仿真原理

模拟和仿真提供了一个低成本、虚拟现实的系统来评估

性能。对系统从应用程序到物理网络进行完整建模，并在规

定时间内运行，使得模拟更具有指示性。

3.2 测试栈

千兆以太网连接经典卫星网络（卫星，NCC，卫星终

端）的网络元素并模拟卫星载波仿真。以太网能够提供本地

广播能力和高带宽容量。每个卫星信道都被映射到一个单一

的以太网组播地址。

3.2.1 准备卫星链路仿真

卫星链路仿真器在时延和分布上模拟卫星链路特性；误

码率根据预先计算的分布计算，并根据实际测量值修正。

每个通道都通过连接仿真器来实时模拟双向卫星链路的效

果。从卫星终端到链路仿真器发送的数据包被延迟，并且在

它们被转发到仿真之前，在随机位置上也会受到一系列的 

错误。

3.2.2 网络控制中心

NCC是卫星网络管理的核心。它根据用户的配置文件和

可用的卫星资源来分配卫星终端资源。它实现了DAMA控制

器，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地址解析协议来映射IP地址的底层协

议和QoS的进入机制。

3.2.3 卫星终端

卫星终端基于Linux系统。作为接入路由器，它通过卫星

图1 QoS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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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将局域网连接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它的DVB-S/DVB-

RCS接口允许数据发射和接收，并在网络层实现。QoS架构

主要位于终端。卫星终端实现的准确性接近于原型版本，但

对其配置也非常重要。

3.3 平台校准

对卫星终端进行的量化结果相当重要。为得到可靠的实

验测量数据，选择了标准的平台配置，以确保平台性能的重

要性。

3.3.1 物理层

卫星扩散特性通过延迟、抖动模式以及大气损耗和返回

链路容量分割方案进行配置。卫星模拟器延迟设置为250毫

秒，抖动等于1毫秒，大气损耗模式是典型的好天气。

3.3.2 MAC层

主要参数与NCC的资源共享分配密切相关，在卫星终

端最大传输速率由CRA和VBDC共享的MAC层上区分了两

个QoS。峰值传输速率最先定义，然后是CRA量，最后是

DAMA配置 （表1）。

3.3.3 IP层

考虑到EF和AF服务是严格按照单速率令牌栈实现的，且

没有服务条件作用，因此表2总结了流量调节块（TCB）和IP

调度的主要参数。

3.4 测量

本节中给出的度量指标旨在评估动态QoS更改机制。

3.4.1 FCA和α的影响

下面的研究链接到一个VBR流量源：一个DIVX流媒体会

话。在这些实验中，DAMA的影响不能被忽略，因为DAMA

算法可以延迟吞吐量变化 （图2、图3）。

在0.5下，预期因素不会改善端到端延迟。如果我们考虑

这个因素，减少α导致能力未充分利用，保持0.5是排队延迟

和上行利用率之间的妥协（图4）。如果FCA分配考虑在内，

因子α似乎对端到端延迟的影响比在第一个场景中强。然而，

这40Kbps的分配代表了超过10 的DIVX平均吞吐量，并且可

能被认为是对单个信号脉冲的过高估计。

3.4.2 不同加载条件下的全局体系结构

不同测试的目的是测量在异构的流量（GSM VoIP会

话、DIVX VOD、FTP和WEB浏览）下的SATIP6 QoS性能。

AF服务（FTP）确保了最低的吞吐量，并保护了在拥塞状

态下的损失。最后，FTP服务是最受拥塞影响的，而卫星

过载则意味着整体的流量更小，因此延迟和损失也更高。

在表3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当FTP的延迟试验和流量增加

时，语音服务不受加载条件的影响。在DVB-NRT通信类

表1 基本物理和MAC层配置

表2 IP TCBs和调度器配置

物理层

卫星终端信息峰值速率 2048Kbps

超帧 10帧

帧周期 50毫秒

全球DVB-RCS资源 2048Kbps

基本按需分配地址

空闲容量分配 无

α 1

卫星终端

恒定速率分配 96Kbps

卷积动态能力 1760Kbps

服务 EF（或噪声） AF（或FTP） BE

令牌栈尺寸 172bytes 1500bytes
No conditioning

令牌速率 77.9Kbps 77.9Kbps

FIFO —— —— 500000bytes

DF延迟 20ms 50ms ——

最大延迟 25ms 500ms 5s

图2 按需分配地址影响

图3 按需分配地址与空闲容量分配对VBR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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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FTP流量受到保护，其代价是在拥塞状态下的类延迟和 

损失率。

3.4.3 QoS的动态变化

通过QoS代理，实现了多媒体流QoS的变化。在图5中很

容易找到不同的以下步骤：

步骤1：场景从服务类中发送UDP视频流开始。

步骤2：25s后，另一个流被发送到相同的上行链路上；

这样做是为了使上行链路拥塞。第一个流的吞吐量减少到 

800 Kbps。

步骤3：25s后，用户决定升级这条流的服务等级，并

设置为“声音”。在流量爆发后，由于增加了1 Mbps的

EF服务，并且在资源保留之前的流量缓冲，吞吐量大约为 

1 Mbps。

步骤4：在t=80s时，流吞吐量约为800 kbps。在图5中，

当连接被其他数据流阻塞时，也可以计算从一个QoS到另一

个流的时间。表4所示的延迟通常显示延迟大约为3s。当一个

新流程添加到一个链接中时，它就更少了。当一个流的QoS

升级时，它的时间更长，在降级的时候更少，在这两种情况

下的时间要比简单添加流的时间长。这些结果总结了用于实

验测量的数据，将重点放在我们的QoS体系结构所执行的适

当的流量区分上，以及由于QoS界面处理而从一种服务转换

到另一种服务的能力。

4  结束语

本文证明，即使使用非Q o S的应用程序，也可以为

DVB-S/RCS卫星系统指定和实现QoS体系结构，以便为用户

提供QoS服务保证，同时，MAC算法有效。它还解释了如何

对这样的体系结构进行评估。经过良好校准的试验平台可以

准确地评估卫星系统的全球QoS。我们建议使用基于评级的

信号协议来设置正确的容量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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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延迟和效率

图5 使用QoS代理的服务类的动态更改

表4 动态QoS延迟变化

表3 在不同加载条件下的QoS性能

网络负载

（%）

平均延迟（ms） 丢包率（%）

BE FTP Voice BE FTP Voice

25 293 293 283 0 0 0

50 291 291 283 0 0 0

75 290 289 283 0 0 0

100 919 948 283 0 0 0

125 6753 1783 283 33 0 0

150 6755 1783 283 37 0 0

转换 1→2 2→3 3→4

初始状态
一个不包含 
QoS的流量

二个不包含 
QoS的流量

二个流量，其中

一个包含QoS

最终状态
二个不包含 
QoS的流量

二个流量，其中

一个包含QoS
二个不包含 
QoS的流量

延迟（s） 2.8 3.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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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AdaBoost级联检测框架的 
电视台台标检测方法

【摘  要】 电视台台标检测是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详细介绍了电视台台标的分类和识别方法，提出

了一种基于AdaBoost级联检测框架的电视台台标检测方法，对该方法的实现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最后使用该方法对视频

流中的山西卫视台标进行了检测。从检测结果看，该方法具有快速实时准确且易于实现的特点，为广电技术同行提供了一种

不错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 AdaBoost， 台标检测， 电视安全播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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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V Station Logo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Adaboost Cascaded Detection Framework

Qin Wei

(Shanxi Radio and Television Wireless Management Center, Shanxi 030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tection of TV station logo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safety broadcast and supervis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TV station logo, puts forward a TV station logo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Adaboost cascaded detection 
framework, explain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is method in detail, and finally uses this method to detect Shanxi TV logo in video stream. The 
detec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fast, real-time, accurate and easy to implement, which provides a good method and idea for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peers.

Keywords  AdaBoost, TV logos detection, TV safety broadcasting supervision

秦伟

（山西广播电视无线管理中心，山西  030001)

0  引言

随着人民群众对于电视节目的需求不断提高，各级电视

台和网络电视台的频道数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加。电视台

台标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含义，反映电视台的特色，更是区

别于其它电视台的显著标识。对于广播电视播出和监管单位

来说，快速准确地检测电视台台标能够防止错播或者非法插

播等广播电视事故的发生，因此设计实现一种好的简单快捷

的检测电视台台标的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电视台台标的种类和一些常用的识别电

视台台标的方法，然后提出了一种基于AdaBoost级联检测框

架的电视台台标识别方法，并在视频流中对山西卫视的台标

进行了检测验证，这种方法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具有较高的

准确率，为广大从事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监管工作的同行提

供了一种电视台台标的检测方法和思路。

1  电视台台标分类及其识别方法

1.1 台标分类及其识别方法

为了彰显地方特色，电视台台标往往具有独特性，它里

面包含了电视台的名称以及节目类别等重要信息，也是电视台

保护其知识产权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正常合法播出的电视台节

目视频流画面中都包含有电视台台标，一般位于节目画面的左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6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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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角，在节目监测、受众对节目好坏进行等级评定和在庞大的

视频库中搜索特定电视台节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

目前的电视台台标按照透明度可分为透明台标和不透明台标，

按照台标的颜色位置等台标组成成分是否随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可分为固定台标和动态台标，如图1所示，山西卫视和中

央系列台属于透明台标，黄河台和河北卫视属于不透明台标，

陕西卫视属于动态台标，北京卫视属于固定台标。

对于台标检测的方法一般可分为传统方法和基于机器学

习这两大类。传统的方法利用台标的一些低级特征，如颜

色、形状、边缘、纹理和梯度等信息进行检测。如南京大学

的周献中等提出了一种基于HSV颜色空间加权Hu不变矩的

台标识别方法[1]，大连海事大学的李艳梅对边缘和颜色信息

的台标识别方法进行了研究[2]，南京大学的史迎春等综合利

用形状和颜色特征对台标进行了检测[3]，这类方法因为是对

图像的一些低级特征进行计算，因此计算量比较小，但是这

种方法对于半透明台标和动态台标的识别差强人意，随着电

视台对半透明台标和动态台标使用的增加，这种方法的使用

也变得越来越少。基于机器学习的识别方法是利用支持向量

机或者卷积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的方法对台标进行识别，如

国防科技大学的张博洋等利用神经网络对静态台标进行了检

测[4]，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高志恒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算

法实现了台标监测系统[5]。机器学习检测方法与传统的检测

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机器学习通过对所要检测的台标样本进

行训练学习，最终能够学习到台标的高级特征，但是受限于

样本的数量和特征提取算法的性能。但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

高，算法的运算速度等性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本文就是利

用机器学习领域的AdaBoost级联检测框架对视频流中的台标

进行了检测。

1.2 AdaBoost级联检测器

当下机器学习的浪潮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行其道，

AdaBoost级联检测器就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级联检测器

顾名思义，就是将多个弱的检测器串接起来提升成为一个新

的强的检测器，其中弱检测器就是检测的特征数比较少，检

测结果的准确率也比较低，而强检测器就是检测时使用的特

征数较多，准确率也比弱分类器高，同理也可以将多个强检

测器组成一个更强的检测器。而串接起来的每一个检测器都

使用它前一个检测器判决为正，也就是判定为检测目标的样

本，这样的结果是最终检测出来的目标样本就是所有串接起

来的检测器判定为正的样本。

AdaBoost算法在机器学习领域不算是一种最新的算法，但

它具有运算速度快、复杂度低和兼容性非常好的优点，是一

种非常实用的算法，在很多领域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它是

在1997年，由Freund和Schapire共同提出来的，2001年在CVPR

（IEEE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上由Viola和Jones应

用在人脸检测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6]。

AdaBoost级联检测器就是采用AdaBoost算法的级联检测

器，具有自适应的特点，使用它进行电视台台标检测的框架

如图2所示。

2  基于AdaBoost级联框架的电视台 

台标检测方法的实现

本文方法是在VS2017平台上利用OPENCV库中的级联

检测框架实现的，采用的是OpenCV 3.2.0版本，验证方法时

采用的台标为山西卫视台标。台标检测实现具体步骤分为台图1 常见的电视台台标

图2 AdaBoost级联检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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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训练样本的采集、级联检测器的训练和使用

AdaBoost级联检测器对测试台标进行检测三个步

骤，下面首先对OPENCV进行简单介绍，然后对

三个步骤分别进行阐述。

2.1 OPENCV简介

OpenCV是一个开源的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项目于1999年由Gary  Bradski启动。它

是利用C和C++语言实现的，能够在Windows、

Linux、Max OS X等操作系统上完美地使用，

对于Python、Java、Matlab等语言也很友好，提

供了接口。它提供了便于使用的计算机视觉接

口，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地建立起优质的视觉应

用，它囊括了机器视觉的各个领域所普遍使用

的500多个函数，在工业产品质量检验、双目视

觉和机器人等众多行业大显身手[7]。

因为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相辅相成，

所以OpenCV也包含着一个机器学习库，里面

包含机器学习等常用的一些函数。本文就是在

VS2017平台上利用OpenCV库里的级联检测框

架实现了对山西卫视电视台台标的检测，其

它电视台台标的检测方法完全类似，就不再 

赘述。

2.2 台标训练样本的采集

2.2.1 正样本的采集与描述文件

机器学习的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样本，既

要让机器知道要检测的目标，即正样本，又要学习什么是非

检测目标，即负样本。在本文中我们以山西卫视台标为例，

因此需要准备好山西卫视的台标样本让机器进行学习，山西

卫视台标由台标标识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台标标识为山西省

地图形状，中间空缺部分表示汾河，两边实体部分表示太行

吕梁二山，文字部分为山西卫视。山西卫视和中国各大卫视

的台标一样位于视频图像的左上角，由于有的电视台台标没

有文字部分，如湖南卫视，因此在本文中仅对山西卫视台标

的标识部分进行检测。

由于OpenCV库中的级联检测框架在训练时要求正样

本图像的长和宽的尺寸比例为1∶1，且为了便于采集视频

流中电视台的台标，故在VS2017环境下编写了采集电视台

台标的程序，该程序需要人为地指定捕获台标的区域位置

和大小，指定完成后，运行程序对台标进行自动捕获和采

集，接着对采集台标进行自动编号并保存在指定的文件夹

当中，采集的部分山西卫视台标如图3所示。视频流及捕获

台标图片的一些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捕获台标的图片为

正方形图片，大小为67*67像素，为了避免采集的样本重

复率太高，在程序中设置为每12秒采集一次，在次检测实

验中，共准备了8个包含山西卫视台标的视频流，采集到

538张山西卫视台标正样本。需要注意的是图片的大小和

采集图片的频率并没有固定的值，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 

设置。

采集完成后，需要生成正样本的一个.dat的描述文件，描

述文件里要包含样本图片的所在文件夹的位置以及尺寸大小

等信息，因此在VS2017平台上编写了一个遍历文件夹里文件

的小程序，对文件夹里的图片进行遍历后，生成一个文本描

述文件，里面存储正样本的图片信息，描述文件的内容格式

为：“img/dyft/1.png 1 0 0 67 67”，其中“img/dyft/1.png”表

示样本图片所在的位置，“1 0 0”中“1”表示样本图片中只

有1张台标，“0 0”表示样本图片矩阵框左上角的坐标，“67 

67”表示样本图片的长和宽的尺寸大小为67×67像素。

图3 采集的山西卫视台标示例

表1 视频流及捕获台标图片的一些参数

参数名称 视频流 捕获台标图片

帧（图片）宽度（像素） 1136 67

帧（图片）高度（像素） 720 67

位深（位） 24

数据速率（kbps） 1499

总比特率（kbps） 1501

帧比特率（帧/秒） 25

格式 mp4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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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负样本的采集与描述文件

OpenCV库中的级联检测框架在训练时对负样本的要求和

正样本不同，对负样本的大小尺寸和格式均没有要求，因此

可以从网络或别的地方找一些不包含山西卫视台标的图片，

也可以自己编写一个捕获不含山西卫视台标的小程序对上述

正样本采集时使用的视频流进行采集，本文共采集了1007张

负样本，一些示例如图4所示。

和正样本一样，负样本也需要一个.txt的描述文件，但与

正样本的区别是因为负样本对图片的尺寸比例等没有要求，

所以它的描述文件内容如下所示：“img/1.jpg”，表示样本

图片在电脑中所在的位置即可，同样将遍历正样本并生成描

述文件的小程序略加修改就可以生成负样本的描述文件。

2.3 级联检测器的训练

2.3.1 正样本VEC文件的生成

为了便于对正样本数据进行管理，且为下一步级联检测

器训练做准备，需要把正样本生成VEC文件。所使用的工具

就是OpenCV中自带的opencv_createsamples.exe应用程序，

将此程序在WINDOWS自带的cmd.exe应用程序打开，运行

图4 采集的负样本示例

图5 opencv_createsamples.exe的运行效果

效果如图5所示。其中用到的参数：-info是正

样本.dat文件的名称，-vec是生成vec文件的目

录，-num表示正样本的数量，在本文中设置为

538，-bgcolor表示背景颜色取值为0，-bgthresh

表示颜色容差，所有处于bgcolor-bgthresh和

bgcolor+bgthresh之间的像素被置为透明像素，

也就是将白噪声加到前景图像上，取值为0。

2.3.2 级联检测器的训练

级联检测器的训练和生成V E C文件类

似，所使用的工具就是O p e n C V中自带的

opencv_traincascade.exe应用程序，将此程序

在WINDOWS自带的cmd.exe应用程序打开，

运行效果与图5类似，级联检测器参数配置表

如表2所示。其中GAB是gentle AdaBoost的简

写，是AdaBoost算法的一种，与其它AdaBoost

算法的区别在于每次迭代时采用的算法不同，

在OpenCV自带的级联训练框架中，只能选

择GAB。特征类型选取了LBP（局部二值模

式），是一种用来描述图像局部特征的算子，

因为haar模式运算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选择

了LBP。height和weight表示图像的长度和宽度

值，minHitRate表示分类器的每一级希望得到

的最小检测率，maxFalseAlarmRate表示的是每

一集分类器期望的最大误检率，maxWeakCount表示每一级

弱分类器的最大数目，maxDepth 表示弱分类器最大的深度，

stageNum表示弱分类器的级数。最后运行程序就得到训练好

的.xml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训练的时间和电脑的配置以及样

本的数量有关，电脑的配置越高，样本数量越少，所花费的

训练时间就越少。

2.4 对台标进行检测及结果分析

在VS2017平台上导入opencv库，并将生成的.xml文件作

为级联检测框架对准备好的包含有山西卫视台标的测试视频

进行检测。在对视频流进行检测前，先对视频流预处理，包

括转换成灰度图像，对灰度图像直方图均衡化，这样可以

提高检测的准确率，然后再调用学习过后的级联检测框架对

目标台标进行检测，最后将检测出的目标台标在视频流中用

红色正方形标记出来。选取部分检测结果进行显示，如图6 

所示。

从检测的结果来看，这种检测方法能够对检测的视频流

中的绝大部分山西卫视台标快速实时地检测出来，因为山西

卫视台标为乳白色，只有极个别台标在白色强光背景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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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出来，没有出现误检的情况，这就充分说明这种方法是

完全可靠和有效的。

3  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过IP技术

传输或播出电视节目也成为广播电视传输播出的一种重要渠

道，使用IPTV、网络直播等收看电视节目的受众越来越多，

这对于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采

用机器学习中基于级联检测框架的台标检测方法不仅可以

减轻值班人员的工作压力，还可以充分利用机器学习对IP视

频流良好的兼容性，适应目前电视节目传输及播出IP化的趋

势，为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安全传输播出提供了技术保障，

也为广大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监管的同事们提供了一种新的

思路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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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检测验证结果

表2 级联检测器参数设置

Cascade（级联检测器）参数 StageParams（级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参数名称 参数值

stageType BOOST boostType GAB（default）

featureType LBP minHitRate 0.999

height 24 maxFalseAlarmRate 0.5（default）

width 24 weightTrimRate 0.95（default）

featureParams（特征参数） maxDepth 1（default）

参数名称 参数值 maxWeakCount 100（default）

maxCatCount 256（default）

featSize 1（default）

stageNu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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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转USB软硬件自动校时 
安播预警终端设计

【摘  要】 安播预警终端是广电机房普遍使用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接收设备，是上下联动搞好安全播出监管平台的关键设备

之一，其时间不同步、不精确是普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介绍了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通过串口通讯转换器（RS232或

RS485串行接口转换USB总线接口），安装校时软件DIY解决安播预警终端的自动校时问题，供同行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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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utomatic Correction Security Broadcast Warning Terminals 
through a Converter of Serial Port to USB 

Zhang Xuejun

(Changde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Hunan 415000, China)

Abstract  Safe broadcast warning terminal is the receiving equipment of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platform commonly used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room. It is one of the key equipment of security broadcast supervision platform linking up and down. The time non-synchronization and inaccuracy 
of the terminal is the common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imple and practical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utomatic time 
calibration of broadcast warning terminal which installs time calibration software DIY through serial communication converter (RS232 or RS485 serial 
interface to USB bus interface).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peers.

Keywords  Security broadcast warning terminals, DIY, RS232, RS485, Serial port communication converter, Automatic correction time

张学军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湖南  415000)

0  引言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是我们播出工作的政治生命力，不容

忽视。为了搞好安全播出，中央、省、市县等各级广播电视

部门都按要求配备了安全预警接收终端，作为日常接收上级

安全播出平台发布的广播电视预警信息的专用设备，负责对

每天中央新闻联播播出时长等提前文字预告信息，还有特护

期和重要保障期等安播预警信息的接收等。

安全预警发布接收显示系统由预警终端和显示大屏组

成。预警终端一般都配备了一张移动接收数据卡，接收显示

总局、省、市上级安播中心的发布信息，供广电台站值班和

技术人员随时及时查看预警信息。我台配备了两台安全预警

终端设备，一台用于电视播控机房，一台用于广播电台播控

机房。据了解，全国各台站机房基本上都配发了安全预警终

端设备。一般预警终端设备自配发起用时就未考虑本地同步

授时，也无本地自动校时功能。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现显

示走时不准，而且随时间增长差别增大。播出机房播出节目

都是严格按北京标准时间进行播出的。由于配置了GPS或北

斗校时系统精准校时，并网络授时各播出设备，精准同步节

目播出，严格授时同步播出机房监视墙GPS子钟，显示北京

标准时间，供值班人员、技术人员监看。该预警终端设备及

显示大屏作为预警信息监看设备，显示的时间与机房GPS授

时子钟若明显不一致，显示不精确不同步，步调不协调，容

易给值班人员造成错觉和影响，应该想办法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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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时四种解决途径

为解决上述问题，经过摸索实践我总结出如下四种解决

办法。

1. 预警终端设备显示时间可通过总局、省上级安播中心

机房发布命令进行远程校时，缺点是不能做到实时校时，受

制于人，校准后准确走时管不了多久，不能随时精准同步时

间，且因远距离无线接收也会存在一定延迟。

2. 连接互联网通过网络授时服务器对其进行校时。外接

互联网进行校时，需主动手动确认是否运行系统内置校时程

序进行校时，自动方式也只能隔一周时间才能自动校时。

3. 将预警终端设备与播出系统联网，利用系统内授时服

务器进行网络授时，精准同步时间。考虑到播出设备安全，

在没有单独建立授时服务器的情况下，不建议采用此方法，

预警终端设备最好不要与播出系统联网。

     4. 自己动手DIY方式，充分利用机房GPS或北斗校时设

备，通过加装RS232或RS485接口转USB等软硬件，在预警终

端设备上安装校时客户端软件便可实现自动校时。

下面重点介绍上述第四种方法来实现预警终端设备及显

示大屏的时间精准同步。这种方法因地制宜实现起来非常容

易，简单高效，是四种方法中最佳、最安全的方法。这个方

法需要满足二个基本条件，播出机房配备了GPS或北斗校时

系统设备（如校时母钟、RS485时码分配器等），另外购置

一个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或RS232转USB无源转换器，通

过硬件连接和串口驱动程序、校时客户端软件安装设置后便

可实现预警终端设备时间的精准同步。

2  串行及USB各接口特点

2.1 RS232和RS485串行接口

RS232和RS485都是一种设备通讯常见的串行接口，有

DB 9和DB25两种，现在一般都采用DB 9芯插头硬件。

1. RS232属于双工通信，适用于点到点的通信，传输距

离短，不超过15米，抗噪声干扰力较弱，数据传输速率较低

为20Kbps。

2. RS485属于半双工通信，适用于多点到多点通信，传

输距离可达1200米，抗干扰性相对良好，数据最高传输速率

为10Mbps。

2.2 USB 通用总线接口

USB是高速的通用总线接口，用于PC连接各种外设，U

盘、键鼠、移动硬盘、包括“串口、USB互转”的模块（它

是USB接口的UART模块）。

2.3 串行接口选择注意事项

1. 根据接口特点因地制宜，视情况选择采用RS232 、

RS485两种接口转换USB方式之一进行控制，都可以实现安

播预警终端显示时间的自动校时，精准同步。

2. 串行通讯转换接口分有源和无源两大类。

3. 最好选用无源隔离串行通讯转换接口。对于RS232有

源串行通讯转换接口而言，由于其电压电平值相对较高不支

持热插拔，如果热插拔将会损坏接口。

3   自动校时具体实现方法

下面以我台安播预警终端设备为例介绍采用RS232或

RS485串行转USB通讯接口实现自动校时所需的软硬件及 

方法。

3.1 安播预警终端设备

我台的安全播出发布平台预警终端设备是国内某公司生

产的设备，实际上就是一台win7的电脑主机，开机后自动运

行发布接收程序通过远程数据卡接收显示发布信息和时间，

显示在电视机显示大屏上。该预警终端设备具有如下特点：

1. 开机后将自动运行发布接收程序，通过远程数据卡接

收在VGA显示器上满屏显示发布的信息和时间、日期。

2. 按“ctrl+4”，发布接收程序运行的满屏显示界面可被

最小化，显示windows操作桌面。

3. 按“ALT+1”还可打开发布接收程序设置界面，可进

行其它相关参数设置。

4. 该预警终端设备前后共有四个USB接口，后面板的一

个USB接口被固定外接加密狗，不能更改其用途。键盘和鼠

标只有接在预警终端设备前面板的两个USB口才有效，接后

面板USB接口均无效。

5. 如果该设备同时VGA接口外接VGA电脑显示器和

HDMI接口外接电视机大屏，则不会在VGA显示器上显示，

只在电视机大屏上显示，调测时应注意这个特点。   

3.2 DIY相关硬件准备工作

3.2.1 本台时钟设备配置及接口选择

1. 我台时钟系统设备包括磨菇头天线、母钟、RS485时

码分配器、子钟，见图1。一般母钟时钟信号输出有RS485和

RS232接口两种方式。本台的母钟设备RS232接口输出只有两

个输出口，已全部使用，其连接用于分配时钟的RS485时码

分配器设备RS485输出接口还有多个接口未使用，结合考虑

传输距离和抗干扰性，实践中是直接采用RS485接口输出时

钟的方法，需准备一个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一个RS485

三芯航空公头、音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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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RS485时码分配器输出接口不够，一般子钟上其实

也有RS232接口或RS485接口环出接口。根据需要也可考虑采

用从该环出口输出同步时钟的方法，实际上无多余时钟接口

输出的情况下可将一个RS232接口拆开再并接一路输出也可

以用于时钟分配。 

3.2.2 RS485接口通讯线

采用RS485时钟信号输出进行校时连接，整体测试前

首先要制作一根通讯控制连接线。该连接线从时码分配器

RS485接口输出连接至预警终端设备USB接口所接的RS485

转USB无源转换器的五桩配线接线柱，此线一头采用三芯

RS485航空公头，另一头接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五桩配线

接线柱，上面一般标有RND+、RND–、GND等。采用三芯音

频线连接两端接头，实际接线时以购置的RS485转USB无源

转换器附带的连接示意图为准，正常有两种接法（以三芯黄

线、禇线、蓝线为例），实际中我们采用了如下二种接法都

可实现预警终端设备自动校时。

1. 接法一

1） RS485航空工头（接头标有1、2、3三个脚）：1脚接

–黄线RND+2脚接–禇线RND–3脚接–蓝线GND 

2） 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一头为USB接口，另一头

为五桩配线接线柱）：黄线接RND+（配线接线柱第三脚，

从左至右）、禇线接RND–（配线接线柱第四脚，从左至

右）、蓝线接GND（配线接线柱第五脚，从左至右）

2. 接法二 

1） RS485航空工头（接头标有1、2、3三个脚）：1脚接

–黄线RND+2脚接–禇线RND–3脚接–蓝线GND 

2） 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一头为USB接口，另一头

为五桩配线接线柱）：黄线接RND+（配线接线柱第一脚，

从左至右）、禇线接RND–（配线接线柱第二脚，从左至

右）、蓝线接GND（配线接线柱第五脚，从左至右）

3.2.3 RS232接口通讯线

如果采用RS232时钟信号输出进行校时连接，需RS232

接口转USB无源转换器一个（实际为一根接口转接线，一头

USB接口，一头为DB9公头），其通讯标准统一，可从市场

上直接买到。如果不够长也可自己采用音频3芯连接线，再制

作一根延长线，注意做成直通线即可，此线一头为RS232接

口的9针DB9母头，另一头接DB9针公头，两头都对应接2-2脚

（发送）、3-3脚（接收）、5-5脚（地）。该延长线从RS232

时钟接口输出连接至预警终端设备USB接口所接RS232转USB

无源转换器的DB 9针公头。注意该延长线加上RS232转USB

无源转换器不要超过15米。

3.2.4 两种接口通讯方式二选一

采用上述RS485接口转换和RS232接口转换USB两种通讯

方式都可用来实现预警终端设备自动校时。无论采用哪一种

方法，都必须先做好上述相关设备、所选通讯控制连接线及

接口等硬件的准备工作。 

3.3 软硬件连接及校时实现

下面以RS485接口通讯控制方式的测试过程为例，介绍

预警终端设备自动校时的实现方法。 

3.3.1 硬件连接及软件安装

1. 预警终端设备外接键盘、鼠标、VGA电脑显示器（断

开电视显示大屏），将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连接到预警

终端设备USB接口上。

2. 接下来进行相应驱动和校时、调试软件等程序安装。

1）首先打开预警终端设备电源，启动进入预警发布信息

显示状态。

2）按“ctrl+4”，最小化发布接收程序运行的满屏显示

的预警显示界面，出现主机windows操作桌面。

3）将装有该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的驱动安装程序的

U盘插入预警终端设备USB接口中，在各种驱动程序版本中

选择对应其操作系统合适的串口驱动程序进行安装。

4）驱动安装时，主机系统会自动寻找RS485转USB无源

转换器这个新硬件。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中便可看到

该转换器串口设备，并显示串口号（COM口）。 

5）注意串口号（COM口）不要冲突，可根据需要在设

备管理器中修改所需要的串口号（COM口）。

6）接下来再安装母钟设备厂家提供的校时软件程序。

一般安装默认为开机时自动启动该校时程序。安装此软件时

应在超级管理员模式下运行，否则校时软件可能不能正常运

行。安装完成后，应检验开机是否能自动启动校时程序。

7）同时在预警终端设备主机中安装好串口调试程序，比

如ASSISTANT_V2调试助手程序。 

3.3.2 软硬件测试及调试

1. 相关软件安装完成后，就可以进行预测试了。按以下

步骤进行：

1）在正式连接RS485时码分配器时钟输出连接线之前，

先测试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是否能正常工作，是否能正

确接收数据。

2）短接预警终端设备主机USB接口所接RS485转USB无

源转换器上五桩转换头的第三脚和第四脚或短接其五桩转换

头第一脚和第三脚、短接五桩转换头第二脚和第四脚，两种

短接方法都可以。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6期〕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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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运行ASSISTANT_V2调试助手程序，正确设置串口号

（COM口）、波特率9600、奇偶校验NONE、校验位8、停止

位1等调测参数。

4）打开串口号（COM口），使其变红有效，自动发送

设置打勾有效，默认非十六进制发送。接收区窗口应该接收

到和发送区窗口一样的内容并不断偱环显示出来，说明该

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设备驱动程序安装成功，可以正常

工作了。

2. 接下来开始整体线路的测试。按以下步骤进行：

1）将母钟时码分配器RS485输出的时钟信号通过制作好

的连接通讯线通过RS485转USB无源转换器连接到预警终端

设备USB接口。

2）判断是否已成功对预警终端设备校时。

（1）开启预警终端设备，此时转换器上红灯会一闪一

闪，说明开始对预警终端设备发送校时信号了。进入系统

后，按“ctrl+4”最小化发布接收程序运行的满屏显示界面，

出现windows桌面。

（2）右键单击桌面右下角日期时间“小图标”，弹出

调整日期/时间对话框，尝试更改当前时间和日期，点击确

定后，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计算机时间已变为刚刚更改的日

期和时间，但是马上又被校时软件校准为标准北京时间和 

日期。

（3）和母钟、子钟时间对比发现，预警终端连接的

VGA显示器显示的时间和日期已严格同步了。至此大功告

成，预警终端设备已实现自动校时功能。

3.3.3 自动校时延时的问题

断开电脑VGA显示器，连接电视机显示大屏，预警终端

设备重新开机。发现电视机大屏显示时间，总比母钟、子钟

标准时间慢了不到一秒。这是怎么回事呢？实测发现在通过

VGA接口连接电脑显示器时显示的时间与母钟是一致的，

但一旦接到电视机大屏时间显示就会慢一点，这是因为电视

机大屏是通过HDMI接口输入的，存在一定的延迟。厂家校

时程序一般都设有毫秒级时间调整设置功能，可通过运行校

时程序人为预设某一数值进行校准。测试发现，该值设置为

–530ms，可保证大屏显示时间与子钟时间同步。数值前不加

负号是延时，加负号是提前。

至此，我们通过DIY简单增加串口转USB转换器软硬件

和安装校时软件便实现了安播预警终端设备的自动校时。

4  结束语

通过RS232接口或RS485接口转USB无源转换器，安装

校时软件实现预警终端设备自动校时，简单实用，花最少的

费用和精力取得了明显和直观的效果。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

员，今后在广电技术实践中应该多创新多动脑，理论联系实

际，DIY动手解决实际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断提升自

己的技术应用水平和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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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天线和母钟、RS485时码分配器、子钟设备后面板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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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MFCC的时延自适应 
音频比对算法及实现

【摘  要】 梅尔倒频谱系数（MFCC）是语音识别、说话人识别领域的常用技术，近年来也被应用于音频内容的一致性比对领

域。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MFCC帧内二值差分的音频指纹提取算法，并重点设计了动态时延自适应的特征比对机制，经过实

验环境模拟测试及在播出系统中的部署实测，本算法可有效适应不同类型的音频节目比对，检测精度高、时延自适应性能力

强，有效地提升了安全播出保障能力，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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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aptive Audio Comparison Algorithm in Dynamic Time-delay Situation 
Based on Improved MFCC and its Implementation 

Zhang Yang

(China Media Group, Beijing 100866, China)

Abstract  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 (MFCC) is often used in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nd speaker recognition, and is also applied 
to consistency comparison of audio cont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udio fingerprint extra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FCC intra-frame 
binary differential, and designs an adaptive feature matching mechanism in dynamic time-delay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sts and application in 
both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and on-line broadcasting system,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lgorithm is adaptable, highly precise, and effective for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audio programs, which can truly promote the ability of safe broadcasting and has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Audio comparison, MFCC, Binary differential, Time-delay adaptive

张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  100866)

0  引言

作为规范和保障电台节目制播质量、电视节目伴音质量

的规范性文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分别发布了GY/T 275-2013

《电台节目制播质量监测技术规范》、GY/T 262-2012《节目

响度和真峰值音频电平测量算法》、GY/T 263-2012《响度和

真峰值指示仪表技术要求》、GY/T 282-2014《数字电视节目

平均响度和真峰值音频电平技术要求》等行业规范文件，针

对音频低电平、声道缺失、声音反相、响度异常等常见音频

异常的检测和判定有了明确的参考依据。但在实际的制播、

传输过程中，上述规范定义的方法及系统无法发现设备工

作异常引起的噪声、变声、卡顿等音频质量受损，配置或操

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的音频内容错播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音频内容一致性分析比对技术（以下简称音频比对）在

越来越多的播出机构得到了应用，为发现单点监测不能发现

的复杂异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也普遍

存在下述问题：

1. 误报率较高。业界主流的音频比对技术都是基于音

频频域指纹的提取、对齐和一致性比对实现的，因为音频

数据存在分帧边界不明显、特征区分度不够、对齐标准不确

定等技术难点，现有的音频比对产品普遍存在误报率较高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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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灵敏度较低。为了实现对误报的抑制，提升报警的有

效性，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就是牺牲报警灵敏度，即通过较

长时间的持续检测来减少误报，但这种情况下报警响应时间

往往需要十秒或者更长时间，对于安播要求较高的场合不能

满足要求。

3. 时延适应性不好。音频比对需要对两个采样点的音频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对采样点间信号时延的适应能力是影响

比对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业内的常见做法是针对可

能出现的时延设置一个确定的最大上限，算法会在时延上限

范围内持续比对，这样虽然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时延信号的比

对问题，但报警响应时间往往直接与时延上限相关，同样会

导致报警的灵敏度较低。

通过对现有音频比对系统实现原理的对比分析，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改进梅尔倒频谱系数（MFCC，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的时延自适应音频比对算法，从两个方

面对音频比对系统的关键能力进行了提升：

第一，在常规MFCC的基础上，对提取的音频指纹数据

进行帧内差分，并进一步将差分后的数值二值量化，将量化

为后的数据向量作为音频指纹再加以比对，取得了良好的应

用效果。

第二，采用精细化的指纹对齐和连续匹配机制，对动态

和瞬时两种典型时延场景进行了处理，实现时延自适应并精

确度量时延值的比对监测能力。

1  音频比对流程

一个典型的音频比对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参

与比对的两路音频流首先被送入音频流接入模块，经解复

用、解码得到音频PCM数据帧后送入音频指纹生成模块，

提取的音频指纹再送入指纹比对模块比对，输出的比对信

号送入综合研判模块进行分析，并最终生成报警信息及相

应的数据记录。不同音频比对系统的差异主要在于音频指

纹生成和音频指纹比对两个核心功能模块，下面分别展开 

阐述。

2  音频指纹生成及优化

2.1 标准MFCC音频指纹提取过程

本文采用了在标准MFCC基础上优化而来的音频指纹提

取算法。MFCC应用了人耳听觉感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好

地模拟了人耳对语音的处理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和

说话者识别等领域。MFCC音频指纹的标准提取过程如图2所

示：首先对连续的音频信号进行重采样及预加重后分帧，然

后对音频帧进行加窗、傅里叶变换操作后得到频域信号，最

后通过对频域信号进行梅尔滤波、对数运算及离散余弦变换

后得到特征指纹向量。

1. 重采样、预加重和分帧

针对不同采样率的输入音频信号，首先重采样为16KHz

便于后续统一处理；然后对重采样后的音频进行预加重，

目的是提升高频部分信号的分辨率，使音频频谱变得平坦，

降低高频部分的信息损失。此外，由于音频信号是无边界

的，为了方便处理，需要将其切割为固定的音频片段。根据

音频变化特征，选择30毫秒作为切分单位；同时，为了避免

窗口边界的信息泄漏问题，音频帧之间需要有一定的重合区

域，将重合区域设置为20毫秒，这样相邻帧的步进偏移为 

10毫秒。

2. 加窗

由于分帧音频会造成截断效应，为了消除帧两端边缘的

频谱泄漏，需要选择窗函数（汉明窗）进行加窗滤波处理。

3. 离散傅立叶变换

由于音频信号的时域数据通常难以反映信号的特性，所

以需要将其转换为频域上的能量分布来观察。这里对预加重

图1 音频比对系统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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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窗后的时域信号进行离散傅立叶变换，得到变换后的频

域系数，并对频域系数取平方获取能量谱系数。

4. 梅尔滤波及对数能量

实验表明，人耳听觉的感知是聚焦在某些特定的区域而

不是整个频谱包络，只有两个频率分量相差一定带宽时人耳

才能区分清楚。人耳的这种特性就像一个滤波器组，梅尔滤

波就是根据这个特性设计的一组三角带通滤波器，如图3所

示，滤波器的个数通常取值为22～26。

因为人耳的听觉特性（实际也是梅尔频率的增长特性）

与实际频率在1000Hz以下呈现线性分布，1000Hz以上呈现对

数增长，因此经过梅尔滤波器组得到的各个频段能量，会再

经过一次对数运算，得到每个滤波器组的对数能量，可以更

准确地反映人耳感知。

5. 离散余弦变换

最后，上述梅尔滤波器组对数能量，会再经过一次离

散余弦变换，得到梅尔频率倒谱系数，即MFCC参数。下式

中，M是三角滤波器个数，s（m）为每个滤波器组输出的对

数能量，L为MFCC系数阶数。根据统计分析，20个维度左右

的特征具备较好的稳定性，这里选取21个维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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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化方法与测试数据

按照前述步骤完成MFCC音频指纹提取之后，通常的比

对方法是直接使用特征的均方差来进行相似度计算。但在实

际应用中发现，这种直接基于MFCC音频指纹的比对误报率

和漏报率均比较高，究其原因，是因为指纹的区分度较低，

容易造成误匹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进行了两个层次的 

优化：

第一，对MFCC的不同维度的系数进行帧内差分运算，

并将差分后的数值作为特征。测试表明，以差分值为维度的

特征较直接MFCC特征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可一定程度上减

少误匹配情况，但针对不同类型的音频数据适应性仍不够 

理想。

第二，也是本方法的最主要优化点。因为不同维度的

MFCC系数差分值取值范围和波动均较大，少数波动较大的

数值仍然会对比对结果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了一种差分数据二值化的办法：如果后一维数据与前一维

数据的差值为正数，则取二值化数据1；如果差值为负数，

则取二值化数据0。经过差分和二值化两个步骤，原来21维

度的MFCC特征值转换为20维的0-1二值指纹向量。经过测

试，二值化后的差分数据在保持较好的稳定性的同时，针

对不同类型的音频数据的鲁棒性大幅提升，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为了验证指纹提取和比对的有效性，结合音频比对应

用的典型场景，我们从实际播出节目中截取了人声、乐器

声、环境声三大类共30条长度分别为10分钟的音频片段作为

参考素材；在对素材叠加了轻微噪声之后，再用音频剪辑工

具为每条素材替换了5处长度在5～10秒不等的其他音频，所

形成的音频文件作为对比素材。将参考素材和对比素材分

别使用标准MFCC、差分MFCC、二值化MFCC进行指纹提

取和比对，比对异常正确检出率和误报率的对比情况如表1 

所示。

图2 标准MFCC音频指纹提取过程

图3 梅尔滤波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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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尾。如果整个队列结束（设定为30秒）还未能匹配，则

发出初始匹配异常的信号，同时读入后续音频帧继续匹配。

3.1.2 连续匹配

在初始匹配成功后（表示已经找到两路流的匹配点），

后续的过程可以简化为连续匹配过程，即在一个短小的时间

范围内（设定为400毫秒）进行音频帧的匹配，匹配计算方

法跟初始匹配一样。整个匹配过程按照范围由小到大进行，

同时保证较近距离内优先匹配。如果匹配失败，则发出连续

比对异常信号，同时将当前状态切换到初始匹配状态重新匹

配。如图7所示。

在比对的两个阶段中，如果任意阶段发生匹配失败，则

发出比对异常信号，否则，则认定匹配成功，同时输出相对

延迟时间数据。

3.2 时延自适应设计

前述指纹匹配过程已经考虑了两路比对音频的时延问

题，对于存在固定时延的情形，可以达到较好的处理效果。

但在实际应用中，还可能会存在瞬时时延和动态时延两类较

为复杂的情况，需要进行针对性处理。

3.2.1 瞬时时延

瞬时时延主要出现在比对任务刚开始，或音频比对信号

来源发生倒换或切换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比对任务

表1 指纹提取算法准确率对比

原始素材

异常检出率 误识别率

标准MFCC 差分MFCC 二值化MFCC 标准MFCC 差分MFCC 二值化MFCC

人声类 87.50% 94.16% 100.00% 9.53% 5.13% 0.00%

乐器类 79.21% 89.30% 100.00% 23.52% 9.44% 1.34%

环境类 85.32% 93.13% 100.00% 13.87% 5.79% 0.00%

图4 音频指纹比对流程示意

3  时延自适应音频指纹比对

音频比对系统应用于音频流的实时比对时，因为音频信

号存在不确定的时间差，因此需要重点解决音频流的动态对

齐和时延的适应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将指纹数据放入指纹队

列进行缓存，再按照一定的策略进行比对，并最终输出匹配

报警和延时数据，这个过程如图4所示。

3.1 指纹匹配过程

本算法设计的音频指纹匹配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始

匹配和连续匹配。初始匹配指的是比对任务刚开始或发生匹

配异常后的大范围匹配过程；连续匹配则是在初始匹配成功

之后的小范围快速匹配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出匹配异

常的告警。整个工作流程如图5所示。

3.1.1 初始匹配

音频指纹初始匹配的详细过程如图6所示。从两个音频指

纹缓存队列中分别取出一个指纹数据来计算汉明距离，如果

小于设定阈值则可判定为音频相似，进一步对其后4帧进行连

续汉明距离确认，如果多帧距离均满足阈值条件，则认定匹

配成功，此时两路音频的相对延迟可以表示为匹配音频帧对

应的位置差（图中A和A’所示）；如果其后4帧中有一帧未

能满足阈值条件，则重新进行后续匹配，直到整个缓存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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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音频指纹初始匹配过程

图5 音频指纹两阶段匹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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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始匹配过程，需要在较大范围内寻找准确的匹

配点，为了提升匹配效率，算法设计了多线程并发寻

找匹配点的机制，从缓冲区的多个位置同时进行匹

配，从而确保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潜在的同步

点。系统可支持的瞬时时延大小与缓冲区大小相当，

即当首次匹配的缓冲区设置为30秒时，系统即可支持

自动适应±30秒的瞬时时延。

3.2.2 动态时延

在节目制播过程中，延时器是保障安全播出的必

备设备，延时建立和消除的过程，对音频比对系统的

适应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传统的音频比对算法受比

对精度、处理策略的影响，往往只能提前设置一个较

大的时延上限，虽然可以解决因动态建立/消除的时延引入的

虚警问题，但报警的灵敏度也大幅下降，比对系统的应用价

值受到较大影响。本文给出的方法从两个方面确保了动态时

延的自适应效果：

1. 基于MFCC帧内二值差分的音频指纹对动态时延过程

中的音频处理效果有较强的稳定性。典型情况下，音频延时

器开启延时功能时，会在4分钟左右建立8秒长的时延，相当

于时延建立过程中的信号和原始信号的差异为2.5%，本文提

出的MFCC帧内二值差分算法对于这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较好

适应，即仍能找到匹配点。

2. 动态时延累积过程中，前述的连续匹配过程有一个重

要的小范围内（400毫秒）连续匹配的机制，在这个小范围内

不断寻找最优的匹配点并根据匹配结果动态修正检测出来的

时延值，从而达到动态时延自动适应的能力。并且，这种适

应能力并不会对报警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造成任何影响。

通过对延时器前后的音频信号进行多轮比对测试可知，

上述方法可准确地测量出延时后信号的延时量，与延时器设

定的延时之间的误差小于100毫秒，最大可支持8秒以内的动

态时延。延时建立及消除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误报警。

4  系统实现及应用情况

4.1 系统架构

针对音频内容比对的具体应用场景，我们设计了如图8所

图8 音频内容监测平台系统架构

图7 音频指纹连续匹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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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以音频比对能力为核心的音频内容监测平台，从下至上

可分为资源层、功能层、应用层。

资源层为整个音频内容监测平台提供计算、网络、存储

等基础能力，主要由服务器集群和部署在服务器上的Docker

应用环境构成。音频内容监测平台的所有前后台软件模块均

运行于容器环境中，可实现快速部署应用和故障恢复。

功能层提供了系统运行的核心功能模块，包括音频流管

理、比对任务管理、报警管理、权限管理、音频流接收、

指纹提取及比对、综合研判、录音管理，详细内容在4.2节 

介绍。

应用层则提供了可视化的音频信号及比对任务管理调

度、音频比对状态综合展示及比对结果统计分析能力。

4.2 功能设计

音频内容监测平台主要设计并实现了以下主要功能：

1. 音频流管理：对所有音频流进行配置管理，包括音频

信号名称、环节、接收地址、长期和临时运行图。

2. 比对任务管理：根据具体的业务需求选择参与比对的

多组音频信号，设定不同的比对参数，并根据硬件资源的使

用情况将比对任务分配到不同的服务器上。

3. 报警管理：当比对任务产生报警时，以醒目的方式进

行展示，同时提供报警确认、录音关联、报表分析统计等 

功能。

4. 权限管理：从功能和音频节目两个维度提供权限管理

功能，可为不同岗位的人员提供不同的系统访问能力。

5. 音频流接收：完成基于IP传输的音频流的接收、解复

用、解码工作，确保音频PCM数据帧及时、准确、完整地送

入指纹提取及比对功能模块。

6. 指纹提取及比对：系统的核心模块，依据前述的基于

改进MFCC的指纹提取及时延自适应的指纹比对算法，形成

初步的音频比对状态反馈及时延数据。

7. 综合研判：在指纹提取及比对模块输出的基础上，增

加一些必要的工程处理，例如对于音频流中断或解码异常、

音频信号处于非监测时段等情况的处理，得到最终的音频内

容分析结果。

8. 录音管理：在音频流接收解码的基础上，对解码的音

频数据进行实时缓存管理，当有疑似报警产生时，将缓存的

音频数据（含提前量）写入磁盘形成报警管理录音文件，便

于报警回溯。

4.3 应用情况

本音频比对系统开发调试完毕并上线部署运行以来，报

警准确可靠，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近3个月的试运行情况

如下：

1. 单设备可稳定完成36对音频的实时比对，最大可支持

±30秒的延时，系统CPU、内存占用率均低于40%。

2. 可准确检测两路音频的延时，精度可达100毫秒，具备

延迟自适应能力。

3. 准确检出因系统检修、调试等导致的音频流异常问

题，准确率达到100%；在配合运行图等功能的基础上，没有

发现任何误报。

5 总结及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帧内二值差分改进的MFCC音频指

纹提取及时延自适应音频比对算法，在实现播出时延自适应

比对的同时也保证了监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有效提升了音

频比对系统的实用性。

作为音频内容分析的一项关键技术，音频比对结果可作

为音频播出系统应急控制的重要决策依据，可有效提升播出

的自动化水平。此外，以音频比对技术为代表的音频内容智

能分析是近年来广电业内的应用和研究热点，对相关技术路

线、测试素材集、检验评价方式等进行系统化的梳理规范，

并形成行业标准加以推广，将对我国广播事业的高质安全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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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备播系统IP化改造实践

【摘  要】 本文以电视台备播系统IP化改造为切入点，对比了IP和SDI两种播控架构，阐明了IP架构的特点和优势，论述了以IP

技术搭建电视台备播系统的设计思路和技术要求，介绍了IP化电视备播系统的基本架构、备播流程以及实施改造后的经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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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IP Transformation of TV Station Standby Broadcasting System 
Pan Hongwei, Liu Tianhua

(Jin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Shandong 272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P transformation of TV station standby broadcasting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IP and SDI broadcast 
control architecture, illu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 of IP architecture, expounds the design idea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IP 
transformation of TV station standby broadcasting system, introduces the basic architecture of IP television standby broadcasting system, standby 
broadcasting process and the experienc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IP technology, SDI over IP, SDN, Standby broadcast, Virtual technology

潘宏伟，刘天华

（济宁广播电视台，山东  272000)

0  引言

近年来，IP化播控技术发展很快，受到了广电业内人士的

高度关注和重视，许多厂商推出了较为成熟的IP化产品，一些

电视台已经建成基于IP架构的播控系统。与传统SDI架构的播

控系统相比，IP化的优势非常明显，特别是进入4K时代以后，

这种优势愈加凸显，必然成为未来电视播控技术的发展方向。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济宁广播电视台在启动播出系统高

清化改造时，对采用哪种技术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综

合分析论证，确定采用两种技术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即主、

备播出通道仍然采用SDI架构，同时采用IP架构搭建第三备

播。这样不仅保证了播出系统的绝对安全，还兼顾了新技术

的应用，也使播控技术人员逐步熟悉掌握IP技术，做好从SDI

架构向完全IP化过渡的准备。

1  SDI和IP两种技术架构的比较

目前，大多数电视台的播控系统仍然采用SDI架构，这种

技术架构已沿用了十几年，技术非常成熟，其可靠性得到了

业内广泛认可。在电视播出的标清和高清阶段，SDI架构具有

较为明显的优势，但当4K时代来临时，如果仍然采用SDI架

构，将面临许多难题，相比之下，IP化技术架构则具有较大

的优势。

1.1 超高清4K形势下SDI架构面临的难题

1. 单根同轴电缆只能传送1路SDI信号，最高支持3Gpbs

的带宽，4K超高清信号需要4根3G-SDI信号同步传送，势必

造成矩阵切换系统过于庞大，加大了信号调度和运行操作的

难度。

2. 线缆成倍地增加，多达上千根的线缆捆扎在一起，给

系统维护和故障查找带来很大的困难。系统建成后，若想进

行扩展或对设备做一些调整，拆线和布线都非常困难，极容

易发生安全事故。

3. 系统由大量的专业设备构成，包括视频服务器、切换

矩阵、专用板卡和硬盘以及繁多的周边设备，这些设备通用



广播与电视技术  〔2022年 · 第49卷 · 第6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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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差，价格昂贵，系统的整体造价非常高。

1.2 IP化技术架构的优势

1. 系统架构简单，设备之间通过网线或光纤连接，信号传

输调度灵活，省去了大量的同轴电缆，更易于检修和维护。

2. 传输带宽足够宽，已经从10Gpbs、25Gpbs发展到

40Gpbs甚至更高，传输4K超高清信号轻而易举。如果采用

40G光纤，能够传输25路无压缩的高清信号。

3. 可采用通用IT设备来搭建系统，受益于IT产品的规模

化和通用性，建造成本和维护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具有良好

的扩展性，可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灵活配置和升级。

4. IP信号更适合媒体融合形势下的数据共享，IP信号可

直接提供给新媒体平台，实现多终端分发，有效促进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融合发展。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IP架构具有简约化、高带宽、低

成本、易扩展等诸多优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电视台认可和

采用，但IP技术应用在电视播控系统的时间毕竟较短，其安

全可靠性有待时间的验证，所以当前多数电视台采用IP架构

来搭建备播系统。

2  IP备播系统的设计思路和要求

济宁广播电视台从2019年开始分两步进行高清化改造，

由于条件的限制，这次高清化改造必须在机房原址进行，需

要先拆除原标清SDI基带播出系统（以下简称基带系统）再

搭建新的高清基带系统，改造过程中必须保证播出信号不中

断，因此改造的难度很大，风险非常高。为了顺利完成改造

任务，确保安全播出，我们先期搭建了一套IP备播系统，作为

基带系统的备播，这样既提升了播控系统的整体安全系数，

又避免了在拆除和新建基带系统的过程中发生停播事故。

IP备播系统的总体设计思路是：采用当前科学、先进、

主流的IP技术，以较低的成本搭建一套异构、小型的备播系

统。整个系统以通用的IT设备来组网，通过以太网实现信号

的传输调度，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配置灵活、易于

操作、便于维护。各项技术指标应达到广播级标准，符合国

际SMPTE2022-6、SMPTE-2110标准的要求。同时作为第三备

播，不仅要实现与主播系统的实时同步播出，还要在主播出

系统完全瘫痪的情况下独立承担播出任务，因此该系统须满

足以下一些技术要求。

1. 采用当前主流的无压缩 SDI over IP技术来搭建备播系

统，与基带系统共同组成传统SDI主备+IP三条链路，在不改

变现有工作流程的情况下提升系统的安全等级。

2. IP备播系统要实现与基带系统完全同步播出，包括时

间同步、信号同步、节目单同步及素材同步。

3. 采用SDN（软件定义网络）控制技术，结合数据和控

制分离的SDN交换机实现信号调度及业务安排，视频的传输

调度全部基于以太网环境来实现。

4. 通过虚拟化软件系统对计算、存储、网络进行虚拟化

管理，数据库服务器、高清编解码、素材迁移均由虚拟机完

成，由虚拟化资源平台实现业务的分析和处理。 

5. 播出软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开放的体系架

构，支持播出系统与各业务系统的媒体数据交换，支持多种

网络接入方式和文件传输协议。

6. 提供基于文件的节目自动技审功能，可检测上载过程

中节目素材的夹帧、黑场、静音等问题。并可在节目素材迁

移过程提供文件自动校验，提高视音频文件的准确性。

7. 系统能够自动读取基带系统加载的节目单，然后生成

IP备播系统播出串联单，再根据生成的串联单自动迁移待播

素材。若对基带系统的节目单进行修改，IP备播系统能够实

时检测并同步修改。

8. 系统须具有独立的数据库，能够独立编单、上载和播

出，若基带系统完全瘫痪，则可以独立完成播出。 

3  IP备播系统的架构

2019年济宁综合频道率先实现高清播出，2020年完成了

另外两个频道的高清化改造，同时分两步建成了三个频道

的IP备播系统，实现了基带系统与IP备播系统的异构同步播

出。备播系统主要由虚拟化播出平台、IPG网关、信号切换控

制、素材存储、播出和上载编单工作站等部分组成，系统框

图见图1。

3.1 虚拟化播出平台

虚拟化播出平台使用通用刀片服务器构建，集资源管理

与智能调配于一身，对虚拟资源、业务资源、用户资源的集

中管理提供强大的虚拟化功能和资源池管理。能够提升系统

的资源利用率，具有计算、存储、预集成、业务快捷部署、

统一运维管理等特点。

本平台使用了两块高性能刀片服务器，集成在1台2U的

机箱里。通过VMware虚拟化软件虚拟出了web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素材迁移服务器、节目单接口服务器和播出 

服务器。

1. web服务器的功能：通过web 网页的方式实现对播出平

台的软件部署、系统配置以及调试维护。

2. 数据库服务器：承担数据库服务，素材上传、交互任

务的分配发送服务及接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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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素材迁移服务器：通过组播消息接收到分

配的上传任务后，完成素材的上传，并进行MD5 

计算和校验等相关工作。

4. 节目单接口服务器：自动扫描基带系统的

在线节目单，若检测到基带系统的节目单发生了

变更，则同步变更IP系统的节目单。

5. 播出服务器：IP流播出服务器，完成IP 流

的采集、输出及图文的叠加。

3.2 IPG网关

IPG网关用于3G/HD/SD等格式的SDI信号与IP信号之间的

转换与传输，支持SMPTE 2022-6和2110标准，配置10GSFP+

光口，能够实现最大20G数据在SDI信号与无压缩IP流之间的

互相转换。系统IPG网关主要完成如下几个功能：

1. 上载基带信号经过网关SDI over IP后接入播出网络，

由上载服务实现采集。

2. 演播室等外来SDI信号经过网关SDI over IP后接入SDN

交换机，经过切换调度后输出。

3. 各频道播出的PGM信号经过网关转换为SDI信号输出。

3.3 信号切换控制

系统配置了两台交换机。其中一台用作 S D N控制

器，播出服务器输出的IP节目流和外来信号经IPG网关转

换生成的 IP节目流接入该交换机的光口，由SDN控制器

根据播出指令进行切换。另一台交换机用于组网和数据 

传输。

3.4 素材存储

从基带系统迁移过来的节目素材可以存储在刀片服务器

的存储单元或二级存储阵列，刀片服务器能够储存三天的待

播素材，系统会根据播出时间自动删除过期素材。

3.5 工作站

系统配置了3台播控站和1台编单上载站。播控站能够以

TCP/IP协议的方式灵活控制网络内的所有设备，支持顺序、

定时、顺插等多种播出模式。节目编单和上载共用1台工作

站，在基带系统完全崩溃的情况下，能够独立完成节目编单

和素材上载，实现完全的异构灾备。

4  备播流程

IP备播系统的备播流程分为节目单同步、素材迁移、同

步播出等几个步骤，备播流程如图2所示。

1. 节目单同步：节目单接口服务器自动获取基带系统

图1 IP备播系统框图

图2 IP备播系统播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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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线节目单，然后生成IP备播系统的播出串联单，两者

的播出时间、播出内容和播出顺序完全一致。若对基带系

统的在线节目单进行修改，接口服务器能够实时检测并

同步修改IP备播系统的播出串联单。若获取基带系统节目

单失败，则可以使用IP备播系统自有的编单模块来编排串 

联单。

2. 素材迁移：IP备播系统获取节目单后，数据库向迁移

服务器分派任务，迁移服务器按照待播素材的ID号从基带系

统的二级存储向IP备播系统迁移素材，并完成转码和技审工

作。若素材迁移失败，则可以使用IP备播系统自有的上载模

块完成素材的导入。

3. 同步播出：IP备播系统获取节目单并完成素材迁移

后，播控机自动加载播出串联单并关联待播素材，然后控制

播出服务器实时播出。输出的IP流经过IPG网关转换为基带

SDI信号，分别送至基带系统的分控矩阵和末级4选1开关。基

带系统的两路播出信号也同步接入4×1开关，当基带系统信

号中断时，通过4×1开关自动或手动切换至IP备播系统的播

出信号，实现应急灾备播出。

5  经验总结

济宁广播电视台三套节目的IP 备播系统建成至今，已稳

定运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播出画面流畅、切换平滑，完全实

现了与基带系统的同步播出，达到了设计要求。通过实施这

次IP化改造，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收获。

1. IP化播控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投入资金少，建设周期

短，使用效果好。当初我台搭建综合频道的IP备播系统时，

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布线和设备调试，后来只增加了

一个刀片服务器和部分周边设备，就非常快捷地扩展到三个

频道。由于大量使用了成熟通用的IT设备，投入资金仅为基

带系统的三分之一。在后续基带系统的高清化改造过程中，

IP备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改造期间的不间断播出。

2. 所有IP备播系统的设备全部安装在一个标准机柜，机

柜后面不见了成捆的同轴电缆，取而代之的是少量的网线和

光纤。相比于基带系统的庞大、繁杂，IP化使播控系统变得

小型、简洁，将成为今后电视播控系统的发展方向。

3. 安全播出一直是各级电视台重中之重的任务，当前多

数电视台使用的基带播控系统虽然配置了主备通道，但仍然

存在系统整体瘫痪的风险。使用IP技术以较低的成本搭建一

个异构化的小型备播系统是强化安全播出的较佳选择，一旦

基带系统发生灾难性的事故，可以快速切换到IP备播系统，

从而提升电视台的灾备能力。

4. 备播系统的IP化改造是我们的一次初步尝试，还有许

多不够完善的地方，要实现全架构、全流程的IP化还有较长

的路要走。但随着IP标准的不断完善、IP技术的不断成熟、

IP产品的不断丰富，广播电视的IP化将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必将深刻改变广播电视的制播形态。

5. 我台IP备播系统的成功搭建和稳定运行极大地提升了

我台的安全播出保障能力，为类似的机房原址改造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使我们对IP技术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为

今后向完全IP化过渡和建设4K播出系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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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5G Audiovisual Technology in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Fang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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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ring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online audiovisual industry practiced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nter Olympics”. A group of 5G -based audiovisual technologies were successfully applied,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lay 
effectiveness and watching experienc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 variety of 5G audiovisual 
technologies in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Keywords  5G, Cloud broadcast, Wireless CATV

房磊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北京  100866)

0  引言

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再度亮相。在

冬奥筹备之初，科技部研究制定了《科技冬奥（2022）行动

计划》，围绕“零排供能、绿色出行、5G共享、智慧观赛、

运动科技、清洁环境、安全办赛、国际合作”等8个方面开

展工作。广电系统积极参加“科技冬奥”相关重点项目，在

“智慧观赛”等领域推出多项创新应用，并与5G技术深度融

合，其中5G+云制播、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无线CATV专网

等典型应用为冬奥赛事的顺利转播提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

也为冬奥赛事的观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1  5G+云制播提升转播效率降低防疫压力

1.1 疫情背景对赛事转播提出特殊要求

作为“科技冬奥”的一项重点布局产业，5G+云制播技

术的应用为大型体育赛事的转播和观看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北京冬奥会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召开的奥运赛事，对工作人

员有较高的防疫要求，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实施了“闭环

管理”。闭环管理涵盖抵离、交通、住宿、餐饮、竞赛、

开闭幕式等所有涉冬奥场所，在“闭环”内，参与者只能在

冬奥会场地间活动，参加与本人训练、比赛和工作等有关 

活动。

“闭环管理”对奥运赛事转播团队的成员人数提出了特

殊限定的要求，以减轻“闭环”内的防疫压力。在此背景

下，5G+云制播技术的应用恰好满足了北京冬奥会这一特殊

需求，将重资产、重人员投入的电视制作转播工作转移到云

上，实现了转播设备云端化和人员服务远程化，同时提高了

内容节目的生产制作效率。与平昌冬奥会抵达现场的持权转

播商人数相比，北京冬奥会的持权转播商人数少了32%，但

制作的内容却大大超过了平昌冬奥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

司（OBS）首席执行官表示，这是历届冬奥会转播基础设施

质量最高的一次，“每一个场地都有非常稳定的5G网络连

接、非常好的设施、非常好的评论员席位，这对我们完成转

播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把赛事转播呈现给

更广泛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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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G+云制播技术架构

5 G +云制播是将传统的制播流程云化的一种应用模

式。5G+云制播的整个系统架构包含4K超高清拍摄、5G

传输网络、超高清编解码、云端内容生产、视频云分发等

全过程。比赛现场采集的超高清视频信号经过实时编码压

缩，通过5G网络传输至制播云，在云端完成视频的导播

切换、在线包装、字幕包装等流程，再由制播云将制作

好的视频信号解码分发到各播出端，以此将原本需要大

型转播车实现的转播流程迁移到云平台上，实现转播系

统轻量化、低成本的目标，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精简现场

参与人员的防疫要求。典型的5G+云制播系统架构如图1 

所示。

5G+云制播将重资产、高门槛的传统转播业务轻量化、

云化，传统转播车的功能搬到云端，现场只需要摄像师1人携

带5G背包，即可完成制播流程中“采”的工作，“编、发”

的工作由其他人员在任何有5G网络的地点都可以完成。北京

国际云转播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5G云转播背包内

设5G卡槽随时连接5G信号，也可插入支持三大运营商的4G

卡。插上耳机，摄像与导播能够保持“隔空”即时通话。如

果是多机位的直播，只需几台笔记本，就可在云端实现多人

协作、多版制作的功能。

1.3 远程无人混合采访应用

除了将赛事转播的制作流程迁移到云端，5G+云制播还

衍生出了诸多应用，能更加方便地实现赛事报道，“远程无

人混合采访”即是其中的一项典型创新应用。

在精彩的比赛后，我们经常能看到记者在运动员的退场

通道对运动员进行面对面的采访，这时运动员还保持着竞技

状态，最能够反映运动员的真实状态和内心表达。但是由于

新冠疫情因素限制，很多媒体记者无法亲临现场对运动员进

行面对面采访。“远程无人混合采访”应用解决了这一难

题，更加全面地把赛场外的精彩呈现给观众。

“远程无人混合采访”系统由赛事现场混采区（运动员

端）、5G云转播平台和远端记者三个部分共同构成。赛事现

场混采区设置在比赛场地旁的一个指定区域，现场布置了可

远程遥控的超高清摄像机和显示屏幕，远端记者可以远程控

制调整摄像机的角度、对焦、曝光、白平衡等各项参数，借

助5G云转播平台的超低延时特征，记者和采访对象能够面对

各自区域的显示屏幕实现即时顺畅的交流，电视前的观众将

获得无异常感知的收视体验。

2  5G创新应用提升观赛体验

5G网络低时延、大带宽的特性大大提升了北京冬奥会的

观赛体验，多视角切换、360度自由视角、“子弹时间”等多

种创新观赛应用为世界观众带来全新高科技感体验。

2.1 5G+XR观赛

2021年举办的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大赛中，专门设

图1 5G超高清制播解决方案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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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5G+XR专题赛事，参赛的373个5G+XR项目中有59个获

奖，涵盖了游戏、文旅、教学、交通、医疗等行业应用、娱

乐消费多个方面。在北京冬奥赛事转播中，中国移动咪咕将

5G+XR技术应用到冬奥赛场，打造了多屏同看+多维观赛的

全新视觉体验。

中国移动咪咕5G+XR观赛技术采用了Inside-Out定位技

术、多实例播放技术，支持多路独立视频同时播放，依托5G

网络大带宽、低时延等技术优势，结合AR眼镜终端，能够同

时提供多路赛事同步直播，观看效果清晰稳定，多屏切换自

然流畅。用户在虚实结合的多赛同看三维直播空间内，可同

时观看三场比赛直播，并可通过辅助的5块虚拟屏幕查看赛

事结果、奖牌榜、赛程、相关推荐、热卖商品等比赛相关信

息。用户通过拖动虚拟屏幕即可随意切换比赛，屏幕还可进

行缩放和远近调节，并采用柔性射线控制，有效降低传统僵

硬拖拽造成的不适和眩晕感，实现了XR终端及场景新突破。

5G+XR观赛将用户观赛体验由被动观看变为主动选择，满足

了多元化的观赛需求，也为5G+XR生态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

的创新应用模板。

2.2 子弹时间

被称为“子弹时间”的360度环拍技术在赛事转播中可以

将运动员的精彩动作瞬间凝固并360度多视角展现给观众，是

提升赛事观赏体验的一种重要手段。本届北京冬奥会中，在

5G网络和云转播、云制作的支撑下，“子弹时间”特效被应

用到赛事转播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冬奥会转播中部

署了10套多摄像机位“子弹时间”回放系统，江苏广播电视

总台在冰壶和速度滑冰两个项目场地分别部署了64个和77个

“子弹时间”系统机位，能够输出4路不同特效模板的画面。

中国移动咪咕在自由式滑雪项目中采用“子弹时间”高自由

视角观赛特效，为观众开启特殊视角，将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永久定格。

360度环拍技术在电影特效制作中早有应用，但是由

于其对场地、设备、计算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在体育赛事

的实况转播中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在毫秒级低时延的

5G网络以及超强算力的云转播平台支撑下，画面内容分

析、人物识别跟踪、三维数字建模、剪辑合成渲染等传统

需要长时间数据传输和运算的视频包装技术，都在云制

播平台上得以实现。360度相机矩阵拍摄的高清信号通过

5G网络实时传输至云平台，通过智能算法完成合成、建

模和渲染计算，以毫秒级速度将多阵列高清画面组合成全

景动态画面，还原成“子弹时间”特效画面，供用户实时 

回看。

2.3 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

北京冬奥会专门打造了新型奥运版智能复兴号动车组

“瑞雪迎春”号，其上搭载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球首创的

高铁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完美将我国领先的高铁技术、5G

通信技术、超高清制播技术融合，为全球观众呈现了独一无

二的收视体验。

高铁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基于5G端到端切片和高铁专

网解决方案，能实现在350公里时速行驶状态下，超高清信

号的长时间稳定高速传输。高铁路线上环境复杂，经过多个

桥梁、隧道和铁路噪音屏障区，全速行进过程中信号基站的

切换频率可达到3～6秒，并且存在多普勒效应产生的频偏影

响。为确保演播室在高速移动过程中5G信号的传输稳定，技

术部门采用了先进的信道聚合技术以及CSF传输智能算法，

搭建了一套5G聚合传输系统，保障了超高速移动高铁上超高

清视频连续稳定的可靠传输。

除了突破5G信号传输难关，将整个超高清演播室系统

装入30平方米的高铁车厢也是一项重要考验。为此，高铁

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采用全IP化架构设计，以轻量化、模

块化技术搭建。轻量化、小型化设备能够节省出演播室车厢

空间，在有限空间环境内合理布局演播区、导控区，满足节

目制作的空间需求。模块化设计能更灵活地满足不同的节目

制作方案，满足不同频道、不同媒体平台的节目制作和播出 

需要。

自启用以来，高铁5G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先后服务于

总台奥林匹克频道、新闻频道、综合频道等10余个电视频

道，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体育等新媒体平台。冬

奥赛事期间，列车演播室及车头景观机位通过40余场直播

以及180多小时的慢直播，向全球观众展现了我国先进的超

高清音视频制作和传输技术，得到了BBC、美联社、俄新

社、法国24台、意大利国家电视公司等境外主流媒体广泛 

报道。

3  5G无线CATV开创场馆网络覆盖新模式

3.1 有线电视专网

2020年6月，歌华有线、中国广电河北公司与北京冬奥组

委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赞助协议，正式成为有线电视服

务“官方供应商”，致力于建设一张专用于服务本届冬奥会

的有线电视专网。

根据冬奥组委需求，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需在场馆内

为运动员、工作人员、媒体记者提供场馆本地超低时延直

播电视信号和广播电视公共信号，往届冬奥会场馆本地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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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信号通常采用模拟电视信号覆盖，画面清晰度较差。本

届冬奥会，歌华有线采用了“数字低延时直播”技术，为

用户提供了更低延时、更高清晰度的数字电视信号服务，

直播延时不超过350毫秒，电视直播画面几乎与比赛现场 

同步。

3.2 无线CATV服务

作为一届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冬奥会，除了将场馆本地直

播电视信号服务由模拟提升至数字之外，歌华有线还创新性

推出了基于广电5G技术的“无线CATV”观赛服务。在北京

冬奥会首钢大跳台场馆，媒体记者可以在场馆内的任意地点

通过广电5G网络收看比赛直播画面，摆脱区域束缚，更方便

地开展工作。该项技术开创了冬奥史上首次通过无线方式收

看冬奥有线电视的先河。

无线CATV服务通过5G Pad、5G Dongle（便携式扩展

设备）和5G CPE 3种终端实现无线、可移动收视。5G无线

接入网使用3.3～3.4GHz室内5G频段以及4.9～4.96GHz室

外5G频段，室内环境采用室内分布系统部署覆盖，室外环

境采用宏基站部署覆盖。无线CATV系统的整体架构如图2 

所示。

5G Pad内置广电5G SIM卡，支持3.3GHz和4.9GHz 5G

频段，可直接接入广电5G SA网络。5G Dongle支持3.3GHz

频段，可将广电5G信号转接到笔记本电脑，为笔记本电脑

提供网络接入。5G CPE内置广电5G SIM卡，支持3.3GHz和

4.9GHz 5G频段，可将广电5G信号转换为WiFi信号，供智能

电视机或机顶盒使用。据统计，歌华有线在首钢滑雪大跳台

场馆共部署5G Pad和Dongle终端100台，CPE+机顶盒+电视2

图2 无线CATV系统架构

套，在5天的赛程中传输了超过3000G的流量，网络接通率超

过99.05%。

4  结束语

北京冬奥会作为全球冬季运动的最高级别赛事，具有高

竞技性、高专业性的特点，对于电视转播的要求也更加严

格。在5G网络的支持下，更高效的电视转播流程、更丰富

的赛事观看体验，让全球的观众观看冬奥比赛更清楚、更沉

浸、更明白。同时，以5G支撑的云制播系统的应用，也极大

降低了北京冬奥会转播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程度。在科技冬

奥中的5G视听技术的创新应用，将为未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产业的发展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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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电视台播出系统升级改造 
回顾及未来建设思路

【摘  要】 本文围绕四川广播电视台播出系统的架构，对系统十年来的主要升级改造项目和新建4K播出系统做了简要解析，

分享了升级改造的经验及下一阶段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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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Broadcasting System Upgrade of Provincial TV Station and  
Future Construction Ideas

Gao Xiaomei

(Sichu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Centering 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roadcasting system of Sichu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major 
upgrading and renovation projects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the new 4K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shares the experience of upgrading and re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next stage. 

Keywords  Broadcast system, HD upgrade, 4K broadcast, IP

高晓梅

（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  610000)

0  引言

四川广播电视台电视播出系统于2011年建成，2012年2月

投入使用。系统共建14个播出频道，设计之初的规模为12个

标清频道、2个高清频道，满足当时四川广播电视台11个标清

频道的播出任务。经过十年的发展，播出系统已升级为12个

高标清同播频道，新建成1个全IP化4K频道，目前在播9个高

标清同播频道，4K频道在试运行阶段。

2012 年到2022年，广电行业飞速发展，技术更新、产品

迭代。跟随行业发展的脚步，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行着播出

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

1  系统架构及升级改造回顾

1.1 系统架构

播出系统的架构基于全台网，播出流程由总编室节目单

驱动，满足文件化播出和信号源播出，系统由播出控制、播

出切换及播出网络系统组成。

在播出控制系统中，播出控制工作站主备配置，播出控

制系统如图1。

播出切换系统采用播出切换台加二选一开关的二级切换

方式，二选一开关具备响度控制功能，可对播出末级音频进

行响度控制。

播出网络系统的组成如图2。

1.2 系统高清升级改造

2012年11月，四川广播电视台影视高清频道开播，2013年

12月，四川卫视高清频道开播，与此同时，开始规划所有标

清频道的高清升级方案。

高清升级改造要在不影响播出的情况下进行，升级范围

涉及信号源、切换设备、周边设备及网络设备，实施过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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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系统中的2个备用标清频道。具体步骤是，先完成备用

频道的升级改造，在停播检修时间将2个在播的标清频道切割

到改造好的备用频道，然后再进行空出频道的升级改造，如

此分步实施。高标清同播利用了高清切换台的PGM和CLEAN

口实现，高清下变标清的副型变换采用标清16：9的挤压方

式，省去了标清链路的字幕机、台标机、键控设备，使系统

结构更简洁，也减少了风险点。改造后的切换系统信号流程 

如图3。

从2014年开始实施到2019年，用5年时间完成了10个标清

频道的高清升级和高标清同播改造，以及2个高清频道的高标

清同播改造，实现了全部在播频道的高标清同播。

1.3 二级存储系统扩容改造

二级存储系统在设计之初配置了存储容量均为30TB的主

备存储体，为满足高清升级后高清播出业务的需求，2013年

提前进行了二级存储的扩容升级，新增加一台总容量96TB的

存储体作为主存储，两个30TB的老存储体合并为一个60TB的

存储体后作为备存储。2018年老存储体原厂停产，2019年进

行第二次二级存储的扩容升级，淘汰60TB的老存储体，选用

Isilon最新技术的分布集群式存储 H400作为主存储，配置三

个节点，裸容量240TB，原96TB存储体作为备存储使用。

1.4 网络核心交换机升级改造

播出网络系统在建设初期，均采用千兆交换机，满足当

时标清播出的网络环境。随着网络传输数据量的增大以及设

备老旧后的性能下降，千兆核心交换机已严重制约播出系统

的任务扩展，2020年开始筹划交换机系统的升级改造。交换

机系统涉及播出系统的核心设备，改造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

改动原有架构，确保播出安全。新核心交换机采用48口光口

交换机，实现各系统间的万兆互联，新接入交换机采用48口

电口交换机，用于系统内的连接。新型交换机的性能大幅提

高了背板带宽和包转发率。改造后的交换机系统由2台万兆核

心交换机和4台千兆接入层交换机组成。项目采取了提前制定

方案，搭建测试环境，预判可能的风险点，制定应急预案等

措施，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利用每月两次的停机检修时间

进行分步的设备割接，用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升级改造。

1.5 迁移及上载系统升级改造

播出系统中文件信号的流程如图4。

迁移系统设置3个迁移集群，分别完成二级存储与播出服

务器间的素材迁移和回迁、外部系统到二级存储的素材迁移

以及素材的自动技审管理。高清升级改造过程中增加了用于

高清业务的迁移服务器。

上载服务器用于应急节目文件的上载。高清升级后上载

服务器已全部升级换代，采用具备支持蓝光、P2、光盘、移

动磁盘等介质的多功能文件导入设备。

1.6 播出控制工作站升级改造

播出控制工作站作为播出的核心设备，在连续运行8年以

后，出现硬件老化、工作状态不稳定的情况。2019年启动了

播出控制系统整体升级的项目计划。2020年完成全部28台播

控工作站的升级换代工作。

1.7 新建全IP架构4K播出系统

2019年开始筹建一个4K播出系统，采用全IP架构，全

链路传输无压缩的

ST2110信号。系统

采用SDN控制管理

的方式实现信号调

度和播出，系统由

SDN控制、播出控

制、文件整备、编

码传输系统组成，

具备文件播出和接

收外来信号播出的

能力。系统于2021

年建成，是全国第 图1 播出控制系统

图2 播出网络系统

图3 切换系统信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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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IP架构的超高清播出系统，已通过验收，目前在试运

行阶段。4K播出系统总体架构如图5。

2  经验总结

2.1 设立项目组及项目责任人

每一次升级改造，无论项目大小，均应设立项目组，由

一至两名技术骨干担任项目责任人，自始至终跟进项目进

程，把控实施环节。这种模式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及今后系统

运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需求调研、方案制定及可行性测试

升级改造项目开始前进行需求调研和技术交流，借鉴同

行经验、掌握行业动态及产品信息，制定出合理的方案。搭

建测试平台，对项目方案提前进行可行性测试。

2.3 制定项目实施计划、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

由集成商制定项目的实施计划、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

并由项目组进行严格审核和把关，实施计划及应急预案越详

细越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2.4 施工旁站

施工期间项目组专人专岗进行旁站，对项目的施工进

度、施工质量、操作规程、风险因素等进行严格把控，特别

是在播期间的施工，需要密切关注施工人员的操作规范，绝

对保证播出安全。

3  未来建设思路

广电总局颁布的“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到

“十四五”末，省级以上广播电视台基本具备超高清制播能

力；按照“4K 先行、兼顾 8K”的技术路线，推进超高清视

频技术创新和应用。

下一阶段，电视台的制播系统将逐步向全IP化的4K、8K

超高清以及全媒体的方向发展，电视台现有的以SDI为基础架

构的系统将逐步被IP系统取代。

我台今年（2022年）开始进行超高清新闻演播室的建

设，同时筹划具备超高清/高清信号调度能力的IP总控系统、

超高清转播车以及超高清制作系统的建设；播出系统现有

的12个高标清同播频道中，有2个是2011年建成，已运行十

年，有2个是第一批高清升级项目于2015年完成，已运行 

7年，这4个频道到了升级换代的时间点。2022年开始筹划

这四个频道的升级项目，这次升级将不会再在原有系统上

进行，而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在系统架构的选择上，一

方面要满足现有高标清同播的播出需求，另一方面要考虑与

4K播出系统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个全新的IP化播出网络系

统，为今后更多新频道的加入创造平滑过渡的环境。

未来，超高清和高清同播将是播出系统建设的方向。

4  结束语

四川广播电视台播出系统从2012年建成运行到2022年，

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完成了核心设备的升级换代，完成了标

清到高清的升级改造，4K频道的建成迈出了超高清建设的

第一步。未来，在设计新系统方案时，应尽量采用行业最

新技术，使系统具备创新性、前瞻性，使架构灵活、易于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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