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5 日，第 24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在北京圆满落幕，并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行颁奖仪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卫平出

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总工程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安全传输保障司、

人事司、工会、科技委员会、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广播电视规划院等部门和单位

负责同志出席颁奖仪式。

本届竞赛设调幅广播、调频和电视广播、卫星传输、网络安全 4 个专业。经过

笔试和实操环节的激烈角逐，139 名选手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被广电

总局授予“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全国各省区市广播电视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广电总局国网公司、无线局、监管中心、卫星

直播中心、信息中心、机关服务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中央卫星电视传播中心，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积极组织开展参赛选

手的培训、选拔、推荐等工作，并选派拔尖选手参加了竞赛。经全国广播电视技术

能手竞赛优秀组织奖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定，13 家参赛单位获得 2019 年（第 24 届）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优秀组织奖，16 家单位获得组织奖。

本届竞赛由广电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组织，人事司、工会支持，广电总局科技

委员会承办，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广播电视规划院协办。为展示参赛选手风采、

再现组织工作成果、宣介能手竞赛活动，我们组织编印了《2019 年（第 24 届）全

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赛事集锦》画册。

新时代呼唤新使命，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技术能手竞赛为契机，

激励广播电视技术工作者不负韶华、只争朝夕，锐意进取、勇于攀登，不断提高安

全传输保障能力，为确保安全播出、网络安全和传输安全贡献才智和汗水。各级广

播电视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技术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工匠精神、厚植

工匠文化，为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能。

序 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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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简介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创办于 1996 年，

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24 届。竞赛活动由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牵头组织，具体工作

委托总局科技委员会承办、有关单位协办。

2019 年 12 月，经总局领导同意，成立了“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优秀

组织奖评审委员会”，首次进行了竞赛“优秀组织奖”和“组织奖”的评选。

一、制度保障

2011 年，为确保竞赛工作顺利进行，从制度上保障竞赛的公平公正，根据《全

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和表彰办法》 （广发技字 [2003]694 号）及多年来组织

开展技术能手竞赛工作的具体工作流程，制定了《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工

作程序》，明确了组织、承办、协办各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

2019 年，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组织制定了《2019 年（第 24 届）全国广播

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组织奖评分标准》，经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优秀组织奖

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作为“优秀组织奖”和“组织奖”的评选依据。

总局科技委员会在组织竞赛过程中，严格流程管理，并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

础上，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参赛选手工作业

绩评分标准》。

二、竞赛专业设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科技发展趋势和工作重点，适时调整竞赛专

业设置。2011 年至 2019 年竞赛的专业见下表。

三、成绩评分

参赛选手的竞赛成绩由三方面构成 ：

1、工作业绩材料（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技术技能水

平与成效、培养人才传授技能、科技类获奖情况等方面），百分制计分，占总成

绩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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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考试（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成绩，百分制计分，占总成绩的

40% ；

3、专业技能考试（实际操作）成绩，百分制计分，占总成绩的 40%。

最后按照总得分排名，评出一、二、三等奖，并授予获奖选手“全国广播电

视技术能手”称号。

年份 竞赛专业设置

   1、2011年至2014年的专业设置，4年为一循环周期。

2011 广播中心系统、电视中心系统

2012
发射系统

（分为调幅广播、调频广播、电视广播三类专业）

2013
传输系统

（分为微波传输、卫星传输、光缆传输三类专业）

2014 监测系统、有线电视系统

   2、2015年至2019年的专业设置，3年为一循环周期。

2015 广播中心系统、电视中心系统

2016 调幅广播、调频和电视广播、卫星传输

2017 监测系统、有线网络系统

2018 广播中心系统、电视中心系统

2019 调幅广播、调频和电视广播、卫星传输、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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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流程

1、5 月中旬前，根据每年竞赛的专业设置起草、发布竞赛有关事项的通知，

公布复习大纲、参赛选手资格要求以及各省（区、市）和有关单位参赛名额，并

要求各省（区、市）广电局和有关单位科技主管部门认真组织好本地区、本单位

有关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本地区、本单位参赛选手的竞赛、

选拔、选送工作。每个省（区、市）和有关单位根据相应专业选送 1 名或 2 名优

秀选手参赛。上年度获得一等奖的省份可增加 1 个参赛名额。

2、9 月 30 日前，各省（区、市）广电局和有关单位组织本地区、本单位的

技术能手竞赛。在此基础上，报送推荐参加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的参赛选

手《报名信息表》《选手工作业绩表》以及组织竞赛活动情况汇报材料（含工作总

结、组织活动照片等），完成报名工作。

3、各省（区、市）广电局和有关单位上报的组织开展竞赛活动的有关工作信息，

及时在总局科技委员会的网站、《简报》上发布，以沟通、交流和推动竞赛的组织

工作。重要信息经审核确认后，以简讯形式在总局有关媒体平台上发布。

4、10 月 20 日前，总局科技委员会完成报名情况汇总、参赛选手资格审查。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审核后，起草、发布竞赛通知。

5、10 月底前，组织专家完成参赛选手工作业绩材料的评分。

6、11 月初，完成制订技术能手竞赛的《工作实施方案》、《会务工作安排》，

并编制好《会务手册》，报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审定。

7、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的某一周，组织选手在京参加包括理论考试和专业技

能考试（实际操作）的竞赛。

8、根据汇总的竞赛成绩，将获得“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称号的人员名单、

奖励等级按照表彰通报的形式，报总局人事司审核、总局领导审批。

9、在竞赛最后一天下午，组织举行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颁奖仪式，邀

请总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总局相关司局和承办、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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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单位的领导出席并颁奖。

10、年底前，完成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优秀组织奖”和“组织奖”评选，

以通报的形式进行表彰。

五、推荐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

根据人社部通知精神，总局人事司委托安全传输保障司每两年从全国广播电

视技术能手竞赛一等奖选手获得者中提名 1 人，作为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向人社

部推荐。经人社部审核、批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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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人事司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会

支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

组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委员会

承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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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领导同意，成立了“全国广

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优秀组织奖评审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  任： 谢东晖（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司长）

副主任：	杨晓东（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

   周志强（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长）

委  员：	常		健（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方		华（总局人事司一级巡视员、副司长）

 杜晓雯（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国柱（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谢锦辉（广播电视规划院副院长）

 李		戈（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韩肖鹏（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综合处处长）

 白		华（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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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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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卫平接见参加 2019 年（第 24 届）全国广播电视

技术能手竞赛的全体选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卫平（左三）与出席颁奖式的部分领导亲切交谈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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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卫平（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副部

长赵强（右）、总局总工程师王效杰（左）亲切交谈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卫平（左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华全国总

工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总局总工程师，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负责同志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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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司长谢东晖（左）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副部长赵强（右）

亲切交谈

总局相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技术协作与创新处处

长杜文甫（左一）亲切交谈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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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司长谢东晖（左一），副司长杨晓东（左三）、韩鹏（左二）与总局科技

委员会秘书长周志强（左四）商讨竞赛工作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副部长赵强（右一），总局科技司司长许家奇（左一）、安全

传输保障司司长谢东晖（左三）、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院长邹峰（左二）交流竞赛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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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总局科技委员会组织召开“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增

设竞赛专业专家咨询会”，商讨调整赛事的专业门类设置。

增设竞赛专业专家咨询会



/ 19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5 月 9 日，总局科技委员会组织召开“2019 年（第 24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

竞赛网络安全专业复习大纲专家讨论会”，对大纲初稿提出补充和修改建议。

网络安全专业复习大纲专家讨论会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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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安徽省广播电视局调研技术能手竞赛组织工作

7 月 11 日至 12 日，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组织调研安徽省 2019 年广播电视技术

能手竞赛组织工作，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总局科技委员会，吉林、黑龙江、江苏、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7 省广播电视局，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重庆市

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等部门共 14 人参加，实地观摩、考察安徽省 2019 年广播电

视技术能手竞赛启动仪式、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组织工作。

调研期间，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周志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大家认真听取安徽

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蒋麟、科技处处长张兵关于竞赛筹备组织工作的介绍，就提

升竞赛组织水平、公平公正考核等开展了互动交流，并对总局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

赛组织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本次调研由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处具体组织、协调，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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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①参加调研的代表与安徽省局党组成员

蒋麟（右三）等领导进行座谈、交流

②参加调研的代表现场考察安徽省局网

络安全专业竞赛组织工作

③安徽省 2019 年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

赛理论考试现场

③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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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总局监管中心调研技术能手竞赛组织工作

8 月 8 日上午 ,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组织总局相关直属单位和在京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调

研总局监管中心的技术能手竞赛组织工作。 

    大家首先观摩了总局监管中心的网络安全 CTF 实操比赛，之后进行了座谈交流。总局

监管中心副主任齐立欣、苟天学和信息安全处技术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本单位技术能手竞赛在

组织、培训和选拔各个环节的工作情况。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司长谢东晖、副司长杨晓东全程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在座谈会上，

谢东晖司长指出 ：技术能手大赛是加强广播电视机构队伍建设，提高安全播出保障能力的重

要手段，要通过比赛打好人才基础，加强培训练兵，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大赛要贴近工作实际，

结合工作特点，要针对问题，找出短板，强化薄弱环节。要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发挥基

层单位的作用。竞赛的形式要更加规范，避免出现比赛形式影响水平发挥的情况。

本次调研活动由总局科技委秘书处具体组织、协调，总局监管中心协办。总局无线局、

卫星直播中心、信息中心、广科院、规划院、机关服务中心、中国有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参加。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司长谢东晖（右四）、副司长杨晓东（右三），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周

志强（右二）在总局监管中心副主任齐立欣（右六）、苟天学（右五）陪同下，听取总局监管中

心网络安全专业竞赛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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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参加调研的代表与总

局监管中心领导进行座谈、

交流

参加调研的代表现场

考察总局监管中心网络安

全专业竞赛组织工作

参加调研的代表观摩

网络安全 CTF 实操比赛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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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技术能手竞赛工作协调会

11 月 26 日下午，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在京召开 2019 年（第 24 届）全国广播

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工作协调会。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总局科技委员

会秘书长周志强、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杜国柱、广播电视规划院副院长谢锦

辉出席了会议。

会议先后听取了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白华、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综合处处

长韩肖鹏有关筹备工作进展、下一步组织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介绍，对总局科技

委员会秘书处拟定的《会务手册》、《竞赛实施方案》、《竞赛会务工作安排》进行讨论，

提出了补充和完善意见，并对竞赛期间工作人员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杨晓东副司长强调，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已成功举办了 23 届，工作人员

不能骄傲自满、轻视懈怠、固步自封，应对竞赛工作怀有敬畏之心。他希望各单位、

各部门精诚团结、密切合作、齐心协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改进、创新工作方式、

服务内容，不断提高竞赛组织工作水平，共同办好今年的技术能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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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选手报到

考场布置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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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理论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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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汇总选手成绩确定竞赛结果

12 月 4 日晚，根据汇总的参赛选手的竞赛成绩，确定获得“全国广播

电视技术能手”称号的人员名单和奖励等级，报总局人事司审核、总局领导

审批。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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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优秀组织奖评审委员会会议

12 月 13 日，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优秀组织奖评审委员会召开会

议，讨论、确定“优秀组织奖”及“组织奖”评选的流程、2019 年度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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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右三），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晓雯（右四）巡视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调频和电视广播专业实操考场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右三），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晓雯（右二）巡视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调幅广播专业实操考场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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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左二），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晓雯（左四）巡视广播电视规划院网络安全专业实操考场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左三），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晓雯（左二）巡视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实操待考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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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左一），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晓雯（左二）巡视广播电视规划院网络安全专业实操考试现场

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副司长杨晓东（右三），总局机关党委一级巡视员、总局工会主席

杜晓雯（右四）巡视广播电视规划院卫星传输专业实操考场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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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周志强（右一）、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综合处处长韩肖鹏（左二）

检查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实操考核准备工作

总局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周志强（左二）、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综合处处长韩肖鹏（左一）

检查广播电视规划院实操考核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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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 33 /

选手选拔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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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组织工作活动现场

①

① 总局监管中心主任陶嘉庆（左一）、

 副主任苟天学（左二）巡视考场

② 总局信息中心副主任蒙继长进行

 动员布署

③ 广东局讨论竞赛规程

④ 总局无线局722台技术能手座谈

④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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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开班仪式 活动现场

① 湖南局

② 山东局

③ 内蒙古局

④ 吉林局

⑤ 甘肃局

①

③

④ 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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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培训活动现场

① 总局机关服务局

② 北京局

③ 吉林局

④ 总局信息中心

①

③ ④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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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培训 活动现场

湖南局

海南厅

总局监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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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理论考试活动现场

内蒙古局 吉林局

河北局

山东局安徽局

总局无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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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理论考试 活动现场

云南局

宁夏局

四川局

海南厅广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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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实操考试活动现场

吉林局 广东局

总局监管中心

贵州局广西局

总局无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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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花絮/ 省级广电部门组织竞赛选拔 / 颁奖 活动现场

广东局

云南局

湖南局

总局监管中心总局无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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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理论考试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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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①

②

③

① 现场解封理论考试试卷

② 分发理论考试试卷

③ 考生进入理论考试考场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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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①

②

③

① 宣读考试纪律

② 理论考试现场

③ 监考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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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①

②

③ ④

① 理论考试现场

② 理论考试现场

③ 分发理论考试试卷

④ 回收理论考试试卷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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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 46 /

理论考试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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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考核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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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熟悉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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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熟悉考场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实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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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实操入场



/ 51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实操候考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实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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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调幅广播
实操考核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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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幅广播
实操考核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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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调频和电视
广播实操
考核现场



/ 55 /

调频和电视
广播实操
考核现场



/ 56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网络安全
实操考核

现场



/ 57 /

网络安全
实操考核

现场



/ 58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颁奖仪式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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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卫平为获奖选手颁奖

2019 年（第 24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颁奖仪式主席台就坐领导（从左至右）：

杜文甫、余英、瞿家茂、谢东晖、王效杰、范卫平、赵强、许家奇、方华、邹峰、周志强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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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一等奖获奖选手上台领奖。前排从左至右：	黄元培（总局无线局）、廖芸（广西局）、赵亮

（天津局）、郑思源（湖北局）、王海飞（总局监管中心）、高晨光（总局监管中心）、寇文涛（总

局监管中心）、陈宏（江苏局）、张谦（总局卫星直播中心）、熊志强（天津局）、金立希（浙江局）、

王立军（总局无线局）、李丹（总局监管中心）、韩冰（总局信息中心）

出席颁奖仪式的总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前排） 参加颁奖仪式的竞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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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 61 /

获奖名单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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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江苏省广播电视局

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

广电总局信息中心

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

优秀组织奖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吉林省广播电视局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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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广电总局机关服务局

江西省广播电视局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四川省广播电视局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

上海市广播电视局

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组织奖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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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2019年(第24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获奖个人名单

一等奖（3人）

寇文涛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三台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熊志强 工作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台

 选送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局

王立军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六一台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无线局

调幅广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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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二等奖（10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温敬峰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904 台 黑龙江局

朱明明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局

邹树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六四一台 广电总局无线局

温    燕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广西局

路传深 山东省济南广播电视台 山东局

李建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福建局

武晓炜 山西广播电视无线管理中心 528 台 山西局

徐    进 陕西广播电视台发射部 陕西局

梁建彬 广东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八○八台 广东局

黄    平 福建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福建局

三等奖（19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王    伟 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 2071 台 新疆局

王    欧 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六六一台 吉林局

贡    宁 河北省广播电视七一七发射台 河北局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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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胡    攀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局

侯    博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904 台 黑龙江局

王    勃 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 辽宁局

沈忠成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事业发展中心 云南局

何登红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八九六台 贵州局

朱小平 重庆广播电视中心广播发射台 重庆文旅委

胡东奇 河南广播电视台 104 台 河南局

夏进华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麻城中波转播台 湖北局

袁    涛 安徽广播电视台 安徽局

曹煌华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古田分台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沈念革 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九一七中波台 青海局

虎入明 宁夏广播电视台传输发射中心 宁夏局

陈晓云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局

梁永生 内蒙古通辽广播发射中心台 内蒙古局

罗蕴军 江西省新余市广播电视台 江西局

黄坤涌 海南广播电视台府城广播发射台 海南厅



/ 67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一等奖（3人）

陈   宏 工作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广播电视台

 选送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局

王海飞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三台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赵   亮 工作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台

 选送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局

调频和电视广播专业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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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二等奖（10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温岱岩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局

吴    聪 海南广播电视台海口广播电视发射台 海南厅

蒋    军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广西局

张伟勇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局

葛    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无线局中央广播电视塔管理中心
广电总局无线局

唐    龙 江西广播电视台 江西局

吴欣然 内蒙古呼伦贝尔广播发射中心台 内蒙古局

桂    海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昆嵛山转播台 山东局

肖    飞 湖北龟山广播电视发射台 湖北局

董云龙 辽宁省广播电视锦州中波站 辽宁局

三等奖（17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哈冠宇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九一三台 黑龙江局

俞淼林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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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张光明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无线传输中心 687 台 甘肃局

康峻森 山西广播电视无线管理中心 1125 台 山西局

吴腾飞 安徽广播电视台 安徽局

纪    辉 河北省广播电视三○七发射台 河北局

连秀东 广东广播电视技术中心电视调频发射总台 广东局

陈永业 福建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福建局

罗仕春 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电视发射台 重庆文旅委

吴佑民 湖南省涟源市广播电视台 湖南局

张英奇 吉林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台 吉林局

刘东亮 河南省广播电视发射台 河南局

王仕华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七六四台 贵州局

夏    勇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局

蒋志祥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广播电视局 云南局

喻    芳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局

杨    波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三台分公司
四川局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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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一等奖（3人）

张   谦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金立希 工作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选送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局

李   丹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五三台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卫星传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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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二等奖（10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余    升 安徽广播电视台 安徽局

王    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呼和浩特地球站 广电总局无线局

倪浩耿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局

张小平 内蒙古广电局 501 台 内蒙古局

周    颖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局

王恩华 河南省广播电视发射台 河南局

蒲   方 重庆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卫星地球站 重庆文旅委

赵    侠 天津广播电视台 天津局

郭    强 山西广播电视台卫星传输中心 山西局

卢左军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局

三等奖（19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韩志三 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六六一台 吉林局

冯    思 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 辽宁局

黄展刚 广东省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 广东局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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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李    凌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广西局

董建波 河北省广播电视七一七发射台 河北局

米吉提·库热西 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 652 台 新疆局

艾    军 湖北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 湖北局

蔡泷鑫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福建局

陈敏婕 海南广播电视台卫星地球站 海南厅

安学成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黑龙江局

查朝云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事业发展中心 云南局

刘    毅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七五一台 贵州局

汤    琳 宁夏广播电视台传输发射中心 宁夏局

席涵逸 江西广播电视台 江西局

冯    婧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局

倪    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新疆兵团局

马绍慧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微波传输中心 甘肃局

武善明 山东教育电视台 山东局

程世祯 青海省广播电视台 青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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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一等奖（5人）

高晨光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三台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郑思源 工作单位：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选送单位：湖北省广播电视局

廖   芸 工作单位：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选送单位：广西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韩   冰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信息中心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信息中心

黄元培 工作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九一六台

 选送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无线局

网络安全专业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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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二等奖（16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梁宏宇 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江苏局

徐佳龙 华数云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浙江局

赵予汐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技术处

广电总局

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唐彭卉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局

陆嘉程 广西广电网络公司 广西局

刘    刚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局

李    琥 安徽省蚌埠市广播电视台 安徽局

于洪波 天津广播电视台 天津局

陈    君 江西省上饶市广播电视台 江西局

何镜浩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东局

巩耀晓 河北广播电视台 河北局

刘秋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王巍巍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局

贾淑萍 山西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 山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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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三等奖（24 人）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曾   娟
中宣部

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传送部
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

节目制作中心

肖雨轩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局

王娇婷 辽宁省广播电视及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测台 辽宁局

未立广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局

刘   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郝   昌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无线传输中心合作广播转播台 甘肃局

董   烨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文旅委

张元培 西藏广播电视台 西藏局

邯子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蔡   萌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中心 黑龙江局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刘泽龙 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山东局

秦    斌 海南广播电视台 海南厅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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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获奖人员 工作单位 选送单位

林   华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

有限公司

吴晓霞 福建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福建局

丁   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孙   蒙 吉林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中心 吉林局

章文亮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厦门分台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宗   倧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

有限公司

孙春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新疆兵团局

于学松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机关服务局 广电总局机关服务局

王晓晖 陕西广播电视台网络部 陕西局

汪海涛 宁夏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宁夏局

戈鸣超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局

杜小东 新疆和田地区广播电视台 新疆局

李恩锋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河南局

孔祥元
中宣部

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传送部
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

节目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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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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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风采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04 年 7 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通信工程

专业，同年到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二○三台从事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工

作。长期工作在中短波、调频电视、网络视听节目监测监管的第一线，

先后在广播机房值班室、西安台筹建处、总局驻藏区工作组、广播机房

资料室、技术维护科、新媒体机房任职，期间主导或负责完成广播机房

全景系统搭建与测试、测向系统踏勘与建设、卫星机房的建设、内蒙古

地区中波调频覆盖项目、新媒体机房“网络原创节目发展分析报告——

网络剧篇”等工程和项目。

寇文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〇三台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 ；心似平原跑马，易

放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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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已经圆满落幕，很高兴能在全国广播

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的舞台上与总局及全国多个单位的技术精英同台竞技交流，

也很荣幸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国家广电总局为行业各单

位和基层台站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展现自身能力，同

时能在比赛中充分与对手切磋技术、交流经验 ；其次，要感谢监管中心领导

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得益于他们的精心组织安排，使我能够有序备战，弥补

短板，从容面对考试中的一切困难；最后，要感谢二○三台的单位领导和同事，

是他们的积极协调和主动承担，为我解除了不少工作和生活的后顾之忧，从

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竞赛准备之中。

通过本次竞赛，我意识到自身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知识的全面性、

理论知识的纵深度、发射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等方面还有较大欠缺。本次全

国技术能手竞赛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将激励我在今后

的工作和学习中，进一步脚踏实地，奋勇前行，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的精神指引下，为广播电视监测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个人简介

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10 年 8 月进入天津广播电

视台无线发射部工作，先后担任值班员、值班长、维护工程师，现为天

津广播电视台无线发射部杨柳青中波台主管工程师。入职以来，负责过

多种不同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包括电视和广播信号的编码传输、中波

广播发射系统的运行维护等，还参与及负责过单位的多个项目建设工作。

熊志强
天津广播电视台

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

做自己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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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能够参加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并在这样高规格的大赛

中获得优异成绩，本人感到无比荣幸。竞赛参与者都是全国同行从业人员中

的佼佼者，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借鉴的地方，能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

行业精英们一起相互切磋交流、互通有无，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

机会，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人生记忆。非常感谢国家广电总局以及相关单位

为我们提供了此次大赛的平台，还要感谢天津广播电视台以及天津局的领导

给了我参加此次大赛的机会。

通过选拔获得参加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的资格后，天津

广播电视台无线发射部领导亲自指导我复习备考，特别是在实操上为我提供

了极大地帮助。杨柳青中波台的领导和同事们在日常工作都很繁忙的情况下，

还帮我分担了部分工作，使我得到了更多复习备考的宝贵时间。这次大赛能

够获得理想的好成绩，和大家给予的帮助和鼓励密不可分。技术能手竞赛的

最终结果，是对我以往工作学习情况的肯定，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激励。在

未来的工作生活中，我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严谨

地工作，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个人简介

1985 年 1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现工作于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五六一台，主要从事中波广播发射机的运行维护以及中

波发射机产品的研发工作。2014-2018 年度连续 5 年获得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五六一台先进工作者 ；2015 年参加总局第二届职工劳动技能练

兵竞赛获得发射专业一等奖，并获得总局五一劳动奖章和青年五四奖

章 ；2019 年参加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获得调幅广播专业一等奖 ；

2019 年参与的项目《MF200 多频中波广播发射机》荣获“王选新闻

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王立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六一台

博学而约取，厚积而

薄发。



/ 83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作为无线局位于江西南昌的基层台站的一名员工，能有此机会同大家分享

参赛的收获、体会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首先，感谢国家广电总局为我们搭建

了这样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沟通、互相学习的机会。

总局举办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充分体现了总局领导对职工岗位练兵、

成长成才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广大从事广播电视安全传输发射工作的同事们的

一种爱护和肯定，更是对我们工作上的一种激励与鼓舞，促使我们在工作中力

求精益求精、取得突出业绩。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对我们多年的培养，才有了我

们今天的收获与进步。

此次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是凝聚了许

多人的心血与付出，许多地方、许多细节，比如竞赛环境的安排、竞赛组织的

准备与协调方面，都给我们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感谢为竞赛付

出辛苦努力的所有领导和工作人员。通过参加此次技术能手竞赛，我在知识和

经验的积累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我会将这些收获带回到工作岗位上，分享

给工作在安全传输发射一线的同事们，使大家共同进步。这次竞赛也使我明白

了获奖并不是最终目标，它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股动力，

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此为契机，我将会以一颗平常心，继续脚踏实

地、勤奋进取，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安全传输发射事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江苏海安市人，1993 年 8 月

参加工作，20 多年来一直工作在广播电视播出、维护第一线。 2000

年以来担任负责系统运行维护的技术主管，先后负责模拟有线电视前端

机房、调频及电视发射机房的设备维护。2015 〜 2016 年作为技术主管，

主持了本台新发射机房技术系统、天馈线系统的建设及老设备的搬迁工

作，配合完成了地面数字电视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

陈  宏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广播

电视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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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首先要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我们基层广电技术人员提供了这样好的

一次比赛机会，让我能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相聚一堂，同场竞技。其

次要感谢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南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海安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以及海安市融媒体集团领导、同事的大力支持，以及江苏省发射台领导、

职工的关心支持和无私协助。

能代表江苏广电参加这次国家广电总局组织的比赛让我在荣幸之余深感

责任重大！经历这次大赛，我也深深体会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的深刻内涵。我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单位很多技术前辈的提携帮助，

我只是海安市广播电视台（现海安市融媒体集团）的一名普通员工，“全国广

播电视技术能手”的荣誉称号虽然给了我个人，但我觉得这个荣誉的取得是

几代海安广电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有幸作为一名代表前去参加而已。



 个人简介

工程师，2012 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学历，2012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国家广电总局二九三台。先后从事中短波广播、调频广

播、有线电视、地面电视等广播电视监测工作以及节目内容监管、广播

电视广告监看、播出机构核查等工作，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2017 年荣获“河南省直优秀共青团员”称号，2018 年、2019 年分别

荣获总局监管中心技术能手竞赛三等奖、二等奖。

王海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三台

水因善下终归海，山

不争高自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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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首先感谢本届大赛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

互交流的机会和展示自我能力的平台。通过竞赛准

备过程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我感到受益匪浅，

在进一步巩固自身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同时，增

长了见识，弥补了不足。同时，在竞赛过程中，我

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广电行业优秀业务骨干，交

流了技术、拓展了思路、开拓了眼界，自己也树立

了新的目标 ：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力争不

断取得新的进步和业绩。

这次比赛能取得比较不错的成绩，离不开单位

领导和同事给予的关心和帮助。在备考的几个月时

间里，台领导们多次在食堂的餐桌上与参赛选手“偶

遇”，看似不经意的言语举动，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实则帮助大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备考压力 ；单位总工对参赛选手的业绩报告一字一

句反复斟酌修改，查漏补缺，力求报告详实、准确、完整 ；机房的同事们充分发扬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多次帮我分担日常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助力我成长。正

是周围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才能让我不断超越自我，锐意拼搏。可以说，今天的

成绩也是对所有指导、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和同事的最好回报，感谢这些“幕后

英雄”。

最后，还要感谢妻子对我的默默支持，在她怀孕之初，我便被选中代表台里参

加比赛，而今归来妻子身孕已八月有余，没能好好照顾她，我愧疚万分，好在“天

已放睛，时光还早”！所有的成绩都代表过去，新的征程就在脚下，今后我将保持

一颗平常心，继续在技术学习探索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



 个人简介

工程师，2008 年毕业于南昌大学物理系应用物理专业，理学学士

学位，2013 年进入天津广播电视台无线发射部，一直从事天津广播电

视塔调频与电视机房的运行与维护工作。多次参与机房设备更新改造和

技术改革创新，积累了较为牢固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功底。

赵  亮
天津广播电视台

千 里 之 路 始 于 足 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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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学有所精，技有所长”是我们天津广

电技术人员始终追求的目标，能代表天津

广电与全国的技术精英同台竞技对我而言

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参加这次技术能手大

赛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珍贵经历，最终能

取得理想的好成绩也是对自己能力的检验

和工作的肯定。

回顾整个备考过程，一路充满了艰辛 ：

孩子出生、母亲住院……一度让自己心力

憔悴，但是领导的鼓舞和支持，以及家人

的奉献成为我克服困难，奋力拼搏的最大

动力。来自祖国各地的一百多名参赛选手

不仅是赛场上的竞争对手，更是调频和电

视广播专业工作的技术同行，能与大家相

遇是我最大的荣幸。虽然此次获得了竞赛

一等奖，但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欠缺，要

真正成为一名业务精湛的技术能手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未来，我将戒骄戒躁，勤奋

务实，不断学习新理论，继续紧跟新技术，

力争为广播电视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工程师，2009 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直

播卫星集成播出平台从事系统建设及运维保障工作，历任值班员、值班

长，现从事平台运行管理岗位工作。多次组织参与中星 9 号、中星 9A

直播卫星集成播出系统建设及技术改造工程，参加历次重保期安全播出

保障工作。曾获“2012 年度全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先进个人”，先后获

得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次、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二次、中国电影电视

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三次及多次单位奖项。

张  谦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不患人之不能 , 而患己

之不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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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参加本

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并获得卫星传输专业一等奖。此

次竞赛为全国广电一线优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竞技平

台，给予参赛者充分展示自身业务能力的机会，大家在相互交

流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知识技能，十分感谢国家广电

总局及相关单位对赛事的精心安排和有力组织！

在这次竞赛中能够获得不错的成绩，离不开卫星直播管理

中心各级领导对我多年的悉心培养。领导们对本届竞赛高度重

视，尽心尽力地为选手备赛创造各种有利的学习条件和实践环

境并多次给予热心指导，运行科两位科长及各位同事还分担了

我许多的日常工作，对此，我内心无比感激领导同事们无私的

奉献与帮助。同时，我还要感激家人的默默付出，他们的支持

是我安心工作、全力备考的坚强后盾。

通过学习备赛，我在卫星传输知识方面收获颇多，多年存

在的疑问、难点大都迎刃而解，所学的知识技能得以融会贯通，

视野更为开阔，个人的能力和信心得到了极大增强，相信备赛

学到的知识技能一定会在今后的岗位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竞赛交流，取长补短，我深刻认识到自身还存在诸多不足，

能力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集体团队的重要性，工作学习在一个优秀的集体团队中不仅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是使我得以快速成长的根源之一。

因此，我觉得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所在的集体，

我为我所在的集体而自豪，更会为之持续发展壮大而不懈努力！



 个人简介

2011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进入浙江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

心卫星科工作，先后担任值班员、值班长岗位，于 2016 年获得“工程师”

职称。主要从事浙江卫视标清节目及省级八套广播节目上星安全播出保

障工作，多次发现安全播出隐患并及时进行处理，至今未发生安全播出

事故。先后多次参与地球站技术更新和项目改造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广

电总局组织的各项培训，分别作为“徒弟”和“师徒”参与中心组织的“拜

师结对”活动，做好技术传承工作，多次获得中心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先

进工作者”。

金立希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

辜负 , 每一分坚持都将会有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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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这次能够获得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一等奖，我感到非常荣幸。作

为一名常年工作在广播电视行业一线工作的普通技术员工，我一直工作于幕

后，虽然没有银幕前主持人的风光，但是能守住安全播出的底线，我依然觉

得使命光荣。这次有幸能够从幕后走到台前，我觉得不单单对我个人而言意

义重大，更是国家广电总局、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领导对广电行业所有幕后工

作者所做工作的肯定。

在此，我要感谢国家广电总局为广电技术工作者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交

流竞技的平台，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能够共聚一堂，公平竞争。同时，

我也要感谢浙江省广播电视局、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以及浙江广播电视传输发

射中心的各级领导为这次比赛选手提供的良好学习条件，是他们想方设法为

我们每一位参赛选手提供了更多的动手实践机会。我还要感谢身边同事的关

怀指导，没有大家的支持，也不会有我今天的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

更加努力学习，夯实基础，不断钻研，继续为广播电视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

和力量！



 个人简介

工程师，2012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本科学历，2012 年 7 月至

今就职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五三台。2013 年至 2018 年任助理工程

师，2018 年起任工程师。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工作，监测中短波、

调频广播、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各类广播电视信号。曾荣获总局监管

中心 2016 年“年度先进工作者”、监管中心 2017 年“技术能手”称号、

上海市文广局“文广星青年”称号等。

李  丹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五五三台

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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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 2019 年全国广播

电视技术能手竞赛，感谢总局相关单位

领导以及组委会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感

谢你们为广电一线技术工作者提供了一

个能够展现自我，互相交流技术经验的

优质平台。此次能够获得一等奖，我也

要感谢监管中心领导和台里同事们给予

我参与竞赛工作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

大家的信任才给了我迈向成功的勇气和

动力。

总局监管中心的领导对此次竞赛十

分重视，6 月底便正式通知各直属台备考。

通过为期 5 个多月的集中学习，我对广

电行业的认识更为全面，对核心技术的

掌握也更加牢固了。我认为技术能手竞

赛考察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储备，更重

要的是学习能力，以及迎难而上、持之

以恒的韧性。参加技术能手竞赛备考和

竞技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段十分宝贵的经

历，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会一直保持

着这份韧劲儿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个人简介

现任国家广电总局二九三台第二党支部书记、广播机房副主任、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安

全播出、网络安全监测监管工作，多次被选派至监管中心机关及直属台

支援工作，并两次作为安全播出、网络安全专家参加总局党的十九大、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安全大检查。

高晨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二九三台

广其识则天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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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选手风采

 获奖感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已经成

为国家的第五疆域。国家广电总局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 2019 年全国广播

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中首次设置了网络安全专业。能够代表总局监管中心参加

首届网络安全技术能手竞赛，并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我深感荣幸。

能够获此殊荣，首先要感谢国家广电总局的精心组织，本次竞赛考核全面、

理念先进，既是全国广电行业同行们开展网络安全竞技的平台，也是展现风采、

实现梦想的舞台。同时要感谢培养我专业技能、给予我实践锻炼机会的监管

中心各级领导，我在技术能手竞赛备考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监管中心选拔方式

科学合理、培训内容广泛深入、激励制度完备、组织执行到位，比学赶帮超

氛围浓厚。俗话说“一叶知秋”，优异的成绩既是对我个人技术能力的充分肯定，

更体现了监管中心的网络安全整体专业水平。

广电行业网络安全工作任重而道远，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将秉承广电

监管人一贯的优良传统，不忘监管初心，牢记时代使命，以务实的作风和有

效的举措，继续投身于推进监测监管事业及行业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实

践中。



 个人简介

2014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安全硕士，CISP，负责湖北省

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保障工作。

参与每年两会、春节、国庆等各类重要时期的安全播出、网络安全重点

保障和值守工作，至今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先后获得第三届湖北省网络

空间安全实践能力竞赛企事业单位组一等奖、第一届湖北省信息通信网

络运行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三等奖、2019 年全国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

络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竞赛三等奖。

郑思源
湖北省广播电视

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用理想作纸，用勤奋

作笔，抒写壮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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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感言

首先，我要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的领导和专家为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次

参加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与全

国各地局、台、网的同事同台竞技的宝

贵机会。今年的技术能手竞赛新增了网

络安全专业，彰显了国家广电总局对这

个专业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的重视和支

持。大家通过竞赛，以赛代练、以赛促学，

深入交流实操和工作经验，增强网络安

全技术水平，推进各地网络安全队伍的

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行业

应对新时代新形势下网络安全威胁的能

力。

其次，我要感谢湖北省广播电视局

和湖北广电网络的领导，他们于赛前精

心组织了选拔考试，安排了培训内容，

使我得以站在全国的舞台上与同行切磋

技能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将以实际行动回报大家对我的

认可，不断提升网络安全业务和实操能

力，尽己所能，全力保障广播电视安全

播出与网络安全。



 个人简介

大学本科学历，2007 年 7 月至今工作于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取得了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和计算机工程双系列职称，具备中国注册信息

安全工程师 CISE 资质。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工作、信息系

统项目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多次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

技术能手称号、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科技创新奖项。

廖  芸
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时间不会辜负你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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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感言

本届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我有幸取得不错的成绩，首先衷心感谢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为基层一线广电人提供了一个竞技交流、共同进步的平台，

感谢总局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竞赛组委会的精心组织。网络安全专业是首

次设立的竞赛专业类别，参赛选手们扎实的专业功底、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令我心生敬佩、备受鼓舞。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建，让我受益匪浅，进一

步拓展了思路，开阔了眼界，激励我继续加强网络安全专业技术的研究学习，

不断提高技术能力，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其次，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领导、广西广播电视技术中心领

导的信任和鼓励，在备赛期间积极组织开展技能练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让我的知识技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最后，要感谢单位同事的热

心帮助，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整个集体，属于齐心协力、砥

砺奋进的广电人。本届竞赛的宝贵经历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不足，我将在

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脚踏实地，打牢知识功底，积蓄前进动能，不断学习新技

术新业务，努力提高综合能力水平，力争为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绵

薄之力。



 个人简介

中共党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信息中心工程师，从事电子政务系统

管理、信息网络和网络安全管理等工作十余年，坚持抓牢运行保障、网

络安全两个基础保障日常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涉密网络安全运维经

验，具有过硬的网络安全漏洞排查及网络安全事件处置能力。作为信息

中心青年骨干、专家型技术人才，先后参与总局及信息中心各类技术改

造项目 30 余个，为总局中心工作和广播电视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韩  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信息中心

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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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感言

网络安全专业考核的内容范围比较广泛，从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到广播电视相关管理要求，既重视

专业技术知识的考察，又注重运维实操能力的检

验，是对广播电视行业网络技术人员的一次全方位

考核。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在本届技术能手竞赛中首

次设立网络安全专业，为全国广电系统网络技术人

员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专业技能和深入交流学习的

优质平台，同时感谢竞赛会务组为选手所做的精心

准备和热情服务！总局信息中心多年深耕总局信息

化规划和建设、政务网络安全保障及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此次获奖既是对我本人多年专业工作

的认可，更是对信息中心工作的肯定！本届比赛复

习时间短，学习内容多，压力很大，加上各单位逐

级筛选，进入最后阶段的选手可以称得上是各单位

的行家里手。能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佳绩，离不开国

家广电总局和信息中心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培养，同

事们的信任和帮助。通过比赛也检验出自身在网络

基础知识和渗透技术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临场发

挥还有进步空间，未来努力方向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成绩已成为过去，未来还需继续努力，一步一个脚

印地砥砺前行！



 个人简介

男，汉族，1990 年 3 月生，河南南阳人。南阳师范学院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12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3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九一六台技术办公室副

主任。

黄元培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九一六台

驾驭命运的舵是奋斗，

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

点机会，不停止一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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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感言

这次参加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有幸获得一等奖，首先要感谢

国家广电总局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有了一个同全国各地的广

电技术同行学习交流的机会 ；其次要感谢无线局、九一六台的领导给了

我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在我备考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怀，正是

有了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才有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最后还要感谢家

人在我备考期间的默默付出，备考期间家里孩子尚未满一岁，我无暇顾及，

是父母和妻子毫无怨言，合力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使我能够全身心

投入复习。

我清醒地认识到，成绩只能代表过去 , 未来更加任重道远。这个奖

项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同时也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通过这次比赛，使我看到了自己和业界其他单位同行的差距，认识到了

本单位在网络安全工作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未来继

续努力的方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不断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 106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复习大纲

2019 年 ( 第 24 届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 106 /



/ 107 /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赛事集锦

说明：
1.	本次考试分笔试和实操两大部分。

2.	笔试部分包括基础考核和专业考核。基础考核对应大纲中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专业考核

对应大纲中的专业技能。

3.	实操考核为调幅、调频（含 CDR）和电视广播系统设备、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和指标测量。

1. 基础理论
1.1 电工基础

（1）	简单直流电路、复杂直流电路的分析与计算；

（2）	磁场、磁路及电磁感应；

（3）	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概念；

（4）	正弦交流电路的计算；

（5）	三相交流电路；

（6）	单相半波、全波整流，桥式整流，三相半波、三相桥式全波整流；

（7）	电工测量的基本知识；

（8）	谐振电路；

（9）	互感耦合电路及变压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动机；

（10）	分贝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2 计算机基础

（1）	计算机的组成；

（2）	计算机操作系统；

（3）	数据库基础知识；

（4）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5）	互联网络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应用。

1.3 电波传播知识

（1）	电场、磁场概念；

（2）	无线电波及形成；

（3）	无线电波传播与极化；

（4）	中、短波、超短波电波传播特点。

1.4 传输线理论

1.5 高频功率放大器工作原理，功率合成与分配原理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复习大纲
（调幅广播、调频和电视广播）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复习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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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拟信号数字化的基本理论

（1）	取样定理；

（2）	量化与量化误差；

（3）	信噪比、量化级数与每个样值的比特数之间的关系。

1.7 技术安全（通用）

（1）	设施安全要求

（2）	技术安全措施

（3）	停送电、开关机和巡视设备的安全规定和要求

（4）	测量和试验工作的安全规定

（5）	电力电缆和架空线路工作安全规定

（6）	带电工作的安全规定和要求

（7）	本单位应急备播方案

1.8 广播电视管理相关法规

（1）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28 号）；

（2）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总局令第 62 号）；

（3）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相关实施细则。

1.9 无线电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128 号）；

（2）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45 号）；

（3）	《刑法》、《治安处罚法》中有关无线电违法行为处罚条款。

2. 专业知识
2.1 调幅广播（中、短波广播）

（1）	什么是调幅，屏调、PDM、PSM、数字调幅、M2W 调制原理

（2）	发射台的组成：发射机、天线馈线、节目源、供配电、监控系统、冷却系统等

（3）	屏调、PDM、PSM 调制、数字调幅 DX 系列、M2W 发射机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主要元

器件的作用

（4）	发射机的主要技术指标及停、劣播界限

（5）	发射机指标调整、测试、运行、维护和故障处理

（6）	发射机输入、输出功率、整机效率、调制信号一周期的平均功率的计算

（7）	常用天馈线的形式、结构、特点、主要技术参数及工作原理

（8）	了解数字中、短波广播的技术特征、优点和传输系统基本构成

（9）	中波同步广播：基本概念、主要技术指标、同步广播发射系统组成

（10）	数字调幅广播系统优点、制式、发射系统组成

2.2 调频广播

（1）	调频广播的特点

（2）	调频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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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频立体声制式

（4）	调频广播发射机（单声道、立体声）组成、工作原理和主要元器件的作用

（5）	调频广播发射机（单声道、立体声）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及停、劣播界限

（6）	调频广播发射机（单声道、立体声）系统指标调整、测试、运行、维护和故障处理

（7）	常用调频广播天馈线的型号、结构、特点、主要技术参数及工作原理

（8）	了解数字音频广播的技术特征、优点和传输系统基本构成

（9）	调频同步广播：基本概念、主要技术指标、同步广播发射系统组成

（10）	CDR 数字音频广播技术特征优点和传输系统基本构成

2.3 电视广播

（1）	地面模拟电视广播发射机组成、工作原理和主要元器件的作用

（2）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组成、工作原理和主要元器件的作用

（3）	电视调制技术：VSB-AM、PSK、QAM、OFDM 等调制原理及特点

（4）	电视广播发射机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及停、劣播界限

（5）	电视广播发射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调整、测试、运行、维护和故障处理

（6）	常用电视广播天馈线系统的形式、结构、特点、主要技术参数及工作原理

3. 专业技能
3.1 测量仪器的使用

音频信号发生器 /分析仪 ( 如：AP	2722、R&S	UPV)	、调幅度测试仪（如：R&S	FMAB）、频

谱分析仪（如：Keysight	N9020A、N9030B）、调制度测试仪（如：R&S	FMAB、R&S	ETL）、CDR
调制误差率分析仪（如：Keysight	N9020A、N9030B、R&S	ETL）、视频信号发生仪（如 TG700）、
视频测量仪（如 VM700）、码流发生 / 分析仪（如	MTS430、DVM400）、网络分析仪（如 Keysight	

5071）、频率计（如 Keysight	53230、53132）、功率计（如 Keysight	N1912）、电能质量分析仪

3.2 调幅广播发射系统信号的测量

调幅广播发射机信噪比、音频频率响应、谐波失真、杂散发射、载波跌落等指标的基本测试方

法

3.3 调频广播发射系统信号的测量

调频广播发射机载波频率允许偏差、寄生调幅噪声、导频频率偏差、S 信号中 38kHz 残留分量、

失真、频率响应、信噪比、左右声道分离度等指标的基本测试方法

3.4 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CDR）发射系统信号的测量

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CDR）发射机频率准确度、相位噪声、带内频谱符合性、子带间功率

均匀性、带外杂散、射频有效带宽、峰值平均功率比、调制误差率（MER）等指标的基本测试方法

3.5 电视广播发射系统信号的测量

地面模拟电视广播发射系统输出信号功率、邻频道内外无用发射功率、图像载频、伴音 / 图像

载频偏差及功率比、视频信号指标、伴音调制能力、音频信号指标等基本测试方法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输出信号功率（含稳定度）、工作频率（含准确度）、本振相位噪声、

信号带肩、带内不平坦度、带外频谱特性（频谱模板）、调制误差率、邻频道内外发射功率、节目码

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

复习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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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析等基本测试方法

3.6 系统故障排查应急处置

附录    参考标准
（1）		GY/T	225-2007《中、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2）	GY/T	169-2001《米波调频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3）	GY/T	154-2000《调频同步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4）	GD/J	059-2014《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音频编码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5）	GD/J	060-2014《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复用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6）	GD/J	061-2014《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激励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7）	GD/J	062-2014《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8）	GD/J063-2014《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专业接收解码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9）	GY/T	177-2001《电视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0）	GB	20600-2006《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

（11）	GB/T	28435-2012《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2）	GY/T	5088-2013《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天馈线系统技术指标及测量方法》

说明：
1．本次考试分笔试和实操两大部分。

2．笔试部分包括基础考核和专业考核。基础考核对应大纲中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专业考核

对应大纲中的专业技能。

3．实操考核为卫星系统设备、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和指标测量。

1. 基础理论
1.1 数字视音频处理技术

（1）	标清电视、高清电视定义

（2）	音视频信号的数字化

（3）	音视频压缩编码技术

（4）	音视频码流复用技术

（5）	数字视音频接口的类型和关键参数

1.2 卫星广播电视信号的数字调制传输

（1）	数字调制技术基础

（2）	DVB-S 标准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复习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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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VB-S2 标准

1.3 卫星广播电视数字传输中的关键技术

（1）	数字传输中的噪声失真

（2）	误码对数字音视频信号的影响

（3）	能量扩散技术

（4）	常用传输差错控制编码

（5）	卷积和交织

（6）	字节到符号映射

（7）	广播电视数字传输质量评价关键指标

1.4 广播电视信号节传基础

（1）	光纤传输基础、SDH 光纤传输

（2）	微波传输基础、SDH 微波传输

（3）	广播电视信号的 IP 化传输

1.5 电波传输基础

（1）	电波传播理论

（2）	天线的基础知识

1.6 安全播出

（1）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 62）号

（2）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实施细则

（3）	安全播出保障涉及的主要方面

（4）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2. 专业知识
2.1 卫星通信基础

（1）	卫星通信原理

（2）	广播卫星通信系统组成

（3）	广播卫星有效载荷指标体系

（4）	广播卫星电波传播特点及相关技术应用

（5）	广播卫星常见干扰及应对

（6）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链路估算和系统设计

2.2 卫星广播电视传输技术

（1）	同步卫星的基本概念及卫星有效载荷的主要参数

（2）DVB-S 卫星传输系统的组成及基本原理

（3）	地球站上行系统工作原理与链路构成

（4）	地球站卫星接收系统

（5）	卫星传输系统常见干扰

（6）	卫星雨衰、日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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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链路计算

（8）	卫星传输系统主要指标的测量及有关技术标准

2.3 广播电视地球站通用技术设施的原理及维护

（1）	卫星天线

（2）	高功放

（3）	上变频器

（4）	调制器

（5）	常用节目源引接设备

2.4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安全播出管理

（1）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2 号《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及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实

施细则

（2）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地球站环境、节目源配置、卫星传输设备和辅助设施要求

3. 专业技能
3.1 测量仪器的使用

频谱分析仪 ( 如安捷伦 E4440)、信号发生器 ( 如 R/S	SML)、码流分析仪 ( 如 R/S	DVM400)、
测试接收机 ( 如 Scopus)、波形监视器（如 TEK	WFM7200）

3.2 卫星发射射频信号的测量

传输速率、调制方式、FEC、输出功率、工作频率、发射功率稳定度、带内平坦度、三阶互调、

-3dB 带宽、-30dB 带宽、杂散 ( 带内 )、杂散 ( 带外 )、频率偏差、相位噪声 (@1kHz) 等指标的基本

测试方法

3.3 数字视频与码流分析的测量

（1）	PCR 总抖动、PTS 重复间隔、PCR 重复间隔、PAT 重复间隔、PMT 重复间隔、码率等指标

的基本测试方法

（2）	信号幅度、上升时间 (20%-80%)、下降时间 (20%-80%)、上升和下降时间差、抖动（100kHz
滤波器）、上升沿过冲、下降沿过冲、直流偏置等指标的基本测试方法

3.4 卫星接收信号的测量

（1）	输入 L-BAND 的 RF 频率适应范围、捕捉信号的频率范围、输入电平的适应范围、输入反

射损耗、LNB 极化切换电压范围、符号率、Eb/No 门限值等卫星接收射频测量方法

（2）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接收设置与节目监测

3.5 系统故障排查应急处置

附录:参考标准
1.	射频

（1）	《C 频段卫星电视接收站通用规范》（GB/T	11442）
（2）	《卫星数字电视广播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GB/T	17700）
（3）	《卫星数字电视上行站通用规范》（GY/T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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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通用技术要求》（GY ／ T147）
（5）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技术要求》（GY ／ T148）
（6）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测量方法——系统测量》（GY ／ T149）
（7）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测量方法——室内单元测量》（GY ／ T150）
（8）	《卫星数字广播电视地球站运行维护规程》（GY/T	182）
2.	音视频

（1）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息的通用编码	第 1 部分：系统》（	GB/T	17975.1）
（2）	《数字电视图象质量主观评价方法》（GY/T	134）
（3）	《电视中心播控系统数字播出通路技术指标和测量方法》（GY/T	165）
（4）	《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编码器、解码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212）
（5）	《数字电视复用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226）
（6）	《广播电视先进音视频编解码第 1 部分：视频》（GY/T257.1）

说明：
1．本次考试分为笔试和实操考核两大部分。

2．笔试部分包括基本知识和专业技术；实操考核包括专业技能考核和 CTF 现场竞技。

1. 基本知识
（1) 国家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如网络安全法等

（2) 国家等级保护和风险评估基本知识

（3)《广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网络安全相关标准

（4) 总局网络安全管理要求及相关应急预案

（5)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及专业实施细则相关要求

2. 专业技术
2.1 密码技术

（1）	对称、非对称密码体制	 （2）	公钥基础设施

（3）	数字摘要技术	 （4）	数字签名技术

（5）	密钥管理技术

2.2 身份认证

（1）	基于口令的身份认证技术	 （2）	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认证技术

（3）	基于密码学的身份认证技术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复习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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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访问控制

（1）	自主访问控制模型	 （2）	强制访问控制模型

（3）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2.4 容错容灾

（1）	存储技术	 （2）	备份技术

（3）	RAID 技术	 （4）	失效检测技术

2.5 反垃圾邮件

（1）	关键词、黑白名单、规则、Hash 等过滤技术	 （2）	前端验证技术

2.6 存储介质安全

（1）	介质加密技术	 （2）	硬盘防拷贝技术

（3）	数据恢复技术	 （4）	数据安全销毁技术

2.7 恶意代码防护

（1）	病毒原理和实现	 （2）	蠕虫工作机制

（3）	木马关键技术	 （4）	恶意代码防护技术

2.8 机房环境

《广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相关要求

2.9 漏洞管理

（1）	漏洞管理机制和管理组织	 （2）	漏洞危害程度评价标准

2.10 主机安全

（1）	主机防火墙技术	 （2）	主机入侵检测技术

（3）	操作系统安全机制	 （4）	操作系统安全实例

（5）	主机加固

2.11 安全审计

（1）	日志采集技术	 （2）	日志分析技术

（3）	审计跟踪技术

2.12 取证技术

（1）	证据获取技术	 （2）	证据分析技术

2.13 安全测试

（1）	渗透测试	 （2）	应用程序安全测试

2.14 安全编码

（1）	内存安全	 （2）	输入安全

（3）	Web 编程安全

2.15 防火墙技术

（1）	包过滤技术	 （2）	代理防火墙技术

2.16 入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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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侵检测预处理	 （2）	IDS 实现技术

2.17 网闸

（1）	隔离原理	 （2）	关键技术

2.18 云计算安全

（1）	用户端安全	 （2）	服务端安全

（3）	云运营安全

3  专业技能
设置场景综合题，考核网络安全运行维护和相关工具使用的综合技能。

3.1  运行维护

（1）	交换机、路由器访问控制策略配置

（2）	VLAN 划分和访问控制策略配置

（3）	防火墙、IDS、IPS 策略配置

（4）	Windows/Linux 主机安全加固

（5）	账户克隆发现

（6）	日志行为分析

（7）	漏洞扫描

（8）	流量分析

3.2 工具使用

（1）	Structs2 检测工具使用，能够检测 Strusts2 漏洞

（2）	Wireshark 使用，能够检测和发现网络中的恶意流量

（3）	解密 /解码工具使用，配合进行恶意流量检测

4  CTF现场竞技
自备笔记本电脑和相关工具，接入竞赛环境，考核漏洞发现和利用能力。

4.1 WEB

敏感目录扫描、SQL 注入、SQLMap 使用、XSS 跨站脚本攻击、文件包含漏洞、命令执行漏洞、

解析漏洞、口令安全、GetShell、常见的木马工具使用

4.2 密码学

古典密码、现代密码、国密算法、加解密技术

4.3 数据隐写

4.4 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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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大纲



一年一度的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是广播

电视技术系统的英雄盛会。2019 年（第 24 届）全

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的圆满成功，得益于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相关部门的关

怀指导，得益于广电总局人事司和工会的鼎力支持，

得益于全国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周

密组织和细致工作，得益于广电总局科技委员会的

精心策划和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广播电视规划院

的密切配合以及广电总局机关服务局等单位的大力

支持。同时，广电总局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广

播与电视技术》《传媒》等多家媒体及时跟进宣传报

道。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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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安全传输保障司

2020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