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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广电有线网络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巨大挑战和和

重大机遇。进入 2019 年，超高清、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无线接入等技术在广电有线网络行

业的应用更加深入，5G 网络已开始商用部署，用户移动化、分众化、差异化、互动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而我国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和全球领先的网络运营商相

比，业务和技术与最新科技成果的嫁接仍然迟缓薄弱，广电有线网络面临着用户持续减少等前所未有的生

存和发展压力，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与国外同行以及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行业正面临着

科技迅猛发展和传媒格局深刻变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1  发展环境与竞争态势 

1.1  2019 年广电有线网络发展概况 

2019 年我国广电有线网络行业整体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广电有线网络用户规模保持负增长，缴费

用户持续下降。二是双向网络改造保持稳定，双向业务渗透率持续上升。三是 IP 化、智能化趋势明显，智

能终端规模快速增长，应用示范特色突出。四是加大对集团客户市场的开拓力度，开展多样化业务和多元

化经营，形成了一批示范工程，集客业务相关收入增长显著，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止至 2019 年三季度末（注：截至本报告定稿之日，2019 年年底的数据尚未发布，

下同），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 2.1 亿户，较 2018 年小幅减少。其中，全国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

数 1.9 亿户，较 2018 年减少 0.1 亿户，降低 5.0%；数字电视实际用户数占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比例为

90.5%，较 2018 年降低了 0.4 个百分点。2019 年三季度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缴费用户 1.5 亿户，缴费用户持

续下降。 

据《2019 年第三季度中国有线电视行业季度发展报告》，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末，我国广电有线网络的

发展情况如下。 

1.1.1  视频点播业务整体呈上升趋势 

有线视频点播用户总量达 6981 万户。其中，高清视频点播用户季度净增 281 万户，环比增长 4.2%，

总量达到 6932 万户；4K 超高清视频点播用户加速增长，季度净增 153 万户，环比增长 9.5%，总量达到

1763 万户。 

1.1.2  宽带业务用户的比重提高 

广电有线网络互联网实际用户数 4163 万户，较 2018 年的 3815 万户增长了 9.1%，占广电有线网络实

际用户的比重提高了 2.5%。 

1.1.3  网络高清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良好，智能终端普及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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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清有线电视用户 1.1 亿户，较 2018 年增加近 2000 万户，增长 18.8%；有线电视智能终端用户

2429 万户，较 2018 年增加 545 万户，增长 28.9%。贵州、湖北、广东等省智能终端用户均超过 200 万户。 

1.1.4  双向网络用户数快速增长 

有线电视双向网络覆盖用户达 1.8 亿户，全国双向电视实际用户数 1.0 亿户，与 2018 年 6599 万户相

比，双向化率提高 51.5%。 

1.2  相关行业发展概况 

1.2.1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其中互联网视频媒体领域格局的演进值得特别关注。 

（1）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总体情况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业务收入和利润保持较

快增长，研发投入快速提升，业务模式不断创新拓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总体来看，一是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较高增速，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简称互

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 12061 亿元，同比增长 21.4%。二是行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全行业实现

营业利润 1024 亿元，同比增长 16.9%，增速比上年提高 13.1 个百分点。三是研发投入增速高于收入，2019

年全行业完成研发费用 535 亿元，同比增长 23.1%，增速比上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高出同期业务收入增

速 1.7 个百分点。 

分业务来看，信息服务收入整体快速增长，音视频服务增速保持领先，2019 年互联网企业共完成信息

服务（包括网络音乐和视频、网络游戏、新闻信息、网络阅读等服务在内）收入 7879 亿元，同比增长 22.7%，

增速高于互联网业务收入 1.3 个百分点，占比达 65.3%。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较快增长，生活服务、网络

销售服务规模不断扩大，2019 年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以提供生产服务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平

台、公共服务平台等为主）实现业务收入 3193 亿元，同比增长 24.9%，增速高于互联网业务收入 3.5 个百

分点，占比达 26.5%。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拉动互联网数据服务（含数据中心业务、云计算

业务等）实现收入 116.2 亿元，同比增长 25.6%，增速高于互联网业务收入 4.2 个百分点，截止 2019 年末，

部署的服务器数量达 193.6 万台，同比增长 17.3%。 

分地区运行情况来看，东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集聚发展，中部地区增势突出，2019 年东部地区完成

互联网业务收入 9438 亿元，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90.9%。中部地区完成互

联网业务收入 452 亿元，增长 56.5%。主要省份运行良好，个别省份增势突出。2019 年互联网业务累计收

入居前 5 名的广东（增长 16.3%）、上海（38.7%）、北京（18.5%）、浙江（37.9%）和江苏（5.9%）共完成

互联网业务收入 9042 亿元，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业）比重达 87.1%，宁夏、安徽、海南、江西等省市增

幅突出。 

（2）互联网视频媒体领域 

互联网视频媒体迅速发展，业务形态日趋多元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

各大视频平台进一步细分内容产品类型，并对其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运营，行业的娱乐内容生态逐渐形成。 

在用户细分时代，各大视频平台不断开拓新兴品类市场，更加注重内容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在网络视

听领域，为迎合多样化的用户喜好，各大视频平台在电视剧、电影、综艺、动漫等核心品类的基础上，不

断向游戏、电竞、音乐等新兴品类拓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识别用户需求，实现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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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推送；深入分析用户内容消费、商品消费的相关数据，还原用户真实需求，助力生产优质内容，如优

酷的鱼脑系统已全面应用到网络剧、综艺节目的策划生产中。 

为防止青少年沉迷于短视频，2019 年 3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组织抖音短视频、快手、火山小

视频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5 月，在总结前期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防沉迷系统覆盖范围进一

步扩大，目前已有 21 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了该系统，限制青少年用户的使用时长、时段、功能和内

容。 

短视频加快与电商、旅游等领域的融合，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在电商领域，一方面，各大电商平台纷

纷以独立的短视频频道或应用的方式，引入短视频内容，利用其真实、直观的特点，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商

品，缩短消费决策时间，吸引用户购买；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通过与电商合作的方式，打通用户账户，

吸引用户直接在短视频应用内购买商品，形成交易闭环。在旅游领域，短视频平台加强与各大景区或城市

合作，对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推广，联合景点、城市推出主题视频挑战活动，助力打造“网红景点”、“网

红城市”，如重庆“李子坝轻轨穿楼”、“洪·崖洞”等网红景点，在带动地方旅游收入增长的同时，也

促进自身内容和商业模式的多元化。 

1.2.2  通信行业 

通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固定宽带和 IPTV 方面持续发力，通信业持续快速发展。 

（1）通信行业总体情况 

通信业务收入与 2018 年基本持平，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占比略有下降。2019 年通信业务收入累计 1.31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0.8%，其中固定通信业务收入 41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占通信业务收入的 31.8%，

占比较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移动通信业务收入 8942 亿元，比上年减少 2.9%，在通信业务收入中占比

降至 68.2%。  

固定增值及其他业务逐渐成为通信行业发展新动力。2019 年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217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1%，在通信业务收入中占比由上年的 15.9%提升到 16.6%；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60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固定增值业务收入 13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2%，其中，网络电视（IPTV）业

务收入 2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1%；物联网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25.5%。 

（2）用户发展情况 

“双 G 双提”工作加快落实，网络提速卓有成效，固定宽带迈入千兆时代。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三

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4.49 亿户，全年净增 4190 万户。其中，1000Mbps 及以

上接入速率的用户数 87 万户，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户数达 3.84 亿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总数的

85.4%，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15.1 个百分点。移动网络覆盖向纵深延伸，4G 用户总数达到 12.8 亿户，全年

净增 1.17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80.1%。 

（3）通信能力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额小幅增长，移动通信投资加快。2019 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在 5G 相关投资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4.7%。其中，移动通信投资稳居电信

投资的首位，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 47.3%。 

光网改造工作效果显著，5G 网络建设有序推进。2019 年新建光缆线路 434 万公里，全国光缆线路总

长度达 4750 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光进铜退”趋势更加明显，2019 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量达到 9.16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 4826 万个。其中，光纤接入（FTTH/0）端口比上年末净增 6479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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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36 亿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末的 88.9%提升至 91.3%。xDSL 端口比上年末减少 261

万个，总数降至 820 万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末的 1.2%下降至 0.9%。5G 网络建设顺利推进，

在多个城市已实现 5G 网络的重点市区室外的连续覆盖，并协助各地方政府在展览会、重要场所、重点商

圈、机场等区域实现室内覆盖。 

（4）地区发展情况 

东北地区光纤接入用户渗透率小幅领先。截至 2019 年底，东、中、西、东北地区 100Mbps 及以上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分别达到 17143 万户、9272 万户、9602 万户和 2360 万户，在本地区宽带接入用户

中占比分别达到 86.1%、85.9%、83.3%和 87.5%，东北地区占比小幅领先。 

西部地区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速全国领先。2019 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分别达

到 531 亿 GB、262 亿 GB、355 亿 GB 和 72.5 亿 GB，比上年分别增长 67.8%、75.2%、76.7%和 62.4%，西

部增速比东部、中部和东北增速分别高 8.9、1.5 和 14.3 个百分点。 

1.2.3  电视媒体行业 

根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数据显示，电视收视总量持续下滑，收视竞争进一步加剧，电视广告市

场持续低迷。 

在各类节目的收视中，电视剧、新闻和综艺依然是拉动收视的三驾马车，三大类型节目占据总收视量

的 57.8%，与往年基本一致。其中，电视剧的播出和收视量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也是这三大类节目中唯一

一个持续上涨的节目类型，收视比重已经达到 33.3%。新闻、时事和综艺节目收视比重较去年同期略有下

降。 

从电视剧播出的题材来看，上星频道现实题材占主流，时代变迁变身为新大类，农村剧激增。与上星

频道不同，在地面频道热播电视剧中，年代剧当家，军事斗争和反特/谍战剧集中度更高，两者播出比重均

超 15.0%。 

综艺节目在节目总播出时长中的比重下滑较大，收视份额也在逐年缓慢下滑。从各级频道组收视分布

来看，超八成的节目收视量为上星频道所贡献，省级上星频道收视份额较去年明显提升，中央级频道组收

视份额略有下降，省市地面频道综艺节目的收视份额持续下滑。新综艺节目数量虽多，但高收视节目有限。 

1.3  广电有线网络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3.1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业务发展压力重重 

（1）用户流失成为普遍现象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用户资源持续、普遍流失的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长期以来广电网络一直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基于广电网络的宽带业务发展。在 2010

年国家发布三网融合总体方案后，尽管由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获得了宽带业务相关的基础电信业务牌

照，实现了与电信运营商的对等直连，但分散经营造成的网络规模不对等、互联网内容资源培育滞后及重

复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网间结算成本的降低，造成宽带业务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宽带业务发展举步维艰。 

其二，IPTV、OTT 和移动视频业务发展迅猛，广电有线网络视频市场空间被不断挤压，用户断网、

增户不增收现象更加普遍。第一，随着用户对视频的需求逐渐向手机屏迁移，三大电信运营商业务捆绑

（IPTV、宽带和手机的捆绑）和免费（看电视免费）策略对有线电视运营造成了极大冲击；第二，IPTV

是由电信运营商与当地电视台组成的“网台联合体”，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无论在人才、技术上，还是在网

络、资金资源上，很难与如此强大的、有广电内部最好资源倾斜的“网台联合体”抗衡；第三，互联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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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OTT TV）进一步加剧了视音频市场的竞争，互联网视频以其非线性、交互性、易分享、广传播等特

性在媒介视听领域受到广泛青睐，这使得有线电视以直播内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客厅文化”逐步消解，

与此同时，爱优腾等互联网视频企业通过灵活的风投融资等市场举措，积极争取并自主开发上游优质内容

版权资源，且在发展初期通过免费策略做大广告流量市场、付费用户规模、制作独播节目、开发关联产品

等手段，极大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对广电有线网络的视频业务市场产生了较大冲击。 

其三，为实现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正加快推进地面数字电视建设和直

播星工程建设，地面电视数字用户稳定发展，直播星用户持续平稳增长，直播星业务在全国尤其是农村地

区得到了迅猛发展，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对农村市场的拓展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2）支撑业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足 

广电网台分离的体系架构使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缺少视听内容这一核心竞争资源，随着 IPTV 和互联网

电视的迅猛发展，优质内容资源加速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和 OTT 服务商流转，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受限于内

容资源匮乏，发展更加艰难。同时，集客业务虽已成为营收的重要支柱，但同竞争对手相比，广电有线网

络公司集客业务的发展更多依赖广电网络的党媒政网属性，同样缺乏支撑集客业务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且集客业务多为集成类业务，有效收益低、现金流占用大，对利润贡献率有限。 

（3）客户服务能力欠缺 

客户服务工作已成为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之一，近年来各地省网公司不断深化“客户

至上”理念到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客户服务水平有明显提升。但相较竞争对手，在客服能力方面仍有较大

不足：一是服务意识仍有欠缺，客服人员存在营销与服务不同步，服务与市场未形成合力的问题；二是服务

管理仍不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缺失、制度执行不力、部分服务热线游离于监管之外等问题；三是服务体

系仍不健全，存在集团客服中心与市县公司客服部门缺乏有效的横向和纵向联系沟通，服务资源分散，客

服与公司业务、技术、管理部门未形成合力等问题；四是服务手段相对落后，缺少智能化服务工具和手段。 

（4）新业务缺少重要资源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近年来大力发展政法网、雪亮工程等优势集客业务，创新突破政务民生服务、金融

服务领域的集客项目，实现了集客业务营收的大规模增长，集客业务已成为收入的重要支柱。但随着新业

务的广泛拓展，各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技术支撑不足的问题越发凸显。一方面是专业技术团队和人才严重匮

乏，另一方面是缺失或匮乏业务开展所必需的相关资质，如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ISO/IEC20000 IT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通信工程总承包资质、安全保密资质、电子与智能化资质、专业承包资质、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一系列资质亟需获取。 

1.3.2  技术业态快速迭代，网络平台能力不足 

（1）标准化、数字化、网络化程度不高 

当前，广电有线网络行业正加快向规模化、智慧化和生态构建方向转型，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只有通过

全国一网运营、智慧化升级以及业态创新和生态构建，才能在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但

是，受到历史原因以及人、财、物、政策的影响，广电有线网络在标准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方面的短板制

约了行业的转型升级。国家、省、市、县的广电有线网络和终端技术标准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全国一网运营

的快速实现，数字化程度不高，尤其频率资源接近枯竭和宽带数据网建设的滞后阻碍了智慧化升级和改造。

标准化和数字化问题造成的技术体系多样性、升级改造的复杂性，以及成本居高不下又制约了广电有线网

络行业的业态创新和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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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设施承载能力仍然不足 

随着业务 IP 化、宽带化、高清化（超高清化）、智能化发展需求不断增长，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网络基

础设施的业务承载能力和技术支撑能力仍存在较大差距，网络质量不高，老旧网络未及时优化改造，技术

亟需从 DVB-C 向全 IP 化、CMTS/EOC 向 FTTH 加速演进。同时，集客业务数据流量的快速增长对数据网

的带宽和容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广电有线网络在速度、质量、安全和业务承载能力方面不能与之相适应。 

（3）新业务支撑平台能力有限 

随着集成业务、智慧业务的不断创新拓展，云服务、物联网服务等新业务支撑平台的缺失制约了广电

有线网络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城市业务的开展。此外，管理支撑域平台系统、决策支撑域管理系统

的不完善也制约了公司管理和运营工作的精细化和智能化发展。 

（4）广电 5G 网络建设进展滞后 

5G 产业发展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 5G 网络已开始规模建设并正式商用。自中国广电获颁 5G 牌

照后，中国广电随即启动了 700MHz 及 4.9GHz 的频率申请工作，推动了全国范围的 700M 频率迁移和实

施方案的制定落实，发起了 700M 频段 3GPP 相关标准制定，启动了 19 个城市的试验网建设及 5G 应用探

索。但由于中国广电在移动通信领域“入行晚、底子薄”，5G 网络建设的总体进度明显落后于三大电信

运营商。 

（5）网络安全面临新挑战 

随着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更迭、加速融合以及融媒体业务、智慧业务等的加速发展，广电有线

网络行业面临许多新的网络安全挑战。2019 年 6 月 6 日我国 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后，电信运营商开始加

速建设 5G 网络，而 5G 基站信号（3400-3600MHz）对 C 频段（3625-4200MHz）广播电视卫星接收站的信

号干扰，也严重影响了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1.3.3  机制改革不够深入，人才建设存在短板 

（1）体制机制改革不够深入 

首先，长期以来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分散经营，企业内部行政事业化思维定势严重，已严重制约了企业

在当前竞争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其次，现行企业管理制度仍不完善，市场导向不强，体制机制僵化，经

营管理水平相较运营商有较大差距，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再次，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职能重叠、业务交叉、权责不一、责任不清、互相推诿现象；四是受到文化体制改革遗留问题

的影响，广电有线网络公司人员身份尚未彻底明确，队伍不稳定，对市县公司干事创业、转型发展造成较

大冲击。 

（2）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首先是新业务领域专业人才严重匮乏，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短缺，技术人员整体技术能力、素质，与企

业发展需求的差距较大，制约了公司在业务、技术、内容和服务方面的创新；其次是企业经营困难，提供

的薪资待遇较互联网和通信相关行业企业没有竞争力，难以留聚高水平人才；第三是绩效考核制度还不完

善，未对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不同责任的人员考核实行不同的考核标准。 

1.3.4  智慧产业资源不足，产业生态尚不成熟 

（1）智慧产业资源储备不足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正大力布局智慧产业，但智慧产业的生产资源、服务资源、人才资源储备不足，市

场拓展能力、技术实现能力和持续运行能力等不强，迟滞了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智慧业务的开展。同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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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广电新业务、投资项目还处于发展初期和孵化阶段，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总体收入的拉动作用较

低。 

（2）产业生态体系尚不成熟 

智慧产业是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布局智慧产业的前提是对

智慧产业进行领域细分，而市场价值的实现则依赖一个较为成熟的产业生态体系。目前，智慧产业各细分

领域的发展程度及产业链各环节的布局情况并不一致，决定了智慧产业各细分领域的生态体系并不成熟，

进而造成行业利润率普遍不高，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切入智慧产业将面临行业初期的震荡，同时将承担促进

行业演进的沉没成本及利润预期的不明朗。 

1.4  发展机遇 

1.4.1  政策利好频出，发展方向明确 

2019 年国家和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大力度推动社

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关于推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

意见》、《广电有线网络 IPv6 规模部署及推进实施指南》、《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技术指导意见》、《有线电

视网络光纤到户万兆单向 IP 广播系统技术规范》、《广播电视人工智能应用白皮书》、《广播电视行业应用大

数据技术白皮书》等文件，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媒体融合、智

慧城市建设等做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这些政策为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发展

依据。 

1.4.2  文化科技融合，业态加速创新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容生产、传输分发、终端显示、运营运维、

客户服务等各流程的应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使 4K 超高清、家庭智能监控、智能家居、智慧停车、

智能小区管理、电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看护、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新应用新业态加速创新、落地，

为广电有线网络推动传统电视业务智慧化升级，创新开展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城市业务提供了产品

支撑。 

1.4.3  产业智慧升级，发展空间延伸 

当前“智慧广电”已成为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必然趋势，智慧广电建设已成为未来行业发

展重点工作，在整个智慧广电产业链中，广电有线网络公司自身的角色定位既是建设者、网络及平台的提

供者，又是运营者、直面客户的服务者，未来广电有线网络可抓住智慧广电发展机遇，在平台建设、网络

优化、业态创新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2  行业重点工程与技术工作进展 

2.1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赋予广电有线网络发展新任务 

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 年 1 月 15 日中宣部和广电总局正式发布了《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经中宣部批准，广电总局发布了推荐性行业标准《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

台规范要求》。2019 年 4 月 9 日，中宣部新闻局和广电总局科技司联合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

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 

各地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把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良机，积极对接和参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探索出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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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合本地实际，瞄准需求，积极参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优化。对于已有规划但尚未开始建

设的地区，广电有线网络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合作方承担融媒体中心的顶层设计以及建设工作；对于已经开

始建设但尚未完善的地区，企业依托自身平台和网络优势，持续深入挖掘和优化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定位。 

二是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通信网络等底层信息传输基础设施和安全可靠的整体传输解决方案。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通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不同业务系统的应用场景分析，统筹考虑传输安全性、质量可靠

性、业务访问模式等多方面因素，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不同业务需求提供不同等级的网络传输保障。如对安

全传输要求较高的业务场景需求提供物理隔离专网，对存在大量互联网交互的业务场景提供互联网公网连

接服务，面向不同业务需求提供 IPv4 和 IPv6 双网或双平面互联互通以及提供网络管理运营支撑等能力。 

三是针对县级媒体的非本地化内容资源需求和内容加工处理能力需求，向其开放编辑处理、二次加工

等能力，并提供相应的业务培训。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对新闻类节目的拆条和二次加工、编排、分发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内容资源的不足。另外，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队伍素质不高、技术水

平较低等问题，广电有线网络公司为其提供综合的培训解决方案，运用多种创新形式进行线上线下的业务

培训。 

四是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平台运营需求，为其提供云服务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综合能力支撑服务。

广电有线网络行业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开放直播云、大数据云、制作云、内容管理云等云服务能力并提供必

要的硬件设备，实现对县级媒体行业赋能，协助县级融媒体中心完成内容的生产、聚合与分发，实现联动

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的功能，以先进的组织方式支持内容生产，共同构建产业链，打

造产业生态。 

以北京融媒体中心建设为例，北京歌华有线网络公司具体承接了“北京云融媒体”建设工作。北京云

融媒体基于“1+4+17+N”整体架构搭建，“1”指一个指挥调度平台，“4”是 4 家北京市级媒体单位，

“17”是指 17 个区县融媒体中心，“N”指所有可能参与媒体融合发展的相关单位，比如人民在线、人民

网、阿里云等支持单位。平台系统搭建方面，一是新建了数据中台，对包含电子报刊、网站、微博、微信

及各类主要新闻客户端在内的 50 多万家互联网媒体平台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人工智能的判断，实现舆情

管理智能化升级；二是新建了指挥调度平台，通过任务系统打通了市、区两级宣传调度体系，可以为市委

宣传部和各区之间的融媒体联动提供新的协同方式和新的指挥技术手段；三是新建了内容共享和分发平

台，对新闻内容生产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统一分发，打通原来融媒体的生产系统，支持跨平台多渠道的

分发，为融媒体平台流程再造提供了技术支持，从内容策划、信息多渠道分发全业务的流程和监控。同时，

北京云融媒体还基于大数据技术，建立了传播力、美誉度、知名度、合规度、发展潜力五大维度核心指标，

综合评价融媒体运营效果，协助市委宣传部、市广电局对各级融媒体中心开展传播力、影响力效能评估，

满足对各级融媒体中心及其账号体系的量化评价需求，激发各级融媒体中心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基于区块链技术与国家监管机构、权威媒体机构、版权中心、仲裁机构、公证机构、互联网法院等共建了

版权保护联盟，促进各级媒体内容原创、共享的积极性，解决媒体内容确权难、维权难、用权难的问题。 

2.2  智慧广电传播体系工程全面建设 

2019 年全国广电有线网络行业的智慧广电传播体系工程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山东广电网络公司建设“广电+智慧产业”研发应用集群。公司同多家通信技术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尝试同物联网通信技术研发和运营推广的第三方科技公司建立合作，综合权衡选取物联网通信技术，

开展相关试点业务。围绕机顶盒终端/网关开展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围绕水电暖抄表、雪亮工程和综治服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ipv6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7%A1%AC%E4%BB%B6%E8%AE%BE%E5%A4%87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5%AA%92%E4%BD%93%E8%A1%8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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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结合智能监控、智能识别技术，拓展信息采集和动态监控业务；面向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结合

物联网技术，积极拓展工业互联网业务，提供工业园区网络机房租赁服务，以及制造生产全流程信息采集、

反馈、集成与管理的综合性信息化服务。 

广西广电网络公司启动“智慧广电升级工程”，借助智慧广电云平台一个云端，专注服务于党委政府

和广大人民群众两个层面，重点打造智慧社区、智慧乡村、智慧旅游三大生态，紧紧围绕“大数据资源、

多领域融合、智能化应用、贴心式服务”四大要素，努力实现“全网整合、全网高清、全网互动、全网宽

带、全网智慧融合”的“五全”升级目标。公司依托智慧广电升级工程，积极打造以智慧广电为核心的数

字新生活。开展智慧家庭产品的研发和服务体系建设, 抓好小区物联网和智慧家庭试点与推广应用，全力

开发语音操作、智能搜索、可视应用、智能家居、IP 网关、智慧养老等智慧家庭和智慧小区应用。并以智

慧家庭建设为切入点，建立公共服务、志愿服务和商业服务衔接配套的社区、小区、家庭一体化互动服务

体系，集成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服务，包括家电维保、家装、净水、电商服务等智慧化、综合

化服务内容，打造“广电管家”品牌。 

重庆有线网络公司组建项目团队对标视频行业先进产品、竞争对手，率先开发了行业领先的内容统一

运营平台，重塑视频业务产品，实现了视频业务会员体系、界面流程、元数据、功能、内容编排、大小屏

交互的统一，推出了来点播视频 VIP 会员产品，提高视频业务产品变现能力和价值；通过视频统一运营，

在用户交互体验上实现了统一搜索、播放、预览、订购、跨屏互动，体验价值大幅提升，2019 年全网点播

量突破 24 亿次，再创新高；率先引入流量结算模式打造开放平台，集聚、整合了爱优腾芒头部内容，并

整合了精品应用，实现了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 4K、本地等差异化内容建设，改版升级自办 4K 专

区和通过台网联动模式运营的“最重庆”等本地板块，凸显差异化竞争力；坚持拓展垂直细分市场，实施

O2O 运营，成功举办了重庆 Major、广场舞大赛、风云球王、中欧杯篮球赛、西漫节等品牌 IP 活动，吸附

了数十万用户参与，实现了向线下产业链的延伸经营；发力来点 app、来点微电视，发展“第二屏”战略，

强化小屏视频社交功能打造，补齐大屏短板，抢先布局 5G 市场；以微纪实短视频为切入点开启原创内容

生产运营，探索 MCN 运营，依托原创自制内容和合作内容引入 KOL+KOC 模式创造内容商业变现价值。 

2.3  全国一网整合和广电 5G 建设一体化推进 

中央高度重视全国广电有线网络整合。 2019 年 2 月，由中宣部牵头成立的网络整合发展领导小组，

联合多部门制定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实施方案》，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列入 2019 年工作要点，

全国网络整合开始启动，为广电有线网络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同时，建设广电 5G 是国家的重要战略

布局、是推进媒体融合的重要举措、是全国广电有线网络整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广电 5G 肩负着 5G 技

术驱动下媒体融合、移动优先、智慧广电战略发展布局的重任。国家已给中国广电网络公司发放了 5G 牌

照，广电网络公司具备了开展有线无线融合接入的资质。 

广电总局全力推进广电 5G 组网建网与全国广电有线网络整合一体化发展,谋划广播电视网与移动互联

网融合发展新模式。中国广电网络公司通过前期不断努力，目前已经获批 4.9GHz 的实验网频率、192 码号

资源，并正在向工信部积极申请 700MHz 频段资源，同时大力推动地面数字电视 700MHz 频率迁移规划方

案的编制，从政策上保障 5G 试验网的顺利开展。此外，中国广电网络公司发起的大带宽立项提案获国际

标准化组织 3GPP 审议通过，该提案树立了全球 700MHz 频谱资源的开发使用新标杆，为 700MHz 频段的

业态创新提供了全新机遇和可能，为中国广电网络公司后续参与全球 5G 产业标准制定、提高在全球 5G

行业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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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电网络公司在 2019 年 10 月的全省一网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上公布了《“全省一网”整合实

施方案》，标志着湖北广电网络“全省一网”实质性整合正式启动。从 2020 年元月 1 日开始，湖北全省广

电网络系统将实行一体化管理经营体制，为顺利对接“全国一网”整合打基础。 

山东广电网络公司开展了基于 5G 网络的有线无线融合覆盖试点，其“5G 联合创新应用实验室”已经

搭建了包括核心网、基站、CPE 终端的完整 5G 实验环境，并进行了视频通话实验，已初步具备了为用户

提供无线通话服务的能力。 

湖南电广传媒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 5G 端到端系统建设、5G

行业应用示范、4K 等 5G 视频业务孵化、全媒体云及 5G 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全面提升双方在

各自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河北广电网络公司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未来宽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关于开展冀广 5G

融合网络建设开发的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合作组建了“冀广 5G 融合网络实验室”。该实验室依托智慧广

电网络，开展应用模拟实验，以服务 2022 年冬奥会、雄安新区建设、环京“护城河”建设、环境保护治

理等为目标，为河北广电网络转型升级探索新路径，提供新动能。 

2.4  持续推进广电有线网络改造升级 

2019 年 3 月，广电有线网络升级改造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列入 2019 年工作要点。2019 年 10

月，广电总局印发《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技术指导意见》，提出了广电有线网络技术升级改造的总体目

标、技术架构和技术要求等，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规范。各省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积极响应总局号召，加快

推进广电有线网络 IP 化、云化、智慧化、融合化改造，重构网络体系，再造生产流程，推动了“云、网、

端”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和智能协同。 

山西有线网络公司大力推进全省基础网络及业务平台建设，提升业务承载能力和安全传输等级，进一

步推进南环优化、骨干数据网、国干网互通共建、岚县地面数字电视等重点工程，完成太原、忻州等地 40

余公里管道工程，完成忻州支干网 719.5 公里光缆新建工程，忻州、朔州、吕梁等实现整改 32.68 万户，

通过初验的工程已覆盖用户 18.1 万户，为集团下一步发展广电+互联网业务打下了用户基础。大力开展互

联网优化工程，降低互联网出口采购成本，业务流量从 3G 增长到 7G，增长率达 133%。 

北方广电网络公司与深圳爱立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基于“智能终端+优质 OTT 视频内容+应用业务”

的合作模式，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采购智能终端，向用户提供 4K 智能终端、OTT 视频内容及互动游戏、

幼儿教育、智慧健康等优质增值业务。北方广电网络公司在为用户提供付费的视频点播节目收入中，将一

部分收入按月按发放终端数分劈给爱立峰公司，在保证用户 0 元购机的同时实现双方互惠共赢。 

南昌广电网络公司扎实推进光纤覆盖、双向化改造以及智能平台的建设，已完成双向网络覆盖 75 万

户，基本实现全城全网全双向覆盖，“云平台+4k 智能机顶盒”也正式上线。 

2.5  广电有线网络安全传输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9 年，全国广电有线网络行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和网络强国的战

略思想，充实、细化广电有线网络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职能及运行机制，层层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

任制，网络安全工作得到明显加强。 

一是圆满完成国庆七十周年安全传输保障工作。广电总局成立检查组，对各省市重点单位开展安全检

查，并召开全国广电行业安全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广电网络机构持续开展自查、

交叉检查、隐患整治、成果巩固、应急演练、宣传教育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红线意识，树牢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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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责任落实、强化保障体系建设。 

二是广电有线网络安全防范体系进一步完善。2019 年广电总局科技司发布的《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

技术指导意见》，从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安全防护能力、关键产品的应用、防御体系和网络行为分析、追

踪溯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广电有线网络升级改造过程中的安全性要求。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

院开展了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智能监管体系、广电智能终端应用安全检测技术及监管体系、基于人工智能

的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安全智能决策技术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研究工作。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与湖北省

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360 企业安全集团合作，积极探索建设适应广电行业发展需要的、可落

地应用、可复制推广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三是积极应对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挑战。广电总局、工信部分别制定出台了《C 频段广播

电视卫星接收站与 5G 基站干扰协调实施办法（试行）》、《3000-5000MHz 频段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与卫星

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干扰协调指南》，积极应对 5G 等新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 

 

3  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3.1  推动无线技术应用实现有线无线协同发展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使用手机、Pad 收看视频的用户快速增长，面向移动终端的视频用户市场潜力

巨大，为实现视频业务“无处不在”，协同发展的有线无线融合网络是重要支撑。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加快

探索 5G、Wi-Fi 无线网络与固网协同建设试点，积极推动有线固网和无线网络融合协同覆盖，实现业务跨

屏、跨终端分发，促进融媒体业务发展。 

3.1.1  5G 和 5G 广播 

2019 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5G 网络建设，三大运营商计划 2019 年完

成在北京、雄安、上海、广州、大连等 40 个城市 5G 覆盖网络的建设，并在部分城市推出 5G 服务。在 5G

组网方式方面，三大电信运营商采用 4G 与 5G 协同互补的组网方式，二者互为补充、长期共存。4G 将长

时间为用户提供语音、移动宽带等服务，5G 则将先期在热点地区、垂直行业等领域逐步部署；在 5G 组网

技术方面，三大电信运营商选择了非独立组网（NSA）向独立组网（SA）逐步过渡的技术方案，充分利用

现有 4G 网络，逐步向独立组网的 5G 网络过渡；在 5G 网络建设投入方面，据中国联通估算，实现 5G 网

络全国覆盖需新建 98 万个 5G 基站，预计投入资金达 2500 亿元。 

广电有线网络囿于缺乏在无线通信网络建设运营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专业技术人才以及足以支撑 5G

网络建设的资金，将走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差异化的 5G 发展道路。5G 网络理论上可以配置用于支持视频多

播、视频组播、视频点播和各种创新媒体业务，5G 的出现将为广电有线网络移动接收带来新的机遇。 

5G 将是一个通用的信息平台，通过网络功能虚拟化和切片技术可支持更多垂直行业应用。目前 5G 技

术已能够支持物联网和车联网，对视频广播的支持也已经开始了前期研究，标准化组织 3GPP 已把手机的

5G 广播模式列入研究项目（包括 LTE 和 5GNR 两大类），并得到了高通、华为、中兴、爱立信、三星、诺

基亚等厂商的支持。5G 广播技术可以让智能手机轻松接收地面数字电视信号，运营商可采取低成本的模

式进行内容分发。同时，5G 广播技术还具备更强的交互性，用户可以点播想看的内容。 

为了抓住 5G 带来的发展新机遇，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从 5G 启始就开展了 5G 技术和标准化

跟踪研究，同时成功加入 3GPP 组织，成为国内广播行业的首个 3GPP 正式会员。2019 年 3 月，在 3GPP 

RAN#83 会议上正式通过了 TR 36.776 研究报告。由广电总局科技司牵头成立的无线交互广播电视工作组，

http://ad.doubleclick.net/ddm/trackclk/N7442.5006CHINABYTE/B10313247.138166523;dc_trk_aid=310538354;dc_trk_cid=74205219
http://ad.doubleclick.net/ddm/trackclk/N7442.5006CHINABYTE/B10313247.138166523;dc_trk_aid=310538354;dc_trk_cid=7420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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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积极推动与欧洲广播联盟（EBU）携手形成有关 5G 广播标准的统一提案，该提案若能顺利通过 3GPP

全会，工作组将把 5G 广播标准提交到国际电信联盟（ITU），使之成为国际电联标准。 

在中国广电网络公司统一规划与部署下，重庆有线网络公司积极开展广电 5G 试验网建设工作。其核

心网基于服务化架构、云化部署，采用控制面（C 面）集中部署于北京（后续割接至南京），用户面（U

面）下沉部署本地；核心网通过骨干网与互联网、融合媒体服务平台等信息、内容、资源平台对接，为用

户提供 5G 基础业务、特色业务、垂直领域业务等应用服务。此外，重庆有线网络公司在本地建设无线接

入网、传输承载网。无线接入网基站分布于渝中区、两江新区、合川区等业务开展核心区域，采用 C-RAN

集中化部署方式，通过骨干省中心路由器和链路，与北京核心网的控制面进行信令交互，通过部署于本地

的 5G 核心网用户面进行流量转发。目前，该 5G 试验网的业务包括渝中全域 5G 智慧城市、景点 5G+4K

监控视频回传、5G+4K 超高清直播回传、5G+VR 实景回传、合川钓鱼城景区 5G+智慧旅游、5G+文物修

复及数字博物馆、5G+智慧课堂、5G+WTTH 个人业务、5G 体验屋、智慧电梯、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5G+

城市管理等。 

3.1.2  WiFi6 

5G 无线通信技术具备的高速率、低时延、广域低功耗特点使 5G 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在大带宽数据传输、

对时延敏感的车联网以及广域低功耗物联网等业务方面。但面向家庭服务、热点地区无线传输覆盖、工业

/产业园区物联网等应用场景，5G 并不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无线通信技术，5G 高频段信号在室内覆盖存

在短板，网络致密化需要部署大量的光纤和微站，5G 建设成本过高等仍然是困扰 5G 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无线通信传输领域，Wi-Fi 网络目前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仍然是当前家庭及固定区域无线网络

覆盖的重要技术选择。面对无线接入业务场景和用户需求，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相应制定

了 WiFi 的最新协议标准版本 Wi-Fi6（802.11ax），通过深入应用 OFDMA、1024QAM 调制、BSS-coloring

抗干扰、MU-MIMO 多天线、载波聚合、TWT（目标唤醒时间）等多项技术，并对上行覆盖、符号保护间

隔、帧类型等技术指标进一步优化，使 WiFi6 极大提高、增强了人口密集地区无线网络服务质量、室内覆

盖向室外广域覆盖、支持万物互联等能力。 

3.2  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实现智慧化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广电有线网络的结合更加深入，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广电有线网络生产和

服务各环节中，可实现分发传输智能化、终端交互智能化、应用服务智能化。 

3.2.1  分发传输智能化 

人工智能首先可以帮助网络资源进行智能分配。实现方式是开展数据挖掘、数据清洗等预处理工作，

通过基于流的、序列数据的、数值型数据的算法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对比，根据处理结果进行硬件资源的智

能化分配。其次人工智能可以对 CDN 网络进行智能化优化。实现方式是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方法，

自主学习用户的访问数据，建立内容流行度、区域偏好、热点预测等模型，从而将数字内容智能分发到离

用户更近的节点，进而提升整体分发效率，降低网络延时、节省带宽资源。再次是通过软件定义网络，利

用历史数据构建人工智能模型，实现可学习、可认知、可升级的控制中心，有效帮助 SDN 控制器处理信

息、分析数据、给予决策建议，实现网络控制与转发的分离，极大提升网络效能。 

3.2.2  终端交互智能化 

人工智能可应用于终端，实现人机交互。传统数字电视终端的人机交互以遥控器为主，遥控方式包括

红外遥控、蓝牙遥控等，传统电视遥控器因为操作复杂越来越受人诟病。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是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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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之一，语音识别、手势识别、姿态识别等技术逐渐被应用到智能终端人机交互方面。基

于语音识别的智能人机交互，通过智能终端对人机交互语音指令的自动识别，实现对终端的各种操作。基

于手势识别的人机交互包括基于视频的手势识别、基于超声波的手势识别等。基于视频的手势识别通过摄

像头采集手势视频进行自动分析，将手势转化为指令。基于超声波的手势识别技术利用多普勒效应原理，

使用相应算法根据用户手势运动的频移，得出用户操作指令。姿态识别通常通过摄像头、体感传感器等方

式采集人的动作信息，通过对采集到的人的动作相关的视频和数据进行分析，识别人的姿态，做出相应的

响应。 

人工智能还可应用于改善用户收视体验。视频播放过程中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准确地识别出每帧图

像的内容和场景，结合用户观影的环境光线，实时调节图像质量，使图像呈现效果在不同的光线环境中都

能达到最优。对于低分辨率视频，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可以精确地检测出每帧图像的背景和主体，利用视频

增强技术对背景、文字、人物和物体进行相应处理，从而达到高分辨率视频的播放效果。视频播放过程中

可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对播放的视频实时审查，针对色情、暴恐、涉政、病理和密集恐惧等分类进行内容分

析，结合观众类型和特点，进行实时有效的拦截和举报，实现对未成年人、心理疾病人群等的保护。通过

智能终端上搭载的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技术，还可以在智能终端上实现个性化的操作界面、个性化节目推

荐、智能化频道和节目访问权限管理以及观看历史和节目收藏等。未来还可以结合情绪识别技术实时识别

观众情绪，自动跳过让观众感到惊悚或不悦的节目片段。 

3.2.3  应用服务智能化 

首先是人工智能用于“千人千面”用户画像。广电有线网络通过收集与分析用户的基本属性、社会交

往、行为偏好等多维度信息，综合用户标签，可构建用户的整体特征与轮廓，进而为各家庭、各地区建立

画像，以户、区为中心实现精准的内容投放和推荐，同时为内容制作和内容采购提供决策支持，实现广电

有线网络行业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创新。 

其次是用于广电有线网络的精准广告投放。一类是通过影像技术将推荐物品直接“摆放”在视频中，

该过程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摆放角度、位置、光照等视觉信息，保持原场景的协调性；另一类是基

于视频内容相关进行广告推荐。通过视频解析技术检测视频镜头和关键帧，使用 CNN 等网络自动检测和

识别视频内的物品、场景及字幕，为视频标记具有时间信息的物品或场景标签，通过基于知识图谱的关键

字映射推导和统计过滤，输出稳定可靠的广告物品标签。当用户观看影视剧时，广告推送引擎能够将当前

视频内容相关的角标广告以动态的方式展示到视频画面中，吸引用户关注和购买。 

再次是人工智能用于网络流量预测。通过对直播节目的在线人数、点播内容的点播量和点播时长、舆

情热点等数据分析，可全面了解节目的传播效果、节目的制作质量、节目涉及艺人的影响力等，根据数据

预测用户行为，进而推动影视节目内容的生产和传播。通过流量预测，可预测节目内容的成本、收益和实

际产生的收视数据。基于多维度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的多时间窗口算法，对数据清洗和特征工程进行优

化，对用户的观看行为进行预测，可更好地对内容进行合理编排。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在分发传输和终端应用方面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提升了运营能力和竞争实

力。广东广电网络公司联合科大讯飞公司推出了“语音遥控器”和 AI 电视助手 2.0。“语音遥控器”通过

语音识别，能够实现转台控制、音量调节、节目搜索、点播快进/后退等多种便利操作，提升了电视操作便

利性。AI 电视助手 2.0 能通过对用户年龄、性别的声纹识别，准确判断家庭成员角色，再结合大数据和用

户搜索习惯，基于用户画像能够实现增值业务内容包的个性化推荐。AI 电视助手 2.0 还可实现“方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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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切换”，快速实现普通话和粤语双引擎切换。该手机助手是广东广电网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

性应用实践，不仅方便了用户的收视，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市场的竞争能力。 

重庆有线网络公司与百度公司深入合作，打造了以百度 AI 语音控制为核心、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家

庭互动应用场景，实现了通过语音遥控器和智能音箱产品来操控公司 P30、P60 智慧型终端以及部分智能

家居设备。在家庭网关项目上，完成了基于媒体网关、GPON 数据网关、软终端等相关软硬件开发；完成

了基于 GPON 智能数据网关的 IGOS 系统和 CCN-link 接口的开发，网关+软终端实现了 FTTH 网络下的视

频业务产品落地。 

3.3  推动大数据应用实现数据化运营 

随着有线数字电视的不断推广与普及，广电有线网络行业已逐步形成一个拥有人口统计特征数据、用

户内容使用数据、用户行为痕迹数据、用户搜索与需求信息数据、用户消费行为数据、用户社交活动与意

见信息数据等巨量且详尽的真实用户信息数据库。基于双向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可深入应用大数据技术，

对上述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与处理，以便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并为用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促进信

息互动平台的不断完善，使管道化传输变为平台化传输、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从而真正实现广电有线

网络用户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转变，推动广电有线网络行业进一步发展，也将为社会信息化、政府信息化

等提供全面支撑。 

大数据关键技术涵盖从数据存储、处理、应用等多方面的技术。根据大数据的处理过程，可将其分为

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应用等环节。大数据技术在广电有线网络中的

应用，具体来说可在生产运营、用户服务、运营管理等领域发挥其作用。 

3.3.1  大数据在生产运营中的应用 

（1）广电大数据共享服务 

各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可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数据优势，推动数据后台的对接，实现广电有线网络大

数据共享，解决数据采集、传输和储存所面对的标准不一致问题，以及实现跨地域、跨网络、跨平台、跨

终端的综合全媒体数据运营。 

（2）用户分类 

广电有线网络的用户分类主要是针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广播电视用户受众的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分析其

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个体，通过对不同个体在不同时段的行为进行记录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交叉比较和

归类，关联外部数据和应用数据，对业务运营尤其是个性化推荐进行辅助支撑。 

（3）个性化推荐 

一是在做好用户画像分类和产品分类标签的基础上，根据分类信息判断喜好，预测用户可能的行为，

根据相关算法进行内容推荐。二是借鉴互联网应用、网页产品的优化方案，在广电有线网络机顶盒中对各

个页面和按钮埋点，并进行统计分析和路径分析，进而判断各个功能点的布局、取舍、配色及操作方式等，

不断进行修正，进而测试效果验证，优化界面和流程，提高内容推荐的合理性。 

（4）经营分析 

通过汇集用户行为数据、BOSS 数据、媒资数据、网络系统运行数据等，构建基于统计分析、联机分

析、数据挖掘、决策支持的经营决策分析系统，分析广电有线网络公司运营的优势和劣势，预测未来趋势；

帮助细分市场和客户，指导营销、客服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和高效的客户关系管理；对决策的执行情

况和结果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全面支撑经营分析的信息化、经营管理的信息化。 

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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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大数据技术在广电有线网络用户服务中的应用 

（1）收视行为分析 

实时收视数据分析可以为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提供直播及播出期间监控的数据服务，能够支持节目进行

有针对性的、高效、即时的编播决策和方案调整，同时也能够及时把握整体节目的收视状况。 

离线收视概况分析关注用户情况的变化，以分时段、区域的用户数、使用时长为基础指标进行计算分

析。需要从机顶盒日志中，获取各个时段的用户使用时长，按照地域、时段、用户类型等维度汇总计算用

户数量和总的使用时长。同时根据历史用户使用业务情况，判断用户的行为类型（流入、流出、缴费、休

眠、注销、新增等）。 

（2）用户活跃度分析 

对用户活跃度进行分级定义，检测各个状态间的用户行为变化（如开机率、收视时长，甚至通过一些

互联网数据进行交叉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建立用户活跃度模型，根据用户活跃度模型一方面可以给忠实

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进行流失预测，从而支撑用户挽留工作。 

（3）客户服务 

对客户服务进行分级定义，如缴费、欠费、开停服务、催缴、开停机、装拆机等，检测各个状态间的

用户行为变化（如开机率、收视时长，甚至通过一些互联网数据进行交叉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建立客户

服务分析模型。根据模型一方面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进行客户流失预测，从而支撑

用户挽留工作。 

3.3.3  大数据技术在广电有线网络运行管理中的应用 

（1）设备故障预测 

设备故障预测是故障诊断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通过对历史和当前的设备故障特征值进行分析，

利用数据挖掘算法，挖掘出设备性能指标变化与故障之间的关联关系，分析出设备发生故障前的性能异常

特征，预测出未来的故障特征值，从而预测出设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运行状态，预测设备可能出现的故

障，并且依据这些特征值，判断设备的故障级别，提前掌握设备故障的发展趋势，为提早预防和修复故障

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工程实践意义。 

（2）网络优化 

广电有线网络优化主要是指通过网络设备以及优化技术，为网络优化提供决策参考，使得广电有线网

络在运行时的网络性能最佳。对网络运行数据进行归纳、整理、融合，运用数据分析挖掘技术进行广电有

线网络流量监测、回归预测、聚类等分析，分析结果不仅可以清楚了解广电有线网络运行时的网络性能优

劣，还可以更好地保障网络流量分配、带宽分配以及负载均衡，从而节约广电有线网络运行时消耗的资源、

提高传输速率，保持网络稳定。 

（3）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广电有线网络安全主要是指有线电视的网络设备安全、有线电视传输过程的自身安全、网络数据内容

安全、风险态势评估及安全预警。对网络安全运行数据进行预处理，运用数据分析挖掘技术进行网络安全

流量监测、入侵检测、安全审计以及虚拟网技术等分析，其结果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广电有线网络运行时

的网络风险大小和安全预警，还可以更好地保障网络的设备安全、数据内容安全，如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

身份认证数据等。通过搭建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展示平台等，构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体系，形成基于

广电有线网络的整体安全态势感知，以及基于此的快速处理流程和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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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基于自主技术建设的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已正式运行，

该系统汇聚了全国 1.4 亿有线电视、IPTV 用户直播收视行为数据，为主管部门提供了多类收视综合评价大

数据报告。该系统不仅能够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而且能够通过数据抗

干扰能力的提高，从根本上治理收视率造假问题。新系统的运用是对收视数据采集和应用的一次重大革新，

也为收视数据的统计和应用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 

在广电有线网络公司中，贵州广电网络公司的大数据应用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已经实现了 310 万台机

顶盒的数据采集，日均产生约 15 亿条原始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日均产生约 4000 万条完整播放记录。在

实现所有双向机顶盒的数据采集后，贵州广电网络公司开始建设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对采集数据分析，实

现了直播收视率、点播及时移回看排行分析，用户流失预警、网络流量监控预警，专区页面订购率、终端

用户行为事件分析等功能。另外基于大数据系统分析结果对接 SMP 网管，实现了用户点播错误码统计预

警，用户话单提取等功能，帮助运维人员快速定位故障。同时，贵州广电网络大数据平台将数据提供给推

荐系统、广告系统等第三方业务系统，实现智能推荐、精准广告、个性化门户等新业务，提升了用户体验。 

3.4  推动广电物联网应用拓展发展空间 

物联网是继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发展增长点，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

加快智慧广电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需要推进混合广播宽带系统、智能网络、可信安全、微服务、数字

版权保护、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创新应用；在加快智慧广电生态体系

建设方面，需加快广播电视与物联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网络业态的集成创新、协同服务。 

广电物联网技术架构自下而上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以及应用层技术。感知层是物联网基础性

的需求，包括芯片开发、模组生产、面向各垂直行业的定制化终端及通用终端设计、操作系统开发等。网

络层是整个物联网的神经中枢，完成信息的传输和数据指令的交换，物联网通信服务包括有线和无线两种

接入方式，主要包括 ATM、xDSL、光纤等有线电视网络，以及蓝牙、ZigBee、Wi-Fi、2G/3G/4G、低功耗

广域网等无线网络。平台层提供设备管理、连接管理、应用使能、安全服务等关键服务，平台服务是海量

连接的生态聚合点，也是各方争夺的重点。随着未来大量设备连接入网，应用使能和业务分析的重要性将

会逐渐凸显。应用层是个性化最明显、价值最高的产业链环节，包括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以及增值服务等，

随着对物联网行业应用需求的不断增加，物联网业务将进一步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提供智能化的物联网

整体解决方案，在产业链价值最高层实现商业变现。 

物联网应用场景的多样性决定了其传输技术的差异性，按覆盖距离要求，可分为短距离通信技术和长

距离通信技术。短距离通信技术主要包括局域网和个域网。以 Wi-Fi 为代表的无线局域网技术在智能家居

等垂直领域应用广泛。个域网技术（如蓝牙、ZigBee、Z-Wave 等）主要应用在工业控制、消费类电子设备

等领域。长距离通信技术主要包括蜂窝通信技术和低功耗广域网技术（LPWAN）。以 UMTS、LTE、5G 为

代表的蜂窝网络，主要应用在车联网、视频监控等领域。LPWAN 技术又分为授权频谱技术（EC-GSM、

NB-IoT、LTE-M 等）和非授权频谱技术（LoRa、Sigfox、Weightless 等），在能源抄表、环境监测等领域应

用广泛。 

NB-IoT 和 eMTC 技术均采用授权频谱，由 3GPP 主导的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商投入建设、运营，可直接

部署于现有蜂窝网络，通过软件升级实现平滑演进。二者既有共同点又各具优势，是不同应用领域的相互

补充。NB-IoT 在覆盖、功耗、成本、连接数等方面性能占优势，适合静态、低速率、对时延不敏感的物

联网业务，例如水气抄表、环境监测等应用场景；eMTC 在峰值速率、移动性、语音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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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中等吞吐速率、对时延、语音功能有一定需求的业务，例如智能穿戴、物流跟踪、紧急呼叫等应用。

目前很多入网的物联网终端都已经具备 NB-IoT 与 eMTC 双制式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商用芯片支持 NB-IoT

与 eMTC 双制式。据 ABI 研究预测，到 2026 年 NB-IoT 和 eMTC 将占据 LPWAN 总连接数 60%以上的份

额。 

LoRa、Sigfox 等非授权频谱技术，致力于在公共领域建立各自免授权频段的 LPWAN 标准，具有低速

率、低成本、低功耗等特点。LoRa 因其运营成本低、快速灵活部署等优势，可用于建立自主、可控的专

用网络，备受广大政企行业用户的青睐。Sigfox 采用超窄带技术，可实现极低消耗、超远距离传输和超大

规模连接，旨在独立部署覆盖全球的移动物联网。然而，LoRa 和 Sigfox 采用免授权频段，其抗干扰能力

差，无法保障可靠传输。同时，在组网、发射时间等方面也受到限制。2019 年 11 月 28 日，工信部发布的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和技术要求》规定，470-510MHz 频段的民用计量仪表限在建筑楼宇、

住宅小区及村庄等小范围内组网应用，单次发射持续时间不超过 1 秒，并增加了功率谱密度限制等。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近年来深入开展广电物联网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大力拓展广电物联网业务，取得

了一定成绩。 

贵州广电网络公司采用 LoRa 技术搭建窄带物联网，已在全省部署物联网网关 1086 台，覆盖了全省 9

个市（州）城区，预计到 2020 年可实现省、市、县、乡全覆盖。在实际应用方面，贵州广电基于 LoRa 开

展了物联网燃气抄表规模化应用。以实现无线抄表为出发点，为贵州燃气集团安装了 10 万只 LoRa 燃气表

并完成规模化入网，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 960 万元，并计划在 3 年内实现 LoRa 无线抄表全省全覆盖。贵

州广电网络公司还依托多彩贵州“广电云”网络为贵州燃气集团提供燃气管道滑坡、燃气泄露监测业务，

为保障燃气的安全传送提供支撑。 

歌华有线网络公司综合运用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优势，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构建了基

于 LoRa 的热泵数据采集监测系统，有效实现了北京市通州区“煤改电”热泵设备数据监测、能效分析及

运维管理。系统采集“煤改电”用户热泵的设置温度、室外温度、室内温度、进水温度和出水温度等实时

数据，并通过 LoRaWAN 通信协议将数据传输至 LoRa 网关，一个 LoRa 网关可接收多个采集终端的信息，

再通过传输网络上传到共享开放平台，实现 LoRa 协议转换及 LoRa 网关、热泵采集终端的连接管理，LoRa

网络服务器可容纳多个 LoRa 网关同时组网，最终实现终端接入（用户、热泵、采集器、网关）、数据接收、

数据解析、数据存储、热泵数据分析和统计、终端及热泵状态监控、终端及热泵售后维护管理（报警、工

单、维护等）。 

重庆有线网络公司建立了公司级的智慧家庭物联网平台，完成了与小米生态链中 IOT 核心企业绿米系

列产品的对接工作，积极和运营商合作，平台正在对接中移物联相关产品线；已实现物联网 IOT 线上平台

报警与重庆有线线下客服系统、网格化社区经理调度实现联动，实现了 7*24 小时客服，网格社区经理紧

急上门服务、以及物联网平台授权密码实时下发、社区经理实时回传上门记录等闭环服务。 

3.5  推动 IPv6 技术应用夯实发展基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广电总局 2019 年 2 月印发了《广电有线网络 IPv6 规模部署

及推进实施指南》，指导各地推进 IPv6 工作。 

IPv6 部署总体上分为准备阶段、部署初期、部署中期和部署后期四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研究 IPv6

对现有网络和业务的影响，制定 IPv6 部署规划和发展路径；部署初期，建设 IPv6 试验网，逐步小规模部

署 IPv6，并同步规划安全防护方案；部署中期，IPv6 开始规模部署，用户大部分是双栈，开始出现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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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IPv6 终端，与此同时，主要业务系统和支撑系统逐步支持 IPv6；部署后期，纯 IPv6 应用开始快速增长，

纯 IPv6 终端用户开始超过双栈终端用户，网络超过一半是纯 IPv6 网络，剩下全部是双栈网络，并实现业

务和网络的纯 IPv6 化，逐步关停 IPv4。 

在具体工作落地方面，2019 年 3 月，中国广电与中信集团、阿里巴巴签订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融合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明确提出利用 IPv6 等推动广播电视的转型与融合发展。8 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

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将 IPv6 与 5G 列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播

出和传输覆盖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电有线网络公司也积极推动 IPv6 部署工作，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已完成互联互通平台骨干数据网络的双栈部署和运营，并于 2019 年在北京、上海和西安三个直联点分别

开通了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的 IPv6 互联。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 IPv6 云资源交换中心”已完成部署，实现了 IPv6 全球互联互通，全国广电第一个正式商用、支持

IPv6 的家庭智能网关正在加速普及应用。 

 

4  后续举措与发展建议 

4.1  实施移动化、平台化战略，为有线网络转型发展提供新动能 

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基石是网络。从行业发展规律看，在不断提升有线电视网络连

接范围基础上，创新和变现连接价值是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最成熟和最有效的发展模式；从发展历程看，广

电有线网络公司此前所取得的成绩均受益于连接规模的快速提升和连接价值的创新拓展，正是由于牢牢把

握住了有线电视网络的连接范围从省市到县再到乡镇村，连接价值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再到高清互动

电视以及宽带网络的发展大势，广电有线网络才实现了过去若干年的快速增长；从社会效益看，广电有线

网络始终坚持党媒政网职能定位，依托覆盖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的有线电视宽带网络，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

老百姓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效益；从未来发展方向看，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最广大的用户，机遇蕴含在网络连接的广度和

深度中。 

面向未来发展，广电有线网络公司需深入实施“移动化、平台化”战略，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推动广

电有线网络行业提质增效，为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的自身价值增长和广电有线网络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在广度方面，需要延伸连接方式和连接对象，连接方式需从固网连接向固移协同连接发展，连接对象

需从家庭发展到个人、政企以及万物互联，进而形成连接规模优势，为拓展数字化、智慧化服务夯实基础。 

在深度方面，广电有线网络需要从聚焦管道传输服务向平台级服务和垂直应用领域延伸，依托高速泛

在、安全可靠的网络优势，打造“云网一体”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高质量、差异化内容应用服务体系。 

4.2  加快建设广电特色的 5G 网络，突出舆论宣传与公共安全属性 

囿于广电行业缺乏在无线通信网络建设、运营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专业技术人才以及足以支撑 5G 网

络建设的资金，广电有线网络需在多方面进行突破与创新，在推动具有广电特色的 5G 网络建设与运营的

同时，注重发挥广电行业的舆论宣传与公共安全作用。 

一是创新网络建设模式。充分发挥广电 5G 牌照和 5G 频谱资源优势，广泛引入战略合作资源，积极

与三大电信运营商、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运营商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集团合作，加快广电 5G 网络共

建共享，降低广电 5G 网络初期建设运维成本，快速积累广电 5G 网络运营维护经验，加速创新广电 5G 业

务，培养 5G 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而建立广电 5G 长效运营的机制和团队。 

http://www.dvbcn.com/tag/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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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突破基础资源限制。积极和铁塔公司、交通委、市政、电力集团、物业等单位沟通协调，在全国

范围内加快布局和抢占管道、机房、杆路等战略资源，为 5G 网络建设夯实基础资源基础。 

三是差异化建设广电 5G 网络。利用低频段无线频谱推进 5G 交互式广播建设，实现广播电视视听业

务的广覆盖，保障主流舆论传播、公共视听服务以及应急广播服务。利用高频段无线频谱推进广播电视现

代通信服务以及智慧城市业务。 

四是升级改造网络技术架构。面向 5G 发展，广电有线网络需加快向光纤化、IP 化、云化转型，积极

应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升级改造有线电视网络架构，加快推动建设广电云数据中心，在省域和城域干线

网部署边缘计算节点，新建 5G 通信核心网元，夯实广电 5G 网络承载基础。 

五是建设支撑云平台。建设基于 5G 的智能内容生产制作支撑云平台，面向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开放节

目内容生产制作能力，以 UGC 形式产出 PGC 的高质量专业音视频内容，通过全国优质短视频新闻资讯门

户 APP 面向全国用户进行内容推送。进而推动具备“四全”媒体（即 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特征的高质量全媒体内容制作模式创新，并以此带动全国县级融媒体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是构建全国 5G 公共安全网络。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实履行广电行业社会责任，基于网络

切片技术，构建全国 5G 公共安全网络，解决治安、消防、应急救援等涉及紧急事件响应人员的大量通信

问题，提升公共安全社区内的视频信息共享效率，增强公共安全隐患及威胁发现及处理能力，并部署基于

5G 的应急广播，进而全面提升公共安全管理能力，缩短应急响应时间。 

4.3  深入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规模化智能化生态化发展格局 

广电有线网络行业在当前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应深入应用 5G、4K/8K、AR/VR、全 IP、云和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围绕标准化、智慧化和生态化构建面向未来的传播体系与发展格局。 

一是推动智慧广电技术标准制定、服务标准共建，为广电有线网络规模化运营夯实基础。 

（1）积极推动智慧广电标准研究和测试，加强科技规划、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建设。以开放标准体

系思维共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广电科技标准体系，广泛联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产学研机构，积极参与

新一代智能传输网络、高效传输编码、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家庭智能网关等新技术标准研究、起草、制定、

测试工作，加快推动面向移动人群的新型有线无线融合广播电视网络标准实验，协同推动新技术标准的技

术试验、应用试点、落地实践，大力推动智慧广电服务业态建设、示范和推广，强力助推行业标准化。 

（2）持续推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商用密码应用等安全保障工作，完善广播电视网络安

全系列标准，构建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立体化、系统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二是加速建设“云网端”智慧广电网络体系，推动行业智慧化转型升级。 

（1）建设全国智慧广电网络云平台体系，打造智联云、国家级视频资源云、融媒云、政务云、宽带

云等专业云平台，为视频业务、融媒体业务、政企业务、行业应用以及物联网、车联网等未来业务提供平

台支撑。 

（2）建设 5G、有线、无线、卫星智能融合网络，为舆论宣传、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融媒体服务、信

息数据以及通信服务等提供智慧化网络承载。 

（3）建设智能融合终端，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家庭物联网等新技术，充分运用和

拓展行业大数据资源，大力提升终端与用户的交互能力，创新基于智能融合终端的业态和服务模式，全面

提升广播电视服务能力。 

三是培育智慧广电新生态。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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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跨行业的运行方式，借助社会力量加强智慧广电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能力，抓紧落实智慧社会、

乡村振兴、数字经济、信息消费等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广电与政务、商务、教育、医疗、旅游、金融、农

业、环保等相关行业的业务合作、业态创新与业务升级，加快广播电视与物联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新兴网络业态的集成创新、协同服务，培育智慧广电新生态。 

四是加快现代运维管理体系建设。 

（1）推进运维工作以市场为导向，面向用户和业务服务； 

（2）加快运维集中化生产方式，基于“集中监控、集中维护、集中管理”，发挥集中化大生产的优

势，在保障网络安全、可靠的基础上，注重提升效率，强化运维服务意识，突出服务能力和运维效益，彰

显运维价值； 

（3）完善网管系统，加强网络资源管理，通过灵活配置网络资源快速开拓通信业务，满足市场细分

客户、争取存量与增量市场份额的需要； 

（4）及时掌握用户分布和用户对网络质量的感知情况，不断优化网络，提高用户对网络服务的满意

度。 

4.4  推动客服智慧化发展，全面建立“现代客服体系” 

强化客户接触点管理，是留住存量用户、吸引回网用户、挖掘潜在用户的重要手段。面对当前全业务

竞争日趋严峻、用户流失加速的态势，广电有线网络企业应进一步明确服务工作在经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全面构建以用户为导向的智慧服务体系，加快重塑品牌优势。 

一是积极探索营业厅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网格化营维体系建设。在对营业厅进行形象再造的基础上，

积极引进互联网公司、文化企业开展线下渠道合作，提升用户体验，打造多元生态。继续围绕团队人员建

设、网络网格划分、考核激励机制、信息化支撑手段、配套管理制度五个方面，提升网格精细化管理水平；

整合网络信息资源、地理信息资源、用户信息资源和业务信息资源，完善端到端运维支撑系统，为网格客

户经理提供可靠、高效的手持终端工具，大幅提升信息化、自动化支撑水平。 

二是加快推进“大客服”和“现代客服”的建设。推进智能客服建设，搭建多渠道综合客服平台；以

智能知识库为基础，积极推进智能语音机器人、IVR 导航等项目建设，提升用户体验；建立客服受理大数

据分析平台，深挖用户痛点，充分发挥客服参谋助手的作用。 

三是打造“智慧、泛在、跨界”的电子渠道受理格局。梳理电子渠道业务受理流程，根据各类电子渠

道支撑能力，完成各电子渠道功能规划，实现线上线下全业务办理。加快推进智慧营业厅自助终端的研发

进程。积极探索互联网电视牌照方电子平台渠道的建设，加大对互联网电商渠道拓展与合作运营，最大程

度发挥第三方渠道的平台价值，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便捷的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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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8K视频在 5G+互联网环境中的传输应用分析 
 

湖南广播电视台  潘  磊  汪丰毅  傅炜杨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湖南卫视 2019-2020 跨年演唱会中，利用现有 5G 网络进行 8K 视频传输应用的具

体方案和关键技术，具体从系统架构、技术要点和应用前景等几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5G 网络；8K 超高清视频编解码；传输网络流保护；网络纠错 

 

 

1  概  述 

在 4G 时代，移动通信网络有了较大进步，其传输速率、链路延时和网络可靠性相比以前都有了长足

进步，可以满足大多数大型直播晚会、体育赛事以及新闻连线等直播报道活动。随着十年一代的移动通信

技术的发展，5G 网络开始逐步进入应用时代，其超高速率、超低延时、海量连接和更高可靠性等优势带

来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的新一次发展，当前广播电视技术正逐步迈向超高清时期，5G 作为卫星、微波、光

纤之后的另一种传输技术，可全面契合当前 4K/8K 视频传输应用，极大简化人员配置、降低节目制作成本，

为节目生产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支持手段。 

 

2  5G+8K+互联网传输应用系统介绍 

本次传输应用秉承技术创新、稳定可靠、简要实用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 5G 网络现状，采用最可靠

的传输模式，实现大流量数据的传输，将 8K 视频编码解码、网络传输保护、5G 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和条

件成功结合，实现创新应用，全系统链路图见图 1，为进一步阐述系统架构，我们将此次传输应用系统分

为 5 个部分。 

2.1  信源及编码处理部分 

湖南卫视 2019-2020 跨年演唱会期间，在会场中央架设一台 Sony UHC 8300 摄像机，拍摄全景画面，

提供 8K 信源，摄像机 CCU，CCU 可提供 4×12G-SDI 信源，8K 画面需要采用 4 个独立的 4K 画面拼接，

每个 4K 画面的分辨率满足 3840×2160。在实际传输应用中，近距离可通过裸光纤传输，远距离传输需要

对基带 8K 信号进行压缩编码，即使如此，8K 的数据量依然很大，使用 5G 网+互联网方式传输也是一种

挑战。为保障编码效率及编码码流的稳定，本次传输测试采用数码视讯 8K 硬件编码器，其主要架构由 4

个 4K 编码子板构成，Sony CCU 提供的 4 路 12G-SDI 信源，分别接入四个编码板，通过 HEVC（H.256）

编码方式将每一路 12G-SDI 视频依次压缩至 10M/20M/25M，音频采用 MPEG-1 编码 192Kbps，CBR 模式

下每个编码板各输出一路 IP 码流，采用 UDP 协议，组播输出至数据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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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链路系统图 

2.2  保护网关部分 

由于传输链路采用 5G+互联网形式，考虑现有运营商 5G 网络的组网模式和互联网链路的波动情况，

因此需要在收发端采用传输保护网关，保障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保护网关在数据交换机中接收来

自编码器输出的 4 路 IP 码流，通过网关设备进行解封装与再封装，实现在 5G+互联网链路中的点对点传

输，此外，利用当前网关设备传输纠错机制，使用 ARQ 和 FEC 纠错技术，在复杂网络环境中实现稳定、

可靠传输效果；此外，为防止当前运营商 5G 网络上传带宽不足、链路不稳等问题，通过网关设置链路汇

聚和冗余备份机制，形成同运营商相同或不同 CPE 下的 5G 上传通道的聚合和备份。 

实际使用时，采用 Net insight VA225 网关保护设备，利用移动、电信两家运营商提供的两条 5G 链路，

先采用 single 传输模式，每条链路传输 2 个 20Mbps 码流，实测发现链路稳定，trip 延时在 50ms 以内，链

路平均丢包率在 5%左右，再运用 bond 和 standby 模式实现两家运营商 5G 上传通道的逻辑绑定和冗余功

能，采用两家运营商链路实现 4 路 20M 码流传输，在实际传输时关闭其中一条台 CPE 模拟链路终端后，

单链路传输仍能稳定传输 80Mbps 码流，见图 2、图 3。 

2.3  网络链路部分 

网络链路分为两个部分： 

（1）5G 网络 

跨年晚会期间，利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已部署好的 5G 基站，在室外转播区域实现 5G 网络覆盖，

两家运营商均采用 NSA 方式，通过基站与核心网间的专线链路共用现有 4G 核心网，采用 speed test 测试，

两家运营商的 5G 上传速率能达到 80-90Mbps，能实现 8K 视频编码码流传输，链路端对端延时能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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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s 以内；实际传输过程中，为尽可能实现链路稳定、可靠，运营商经过了一系列网络优化，并实时在

CPE 端运用工具将模拟 UDP 数据包实时发送至现网接收服务器中，不断测试链路的传输抖动和延时。 

 

 

 

 

 

 

 

 

 

 

 

图 2  保护网关配置界面 

 

 

 

 

 

 

 

 

 

 

 

 

图 3  链路实时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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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专线 

通过中国移动拉通一条 200M 对等互联网专线至展示区，收端网关架设在互联网一侧，网关设备端设

置中国移动提供的公网 IP、mask 及 gateway 等信息，接收来自发端网关的实时码流信号，收发端网关本身

适用于在公网传输环境中，采用 UDP 点对点传输机制。 

2.4  接收及解码部分 

架设在互联网端的网关设备，通过 UDP 2088 端口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内部 push 模式实现码流

的实时接收，接收端将 UDP 单播码流接收后进行解封装处理，在 TS 码流前端重新添加包头后形成 4 个独

立的 UDP 组播码流给数据交换机；解码则由数码视讯 EMR 解码器进行解码处理，从交换机获取 4 路组播

分配给 4 个解码板，每个解码板负责一个 4K 画面的解码，输出 4*12G-SDI 信号给 8K SDI 转 HDMI 转换

器，供大屏展示。解码器同时还需对 4 路 4K 画面的每一帧帧间信息进行同步，4 路码流经解码器解码处

理后，在内部采用缓存机制，将带有时间戳的帧间信息进行对齐，使 4 幅 4K 画面在显示端拼接时帧间图

像能保持一致。 

2.5  显示监看部分 

终端监看设备采用 Sony 85 寸 8K 专业显示器，解码器输出 4 路 4K 画面后，经 SDI 转 HDMI 设备，

通过 HDMI 3.0 接口实现视频信号进入大屏实时展示，在实际传输应用过程中，解码输出画面经拼接整合，

能完整展示在显示器中，从主观角度观察，无论从画面清晰度、同步状态和拼接间隙均能呈现良好的视觉

效果，画面全程流畅，无卡顿、丢帧等情况，也间接表明，4K 信号 HEVC（H.265）编码，在 20M 编码码

率下能实现较好的视频传输效果，解码端画面失真度较小。 

 

3  技术要点 

3.1  5G 网络在大流量数据的实际应用 

高清晰度视频意味着需要更高的传输带宽，当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已经逐步开始铺开 5G 试验网络，

先期采用 NSA 方式，逐步开展 5G 网络的应用，本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应用 5G 网络传输 8K 视频是很有

价值的一次实验，证实在 5G 网络中传输高带宽、大流量数据视频的可行性和可靠性，为 5G 网络在 4K、

8K 超高清视频领域的传输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今后开展更广泛的应用做了相关技术储备。 

3.2  8K 视频编解码技术 

作为最新一代的超高清视频传输应用，采用 H.265 编码技术不可或缺，其编码算法相比于 H.264 而言，

效率提升 30%，在同样场景下，可实现用更低的码率传输相同画面质量的信号。本次传输应用中，即采用

4 路 4K 信号经 HEVC 编码压缩后形成独立的四路码流，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在解码端实

现 4 个画面的帧间信息同步？我们的方案是在编码过程中对每个帧增加时间戳，在解码端还原时，解码画

面不直接输出，而是建立相应缓存机制，在缓存中将编码端添加的时间戳进行对齐，以保障每一帧画面在

显示环节进行拼接时能完整实现各画面之间的信息同步。 

3.3  网络传输流保护及组网模式的运用 

目前 5G 网络仍处在试验阶段，且本次采用 5G 网络+互联网形式，对于传输链路是比较复杂的，特别

是互联网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网络的瞬时波动不可预测，因此增加网关保护设备不可或缺。在信号传输

环节，如何保障传输信号稳定可靠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在这其中，我们利用两种方案来实施本次应用： 

（1）网络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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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RQ 和 FEC 两种纠错机制，ARQ 技术通过在发端设置缓存机制，在收端检测数据包时，若发现

其中一个或多个数据包没有收到，则存在于发端缓存区内数据包将重新进行发送；而 FEC 则利用传输带宽

的 10%作为纠错码预留带宽，在收端进行自纠错处理，通过不断调整和测试，发现传输链路出现瞬时网络

波动，丢包率在 30%时仍能进行有效纠错，有力保障了本次 8K 视频的传输应用。 

（2）组网设计 

利用两家运营商的 5G 网络，通过 bond（链路聚合）和 standby（备份）模式进行设计，如采用大带宽

数据传输时，由于一家运营商 5G 网络上传带宽不足，可利用 bond 模式进行组网，实现两个 5G 网络汇聚，

在逻辑上实现一条大带宽数据链路；而 standby 模式更加具有传输意义，实现了物理链路的冗余备份，可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要求，并可在发端实现码流的无缝切换。为今后实现传输领域的组

网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如图 4 所示。 

 

图 4 

 

4  结束语 

本次传输应用建立在大流量数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5G 高带宽、高速率的优势，在传统使用卫星、

微波、光纤等传输技术手段上的一次新创新、新应用，具有完整的链路传输保护措施，可直接作为 5G 应

用的传输手段，为解决今后广播电视传输下一代超高清视频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也进一步促进了节目

制作、传输等环节不断发展，为节目提供更多、更可靠的传输方式。不足之处在于，当前 5G 组网技术仍

采用 NSA 模式、大规模部署需要大量投入，许多更具节目生产的实际应用暂时无法实现，如 D2D、网络

切片等，我们也期待在今后 SA 模式下，开创更多基于 5G 网络下广播电视技术的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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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5G智慧广播技术体系设计 
  

湖南广播电视台  牛嵩峰  王承永  谢少华  唐  炜  何良璋  曾红斌 

 

摘  要：本文阐述了湖南广播电视台在新型 5G 智慧广播技术体系建设中的前瞻思考和摸索，结合新一代

云技术、5G 通信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全国各县级融媒中心广播系统，打造全国

性的新型 5G 智慧电台。在车联网时代，力图从“一县一频”向“一车一频”和“一人一频”的

高品质定制化互动广播转变。 

关键词：5G 智慧广播；云技术；5G 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车联网；互动广播 

 

Design of new 5G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system 

Niu Songfeng  Wang Chengyong  Xie Shaohua  Tang Wei  He Liangzhang  Zeng Hongbin 

（Hunan radio &television Group，Changsha 4100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forward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Hunan Radio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5G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system.A new type of national 5G smart radio station would been buil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broadcast station of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combined with cloud technology，5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se designs strive to change from “one county，one 

frequency” to “one vehicle，one frequency” and “one person，one frequency” high-quality customized interactive 

broadcasting in the era of vehicle networking. 

Keywords：5G intelligent broadcast，cloud technology，5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big data implement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vehicle networking，interactive broadcasting. 

 

 

1  引言 

AI（人工智能）[1]和 5G 通信技术[2]的诞生、发展和应用，推动经济社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

升，形成了全新的信息革命，也为广播电视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2018 年 11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3]。在《意见》[3]指引

下，湖南电台充分运用 AI+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合 5G 通信技术和云计算、大数据，充分发挥芒果系内容

生产实力，通过新型 5G 智慧电台建设搭建自动化、个性化（本地特色）中央厨房式节目生产中心，把湖

南广电优质节目内容输送到县区，帮扶县区恢复“县级广播”。 

 

2  湖南台 5G智慧广播建设的总体设计理念 

2.1  5G 智慧电台的总体设计理念 

面向县区电台，运用 AI+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合 5G 技术和云计算、大数据，优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方

式，通过自主研发 iMango
[4]软件系统，重构迭代传统电台整个生产体系，提供尽可能智能化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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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建立交互性与用户体验感佳的新型智慧广播电台。 

新型 5G 智慧电台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内容智能生产、节目智能分发控制管理、节目内容智能播出、系

统监管预警智能管理和县级电台硬件配备 5 大部分。 

新型 5G 智慧电台系统拟采用“强中心-弱终端”的建设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石、以人机协作为特征、以 5G 技术和云计算及大数据为支撑、以提升内容生产

传播效率为目标的智能编辑部形态。 

·利用场景重现、数据分析的方式，根据内容资源与用户使用数据，通过用户画像[5]，充分了解用户，

形成“随需而变”的传播方式。 

·以推动制播平台云化、IP 化、IT 化为核心，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制播体系向融合化制播体系转变，

形成“全媒体汇聚、共平台生产、多平台发布”的一体化媒体智能信息资源平台。 

·集聚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的虚拟主播音频库[6]及优质节目，保证了相对高质量的内容输出，提升县

区电台的节目质量、竞争优势，节省县级电台主持人、编辑等大量人力成本。 

·以“芒果出品”[7]的品质标准，整合湖南广电节目资源编排出私家车台和音乐台两套内容体系，同

时保证时效性，实现了节目实时刷新、同步播出。 

·结合中心目前 9000 小时/年节目生产能力形成的媒资库，可融合各地电台特殊需求，进行个性化呈

现。 

·所有落地的新型 5G 智慧电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好基础节目内容，由中央厨房进行整体的

歌单设置、节目编排和内容上传，当地只需要一名编辑对云端上的完整节目内容进行下载后，运行播出系

统即可实现智能化播出。 

系统架构采用低耦合结构设计，为可能的大规模着业务的发展，可提供良好的扩展性。新型 5G 智慧

广播技术体系建设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需求。 

2.2  系统的安全性 

安全、稳定性是广播播出系统的核心。在服务器操作系统层面，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对 Web 系统框

架，采用 Spring Cloud 或 Dubbo 微服务[8]技术实现，并采用高可用架构，防止各种宕机原因造成无法使用

系统；对文件数据的日益增长及数据的重要性，采用 Hadoop HDFS 或 Fast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8]，对互联

网的关键链接处加入网闸等网络安全硬件设施，从各个层次上设计系统的安全、稳定机制（包括防故障措

施），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2.3  系统的可扩展性 

因业务拓展的需要，系统要具有良好的扩展性，扩展性具体包括如下几点， 

业务的可扩展性、数据文件容量的可扩展性、快速接入能力以及较好的互联性。在软件工程上，采用

分层化、模块化方式构建整个软件系统。 

2.4  系统的可维护性 

本系统设计是为国内县级音频融媒服务，需从顶层设计系统的可维护性，包括系统日志、数据库日志

等技术手段。设计通过 ELK 工具[9]监管所有微服务运行所产生的日志信息，如产生错误，以图型报警方式

展现。 

 

 



新型 5G 智慧广播技术体系设计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8 

3  新型 5G智慧广播技术体系设计 

3.1  5G 智慧广播技术体系流程脉络 

新型 5G 智慧广播先建立以互联网云技术为核心的“湖南电台新闻云中央厨房”系统，采用互联网公

司（腾讯、阿里等）常用的云技术架构，便于日后系统的大规模扩张，同时考虑应对服务高并发状况。利

用“中央厨房”[10]的集约优势，首先打造“一县一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广播中央厨房[10]的生产

效率和质量，将高质量、成套系的广播音频节目通过音频编码器、互联网或 VPN
[11]输送到各个县级广播电

台，插入县级广播本地节目（在地节目也可通过中央厨房定制）后送往发射台进行调频发射，经过信号放

大、馈线、天线逐步实现全国性的县域覆盖，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AI 智慧广播体系设计生产流程图 

在“一县一频”逐步铺开后，利用大数据技术[5]进一步分析各地人民的关切点，利用智能推荐算法，

采用反馈迭代的方式逐步修正输送各地的节目播出单，实现初步的县域定制化广播播出。在此基础上重点

研发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高品质语音合成技术，向 5G 智慧广播过渡。未来三至五年，随着 5G 技术的大

规模应用，车联网在新车上的部署逐渐普及，将 5G 智慧电台的信号接入车联网[12]，在流量资费大幅度下

降、通信延时降低至人耳无感范围的情况下，高品质、定制化、可互动的车联网广播市场，在可预见的未

来是广大的。  

3.2  后端云服务架构设计 

在县级广播对口单位部署两到三台商用工作站型计算机，并安装部署自主开发的 iMango 播出系统，

实现自动智能化播出；调频发射利用各县级广播单位原有频率和设备资源，尽最大可能减少终端需要处理

的环节。所有数据通过网闸方式访问湖南电台公有云“节目分发管理系统”，获取最新歌曲、节目、AI 资

讯、AI 天气等数据信息。 

采用网闸目的为了确保播出网络安全，同时将各县级广播单位将 iMango 播出系统状态实时回馈到湖

南电台云端的“系统运行健康监控预警管理平台”中，当某县级广播单位的 iMango 播出出现故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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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健康监控预警管理平台能实时报警，直接显示在湖南电台的核心监控平台上。 

负载均衡   Keepalived

科大讯飞语音平台 阿里语音平台

互联网第三方应用平台

县级广播媒体单位 iMango 播出系统平台

iMango 主播

iMango 备播

iMango 上单千兆交换机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

iMango 节目分发控制管理平台（HA 高可用）

节目分发管理系统 （Linux、Docker、Spring Cloud 微服务架构）

Web 服务器 Web 服务器Web 服务器

MySQL 集群

支持读写分离

Redis 

缓存服务器集群
Hadoop HDFS或Fast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

Rabbit MQ

消息队列集群

网闸

墨迹天气平台 可扩展的自建平台

全媒体矩阵、智

能广播��

网闸

Elasticsearch

搜索分析引擎

系
统
运
行
健
康
监
控
预
警
管
理
平
台

ELK

日
志
分
析
系
统

 

图 2  云服务硬件体系架构图 

5G 智慧电台云服务后台架构如上图 2 所示，在湖南电台和阿里云或者腾讯云等之间架设高速互联网

通信链路——租用电信、移动或联通等组成的双企业级千兆光纤宽带网络，保证信号路由冗余度的同时，

保证信号传递的高带宽。同时将主系统服务同时部署在阿里云和腾讯云上，按分布式系统原理部署云服务，

让县级电台终端根据带宽和延时响应情况选取不同的服务器群组进行业务处理。 

节目智能分发控制管理服务程序。此平台硬件设备架构由七部分组成，统一部署在安全播出网络中，

同时所有服务器均采用 Linux（RedHat7 或 CentOS7）[8]操作系统。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是成熟的互联网公

司标配选择，它更适合在公网环境下建立服务，效率高，同时维持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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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向代理服务器。此层次的反向代理服务器，是暴露在最外层，所有县级广播媒体单位的访问

入口，播出终端全部访问于此层次的反向代理服务器，目的是隐藏及保护后面的“分布式节目分发管理系

统”软件安全。在反向代理服务器的搭建上，采用 2 台或更多台物理服务器，设计保持随时扩展性。安装

Nginx 与 Keepalived
[13]软件，实现负载均衡与 HA 高可用。HA 是 High Available

[13]缩写，防止出现单点故

障问题，是多机集群系统简称，指高可用性集群，保证业务连续性的有效 web 应对方案，一般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节点服务器，可简单理解其中某一个节点服务器宕机后，另一个节点服务器会继续运行，这样可

确保服务运行的连续性。 

（2）节目智能分发管理系统。此层次为 Web 业务系统，部署的系统采用 Java
[8]语言开发，以 Spring 

Cloud
[8]微服务架构建设，初期可采用 3 台高性能物理服务器，通过 Docker

[8]容器来运行整个微服务架构系

统，并建立成 HA 高可用的 Web 业务系统，后续随着用户量的增长带来的高并发，再增加扩展服务器支撑。 

（3）Redis 缓存服务器。用于节目分发管理系统的高速缓存，初期可采用 2 台物业服务器以集群方式

部署 Redis
[8]，并建立成 HA 高可用，此层次的服务器，对内存要求高，每台服务器建议采用 128GB 或 256GB

内存，保留扩展性。 

（4）MySQL 数据库服务器。用于节目分发管理系统的持久化数据存储，采用 2 到 3 台服务器搭建，

持久化的数据尤为重要，必须搭建成高可用的 MySQL 集群，并实现主从复制，支持 Web 业务系统读写分

离，提高 MySQL 运行效率，保持扩展性。 

（5）分布式文件系统。可采用 Hadoop HDFS 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也可以采用轻量级 FastDFS 分布式

文件系统），以数据冗余方式，对音视频文件、图片文件或其它文件进行分布式存储，确保文件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如采用 Hadoop H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初期设计采用 3 服务器搭建全分布式文件系统，并建

立成 HA 高可用。此层次的服务器，对硬盘存储空间要求高，每台服务器采用 10TB 容量硬盘，如存储不

够时，可以水平扩展服务器增容。 

（6）Elasticsearch 搜索[9]分析引擎。对于日积月累的所有临时性资讯文稿存储时，不建议采用 MySQL

关系型数据库存储，因 MySQL 存储资讯文稿内容不便于模糊搜索，而且当数据量大时，查询效率极低，

在此建议采用 Elasticsearch 搜索分析引擎。在采编阶段，将所有资讯文稿进行中文分词结构化存储，通过

Elasticsearch 搜索分析引擎，能快速的搜索资讯文稿信息，它的优点在处理 PB 级数据量时，稳定性强、处

理效率高。设计采用 2 台服务器，组建 Elasticsearch 集群，实现高可用，保证延展性。同时内存建议采用

128GB。 

（7）RabbitMQ
[8]消息队列服务器。作为中间层的消息队列服务器，协调 “节目分发管理系统”与“互

联网第三方应用平台”接口对接，设计初期采用 2 台服务器，组建 Rabbit MQ 集群，实现 HA 高可用。 

（8）网闸[14]。指定通信端口双向传输数据方式，实现“RabbitMQ
[8]消息队列服务器”与“互联网第

三方应用平台”的数据交互安全； 

（9）ELK 日志分析系统——ELK（全称 Elasticsearch、Logstash、Kibana）[9]日志分析系统。日志分

析系统用于开发者运维整个分布式系统，通过 Logstash
[9]搜集、分析、过滤日志存储到 Elasticsearch

[9]中，

然后通过 Kibana
[9]的 Web 图形界面可视化分析存储在 Elasticsearch 的各项指标日志数据，再通过数据的定

制，定制仪表板视图方式展现形式，全面了解每个微服务的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入系统运行健康监控

预警管理平台，此平台可监控县级 iMango 播出系统与节目分发管理系统运行状态，如操作类型、CPU 使

用率、内存使用率、数据库表空间、硬盘空间及机房空调温湿度等，当超过配置阈值时，将发生报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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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拓扑图方式展现。 

3.3  前端 iMango 广播播出系统设计和开发 

在整体设计上，我们设列了音乐电台体系、资讯电台体系等系列套餐，同时设计并开发了前端 iMango

播出系统（如下图 3 所示），为县级广播媒体单位提供轻量级智能化的平台、一站式服务方案。 

 

图 3  iMango 播出系统前端工作界面 

3.3.1  音乐电台体系设计 

在所有设计的体系中，音乐电台体系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体系。 

 

图 4  iMango 播出系统-音乐电台体系工作界面 

如上图 4 所示，在 iMango 播出系统中预设有多种音频衔接方式，每一种歌曲类型，都会有精心为您

预设的衔接模型；每一首歌曲，都详细定义了前奏、尾奏、最佳进歌点、最佳出歌点、年代等属性，所以

歌曲衔接尽可能做到过渡自然，在广播听感上给听众带来最舒服的感受。 

为了做到最佳的音乐播放效果，音乐电台体系播出系统中增加了 AI 音乐串词部分。在歌曲与歌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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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自动加载的主持人串词音频，来自省电台金话筒主持人基础语音库。编辑写好串词内容，通过 AI 语音

合成的方式合成音乐过渡区的主持人串词音频，达到歌曲与歌曲之间自然转承的效果，从听感上让听众感

觉有主持人在直播间主持。 

 

图 5  iMango 智慧播出系统-音乐电台体系 

如上图 5 所示，iMango 播出系统结合 AI 技术，以智慧电台自动化播出为设计理念，糅合传统电台音

频时序播出功能，加入 AI 音乐串词、AI 天气预报、安全播出监控等功能，形成基础的音乐电台体系服务。

对广播播出安全来说，空播是巨大的威胁。安全播出监控功能负责在 iMango 播出系统没有声音信号输出

时，自动播放垫乐，防止空播。静音检测时间可以根据各地的安播要求自行调节，也可默认一级安全播出

设置，系统完全按照国家一级安播要求设计，并通过多联盟台[10]三年时间的实用检测。 

AI 天气部分，AI 智慧电台 iMango 系统自动从中国气象局官网或墨迹天气[15]
API 接口获取权威的各地

天气信息，辅之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将获取的天气文本信息转换成语声音频并自动上架播出，做到一县一报

各不相同。播出站自带慢录系统用于录制实时的直播音频，用于日志查询、故障分析和拆条之用。 

3.3.2  资讯电台体系设计 

在较发达的县域，汽车保有量众多，人才聚集，对资讯的需求很大，针对这些地域，需要接入较多的

本地新闻内容。根据这种需求开发的 AI 资讯电台套系，采用网络爬虫[16]技术，将各县政府门户，事业单

位，大型企业的网站、两微一端信息爬取到 AI 智慧电台的“中央厨房”，由文字编辑进行二次梳理和精选。

通过编辑的文稿在完成三审流程后，经科大讯飞等国内最先进的语音合成引擎结合金话筒主播声音库，形

成一条条广播资讯音频自动上架播出。国内新闻大事部分则由“中央厨房”的核心编辑团队处理，再分发

到各县频率。 

资讯内容可分要闻、联播和快讯，同样做到“一县一频”，播出时隙可控可调。在资讯部分之外，合

理的安排 AI 音乐电台内容，有条件的地区可让本地主持人做自主可控口播。 

如图 6 所示，音乐电台体系可选择全自动广播输出框架（用于播出时间控制）。资讯电台选择半自动

框架，因加入部分当地主持人口播业务，时间控制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运用 AI 语音识别、AI 语音翻译、

全网新闻检索，文本语义识别、虚拟主播合成、自动分类和检索等[6]最新 AI 技术，才能尽最大可能的处理

海量资讯，提高生产效能，在面向全国县级电台服务时方能得心应手。 

iMango  播出系统 

基础 

电台 

播出 

功能 

AI 

天气 

播报 

AI 

音乐 

串词 

AI 

预播 

歌曲 

AI 

虚拟 

主播 

安 

全 

播 

出 

监 

控 

慢录系统 



新型 5G 智慧广播技术体系设计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33 

 

 

 

 

 

 

 

 

 

 

 

 

图 6  广播输出框架自动化程度选择-全自动，半自动，手动等 

3.3.3  车联网电台体系设计 

在 5G 技术高带宽、低延时特性逐渐融化到街头巷尾之时，车联网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通过技术的不断升级，建设好调频端的“一县一频”后，车联网的“一车一频”、“一人一频”脚步声

就会越来越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让用户定制的可行性越来越强。 

在第一阶段“一县一频”完成以后，通过前期的智能拆条，梳理并重新编辑湖南电台已有的经典节目，

同时制作有地方特色的在地节目，形成适合各地传播的基础内容库和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再针对个体收

集和分析车联网的车主画像，结合用户场景定位、收听习惯和喜好进行精准内容和服务推送，并利用账号

互通实现同一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连贯式收听体验，可以实现更为精准的用户推送。在车载场景下，可依

托融合最新 5G 通信技术的车辆网中控屏，接入智能音箱控制，结合用户的行为特征再进行音频内容的推

荐，这是更为先进的一次场景升级，需要采用开源大数据机器学习架构 TensorFlow
[17]（由谷歌人工智能团

队谷歌大脑开发和维护）完成智慧电台核心大脑的建设，才能建成更高阶段的“一人一频”车联网电台体

系。 

车联网电台体系是下一代可能的广播技术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需要和传统的调频广播和谐共

生，通过观念思维、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技术体系的逐步过渡，向更广泛的触达途径，更优质的听众体

验的下一代广播迈进。 

3.4  AI 智慧电台后端分发管理系统设计和应用 

iMango 节目分发管理系统，为县级广播打造的一个专项系统平台，整个系统采用 Java 语言设计，从

功能上分三层结构，清晰的分离了不同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日常管理和系统扩容，如下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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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imango 节目分发管理系统软件分层结构 

3.4.1  用户端层 

在用户端层，主要处理各种信号接口事宜。整个系统设计，采用 B/S 架构，通过 Web 浏览器方式，可

以操作第二层的整个主体业务功能；在 Windows
[9]播出客户端上，采用 SOAP 架构[9]，利用网页服务

（webservice）[9]开发 Windows 桌面客户端，用于歌曲入库前尾奏打点、最佳进歌点与最佳出歌点打点，

歌单编排等操作；设立开放的 iMango API
[8]接口，安装部署在县级电台的播出系统上，通过网闸等安全设

备，自动从服务器获取歌单、节目等数据，并自动上单播放。 

3.4.2  主体业务功能层 

在主体业务功能层，设计多个核心业务模块。根据“一县一频”的要求，设立了县级电台管理、县级

电台合同、节目中心库、节目自动推送上单、新闻资讯语音合成库、新闻资讯文稿管理、歌单编排推送上

单、歌曲中心总库、歌曲中心串词库、综合查询、通知中心、消息提醒等业务模块，协同处理全国县级智

慧电台业务需求。 

其中，县级电台合同模块是核心业务的中心，根据各县级电台采购的服务合同不同，体现在服务时间、

购买节目套系、种类等条款，系统会根据这些合同条款分门别类推送歌单、节目、AI 天气、AI 资讯等组

合内容。并设立合同有效期前 90 天，自动短信或邮件通知县级电台主管人员，保证后续业务的谈判工作

得以以较宽松的时间进行。 

在新闻资讯语音合成上，通过 AI 语音技术，调用第三方 AI 语音转换引擎接口（科大讯飞、阿里或腾

讯），将新闻资讯文字信息转换成指定的某主持人语音，对转换后生成的对应音频文件，统一存储在语音

合成库中，再根据地域的不同，返回给不同县级电台上单系统。 

3.4.3  管理层 

管理层负责智慧电台系统日常业务的管理，包括帐户管理、权限管理和第三方服务调用管理。第三方

服务调用功能集中管理第三方服务接口调用，包括调用次数、调用时间、参数内容、成功状态及费用支付

管理等，便于管理人员统计和服务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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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G 智慧电台监管预警管理系统设计 

5G 智慧电台监管预警管理系统用于播出情况监控、远程监听、播出设备 CPU、内存使用率、硬盘空

间大小监控。当达到预警阀值时，就发送报警消息到省台的“系统运行健康监控预警管理平台”中，同时

对后台的节目分发管理系统的所有设备进行监管，包括 CPU、内存使用率、硬盘空间大小，系统服务运行

情况，包括采用 ELK 工具，对微服务运行所产生的日志进行监管预警，如达到预警阀值则报警，如下图 8

所示。 

 

图 8  智慧监管管理系统设计 

3.5.1  县级电台监管 

如上图 5 所示，在智慧电台中心大屏中，以拓扑图方式展现所有县级电台播出网，点击其中某电台，

可以调出当前播出情况，预听当前播出内容。监管县级电台的 iMango 播出情况，当前播出是否空播、直

播情况、播出日志记录等；同时在当地县级电，以窗口提示方式反馈。 

3.5.2  后台监管 

除了远端县级电台播出站的日常监管，更为重要的是核心业务的日常监管和维护，包括本地和云端

linux 和 windows 服务器运行监管、微服务监管、web 反向代理服务器监管、第三方服务资源调用情况监管、

分布式文件系统监管等，这些监管一部分影响到日常的安全播出情况，一部分影响外围资源的监控和资费

情况，汇集到 5G 智慧电台技术总控，可实现故障的及时响应，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 

在预报警管理方面，所有报警信息（包含县级电台报警信息）都在智慧电台核心监控机房报警，并以

邮件或短信方式通知相应的负责人。根据报警类型，自动生成一条故障报告处理单，此故障报告处理单按

流程方式，由对应的技术人员处理，直到处理完成，才能关闭此故障报告处理单，以流程管理化对故障处

理并形成记录归档。 

 

4  结束语 

本项目通过新型 5G 智慧广播系统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县级电台”+“村村响”形成内容生产及传播

链，在 5G 技术支撑下，将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运用于广播生产，进而形成全业态、垂

直化的智慧声音生态体系，使声音生成与创作、智能化内容与服务的易得性大大增强，实现传播的精准化、

声音供给与声音需求的高度匹配，将有力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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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播电视台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与全国其他广播同行、车企的合作，推动制播平台云化、IP 化，

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制播体系向融合化制播体系转变，在内容制作、分发传播、用户服务、技术支撑、生

态建设以及运行管理等方面智慧化发展协同推进，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更加丰富、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

广播融媒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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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3GPP Release 14 中提出的 FeMBMS 是对 3GPP Release 14 前版本中 eMBMS 的进一步演进。相

较于 eMBMS 中最多 60%的无线资源可用于广播业务，FeMBMS 中接近 100%的无线资源可用于

广播业务。FeMBMS 是迄今第一个提出利用传统的高功率高塔（HPHT）等广播基础设施提供地

面广播服务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FeMBMS 中的仅接收模式（Receive-only mode）支持用户无 SIM

卡、无需注册的免费接收（Free-to-air），有望成为新一代地面数字电视、无线广播的解决方案，

对于广电部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 FeMBMS 的发展背景、核心技术、应用

前景对其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关键词：5G 广播；eMBMS ；FeMBMS；三网融合  

 

Research on the 5G Broadcast FeMBMS Technology 

Zhang Xiaoluan1，2  

（Central Radio & TV Tower，National Radio and TV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142，China）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 

Abstract：The FeMBMS proposed in 3GPP Release 14 is a further evolution of the eMBMS in the previous versions of 3GPP 

Release 14. Compared with the maximum 60% of wireless resources in eMBMS can be allocated for broadcasting 

service，nearly 100% of wireless resources in FeMBMS can be allocated for broadcasting service. FeMBMS is the first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 to propos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infrastructure like 

high-power-high-tower（HPHT）to provide terrestr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 The Receive-only mode in FeMBMS 

supports Free-to-air without SIM card and without registration. It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solution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terrestrial digital TV and wireless broadcasting，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departments. 

In this context，w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FeMBMS from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core technology，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is paper. 

Key words：5G Broadcast；eMBMS；FeMBMS；Triple-play 

 

 

1  引言 

个人移动通信系统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先后经历了 1G、2G、3G、4G 时代，有望在今年（2020）全面

迎来 5G 时代。1G 实现了手机作为无线电话进行语音通话的基本功能；2G 通过数字化实现了语音通话和

窄带数据传输功能，手机能够接入互联网传输图文信息；3G 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使用码分复用/多址技术进

一步增强了手机的数据传输功能，手机能够较快传输多媒体数据，使得视频通话成为可能，移动端应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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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兴盛，拉开了移动互联网的大幕；4G 结束了 3G 标准“三分天下”的局面，3GPP 所推出的 LTE 标准“一

统天下”，OFDM 和 MIMO 等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手机的数据传输速率，高速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海量

的移动端应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手机成为与人最亲密的“伙伴”。即将全面应用的 5G，在大带宽、低延

迟、大连接的加持下，与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融合，各种颠覆级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5G 将

重构我们的社会。 

随着个人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手机从最初的通话工具演进到如今人们最亲密的“伙伴”、最得力的

“帮手”。从 3G 开始，人们开始使用手机传递、浏览以音视频为代表的多媒体信息，而其中又以视频的数

据量最大，如图 1
[1]所示。移动通信网络承载着大量的与日俱增的视频数据，除了增大系统容量，人们开

始研究如何高效地传输以视频为主的多媒体信息。在 3G 时代，针对网络中同时传输相同内容存在资源浪

费的情形，3GPP 在其 Release 6 标准中提出了 MBMS（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多媒体广播

/多播服务）以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广播/多播的方式向多个用户传送相同的内容，相较于单播大大地节

省了资源开销。为了进一步提高 MBMS 性能以及适应 4G 新的系统架构，3GPP 在其 Release 9 标准中对

MBMS进行演进提出了 eMBMS（evolved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s）。为了进一步提升 eMBMS

对高清/超高清视频的支持，3GPP 在其 Release 14 标准中对 eMBMS 进行进一步演进提出了 FeMBMS

（Further enhanced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2]。 

 

 

 

 

 

 

 

 

 

 

 

 

 

 

伴随着 FeMBMS 标准的推出，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在较大区域内同时广播多路高清/超高清视频成为可

能，将对传统的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及调频广播业务构成挑战。在未来，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及调频广播业务

可能随着 5G 网络的铺开而被 FeMBMS 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其发展背景、核心技术、应用前景

对 FeMBMS 进行全方位介绍与分析。 

 

2  FeMBMS的发展背景 

3GPP 在其 Release 6 标准中从系统架构、核心网、接入网、终端及用户服务等多个方面定义了 MBMS。

在系统架构上，MBMS 在 WCDMA 系统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 BM-SC（广播/多播业务中心）实体、对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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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移动数据流量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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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关网元进行 MBMS 功能升级（如增加了特有接口、信道、物理层过程及业务流程），其网络架构如图

2 所示。3GPP 在其 Release 7 标准中提出了 MBSFN（广播/多播单频网），将不同小区间的干扰转变为多径

传播，以提高 MBMS 系统的容量；在其 Release 8 标准中提出了集成移动广播（IMB）即 TDD 版的 MBMS，

以利用 1900-1920MHz TDD 频谱。MBMS 可以实现消息广播、文件共享、群组点播、手机电视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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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BMS 网络架构 

随着 3G 网络向 4G 网络的演进，3GPP 在其 Release 9 标准中对 MBMS 进行演进，提出了 eMBMS，

在 LTE 网络架构上引入 MCE（多小区/多播协调实体）、eMBMS GW（eMBMS 网关）和 BM-SC 实体，定

义了在 4G 网络下的广播/多播业务，其网络架构如图 3 所示。MCE 负责 MBSFN 区域内所有 eNodeB 的无

线资源管理；eMBMS GW负责将 eMBMS数据分组发送给每一个承载 eMBMS业务的 eNodeB 以及与MME

（移动性管理实体）完成 eMBMS 会话控制信令的交互；BM-SC 负责 eMBMS 业务的用户授权管理、在网

络中发起 eMBMS 业务，接收外部内容源提供的内容并制作 eMBMS 数据分组。在 Release 10 标准中，3GPP

为提高 eMBMS 系统的资源利用率提出了计数与基于优先级的抢占机制。自 Release 11 起，3GPP 对 eMBMS

跨小区的业务连续性进行研究并在 Release 12 中完成方案。在 Release 13 中，3GPP 提出了基于需求的

eM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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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源

M2

M3

Sm

SGi

M1 SGi-mb

SG-mb

LTE Uu

 

图 3  eMBMS 网络架构 

相较于 3G 时代的 MBMS，eMBMS 在性能上得到很大提升。但随着高清/超高清视频的迅速崛起，

eMBMS 网络的承载能力已力所不逮。于是在 3GPP 的 Release 14 标准中进一步演进的广播/多播技术

FeMBMS 应运而生。 

 

3  FeMBMS的核心技术 

在 LTE 系统中，无线资源常以 RB（Resource Block，资源块）作为资源调度的最小单位。在一般的

20MHz 带宽 LTE 系统中，子载波间隔为 15kHz，每个资源块在频域上包含 12 个子载波，即带宽为 180kHz，

在时域上占用 7 个 OFDM 符号时间（0.5ms）即一个时隙。频域上每单个子载波 15kHz、时域上每 1 个 OFDM

符号时间即 1/14ms 构成一个 RE（Resource Element，资源元素）。一个 RB 可分为 84 个 RE，每 4 个 RE

构成一个 REG（Resource Element Group，资源元素组），每 9 个 REG 又构成一个 CCE（Control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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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控制信道单元），如图 4 所示。在时域上，每 14 个 OFDM 符号构成一个子帧，每 5 个子帧构成

1 个半帧，每 2 个半帧又构成 1 个无线帧，如图 5 所示。 

频率

1个
子载波

1个OFDM
符号时间

1个RE

1个REG

时间

 

图 4  LTE 资源块示意图 

subframe subframe subframe subframe subframe

half-frame half-frame

symbol symbol symbol symbol

1 radio frame ＝ 2 half-frame ＝ 10 ms

 1 half-frame ＝ 5 subframe ＝ 5 ms

 1 subframe ＝ 14 symbol ＝ 1 ms

 

图 5  LTE 帧结构示意图 

RB 的数量决定了小区的容量。在 LTE 系统中，eMBMS 业务只能分配到一个无线帧中的部分子帧，

通常最多 60%的子帧可用作 MBSFN。而 FeMBMS 可将 80%甚至 100%的子帧可用作 MBSFN，大大提高

了小区容量。 

表 1  FeMBMS 与 eMBMS 无线资源对比 

 子载波间隔（kHz） 
每个资源块 

子载波数量 

循环前缀持续时间 

（μs） 

有效 OFDM 符号 

持续时间（μs） 

站间距

（km） 

MBSFN Rel<14 

（eMBMS） 
15 12 16.7 66.7 5 

MBSFN Rel-14 

（FeMBMS） 

7.5 24 33.3 133.3 10 

1.25 144 200 800 60 

FeMBMS 提出了新的帧格式、可灵活扩展的 OFDM 参数配置[3]（如表一所示）、两种新的小区模式[4]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MBMS 专用小区）、新的载波类型[5]（Supplemental downlink carrier，补充下行

载波）。FeMBMS 支持 MBMS 业务的多小区连接，使得用户可以同时连接多个小区，例如用户在连接一个

MBMS 小区的同时也连接着另一个 MBMS/单播混合小区。此外，FeMBMS 还支持用户连接到多个无论注

册与否的运营商网络，以及大站间距的远距离传输。与传统的 FDD LTE 不同，在 FDD 模式下 FeMBMS

不需要成对的频谱，对于 FeMBMS 来说，上行链路不是必须的。FeMBMS 允许不同的运营商通过 MBMS

共享网络来降低内容分发成本。FeMBMS 还可以通过资源动态分配，使 MBMS 业务的 QoE 能够实时优化。 

在 Release 14 前传统的 eMBMS 中，最多有 60%的小区容量能够分配用作 MBMS 或者是 MBSFN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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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 40%的小区容量被用于单播业务、寻呼、参考信号、同步信号等。用户在进行小区选择时，eMBMS/

单播混合小区相对于没有 MBMS 业务的小区具有更高的优先级。eMBMS 主要应用于软件更新、股票信息

更新、移动电视等批量文件的传输。 

为了提高 eMBMS/单播混合小区 MBMS 业务的容量，3GPP 将之前用作非 MBSFN 业务的子帧用于

MBSFN 业务，在配置 MBSFN 子帧时不再保留单播控制区域，提出了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和 MBMS

专用小区的方案。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 80%的容量用于 MBSFN 业务，增加的这 20%部分来自于重分配原先用于寻呼

的子帧，因而其不再支持移动终端电话的寻呼。与支持寻呼的传统 eMBMS 相比，FeMBMS 通过下行控制

信息帧传输直接指示信息。当用户通过 FeMBMS 载波接收到下行控制信息帧时，它的作用与接收到具有

相应字段集的寻呼消息一样。对于 FeMBMS 来说，直接指示信息字段直接代表本应由寻呼信息和系统信

息块所间接代表的信息。系统信息、参考信号、同步信号是小区所特有的，与 Release 14 前一样由非 MBSFN

子帧传输。虽然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能够传输单播流给用户，但仍然需要非 FeMBMS 小区提供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所不能提供的寻呼信息和单播控制区域。因此，在用户进行小区搜索和选择的时候，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具有低的优先级，不允许用户驻留。如图 6 所示，FeMBMS/单播混合小区作为次

小区（Secondary cell），eMBMS/单播混合小区作为主小区（Primary cell）协同服务用户。 

 

 

 

 

 

 

图 6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与 eMBMS/单播混合小区协同服务用户 

MBSFN 业务容量更高的是 MBMS 专用小区。MBMS 专用小区可将 100%的容量用于 MBSFN 业务。

由于 MBMS 专用小区不存在上行链路，因此 MBMS 专用小区与 eMBMS/单播混合小区协同服务用户时，

MBMS 专用小区也只能作为次小区。在小区搜索和选择的时候具有低的优先级，不允许用户驻留。此时

MBMS 专用小区可作为补充下行载波满足用户的需求，如图 7（a）所示。此外，MBMS 专用小区还可以

单独服务用户，如图 7（b）所示。这种模式类似于当前的公益地面数字电视和调频广播，用户不需要注册

与订阅就能免费接收内容。 

总的来说，Release 14 中的 FeMBMS 相较于之前的 eMBMS 具有以下优势： 

（1）提出了免费接收（Free-to-air）和仅接收（Receive-only）模式，用户不需要 SIM 卡、不需要与网

络运营商签订合同订阅付费就能接收内容。能够实现与目前公益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和调频广播一样的作用。 

（2）MBMS 专用小区模式下，能够将 100%的无线资源用于广播业务，相较于 eMBMS 中 60%的限制，

大大提高了无线资源利用率。 

（3）FeMBMS 定义了更长的循环前缀（200us），以支持更大的站间距（60km），方便网络低成本的

覆盖。 

 

eMBMS/单播混合小区
（主小区）

FeMBMS/单播混合小区
（次小区）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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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MS/单播混合小区
（主小区）

MBMS专用小区
（次小区）

用户

(a)           

MBMS专用小区

用户 (b)  

图 7 （a）MBMS 专用小区与 eMBMS/单播混合小区协同服务用户      （b）MBMS 专用小区单独服务用户 

（4）更高的频谱效率，在使用 256-QAM 调制、不考虑保护间隔的情况下能够实现 4.9 bit/s/Hz 的频谱

效率，能够满足用户更多超高清视频的传输需求[6]。 

 

4  FeMBMS的应用前景 

蜂窝移动通信网络中的 FeMBMS。在 LTE-Advanced Pro 或者 5G 的蜂窝移动网络中，FeMBMS 小区

可与 LTE 或 5G 小区对同一个区域重叠覆盖。LTE 或 5G 小区作为主小区负责用户的单播业务，FeMBMS

小区一般作为次小区负责多播业务，如图 8 所示。单个 FeMBMS 小区的覆盖范围可以大于单个 LTE 或 5G

小区的覆盖范围，多个 FeMBMS 小区可组成单频网解决移动用户的跨小区切换问题。FeMBMS 小区承担

多播业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的同时减轻了 LTE 或 5G 小区业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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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FeMBMS 小区与单播小区混合覆盖示意图 

（利用已有的广电基础设施如电视塔以 HPHT 的方式实现大区域的 FeMBMS 小区覆盖， 

同区域的传统蜂窝基站（eNodeB）实现（LTE 或 5G）单播小区覆盖） 

利用 FeMBMS 实施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传输。通过高塔高功率（HPHT）的大区域覆盖、低塔

低功率（LPLT）的补点覆盖，可以实现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对城乡的低成本、可靠传输覆盖。由于采

用了通用的移动通信标准，支持的设备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接收设备如电视、收音机，手机、平板电脑等便

携式设备甚至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眼镜也能接收到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信号。FeMBMS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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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接收更加方便、受众更加广泛。 

目前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传输覆盖主要还依赖于广电专用网络，使用专用的标准，仅支持专用

的接收设备如电视、收音机、机顶盒。由于用户习惯的改变，人们习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设备

收听观看音视频节目，原有的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用户逐渐流失。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传输

覆盖网络与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融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使用通用的移动通

信标准（如 FeMBMS、5G-MBMS）进行传输覆盖不仅可以拓宽其受众，还可以利用原有的广电高塔与蜂

窝移动网络等基础设施降低覆盖传输成本。 

就移动通信运营商而言，部署 FeMBMS 网络的硬件成本不高，关键在于获取充足的内容供用户付费

订阅。由于移动通信运营商并不生产节目内容，MBMS 业务的内容供应受制于人，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积极

性受到打压。在之前的 eMBMS 应用就受到了限制，国内外都仅推出了 eMBMS 示范项目（如 2014 年南京

青奥会 eMBMS 直播），使得 eMBMS 未在 4G 网络中广泛推开应用。但面对移动通信用户端指数级增长的

视频需求特别是对高质量视频的需求，单播网络不堪重负，移动通信运营商不得不重新考虑使用 MBMS

技术在有限的无线资源条件下高效利用资源来满足用户需求。 

对于广电部门来说，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公益的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是其职责所在。但当前

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面临着用户流失、维护成本较高、占用过多优质频谱资源等问题。FeMBMS 有望

成为未来无线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解决方案，通过提供对不同类型设备的支持迎合用户的需求与习惯来

拓展用户、提升传播效果、降低维护成本、释放频谱资源。 

 

5  结束语 

在德国，FeMBMS 的验证项目 5G today 实现了利用 FeMBMS 技术传输电视信号[7]。在中国，广电部

门也于 2019 年 10 月在北京启动了 FeMBMS 测试[8]，对 FeMBMS 进行全面评估。3GPP 有望在 Release 16

标准中，完成基于 LTE 的地面 5G 广播技术规范，并在 Release 17 中实现基于 NR（New Radio）的 5G 蜂

窝广播。随着 5G 网络的部署与商用，广电部门有望通过 FeMBMS 等技术实现广播电视网络与移动电信网

络的融合发展。广播电视网络与移动通信网络实现融合发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Global Mobile Data Traffic Forecast Update. 2016-2021[R]. 2017. 

[2] 3GPP. RAN2 CRs to eMBMS enhancements for LTE.RP-170633[OL]. 2017. 

https://www.3gpp.org/ftp/tsg_ran/tsg_ran/ TSGR_75/Docs 

[3] David, Jordi, Beutler. 3GPP Enhancements for Television Services: LTE-based 5G Terrestrial Broadcast[OL]. 20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8777832 

[4] 3GPP.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E-UTRA); Overall Description; Stage 2(Release 14). TS 36.300 V14.11.0 

[OL]. 2019. 

https://www.3gpp.org/ftp/specs/archive/36_series/36.300/ 

[5] Rafael Kaliski, Ching-Chun Chou, Hung-Yu Wei. Further Enhanced Multimedia Broadcast/Multicast Service in LTE-Advanced 

Pro[J]. IEEE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Magazine, 2019, 3(3): 44-51. 

[6] A.De Vita, R.Gaffoglio, V.Mignone, A.Morello. LONG TERM PERSPECTIVES OF TV CONVERGENCE TOWARDS 5G: 

https://www.3gpp.org/ftp/tsg_ran/tsg_ran/TSGR_75/Doc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8777832
https://www.3gpp.org/ftp/specs/archive/36_series/36.300/


5G 广播 FeMBMS 技术研究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44 

MOBILE AND FIXED APPLICATIONS[OL]. 2017. 

https://www.ibc.org/publish/perspectives-of-tv-convergence-towards-5g/2476.article 

[7] 5G TODAY[OL]. 2020.  

https://5g-today.de/ 

[8] Rohde & Schwarz exports. 5G Broadcast to China[OL]. 2020. 

https://www.broadbandtvnews.com/2019/08/12/rohde-schwarz-exports-5g-broadcast-to-china/

https://www.ibc.org/publish/perspectives-of-tv-convergence-towards-5g/2476.article
https://5g-today.de/
https://www.broadbandtvnews.com/2019/08/12/rohde-schwarz-exports-5g-broadcast-to-china/


县级广电网络转型升级与发展视听新媒体的几点思考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45 

 

县级广电网络转型升级与发展视听新媒体的 

几点思考 
 

新疆五家渠电视台  何立云 

 

 

县级广电网络从 1993 年开始广泛大规模推广发展，到今天已走过了 26 个年头了。曾经的县级广电网

络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推向了发展的辉煌，奠定了今天的广电事业。但今天的广电发展状况却今非

昔比，网络用户大批量流失，内容收视多渠道分流。县级广播广播电视机构只有努力争取国家财政拨款才

能生存。传媒中心的成立也改变不了当前内容收视分流的状况，最终内容收视用户向省级和国家平台集中，

网络用户向三大运营商集中。而网络用户的减少，直接导致广电网络的造血能力不足。 

在县级广电网络转型升级与发展视听新媒体的探索和实践中，应怎样作为才能使广电网络用户不流

失，收视内容更丰富，媒体中心有动力，事业发展有活力，从业人员有积极性呢？这是基层广电工作者普

遍面临的现实问题。 

 

1  基层广电网络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 

当今时代赋予广电网络的责任就是互联互通，高流量快交互，高清智能，高安全低风险，信号稳定。

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目前的广电网络现状是，兵团乃至各师团广电网络还未实现互联互通，双向网改大部

分不到位，高清智能更谈不上，师团数据宽带网络设备品牌不统一，相互不能通用，既有应用 EPON 技术

的，也有应用 GPON 技术的。有与电信合作的，也有与联通或移动合作的，带宽出口又都在电信运营商手

中，用户认证鉴权也在电信运营商手里。用户的住址、数量、宽带需求、设备状况被电信运营商完全掌握。

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只是眼前的权宜之计，没有长远的利益，通过电信运营商的营销反而让广电有线用户更

容易流失到运营商手里。 

 

2  基层广电网络管理的困惑 

基层广电网络已成为广电系统的鸡肋，拿出来运行，没有内容支持；进行网络改造，没有资金支撑；

改体制妈妈不爱姥姥不疼，谁都不愿出面担当负责。以前挣钱时有线网络谁都抢着管，挣点钱没有投入到

网络的升级改造，而是投入到节目开办上。一张同轴网运营 20 年，师团基本没有一条自建杆路的有线传

输线路，不是挂电力杆就是挂电信杆路，或许有关人员没有想过，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广电的基础网络。一

个落后的广电单向网络，几十年如一日，从上到下抓的都是宣传，而不进行网络的设计改造，这是导致广

电网络出现今天困境的重要原因。 

 

3  技术队伍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基层广电网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基层广电技术队伍也就更跟不上时代发展。管理制度跟不上运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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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就跟不上，运行资金跟不上技术水平就跟不上，技术水平跟不上技术队伍就跟不上。广电网络技术队伍

都是十几年来通过同轴网络的发展，不断摸索积累沉淀下的队伍，就是这样的一只队伍，到今天有的地方

还没有解决职工身份，还是一个临时工。如果不善待技术队伍，广电网络的发展又何从谈起呢？  

 

4  传媒中心新媒体运营下的困惑 

在改革的大潮和行政推动下，传媒中心如雨后的舂笋，投入上千万的资金都建立起来了，政府、党委

每年还需投入大量资金来运行传媒中心。政府砍去了媒体的造血功能，就砍去了人员的积极性，媒体后续

拓展创新缺乏了动力，致使媒体内容缺乏创新，媒体竞争激烈下，用户点击收看量大幅消减。用户开始转

向省级、中央级大的平台，如快手、头条、抖音等，使本地的媒体平台产生不了内容优势，由于资金限制

也发挥不了创新优势，更产生不了经济价值。而为了扩大本地内容覆盖，又纷纷在抖音注册开通抖音号，

这就是目前传媒中心新媒体的表现形式。 

而当年有线电视建设初期，政府并没有给有线网络投入多少资金，只是允许收取用户少许的入网费和

收视费，网络、广播电视紧密相连、共同发展，创造出欣欣向荣的广电新天地，奠定了广电发展的基础。 

 

5  广电网络与媒体高度依从共同拓展 5G 

广电网络是 5G 和媒体高度依赖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广电 5G 如何布局？没有内容的服务又如何

运营？这就是三者的依从关系。既然广电网络是基础，也是广电发展的希望，那我们就应该遗移余力地发

展广电基础网络，从建网开始抓起，建设一个真正具有安全保障的、有自己杆路的、超前的高速双向的具

有自愈保护环的全光网。制定高标准统一的目标和实施方案，巡视监督。广电网络应该形成统一的验收标

准，并一以贯之，落实到底。坚决杜绝匆忙上马，无标准、无底线、无统一、无督查、无结果的网络建设、

升级改造工程。 

 

6  行政推动加市场运作实现网络高标准整合 

2020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就“全国一网”整合工作进行行动

员部署，要求加快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电 5G 建设一体化发展。作为基层广电网络工作人员，

在此对全网整合发展进行探讨，提出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些基本想法。 

全国网络整合不是将全国各地广电网络联网就行了，而是整合后的网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能担当

重用。既能安全稳定承载党和国家宣传任务，又能具备起时代赋予的智慧网络的所有功能。国家应对广电

网络有一个高标准的定位，即安全稳定、国家意志、民众必须。 

行政推动的使命，就是要实现上下一条心。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行政推动，各级广电部门积极作

为，定时定点完成工作任务，及时解决在工作中遇到各类困难，积极掀起职工群众广泛参于的热潮。 

市场运作就是广电网络总公司充分利用市场广泛筹集资金，合理规划有得放失，轻重缓急稳步实施，

制定全国广电整合路线图，实现“五个统一”，即：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人员管理，统一工程材料采购，

统一工程施工标准，统一工程验收标准。无论政策法规、运营管理、技术方案，全部进行顶层设计。只有

这样，全国广电网络整合才有希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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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聚焦“大屏” 

——浅析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技术调度中心大数据系统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李雅琳 

 

摘  要：传统媒体正不断地进行着发展和转型。电视节目形态和技术的改变提升，促使我们立足技术的角

度锐意创新，探寻新领域、多维度思考、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让受众的目光从手机端、IPAD

端、电脑端等种种“小屏”聚焦“大屏”。我们通过使用分布式计算、效用计算、并行计算、负

载均衡、网络存储、热备份冗余以及虚拟化等云技术自主研发出一套大数据系统在“大屏”展示，

聚焦“大屏”。该系统部署灵活、运用场景丰富，能为我台节目生产提供有力的舆情服务。目前

该系统中“大数据”和“云平台”的部分功能技术已在我台《2019-2020 跨年演唱会》、《春节联

欢晚会》、《元宵一家亲》、《声临其境》（疫情特别节目）中落地使用。 

关键词：大数据；云平台；互动 

 

 

1  系统的技术实现 

系统数据结构定义最合适的存储方案，将数据分布式存储，减小系统负荷，实现 TB 级的大容量数据

存储与数据快速访问。使用 AI 技术针对我台直播类、常规类节目的传播力、影响力、收视率进行数据分

析，再利用 ETL 技术将这些分散凌乱标准不一的数据分类、过滤、标准化。支持数据计算按照节目需求定

义好的数据模型，通过多种计算方式，将目标数据加载到数据存储中得到系统所需的准确的、干净的数据。

并通过人性化的 UI 将三网收视率、三微一端的实时热点、栏目流程、技术亮点通过大屏呈现在现场各个

审看室。效果直观，关注大家所关注，汇小屏于大屏。拥有 Showlive 服务，开发多个功能模块实现后台对

平台用户进行角色权限管理，提供推流 APP 支持实时直播和互动，通过 Livehand 在线视频制作系统将客

户端、云端、节目现场衔接。如图 1、图 2 所示。 

 

2  系统的技术特点 

系统提升了内容生产力，运用数据思维贴合栏目市场需求抓取数据，通过对全来源、全类型的数据实

现统一存储和质量监管，进而能够快速准确地汇聚整合丰富的数据，为数据分析提供基础。同时为主数据

管理提供统一的、规范的数据管理标准，实现多种类型数据的统一管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系

统可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态的媒介整合呈现，进行融媒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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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3  系统的主要功能 

3.1  定制研发 

掌握自主研发力技术，贴合节目制作需求。可为我台栏目逐个特色定制，在前端设计从模板到 UI 满

足栏目整体调性制作包装制作，可直接运用于编辑，多个功能模块可以灵活搭配，利于调度，降低技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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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高栏目后期编辑制作效率。 

3.2  数据分发 

实现数据监测、数据上屏、数据共享监看，效果直观。实时抓取数据，可选择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按

分钟实时刷新相关数据信息，避免客户端在具体环境中数据延时、数据分散、内容单一，多个端口切换繁

琐操作等问题。还可通过扩充服务器的模式，无限扩展系统采集响应速度。UI 内容丰富，包括有受众所关

注三网收视率、三微一端的多个平台和节目信息相关的“热度”、“热搜”、“热词”，每个节目各个技术口

的技术亮点等。 

 

 

 

 

 

图 3 

该系统可以实现演播室信号直接进入聊天室，链接栏目现场和 500 位观众云互动：通过现场

LIVEHAND 将 PGM 信号推流上云进行安全审核并完成云拼接后，再进行数据分发到客户端。创新双流模

式设计：前期发现单路 3M 的码率，当有多人在一个直播间的时候，一台手机完全没法承担这么大的带宽

压力；我们创新设计双流模式，小窗口时，每路信号使用小流保证画面流畅度和实时高保真音频；当需要

观看某一路信号时，切换到全屏模式，推送高码率画面。为保证传输稳定，该系统可动态调整码率和分辨

率：由于网络环境参差不齐，为保证画面质量和流畅度，本次我们联合华为视频云能力，实现在技术方案

中根据客户端客观条件进行动态调整用户码率和其载体的分辨率，确保 40%丢包率音视频体验不下降，E2E

时延小于 300ms。 

3.3  安全审核 

运用云端 BI 技术为栏目流程提供执行依据。按照栏目要求在进行个人账户安全认证、时段、投票次

数等权限配置，筛选栏目认证的用户投票为有效，公正公开实时计票。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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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弹幕过滤 

观众的在观看推流录制的同时进行在线互动，后台会对所有的进行收集，每一条实时弹幕都可通过手

动或 AI 进行后台实时审核，过滤敏感词汇。所有的数据在后台进行审核后呈现，确保安全播出效果。也

可以在后期编辑时为栏目编导提供观点和素材。 

 

图 5 

3.5  云导播 

根据节目内容来设计包装，定制的投票窗，对节目录制中出现的突发情况进行及时安全管控，可供

VCR、宣传片、大屏幕、其他机位等四路信号切换，规避风险，确保画面内容安全稳定。旁路加载：鉴于

广电用户在直播后，需要将单路信号收录进行后期加工制作，通过旁路推流，云上自动收录，保障用户在

直播互动的同时，将每个用户单路信号实时收录，方便后期制作加工。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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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技术调度中心大数据系统在落地使用过程中，为内容生产服务的同时也在顺应

需求而裂变、强化、开发和延伸，短短几月已经从 1.0 版完善到到 4.0 版本，功能延展性在更多主体层次

中和栏目需求结合，具有灵活无限求实创新的特点，符合我们作为传统媒体也是主流媒体在发展转型中守

正创新的基调，也能及时响应节目制作技术需求，加强传播手段，实现“聚焦大屏”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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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 5G组网方案研究及其应用探讨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梁  京 

 

摘  要：本文从广电网络的架构搭建着手分析，根据广电特性以及现有网络基础情况，对广电 5G 核心网、

无线网和承载网进行研究，并提出组网建议。同时结合广电 5G 的业务特点，打造“视频+宽带+5G”

的行业应用。 

关键词：广电；5G；组网；应用 

 

 

随着广电 5G 的发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全系统、全行业之力，谋划广播电视网与 5G 移动网融合

发展的新模式，实现电视大屏与移动小屏交互融通，重塑广播电视传播格局，努力做大做实智慧广电业

务，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同时，为政务、商务、教育、医疗、旅游、金融、城市

管理、物联网、车联网等垂直领域提供新的支持，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 

 

1  整体架构概述 

广电网络面向未来“视频+宽带+5G”战略，需要全方面构架整体网络，包括新增面向 5G的核心网、

承载网、传送网、接入网、支撑网等，初步的整体网络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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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电网络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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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行业现有网络主要满足有线电视、IPTV、政企专线等固定业务，面向未来 5G 业务承载，需要重

新构建面向“固移融合”的网络。新建面向 5G的“核心网、IMS融合网”，现有SDH传送网、IP城域网

建议保持现有架构不再规模扩容，新建面向未来 5G 承载、宽带承载的“分组传送网”，结合业务发展适

度加大DWDM/OTN大颗粒光传送网的建设。同时，匹配未来的业务发展，建设相关的业务网、支撑网、

网管网等，增加与其他通信运营商的互联互通网络。 

广电 5G 将采用 700M（广覆盖）+4.9G（容量补充）+3.3G（室分）+毫米波“低频+中频+高频”的协

同组网策略，SA 独立组网支撑全业务服务，建设成站点极简、架构极简、协议极简以及运维极简的极简

5G 网络，并高效整合 ABC（A：人工智能、B：大数据、C：云计算）技术，为广电供给侧改革提供先进

的技术支撑和强大基础设施。广电 5G 整体网络架构如 2 所示。 

 

图 2  广电 5G 目标架构 

 

2  广电 5G组网建议 

2.1  核心网 

广电网络全新构建面向 5G 的核心网，将直接采用独立组网（SA）模式，打造基于 5G 的新型广播电

视交互网，推动新型传播渠道的拓展。 

5G 核心网采用了服务化架构、网络切片和多接入边缘计算等新特性，需要确定网络建设原则，基于

现网情况和发展策略进行技术方案选择，并结合各种具体模型参数，分步展开VNF层规划和NFVI规划。

如图 3 所示。 

2.1.1  核心网建设原则 

（1）采用 SA 云化架构的 5G 核心网； 

（2）控制面大区化集中部署，用户转发面按需下沉； 

（3）端到端采用国产化设备； 

（4）具备大带宽业务和 VoNR 话音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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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电 5G 核心网架构 

2.1.2  核心网用户面组网方案 

核心网用户面网元 UPF 及其配套数通设备部署在同一机房，UPF 配套数通设备采用双平面组网，配

置 2 台汇聚交换机和 2 台 DC Gateway。 

UPF N3 接口通过 IP RAN/SPN 与 5G 无线网互通，UPF N4 接口通过承载网与核心网大区节点控制面

网元互通，UPF N6 接口通过新建防火墙与 IP 网互通，UPF 网管接口通过承载网与核心网大区网管中心互

通。如图 4 所示。 

 

图 4  广电 5G 核心网用户面组网方案 

2.2  无线网 

5G 采用服务化架构，根据各种业务的需求，分配相应网络资源，实现从无线网、承载网到核心网端

到端的网络切片，保障业务流的服务质量，提供个性化服务。为应对业务需求多样性的挑战，5G 设计了

无线新空口（NR）的技术框架。5G NR 具备统一、灵活、可配置的特点，面向不同场景可以通过统一的

NR 技术灵活配置无线网络参数，满足各种业务需求，从而摆脱以往需要针对各种业务部署互不兼容的专

用网络的弊端，实现万物互联的愿景。5G NR 的这个特点给无线网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网络规划和落

地实施都需要开展相应的专题研究。其中 5G 网络业务主要有个人业务（ToC）和政企行业业务（T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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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规划包含 ToC 和 ToB 规划。面向行业信息化业务拓展的重点是 ToB 规划，需要突出信息服务叠加 5G

元素的特征，其中应用服务、网络切片、边缘计算 MEC、移动网络是规划核心。 

无线网络建设，主要涉及覆盖区域和规划原则的确定，站点规划，站点勘测，方案会审，工程施工，

站点调测开通，单站验证，簇优化和全网优化等。由于 700MHz 频段被广电其他系统占用较多，需要根据

清频进展，在排除了干扰后，再制定单站验证，簇优化，以及全网优化等工作计划。  

2.2.1  室外宏站组网方案 

目前无线网络建设站址资源已经成为影响移动覆盖的关键因素，并成为运营商竞争的关键资源。无线

设备支持 DRAN 以及 CRAN 两种方式组网，建议在光纤资源丰富以及站点密集区域采用 CRAN 组网。如

图 5 所示。 

 

图 5  广电 5G 宏站组网方案 

2.2.2  网络规划 

5G 网络建设初期，以室外覆盖为主，在有明确业务需求情况下，可以适当考虑室内覆盖。覆盖区域

选择应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以品牌宣传为目标，聚焦城市的城区、以及垂直行业示范应用等区域，重点是

在创新业务示范区、高流量高价值区、品牌宣传区开展 5G 网络建设，在覆盖效果上，以满足业务需求为

主，不盲目追求网络的大范围连续覆盖。覆盖区选择原则如下： 

（1）对于行业应用创新示范区，重点是有较好业务基础、具有明确的应用示范效益、具有明确的合

作需求，重点是省级以上工业园、产业园等区域。 

（2）对于高流量高价值区域，应根据对现网数据业务流量的精细分析，结合市场预测、竞争需求、

覆盖场景等因素，对数据业务热点逐一进行评估，按照热点的优先级顺序逐级实现网络覆盖，重点人流量

大，密集的高价值区域。 

（3）对于品牌宣传区，重点是旗舰营业厅、业务演示厅、政府机关、重要交通枢纽、CBD 等区域。 

在确定区域覆盖的无线网络建设原则后，根据网络估算，按照室外 95%的区域覆盖概率，通过链路

预算，参考其他运营商相关站数据，确定建设站点数量。 

在无线网络规划中，RF 站点勘测是最关键的任务。其结果是天馈系统安装的基础，影响工程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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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站点勘测主要包括无线传播环境的勘测和工程安装条件的勘测。环境勘测包括站点全景抓拍、站点

经纬度测量、站点无线传播环境勘测三个部分。屋顶勘测还包括三个部分：高度勘测、方位角勘测、天线

隔离度要求。 

2.3  承载网 

5G 承载网的架构应统筹考虑 5G 用户的接入需求及现网资源情况，实现广电网络电视、宽带、5G、

专线等业务的统一综合承载。 

承载网进一步融合演进至综合承载平面，接入能力、平台容量、网络架构等方面全面部署，整网承载

能力大幅提升。基站业务、专线业务、家宽业务、物联业务等全部在综合承载平面上承载，形成综合的承

载网络架构。 

2.3.1  广电 5G 承载网网络要求建议 

（1）接入环 50G 组环，核心汇聚 100G 组环，具备端到端 L3 承载能力。 

（2）单接入环建议下挂 30 站以内，保障每个基站带宽大于 2G。采用 DRAN 接入时单设备下挂不超

过 5 个站点，每套设备最少提供 5 个 10G 端口；采用 CRAN 接入方式时单个集中机房以 5-15 个物理基站

为宜，最大不宜超过 20 个，每套设备最少提供 15 个 10G 端口。 

（3）各地市核心层与省会 IPRAN/SPN 核心采用 N*100G 互联。 

2.3.2  广电 5G 承载网建设模式研究 

下面将以某试点地区为例，根据现有网络的实际情况，对广电 5G 承载网建设按租赁和改造及新建两

种模式进行研究和对比。如图 6 所示。 

 

 

 

 

 

 

 

 

 

 

 

 

图 6  广电 5G 承载网组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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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载网建网方案一：租赁。 

 

图 7  广电 5G 承载网租赁模式示意图 

新建核心 IPRAN/SPN、OTN 省干设备，租赁运营商汇聚接入 IPRAN/SPN 资源，5G 基站通过运营商

网络回传至广电新建核心 IPRAN/SPN。根据无线基站规划与运营商协商匹配 IPRAN/SPN 端口资源，提供

业务规划给运营商，由运营商负责配置开站业务。运营商负责后续日常监控、网络扩容、性能优化、故

障处理。 

（2）承载网建网方案二：改造及新建。 

 

图 8  广电 5G 承载网改造及新建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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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对比及建议： 

方案 优势 不足 

租赁 
基站业务快速部署，CAPEX 初期成

本投入低。 

建设进度受限于运营商资源及谈判结果。运维依托运营商，风

险不可控。且租用的承载网无法发展 2B 业务。 

新建 网络自主可控，后期维护效率高。 管道线缆及机房配套方面投入大，建设周期长。 

综上所述，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初期采用租赁和新建两种模式并行推进。对自有资源具备条件的情况

下，优先选择改造及新建；对暂不具备条件的情况，选择租赁合作运营商的承载网资源，后期逐步自建进

行替换。 

 

3  广电 5G应用 

广电 5G 网络可以高起点建设面向 4K超高清视频传送的 5G 网络，建设时充分考虑匹配业务需求因素，

力争技术先进、经济高效。充分发挥 5G 技术优势赋能传统有线电视网络转型升级，建成广电“视频+宽带

+5G”的面向智慧广电、提供安全的国家公共服务，有线无线卫星融合网为一体的国家数字文化传播网。 

3.1  电视业务无线化 

广电 5G 网络能够推动广播电视有线网络构建无线双向网，推动传统有线广播电视业务向无线领域延

伸。打通有线、无线传输通道，构建二者在系统架构、业务部署、内容传输及呈现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和智

能协同，实现传统广播电视、互动电视、融合通信等业务的一体化承载。 

3.2  电视业务交互化 

广电 5G 网络构建数据回传通道，解决目前有线电视和无线广播电视的双向化问题，实现内容资源在

异构网络前端、平台和终端上的协同关联，同时，通过引入回传通道后，可以推动传统单向广播电视业

务交互化的演进。 

3.3  电视业务多样化 

基于广电 5G 网络，丰富传统广播电视的展现形式和呈现手段。在室外，借助于广电 5G 网络和双向

网实现广播电视、互动电视内容的无线化和移动化承载，保证用户随时随地的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在室

内，通过多屏业务实现多样化内容服务在电视、手机和平板等异构媒体终端间的互动和传播。 

3.4  提供移动通信服务 

广电行业获得 5G 牌照后，可以逐步提供移动话音、数据、短信等基础移动通信业务和相关增值业务。

同时，迎接未来的万物互联时代，开展面向政府、教育、医疗、交通、能源、旅游、金融、智慧城市、智

慧家庭、智慧园区等领域移动通信服务。 

3.5  拓展行业信息化 

广电 5G 网络应用于垂直行业时，需要根据各行业不同类型的业务对 5G 的不同需求，进行细致深入

的梳理，做到网络与业务的高度匹配。同时 5G 的创新提供了信息通信业与各行各业垂直领域深入融合的

契机，特别是为通信运营商打开了由传统以 B2C 业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向 B2C 与 B2B 并重的商业模式转型

之门。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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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互联互通、宽带交互、天地一体、智能协同覆盖、可管可控的特点和优势，广电未来的 5G 网络

可以实现跨行业服务，通过和重大行业需求结合，应用 IPv6、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供应急系统、行

业专网等业务服务，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广播电视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支撑广电行业

新业务的发展。 

 

4  结束语 

广电作为 5G 网络的关键建设者之一，也是通信领域的新参与者，面临着 5G 新的通信需求、新的客

户群体、新的商业模式，如何协调 5G 与既有网络、新业务与既有业务的协同发展，将是广电网络发展近

期的头号课题。国内的 5G 网络也因此形成多张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异质化网络，充分满足各行各业的

多样化需求，实现 5G 中国引领的目标。 

 

图 9  5G 大背景下的信息通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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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网络 5G组网建设探讨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  李伟强 

 

摘  要：面向未来 5G 业务承载，广电网络构建面向全业务运营，支撑“视频+宽带+5G”战略的智慧广电

新网络。 

关键词：广电无线网；广电核心网；广电承载网 

 

 

2019 年 6 月 6 日，中国广电获得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广电行业迈入全业务通信运营商的行列。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举全系统、全行业之力，谋划广播电视网与 5G 移动网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重塑广播电视传

播格局，努力做大做实智慧广电业务。 

 

1  广电 5G业务需求概述 

建设面向 4K高清视频传送的 5G 网络，充分发挥 5G 技术优势赋能传统有线电视网络转型升级，建成

广电“视频+宽带+5G”的面向智慧广电、提供安全的国家公共服务，有线无线卫星融合网为一体的新型

国电媒体。 

1.1  电视业务 

无线化：构建无线双向网，推动传统有线广播电视业务向无线领域延伸。 

交互化：构建数据回传通道，推动传统单向广播电视业务交互化的演进。 

多样化：基于广电 5G 网络，丰富传统广播电视的展现形式和呈现手段。 

1.2  通信服务全业务化 

逐步提供移动话音、数据、短信等基础移动通信业务和相关增值业务。 

1.3  拓展行业信息化 

打开由传统以 B2C 业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向 B2C 与 B2B 并重的商业模式转型之门。 

 

图 1  5G 下的信息通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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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电 5G系统架构 

广电网络面向未来“视频+宽带+5G”战略，全方面构建新型网络，包括新增面向 5G 的核心网、承载

网、传送网、接入网、支撑网等，初步的整体网络架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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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电网络整体架构 

广电行业现有网络主要满足有线电视、IPTV、政企专线等固定业务，面向未来 5G 业务承载，需要重

新构建面向“固移融合”的网络。新建面向 5G 的“核心网、IMS 融合网”，落实跨运营商的互联互通；

现有SDH传送网、IP城域网建议保持现有架构不再做规模扩容，新建面向未来 5G承载、宽带统一承载的

“分组传送网”；结合业务发展、相关业务网的建设需求，适度加大 DWDM/OTN 大颗粒光传送网的建

设；盘点自有机房资源，加大社会渠道资源利用，加快 5G 站点的确认，结合业务需求新建、租赁、改造

现有的分前端、前端机房、中心机房等；匹配未来的业务发展，建设相关的业务网、支撑网、网管网

等。 

 

3  广电核心网建设要点 

3.1  核心网建设原则 

（1）5G 业务能力原则：采用 Option2 SA 组网方案，初期支持 eMBB 业务，未来随着标准成熟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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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支持 mMTC 和 uRLLC 业务。 

（2）业务采用云化安全部署：控制面分大区集中建设，用户面功能按需下沉。 

（3）DC 分级原则：控制层网元宜部署在区域（省级）DC，数据域网元宜部署在骨干 DC 或区域（省

级）DC，转发层网元宜部署在本地（本地网）DC，MEC 宜部署在尽量接近业务区域的边缘 DC。 

（4）基础设施弹性原则：NFVI 应根据所部署的 NF 特点分别具备高计算、高存储、高转发的能力。

MANO 支持对 NFVI 层的管理与调度。 

（5）多层次容灾原则：上层核心网应用容灾与下层 NFVI 容灾相结合，提升网络整体可靠性，对重点

保障设备可考虑 DC 容灾方案。 

3.2  核心网建设要点 

3.2.1  网元部署 

初期控制面统一使用大区中心的控制面网元，随着业务发展，建议合理分设区域中心作为新的控制

面节点。转发面初期新建一对 UPF 部署于地市核心网机房，满足吞吐量和容灾需求，后续可视业务发展

扩容或者下沉到靠近用户侧。如图 3 所示。 

 

 

 

 

 

 

 

 

 

 

 

 

 

 

图 3  网元部署 

需大区/区域中心配合协调的重点事项： 

核心网：控制面需具备远程下发配置、分配 IP 能力，控制面 SMF 需支持与 UPF 的 Full-Mesh 组网，

确保网络的安全稳定。 

承载网：控制面与本地 UPF 和基站的 IP 路由可达，稳定可靠，时延应小于 50ms。 

3.2.2  支撑系统部署 

支撑系统：本地服务开通系统需要与国网大区节点数据网元（UDM、PCF）对接以发送用户签约指令

和用户策略控制指令；本地计费系统需要与国网大区节点计费网元（CHF）对接以获取计费信息。如图 4

所示。 

 

700Mhz gNB 4.9Ghz g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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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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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核心网控制面

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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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支撑系统 

网管：需允许本地设置网管子系统或反拉终端，管理权限分权分域，实现本地对 UPF 的可管可控可

统计。具备控制面和用户面告警关联能力，便于联合问题定位。 

3.2.3  UPF 部署 

广电业务多为视频业务，每用户吞吐建议按照不小于 500kbps 设置。初期业务发展较快，可能超出预

期，建议引入容量负荷系数 1.25，以便预留充足发展空间。 

UPF 吞吐量需求测算：附着用户（万门）*每户吞吐量（kbps）*容量负荷系数。 

UPF最优容灾方案，SMF和UPF以 N：M容灾部署（Full Mesh组网）。建网初期建议部署 2套UPF，

工作于 1+1互备模式，布置于不同机房，两个机房使用的传输，电源等资源相互独立。容量规划上保证一

套 UPF 退出服务时另一套 UPF 能支撑起全网流量，即每套 UPF 配置容量均等于估算的全网吞吐量。 

 

4  广电无线网建设要点 

4.1  无线网建设原则 

（1）区域零星覆盖：初期建议匹配业务的拓展策略，有针对性的开展重点区域的覆盖，开展点覆盖、

线覆盖、区域覆盖等多种建设场景。 

（2）跨运营商异网漫游合作：初期，借助国内三家运营商完善的 4G 基础覆盖能力，探讨运营商异网

漫游合作。 

（3）逐步构建自有基本覆盖：自有 5G 无线网后续需要逐步实现室外的连续覆盖，形成一张能提供基

本业务的移动通信网络。 

（4）差异化服务需求：宜采取多种模式、多种手段建设 5G 无线网以服务这些差异化的需求，实现精

细化规划、精细化实施。 

（5）分阶段部署：基于 5G 技术的阶段性，5G 无线网必然也是阶段性部署的，eMBB 场景先行、其

它两大场景再适时引入。 

4.2  无线网建设要点 

（1）频谱策略：以 700MHz 为主力覆盖层，充分发挥其覆盖能力优势，快速形成连续覆盖能力。4.9G

作为容量吸收层，发挥大带宽吸收话务优势，按业务发展需求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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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网规划思路：室外试点分三阶段部署。见图 5。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室外试点分三阶段部署 

单站试验，验证单站覆盖

能力 

小规模连片试验，验证连

片组网能力 

扩大规模，不同场景连续

覆盖验证 

 

图 5  室外试点建议 

（3）未来需探索场景差异化的覆盖解决方式。见图 6。 

宏

微

室

广域覆盖层

深度覆盖层

容量覆盖层

宏站覆盖层

微
站

微站覆盖层

室分覆盖层

逻辑功能分三层 建设方式分三层

深度覆盖层

容量覆盖层

通过微站以及室分等建设方式

进行扇区分裂实现，如微AAU+

灯杆或者数字化有源室分，其

特点是设备功率小，天线挂高

等设置需满足与周边宏站相互

干扰小，实现精准分流

通过微站以及室分等建设方式实现，如微AAU+灯杆或者数字化有

源室分，其特点是设备功率小且天线挂高小于宏站

广域覆盖层

通过宏站等建设方式实现，如宏AAU+桅杆塔或者宏AAU+灯杆

等，其特点是设备功率大且天线挂高较高
 

图 6  场景差异化的覆盖解决方式 

 

5  广电承载网建设要点 

5.1  承载网建设原则 

不断探索 5G 承载的应用场景、组网方案、综合承载、资源共享等策略，统筹业务、技术、资源等多

方因素，推进广电 5G 承载网的建设。 

（1）面向未来原则：满足未来 5G 基站承载、PON 网络回传、政企专线的综合承载网络，技术选择

上将以“OTN+分组传送为主”。 

（2）统一承载原则：遵循多业务综合承载原则，应兼具 L0～L3 技术方案优势，提供差异化网络切片

服务，实现多业务综合承载。 

（3）经济高效原则：坚持经济效益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建设，有需求的地方优先建

设 5G 承载网络，无需求的地方可暂缓建设，做到聚焦业务组建网络。 

（4）技术先进原则：根据自身网络的现状及演进需求，选择合适的承载技术进行部署。 

（5）安全可靠原则：遵循安全可靠原则，合理设计承载网的网络架构和组网路由，选择合理的技术

保护方式，制定可靠的网络保护策略，充分考虑网络容错和负载分担能力，保证网络安全可靠运行。 

（6）夯实基础原则：紧跟 5G 商用的推进节奏，提前对各层级机房、管道及光缆等资源开展部署及储备。 

5.2  承载网建设要点 

5.2.1  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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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承载网是为5G无线接入网和核心网提供网络连接的基础网络，重点是解决前传、中传、回传承载

及核心网元之间互连需求。如图 7 所示。 

5G 承载网的接入层：主要为前传的 CPRI/eCPRI 信号、中传接口以及回传信令和数据接口提供网络连

接。 

核心汇聚层和省干层面：需提供回传及核心网元之间互连。 

 

图 7  承载网与业务网的关系 

5.2.2  技术选择 

前传承载常见建设方案包括光纤直连、彩光复用（无源）、OTN 承载、分组方式承载四种。整体上，

建议广电网络 5G 前传优选光纤直连。 

表  前传承载技术 

分项 光纤直连 无源波分 OTN 承载 分组方式承载 

网络 

资源 

每个AAU需1对纤芯，

纤芯资源需求最多 

可节省彩光复用段落纤芯资

源 

节省纤芯资源，同时有设

备安装及电源需求 

节省纤芯资源，同时有

设备安装及电源需求 

网络 

安全 

中，保护方式对纤芯资

源消耗大 

低，引入彩光模块和无源复用

设备不可网管，引入故障点 

高，具备完善 OAM 和保护

机制 

高，具备完善 OAM 和保

护机制 

网络 

建设 

简单，难度主要在于布

放光纤光缆 
建设难度大 

建设难度中，OTN 的引入

对汇聚机房的压力增大 
建设难度、工作量较大 

网络 

维护 

无系统层面保护，故障

定位较困难 

无系统层面保护，且引入无源

设备故障点，故障定位困难，

界面不清晰 

可实现系统层保护，维护

便捷 

可实现系统层保护，维

护便捷 

网络 

投资 
较低 较低 高 较低 

技术 

成熟度 
无设备技术要求 小规模商用，成熟度有待验证 

成熟，设备小型化有待提

升 

分组传送网技术成熟，

切片等新功能有待标准

完善 

中传/回传承载组网方案应充分结合现网设备、5G 网络规模、网络投资等综合比选考虑到广电网络现

未有基于基站承载的传送网，同时现有广电网络的 IP城域网也未有规模覆盖，建议广电网络5G中传/回传

承载技术优先选用 IP RAN 技术。 

5.2.3  容量计算 

核心层通过互联网络连接到省会节点，省会节点再通过中国广电干线网连接到核心网大区中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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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00G 链路对接。如图 8 所示。 

 

图 8  承载网组网模型 

5G 承载网核心/汇聚层需采用 100G 组网满足大颗粒带宽需求，并结合需求适度引入 ROADM 技术实

现光层的灵活调度。 

接入层：接入层带宽规划与站型、站密度相关，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接入网支持的线路容量应具

备可平滑扩展能力。采用环型组网，每个环有 6～8 个接入节点，每个节点接入 1～2 个基站。接入环带宽

=（N-1）*单基站均值带宽+单基站峰值带宽。 

热点区域高频 4.9G 接入环带宽 21.015G=（16-1）*1.215G+2.79G，可设计 50GE 组环。 

非热点区域低频 700M 接入环带宽 3.127G=（16-1）*0.168+0.607，可设计 10GE 组环。 

高频+低频混合接入环带宽：介于高频 4.9G 接入环和低频 700M 接入环带宽需求之间，可设计 50GE

组环。 

 

6  结束语 

广电作为 5G 网络的关键建设者之一，也是通信领域的新参与者，面临着 5G 新的通信需求、新的客

户群体、新的商业模式，如何协调 5G 与既有网络、新业务与既有业务的协同发展，将是广电网络发展近

期的头号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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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作为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的基础枢纽，其建设需要与技术发展同步。智慧广电

发射台网以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为基础，于台站 3D 可视化前提下，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建设。打造智慧广电发射台网是广播电视转播发射的发展方向和建设

目标。 

关键词：广电发射；智慧台网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network 

Li Jian1  Liu Weihong2  Liu Gang3  Shu Zhihui4 

1.2Zhongguangdian Radio，Film and TV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45，China 

3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enter，Guangzhou，510091，china 

4Beijing DaoDun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Co.，Ltd，Beijing，100070，china 

Abstract：As the fundamental hub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ignal transmission，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launch & rebroadcasting 

stations shall be in pace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The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launch network，based on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launch & rebroadcasting stations，featured by 3D visual technology，was built by fully utilizing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and AI，etc. The smart radio and television launch network leads the 

trend and forms the standard and go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radio and television launch & broadcasting.  

Keywords：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unch，Smart transmission network 

 

 

1  背景 

2019 年 1 月 23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工信部、财政部等多部委印发

《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发改社会

[2019]0160 号），提出要加快智慧广电发展，加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广播电

视传输覆盖网中的应用，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广电数字生活服务，实现广播电视人人通、移动

通、终端通。 

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是建设智慧广电传输的重要节点，在广播电视台转播发射台的业务管理、安全管

                                                        
注：本文得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智慧监管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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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监测管理、调度指挥等方面，于新技术的应用上，还落后于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的建设要求，不

能满足智慧广电传输的建设需求。在智慧技术的大力推动下，如何采用技术手段来为日益发展壮大的广电

业务保驾护航，是广播电视技术及行政主管部门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利用 5G、AI、VR、区块链

技术服务于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建设，提高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业务水平、管理效率，促进广播电视

转播发射台安全、高效、优质的完成播出任务，具备孤岛应急播出能力，是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的建

设方向，更是广播电视转播发射系统突出自主创新补短板、深挖潜力增优势的战略重点，是亟需解决的瓶

颈问题。 

 

2  建设目标 

智慧广电发射台网是以智慧广电发射转播台的建设为基础，打造全省、全国广电发射转播台的统一运

行、管理平台。智慧广电发射台网的建设，要遵循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建设中逐步完善规划；自台应用、

对接平台，助力发射台智慧建设；技术创新、相互服务，充分共享基础性资源的建设目标。 

2.1  夯实智慧化管理基础 

建设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是提升台站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之一，是推进广播电视走向

人工智能的第一步。 

基于全台 3D 建模，以数据为基础的可视化业务和管理前提下，建设统一标准的规范化数据中心，通

过全台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采用高效、科学的数据计算、分析技术，充分挖掘“两源一线”（电源、信

源、天馈线）、场区物理和网络安全、行政管理（人、财、物）等数据潜能，强化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

台业务、管理能力，实现全业务预警和态势感知能力。 

2.2  建设智慧化业务平台 

基于统一规范和标准接口，建设智慧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管理平台，实现发射台全业务的平台化运行

和管理。在充分利旧的前提下，深入分析并升级改造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现有信息化、自动化系统，接入

智慧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管理平台。遵循模块化开发的原则，完善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业务、管理系

统。 

智慧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管理平台是对全台运行、管理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呈现及对业务流程进行

处理的唯一平台，同时也是与兄弟台、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数据交换的唯一平台。 

2.3  拓展智慧化服务能力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管理平台将台站内行政管理及后勤保障服务进行深度整合，优化后勤服务业

务流程。建设并将资产管理、视频会议、安全管理、公文管理、人事管理、学习管理应用系统通过虚拟“省

级数据中心”共享至管理平台，从而强化行政及后勤的综合管理能力，提升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干部职工

的工作幸福感。 

2.4  宣传智慧化台站形象 

采用前沿的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对台站运行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实现高效、有序、智能的信

息化管理。友好的人机界面、直观的数据呈现为安全播出、事业运行提供更生动、更人性化的用户体验，

从而全方位有效提升台站运行管理的效率，树立标杆智慧台站形象。 

 

 



智慧广电发射台网建设研究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69 

3  建设规划 

以智慧台站建设为基础，基于“五个统一”，实施智慧台网的建设规划。 

3.1  统一标准 

基于发射台任务，以发射台站安全播出系统为核心建设内容，确定智慧发射台的建设指导思路，明确

构建智慧台站的数据采集、应用、分析、处置的内容，对骨干台站和非骨干台站的建设从设备层、网络层、

应用层进行规范，基于全省、全国统一的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发射台管理平台来促进广播电视发射台业

务能力的提升和管理措施的完善，为广播电视发射台的智慧化建设提供标准和依据。 

3.2  统一平台 

基于发射台站的共性需求，构建全省、全国统一的智慧台网管理平台，整合台站的现有的资源，让分

散独立的台站向同一个平台靠拢，统一管理流程，丰富管理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实现发射台人、财、物

和发射业务的可管可控。 

3.3  统一网络 

网络的互联互通是平台统一的要素之一，建立以“卫星+微波”的网络链路，补齐各个发射台的广域

网络短板，提升网络安全，让各发射台在同一个网络上进行数据传输、信息发布、资源共享、协同办公，

及时获得先进的系统应用，更好的开展远程监管和远程指挥调度工作。发射台台区内通过智能协同组网方

式，实现台区内的设备设施互联互通，设备及其运行状态数据的采集和传输，为广播电视发射行业提供计

算和分析的基础数据。 

3.4  统一系统 

根据发射台站的运行需求和工作任务，各种专业应用系统是确保安全播出、管理通畅的重要保障手段。

依靠“云”资源，将部署在各发射台中具备共性的业务应用系统迁移到云端。发射台站与主管部门通过应

用系统的整合，避免台站的重复投资建设和资源浪费。 

3.5  统一中心 

数据是一切应用系统的基础，也是领导决策的依据。智慧台站的建设依托大数据的支撑，数据中心的

建设不可或缺。各省选择一定数量骨干台站建设核心数据中心，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机制，实

现智慧台网的虚拟“省级数据中心”建设目标，为全国广电发射台站数据的多样化分析深入应用提供数据

支撑，为全国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管理及业务预警、态势感知奠定基础。 

 

4  智慧台站建设 

4.1  智慧台站规划 

现阶段，绝大部分广播电视发射台是基于传统技术和业务理念进行建设和运行，在新技术的应用上，

与其它行业相比，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的建设，依托台站物联网与互联网技术做基础，云计算技术提供数据计算能

力，大数据技术提供数据支撑几个层面，缺一不可。 

根据图 1 的层级关系，智慧发射台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逐步实现人工智能的过

程，最终完成智慧发射台的建设目标，从而彻底解决台站的业务、安全、运维、管理、政治任务等方面所

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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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智能层级关系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可采用“三个一”的模式，规划出 1 张网、1 个中心、1 个平台，并可随着

日渐丰富的需求逐步扩充。 

4.1.1  一张网 

对整个发射台规划成一张网，这一张网包括两个部分：物联网和互联网。 

物联网可理解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物联网主要通过各种设备（比如 RFID，二维码等）的接口将现

实世界的物体连接到互联网上，或者使它们互相连接，以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我们将发射台站的所有

的物理资源，通过各种手段，联接起来，目的是为了搜集数据，达到智能感知，同时可以根据智慧台站建

设的需要，实现设施、设备的远程可控。如图 2 所示。 

 

图 2  全台物联网架构 

4.1.2  一个中心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通过一张网联接了多而复杂的资源，运行着琳琅满目的数据，基于虚拟“省

级数据中心”，骨干台需要建设数据中心，服务于自台数据存储、计算，并根据虚拟“省级数据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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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度，为非骨干台提供数据备份、计算服务。非骨干台建设满足自台数据存储和计算需求的数据中心。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数据中心对台内全网数据进行净化处理，把数据变成信息，庞大的数据离不

开“云处理”、“云计算”，大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数据进行分析，服务于业

务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如图 3 所示。 

 

图 3  数据中心架构图 

4.1.3  一个平台 

建设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管理平台，将已有和新开发的运行管理系统统一接入该平台。该平台基

于台站地理信息管理系统，采用 3D 建模技术，实现台站及台站设施、设备、数据的可视化，实现平台的

可视化运行和智慧呈现目标。 

根据智慧广电发射台总体规划、分期建设的目标，先期完成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运行、管理平台，

按统一标准，预留与省级管理部门及其管理平台、兄弟台管理平台的数据接口。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运行、管理平台上的各类应用系统及其子系统，根据整体建设规划，实行模

块化开发，按照需求和任务的轻重缓急，灵活部署。 

4.2  智慧台站框架 

如图 4 所示。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建设，以统一的时空参考基准为前提，依附全台 3D 可视化模

型，实现全台运行数据的智能采集，并对数据进行清洗、加工、分析，实现全台运行的实时可视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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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通过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强大的孤岛生存能力、容灾备份能力建设为非骨干广播电视转发

发射台提供应急代播的服务。 

数据中心的建设除了为台站提供数据支撑服务，云计算的能力，同时也根据省级管理部门及省级“虚

拟数据中心”的调度，满足非骨干台站的数据接入能力，提供数据存储、计算、备份服务，共享云资源和

云服务，共同降低运营成本。 

 

图 4  智慧发射台框架图 

4.3  应用系统部署 

根据广播电视发射台安全播出的要求，与台站发射业务相关的应用部署在本地，便于安全播出运行管

理平台的子系统快速响应、告警、故障定位。同时也避免因数据中心瘫痪而影响安全播出。极端情况下数

据中心瘫痪后，台站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提供数据缓冲服务，将数据先在台站本地缓存，检测到与数据中

心网络通信恢复后，将缓存数据上报到数据中心，确保台站数据的完整、可靠。 

智能数据采集平台是每个台站负责采集发射业务和台区基础设施的基础平台，部署在每个发射台。智

能数据采集平台通过统一标准数据格式，将数据打包推送到数据中心。 

部署在虚拟“省级数据中心”的其他应用系统，采用“云”平台架构，各发射台无需重复布设，直接

从云端抽取相关的应用，在 Web 浏览器中使用即可。 

智慧台站应用系统部署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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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慧台站部署图 

 

5  结论 

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基于地理信息技术，利用 5G 技术，对资产、业务、管理实现 3D 可视化管

理、控制、呈现。在省级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管理部门的统一调度下，通过卫星网络、微波网络、有线网络

等综合化的高效传输网络，以区块链技术建设虚拟“省级数据中心”，达到全省智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

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数据共享、远程可管可控，广播电视发射台业务和管理的预警、态势感知运行目

标，实现省级智慧台网建设目标。 

省级智慧台网在国家级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管理部门的统一调度下，实现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国家级智

慧台网的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发改社会〔2019〕01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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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5G网络新技术的应用 
 

湖南广播电视台  向  荣  肖雨轩  刘林烨 

 

 

2019 年 4 月，我台 5G 网络技术和应用研究小组（后称“5G 小组”）成立，随即在台内外做了很多 5G

技术和应用研究，也联合多家运营商建设了多个 5G 基站，对马栏山前坪以及部分演播厅进行 5G 网络覆

盖，开展了多项实验测试。 

研究和测试使我们对 5G 网络和技术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对 5G 和电视媒体如何结合应用有了更

多的想法，一直以来，5G 小组都在寻找和期待一场实际应用的机会，希望 5G 新技术能和我们走得更近一

些。 

2020 跨年演唱会场馆现场具备 5G 网络覆盖条件，而且是多家运营商覆盖，给了 5G 小组实战的机会，

5G 小组在 2020 湖南跨年演唱会到底怎么用新技术的？效果如何？本文将进行详细介绍。 

 

1  概述 

湖南广播电视跨年演唱会是综艺的巅峰呈现，是各种艺术新形势展示的舞台，也是新技术实验应用和

推广的舞台。此次跨年演唱会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中心举办，场馆可容纳 4 万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而且场馆具备两家运营商的 5G 网路覆盖，因此跨年演唱会很多应用技术方案充分利用和围绕 5G

来设计使用，灵活展示了多种应用场景，5G 网络新技术在此次跨年演唱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一类应用是充分挖掘 5G 网络的技术优势，实现与媒体新发展方向的结合，例如“5G+8K”，应用 5G

传输 8K 超高清信号，进行 8K 超高清现场展示；以及 5G 传输现场 4K 超高清信号，实现异地（湖南广播

电视台本部）收录。另一类是应用 5G 网络实现现场实际功能需求，作为一个目前不受观众影响的网络，

稳定可靠，在此次活动中有多想应用，例如：新闻中心应用 5G 网路进行“跨年倒计时”直播连线；场内

互动移动机位信号应用 5G 网络直播推流传输；应用 5G 网络传输 PGM 播出信号等。 

 

2  现场 5G覆盖情况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中心内外都建有 5G 基站，中国移动开通了 6 个 5G 宏站，

其中 2 个覆盖内场，4 个覆盖体育馆外围，均为 2.6G 频段基站。移动本次保障主要以 4G 用户为中心，在

互动区（图中场内蓝色信号塔标示）定点覆盖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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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内场总共开通了 2 个 5G 小区；外场开通了 12 个 5G 小区，经测试验证，在场馆内，观众席，

跑道上，球场上，均可以上 5G。5G 基站近点 RSRP- 70dbm 左右，SINR18db，下载均值 630Mbps 左右，

上传均值 115Mbps 左右。中点 RSRP- 85dbm 左右，SINR10db，下载均值 550Mbps 左右，上传均值 102Mbps

左右。场馆内，靠近 AU 设备的区域覆盖和速率都很好，球场中间位置，SINR 略差。 

 

 

3  5G应用方案 

3.1  5G+8K，5G 传输 8K 超高清信号 

SONY 公司提供了一套 8K 视频设备，包括 UHC-8300 摄像机、UHCU-8300 摄像机控制单元、

宏站 

A 通道 

D 通道 

C 通道 

B 通道 

宏站 

宏站 

宏站 

微站 X2 

微站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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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站 X2 

3D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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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CU-IP01F 网络媒体接口板，在跨年演唱会现场实验应用 8K 超高清 HDR 全景呈现舞台和晚会的盛况。 

8K 超高清电视信息量大，传输需要的通信网络要求高，5G 网络具备了，使用 5G+互联网传输 8K 信号。 

我们的计划是通过 5G+互联网将信号传输到目的地。之前了解过很多 8K 信号传输都是通过光缆或者

专线。在 5G 环境下，按照 5G 网络的技术参数，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而且，5G 也是 8K 电视发展的重

要“伴侣”和必要条件，实现 5G+互联网传输 8K 具有重要意义。 

摄像机 CCU 提供的 8K 信号是 4*12G-SDI 格式，我们采用的数码视讯 8K 编解码器，H.265 压缩编码，

形成 4 路 TS over IP 码流，场馆外的 5G CPE 与 5G 基站通信提供上传通道，接收解码器通过互联网进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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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25M

IP-25M

IP-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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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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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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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5G 传输方案的难点在于单个的 CPE 上传通道目前还受 4G 网络的影响，不能稳定在 100Mbps 以

上。为防止单个运营商 5G 网络的上传带宽不足、链路不稳定等问题，方案创新性的引入了原来在“互联

网传输高山台地数信源”项目中收获的新经验，采用了 NET Insight（后简称“NI”）品牌的互联网传输设

备，此设备具备网络汇聚和备份功能，NI 搭建的系统利用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的 5G 网络形成网络汇

聚，传输路径的主备冗余；同时，NI 系统还具备 FEC 和 ARQ 传输纠错机制，使用前向及后向纠错技术，

在链路抖动大、丢包率高的瞬时互联网环境中，在收发两端同时进行纠错处理，极大的保障了链路传输的

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2019-2020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5G 网络新技术的应用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77 

4 路 IP 码流码率随 5G 网络状况手动调整，最好的状态下，总码率可达到 120Mbps，场馆常规 5G 网

络支持 100Mbps 码率。经互联网接收服务器接收后，码流给数码视讯解码器进行解码，形成 4 路同步的

12G-SDI 输出，至转换器，转成 HDMI 接口进入 Sony 8K 显示屏，实现完整流畅显示。 

 

上述方案是在现有 NSA 模式下实现基于现网环境中的一次成功尝试，证实在 5G+互联网模式中传输

高带宽、大数据流量是可行的、可靠的，为今后 5G+8K 链路传输组网模式，以及 5G 网络在 4K、8K 领域

的传输应用积累了宝贵经验。 

3.2  5G 传输的现场 4K 信号，台内收录 

5G 网络传输 8K 信号成功了，传输 4K 就不再话下了。8K 摄像机 CCU 输出一路 12G-SDI 作为 5G+4K

背包的视频信源，经编码压缩处理后，场馆外的 5G CPE 与 5G 基站通信提供上传通道，经核心网出口至

互联网链路。台内传输调度机房应用已有的互联网将信号接收并解码。发端采用 CBR 模式，单路 12G-SDI

信号压缩至 25M 传输，通过设在台内的接收服务器进行接收。本次 4K 信号回传建立在单运营商链路基础

上，旨在测试当前运营商 5G 网络的传输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发端内部的纠错技术，缓存机制，实现了

可靠的传输。技术调度中心派专人收录了 4K 格式的演唱会全程素材。 

 



《2019-2020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5G 网络新技术的应用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78 

3.3  新闻中心创新应用 5G 进行“跨年倒计时”直播连线 

2019 年 12 月 30 日，湖南卫视 2019-2020 跨年演唱会开始前夕，湖南卫视新闻中心和覆盖传输中心根

据现场情况，因地制宜确定了利用 5G 网络进行新闻连线的直播方案，尝试 5G 新闻直播。 

 今年跨年演唱会的举办地海口五源河体育场，能容纳 4 万多名观众。因为人流密集，采用常规的 4G

直播会受到信号限制，无法流畅传输。而卫星车在 6 点的直播时间档也要为晚会直播做准备。5G 网络方

案既方便又快捷，是节目直播的最佳选择。我们应用 5G 手机直接给传输背包提供 5G 网络，实现了直播，

整个过程信号流畅稳定、画面清晰。 

  

12 月 31 日晚的《跨年演唱会倒计时》直播连线时，5G 基站信号在场内覆盖稳定，测到上传速度达到

100 兆以上，延时 20ms，没有受到大量观众入场的影响。 

3.4  应用 5G 网络直播推流传输场内互动移动机位信号 

现场移动机位传输主要依靠摄像机微波，4G 网络因为延时大，通常不被选用，而此次现场具有良好

的 5G 网络条件，5G 传输时延低，我们也做了积极的尝试。节目组提出“互动球”环节需要传输信号，“互

动球”是一个直径 1.5 米的气球，导演希望在里面安装摄像头和传输设备，将即时拍摄的观众欢呼画面传

输至导播台。5G 直播推流传输方案一经介绍，立即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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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摄像头、5G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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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在互动区使用 2635～2675MHZ 共 40M 带宽开通 5G 小区专项支持此项应用；因当前 5G 为

NSA 组网，保证滚动球所使用的 SIM 卡在大话务场景下能稳定接入锚点站尤为重要，移动网优中心选定

利用场馆内未使用的 1800 频段共 5M，创建一个新的 TAC 开通 5M 小区做锚点（该锚点只加场馆内 5G 小

区的邻区），针对特殊号码在新 TAC 做白名单，对其他 TAC 做黑名单，可保障特殊号码稳定占用锚点，从

而稳定接入 5G。经现场测试，该 5G 小区下行平均速率 360Mbps，上行平均速率 49Mbps，完全满足需求。 

在现场，我们应用 5G 手机安装了一款直播推流软件，即拍即通过 5G 网路上传，现有的 TVU4G 接收

服务器兼容此软件，接入互联网接收手机推流信号，输出 SDI 提供给导播台。现场测试显示，画面质量良

好，端到端延时在 1S 以内。5G 直播推流传输模式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因为画质高、时延低、系统随身轻

便，对于媒体以后便捷生产、单兵采访甚至是远程制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3.5  应用 5G 网络传输 PGM 播出信号 

此次跨年演唱会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播出，同时芒果 TV 还有多格式音频分别嵌入 PGM 信号，独

立传输，需要回传台内信号数量达到了 10 路之多，综合考虑可靠性和成本，我们选用了 5G 网络作为 PGM

信号传输的备路，作为尝试使用，测试和实际传输效果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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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的广播媒体展望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广播中心  吴维豪 

 

摘  要：在 5G 通信新环境正在形成之时，结合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本文从几个方面对广播媒体可能产

生的新变化、将要出现的新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综合思考和分析，提出了一些观点，

指出了一些应对方法。并说明了探索 Hybrid Radio（混合收听广播）新模式，着力打造具有融媒

特质的广播 APP 的重要性。 

关键词：5G 通信；人工智能；传播；广播媒体；智能媒体；虚拟电台；媒体内容产品 

 

 

近 30 年来，广播媒体不断创新，日新月异。从某种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一直在为媒体发展赋能。

以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曾经为之搭建了先进的基础工作平台，现在正在逐步开展的对人工智能（AI）技术

的应用，延伸、扩展和强化了内容生产手段，接下来 5G 通信技术又将为之打造腾飞的翅膀，助力媒体展

现出更大的价值。 

作为一种世界公认的先进网络技术，从本质上来讲，5G 通信就是对移动互联网一种广泛性、弥漫性

的拓展和延伸，以在设备之间提供安全可靠的高速、低延迟无线连接。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就是信息传播

速度更快、更及时、容量更大、内容更丰富。同时，以 5G 通信技术为重要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也

将日趋成熟，并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大量落地。在这种环境下，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出许多种发展可能，

培育出各种新的社会活动模式，也会衍生出层出不穷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广播媒体是一种信息传播载体，预计在不远的将来，“5G+人工智能”模式将极大优化其工作方式，从

而进入智能音频和智能媒体时代。展望未来，无论从内容生产方式、节目呈现场景还是对人们生活的参与

度、融入度和影响度，广播媒体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 5G 通信技术的落地和广泛应用，将引起社会形态的迅速变化，并催生汽车智能驾驶

时代的迅速到来。这一个新形态社会场景的落实到位将改变传统广播的生存环境，不可避免地动摇广播媒

体近 20 年来高速发展的基础。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将出现的新状况，寻找广播媒体新的发展方向，早日谋划自己的定位，并进

行积极地布局和经营。 

 

1  传播方式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往广播媒体的信息传输手段原始单一，收音机是接收广播节目的唯一工具。

网络时代到来以后，音频信息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络来进行传播和接收。随着社会环境向着移动互联网和智

能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 5G 通信时代到来，广播媒体的技术基础、内容生产场景和传播环境正在被进一

步改变。 

今后广播节目接收终端将不再局限于收音机，将与智能互联网深度结合，延伸到以智能音箱、智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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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能手机、智能耳机等方式为代表的各种智能终端，覆盖居家、车载、移动三大收听场景。这种变化

来势汹汹不可阻挡，仅从 2019 年前三季度阿里、百度和小米三大厂商的智能音箱出货量高达 3210 万台以

上就可以得到佐证。随着 5G 无线网络体系的形成，其对各个地域、各种信息的搜索与获取，从技术上也

可以做到基本上不受时空的限制。 

在另一方面，随着膜震动技术和平板型发声装置的日趋成熟，传统的扬声器也将改变，广播接收机将

作为嵌入式设备融入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产品之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其“无所不在”的意义。 

 

2  传播维度 

声音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传输介质，今后的广播媒体将继续运用音频这种方式来展现

思想、阐述内容、传播和表达信息，占据这一个领地。但是，随着体制变革，也将迅速进入广播与电视相

互融合形态，不再各自单一、泾渭分明。从发展趋势来看，广播泛化为音频和多媒体形态的综合传播，电

视泛化为视频和场景直播的传播形态，将是今后媒体内容传播的主流方式。由此带来的变化就是，广播媒

体的生存空间和业务维度得到了扩展和延伸。 

从技术和环境两个方面的变化角度来看，可以形象地做个比喻：传统的广播是直播式和线性化的，它

是使用单一手段、以单一形式展现的广播电台与收音机之间我播放你接收场景；在融媒体时代，广播节目

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扩展，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二维的、广阔的面，体现了其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延展性；

而在 5G 通信时代，广播媒体的信息收集、节目生产和内容传递无论其范围和方式都将体现出更加丰富的

多样性，呈现出一种立体化、多维度的表达方式。 

在社会环境的推动下，广播媒体已经开始跳出“电波媒体”的单一形态，正在向“网络媒体”、“智能

媒体”和“融合性媒体”的综合形态转变。其内容也将延伸和扩展为以音频为核心兼具文字、图片、视频、

VR 等多种媒介形态呈现，并逐步形成通过多平台发送的立体传播体系。同时，广播媒体也将给受众提供

一种混合式的服务。 

 

3  传播场景 

（1）资讯性。这是媒体内容表达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其存在的基本依靠。但是，现代社会交往发

达，信息获取手段众多，广播媒体必须使得自己提供的资讯更加及时和精确，体现其独特的魅力，才能继

续占据主流地位。随着 5G 通信的全球化实现，信息时空更进一步压缩，可以更方便地将信息瞬时送达世

界各个角落。到那时，信息传递和资源检索的速度非常快，加上大量自媒体的冲击和挤兑，就给广播媒体

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更加全面、迅速、深度地整合并及时和有效地提供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资讯内容，来

满足受众的需求。 

（2）娱乐性。在趋于大众娱乐化的时代，媒体所传播的内容也应该更多元化，不仅仅要传递信息，

更应该增加其可听性和故事性，给受众以愉悦的享受。由于 5G 通信的广泛性和及时性，将来日益增多的

各种新型娱乐工具和娱乐平台也是我们必须与之深度结合的，并借此来强化我们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才能

够占据重要位置。 

（3）互动性。在个性表达欲望的驱动下，人们希望积极参与到节目和新闻事件之中，这是受众对大

众主流媒体发出的最大挑战。与单向被动接受信息相比较，人们更需要获得互动来表达观点，实现诉求。

如果说，在以往我们还可以用手段的缺乏、条件的限制来进行搪塞、无法满足受众需求的话，那么在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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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之下就不能够自圆其说了，因为 5G 通信技术的成熟，给信息交流的及时性提供了基础。 

（4）场景化。将来 5G 通讯技术所提供的广泛性平台，使得我们可以开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表达

和节目互动场景，这其中既包括可以实时传送的真实场景，以可以创造出别具想象力的虚拟场景，它除了

能够被听到看到，还能够被感受到。据此可以真正实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种种愿望。 

（5）沉浸化。“5G+人工智能”模式不但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内容生产场景，还将给我们提供更大

的想象空间，由此出现的各种内容生产工具将超脱人们现在的遐想。5G 环境的建立，将突破 VR 和 AR 的

技术瓶颈，并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它与广播媒体的深度融合将为受众提供全新的互动平台，让

大家得到神奇的沉浸式体验，并吸引更多的受众。 

（6）优质化。5G 通讯环境直接带来的改变，是传递高品质音乐和音频节目变得非常方便。如果说以

往由于网络基础环境的限制导致数据量较大的音频文件传输不便，并因为网络使用费率较高而需要采取压

缩手段对内容进行处理以后进行大众发布，那么在今后就不再有这种必要了。相反，在 5G 通信环境中，

信息容量之大、传递速度之快、能够利用的资源之多，与现在的环境之间相差的是数量级的关系，因此文

艺作品所能够表达的内涵和所呈现的细腻程度也是维度级的提升。将来的作品完全可以达到更高的质量和

欣赏水平。 

在将来，HDRADIO 和全景声也将是经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话题，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由

于 5G 通信的低延时特性，使得人们可以分散在不同地点和场所同步玩音乐、进行高质量的创作，而不必

非得在聚在一起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分处两端的听众和处在广播电台里的歌手以及节目嘉宾一起进行同

步欢乐、同频共振的场景了。 

 

4  传播方式 

（1）实时收听。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广播内容传播和接收方式，今后会继续存在。但是要看到，目

前我国的广播无线覆盖率已经达到 97.85%以上，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超过 98.94%（2018 年底的数据），

所以今后普通收音机里的收听人群已经不会再扩大了，反而会因为其它接收方式的分流而萎缩。 

另一方面，网络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全球传播，因此我们的节目在理论上可以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在

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节目内容将通过网络让所有人去获得和体验，接受所有人的检阅和评判。而 5G

通信时代的到来，将使之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 

（2）搜寻获取。随着人们生活的日益丰富，对信息内容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和专注性并重，加上生

活节奏的加快、空余时间日益碎片化，以及信息渠道日益广泛和畅通，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信息内容

线性、定时发布的形式，对信息的获取也日益趋于主动的搜求。同时，形式多样的智能化信息机（终端设

备）也为这种需求做好了准备。因此，今后的广播媒体必然会迎合这种需求，改变内容发布形式。 

（3）虚拟电台。随着社会上资讯类和文化娱乐类内容的越来越丰富，以及个性化概念越来越成为时

尚，就从纯音频的角度来看，“虚拟电台”这个概念也将逐渐进入人们的印象之中。 

在这方面有两种场景：其一，不再需要庞大的物理空间和繁杂的配套资源，仅需要一台电脑、一套工

作软件、一个合适的网络环境就可以完成一个网络电台的搭建和运行，从而极大地减少成本开支；其二，

随着智能搜索技术的日益完善，借助于 5G 网络带来的便利性，人们将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收集来自于

各种渠道和来源的内容，自己装配和组接专属于自己个人的虚拟广播电台，打造具有个性色彩的节目内容

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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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作既可以由自己完成，也可以由专业人员来做，还可以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

一种或者一类软件，并被人利用成为一个新的经营手段。在条件成熟时，这种新形态更可以发展成为一种

产业。 

 

5  内容生产 

随着社会的变化，媒体运行环境也在变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媒

体内容将蜕变成文化内容产品，并进一步演化为商品。这一点正在变成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共识，由此带来

了以下的变化。 

（1）音频产品。今后，基于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光是收音机里的内容，更

多的可能是各种智能化终端上能够呈现的门类众多、层次不同、且长短不一的音频内容，例如各种文化类、

消遣类、具有知识性和娱乐性的音频产品，来供人们选择。 

（2）多媒体产品。人们对信息表达方式有着全面的需求，也有着接受感官刺激的天然需求。而随着

多媒体信息机的出现，广播媒体应该不会固步自封、甘愿边缘化，而会对所发布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进行

拓展，来进一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必然会去创作、生产出层出不穷的以音频内容为核心的多媒

体产品供广大受众选择。 

（3）专业生产和定制生产。以往，作为一个专属的门类，广播电台一直以专业音频媒体的身份而自

豪，集中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能力和资质的员工，来制作生产与发布具有强力意识和特色烙印的媒体内

容产品，并睥睨社会、唯我独尊。但是，现在的场景正在改变，网络技术的进步，社会观念的转变，人们

需求的变化，加上社会媒体的加入，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媒体不再是社会的独宠。同时，与以往不同的

是，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可以迅速转变成网路上海量的公共信息资源，供所有人选

取和使用。随着 5G 通信技术的普及，更将给网络资源和云端资源的检索、获取和应用带来无限的便利。 

以上环境的种种变化，使得媒体内容生产方式正在形成 OGC、PGC、UGC、PUGC 共存的生态。为了

与个体和社会公司进行竞争，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专业媒体必将充分利用其独特的整合能力，对来自

于各个方面的信息资源、包括初步和成熟的文化产品进行消化吸收和利用，开发出新的媒体内容文化产品，

来满足自己生产和社会的需求。 

 

6  运营环境 

以往我们的媒体运营，由于运行场景的单一化和具体手段的缺乏，销售的是节目时间和由从业人员提

供的简单创意，给广告商和受众提供的是“大水漫灌”式的低效率服务，靠的是广种薄收。将来我们的内

容将通过多平台推送，提供混合式的服务，也将面对不同的目标受众，就需要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以使

媒体内容展现出更大的经济价值，也将能够从中取得更好的效益。 

在未来的“5G+人工智能”环境下，个性化、精准化、精确化将是未来媒体运营的新特性，也是创收

的新手段。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广播媒体将不断探索，开发并形成新的商业运行模式，以能够

满足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并助力精准化营销。 

同时，内容版权销售和付费点播、在线音频内容消费的新业态，也将是媒体内容生产方、内容提供商

和经营服务商的一个新的经营手段。 

再次，广播节目主持人除了在日常节目中为受众服务，在其它场合、在网络空间里与粉丝们开展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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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供服务，从而体现出新的价值，将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对由其产生的、越来越大的衍生与综合效益

如何进行引导、管理和分配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非常严肃的新问题，因为这将形成一种十分重要的经营

模式。 

 

7  应对方法 

随着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得到转化应用，传统媒体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正在迅速

改变着，今后的运行场景也将纷繁多彩、璀璨多姿，这是不争的实事。在此环境之下，我们的业务形态和

服务模式也正在变革之中，不可阻挡，这一点也不容怀疑。与其被推着走，不如主动求变，这更是人所共

知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作为，争取主动。 

（1）接受新观念。必须积极融入新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便引导相关从业人员认清形势，

在从思想认识上得到提升的同时，挣脱传统模式造成禁锢和樊篱的束缚，积极面对新趋势、顺势而为，就

能够最终取得突破。 

（2）学习新技术。通过主动学习不断掌握新动态，积极拥抱新技术，融入新的浪潮，并及时分析新

技术在正反两个方面对我们业务开展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以趋利避害寻找到新的出路，努力推动媒体自身

的变革。 

（3）开发新场景。在学习和分析的基础上，积极引进新的技术成果，考虑和开发应对新局面的运行

场景，如对 AI 技术的选取引入、云计算平台资源的技术应用、跨平台方式的内容交流、互动性场景的节

目制作、多媒体一体化的内容生产、实时化和交互式的内容传输等。在建立开放性的制作和运行环境的同

时，还要综合考虑并兼顾平衡便利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等各个的方面问题，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4）建设新平台。综上所述，为了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来自于各个方面的竞争，今后广播媒体的

内容制作、产品生产和信息服务方式将会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必须针对可以预想到的、渐进式的运行

场景变化，适时建设具有一源多发和多方交互性特质的内容发布和交流互动平台，提高内容产品制作发布

能力和工作效率。同时积极拥抱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新媒体发布平台，借此维持我们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扩

大内容服务到达率。通过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可以达到短平快的效果。 

但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要以前瞻性的思维积极探索 Hybrid Radio（混合收听广播）新模式，着力打造

具有融媒特质的广播 APP，并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来加以应用和推广，以此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对于广播

媒体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必要，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关系到广播媒体的未来，是我们的命脉工程。 

这个融媒体平台应该既支持线性收听，又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媒体信息，包罗所有内容产品，并具有

多种体验场景，方便广大受众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打开方式，还可以开展各种互动，满足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同时，我们要在提供混合式、多样化的内容服务的同时，开辟经营创收新途径。不管做到这一点有多困难，

必须坚持。 

（5）探索新模式。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创收领地正在被迅速地吞噬，我们的传统广告

经营份额正在迅速收缩，这是一个大趋势，不以我们的意志能够改变，也不会以行政命令方式加以挽回。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认清形势、改变思路、积极探索，不断学习和借鉴商品经济的模式，结合内容生产与

发布新场景进行探索并开发出新的媒体运营模式，才能够走出一片新天地。 

（6）实现新融合。在将来，由于媒体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与内容生产之间的鸿沟将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技术部门也需要改变以往的认识和站位，积极学习与掌握多种知识和能力，积极靠近各种内容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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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端和运营端，并时刻准备逐步参与到其中。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外部条件急剧变化、极具挑战性的时代。大量新技术正在不断生成落地开花，同

时正从一个个孤岛开始，相互影响、壮大并迅速勾连成片，在这其中，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就是其催化剂

和粘合剂。 

5G 时代的到来正在迅速和广泛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预测分析到 2030 年 5G 技术对 GDP 的贡献率

将达到 5.8%，在其中数字化信息服务的价值将达到 2.6 万亿。 

在此情况下，社会竞争愈趋激烈化、白热化，媒体的生存环境也不例外，受到巨大压力。但是 5G 通

信时代的到来对传统广播媒体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很大程度上将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必须做的是主

动思考、认真分析、积极行动、创新发展，充分借助于“5G+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来应对正在出现的

新局面，推动媒体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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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旁路的多链路负载均衡应用与优化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杨  阳 徐  昫 

 

摘  要：文章针对当前江苏广播办公网中网络接入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基于光旁路多链路负载均衡

技术的网络改造方案。该方案提升网络出口资源利用率和业务运行效率，优化出入口链路带宽资

源分配，解决了网络主干节点的单点故障问题。 

关键词：多链路负载均衡；光旁路；高可用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link load balancing based  

on optical bypass 

Yang Yang1 Xu Xu2 

（Jiangsu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Jiangsu 210000，China）1，2 

Abstract：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network access in Jiangsu radio network，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twork transformation scheme based on optical bypass multi-link load balancing technology. This scheme improves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enhances efficiency of the network exit，optimize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link bandwidth，

solves the single point fault problem of the network backbone. 

Keywords：Multi-link load balancing，Optical bypass，High availability 

 

 

1  引言 

随着媒体融合以及江苏广播事业的发展，办公网承担了诸多连接生产网和互联网的业务功能，主要包

括：荔枝云相关业务、短音频制作、广告上单、新闻文稿系统等，办公网已经是生产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以前办公网发生故障，恢复的过程只是抢修的过程，没有抢通的技术配置，通常先判断故障点，然后

进行维修恢复，这样的方式无法掌握解决时间。为满足现有办公网的业务需求，需要对其进行保障升级，

技术配备由原来的抢修级别提升到抢通级别，确保办公网安全稳定运行。因此，网络主干各节点应排除单

点故障问题，核心网络设备支持双链路保障，实现接近于安播级别的网络热冗余。 

 

2  现状问题及分析 

江苏广播前办公网使用人员数量较多，出口链路改造之前只有一条电信光纤专线。随着互联网需求扩

大、员工及终端数量增加，我们随后新增一条移动光纤专线，带宽流量也随之翻倍。然而前期预算有限，

临时购入一台负载均衡设备用于出口，主干链路仍然存在单点故障隐患，如图 1 所示。据此，经过与网络

安全公司探讨，结合专业等保公司评估，以及参考总台办公网络的架构，最终制定本文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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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改造前出口链路网络拓扑 

 

3  解决方案 

办公网出口现新增加一台负载均衡设备，和原有同型号 RADWARE5224 组成双机热备，同时负责公

网出口的负载均衡、NAT 转发和对外业务服务器的地址映射。一旦主机发生故障无法正常工作，备机将替

换继续工作，保证网络访问的正常。为配合公网出口负载均衡的双机热备，电信和移动出口接入线路需进

行改造，原有的电口接入也随之升级为光口，并增加光旁路交换机负责单点故障切换。升级改造后的出口

网络如图 2 所示。 

 

图 2  升级改造后的出口链路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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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旁路交换机部署 

光旁路交换机（以下简称 Bypass 交换机）支持两种工作状态：Normal 和 Bypass。在 Normal 模式下，

交换机将网络通信转移到锁连接的内联网络系统；在 Bypass 模式下，网络通信将被转移到其它预先设计的

网络，而不再经由内联设备。运维人员可通过软件编程进行设置，定义在电源故障、链接故障等情况下，

交换机的旁路行为。Bypass 交换机可以配置成主动监控被保护设备或被动接受管理两种工作方式。本方案

采用主动方式，即 Bypass 交换机主动监控主负载均衡，当检测到电源故障、网络异常及其它故障时，能够

主动切换到备负载均衡。例如：主负载均衡的网口 DOWN 时，缺省情况下 Bypass 交换机切换到旁路状态。

当被保护设备恢复网口 UP 时，切换到 Normal，也可以配置成不切回去。根据目前台内出口链路的现实情

况，即每个运营商只有一条光纤链路接入设备，Bypass 交换机与其它接入交换机相比较，单台设备就具有

解决单点故障的优势。 

3.2  出入口流量负载均衡 

针对内网用户的出站 Outbound 流量，通过 DNS 透明代理技术，结合链路健康监测和目的地址策略路

由实现负载均衡，最大限度的高效使用每条出口链路带宽资源。针对外网用户的入站 Inbound 流量通过智

能 DNS 技术，结合链路健康监测进行负对外发布域名的 WEB 服务器，智能 DNS 会判断外网访问终端请

求的源 IP 地址，选取与用户 DNS 请求相同运营商的服务器解析地址反馈给用户。例如：当电信的远端用

户访问荔枝云文稿系统网站时，首先向当地的 DNS 服务器发起域名解析的请求，再通过接入运营商的根

DNS 服务器，最终会向出口负载均衡设备请求 DNS 解析，此时负载均衡根据链路健康检测，选择链路健

康监测状况最优的电信出口线路，通过智能 DNS 将所要访问的服务器域名解析成对应的电信 IP 地址反馈

给远端用户，引导远端用户通过电信线路访问到最终的服务器。 

3.3  高可用性实现 

无论负载均衡主机还是备机都进行了基本配置，这里采用的是 Alteon 的 Hot Standby 冗余方式。Hot 

Standby 方式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主备机同步配置。双机热备配置时，仅需对主机进行全部配置，对备机只

需要配置一个可以登录管理的 IP 以及 Peer 即可。主机可以通过保存配置文件的方式自动生成备机的完整

配置文件，再执行一条命令即可完成双机的同步工作。另外，Bypass 交换机即使断电情况下物理链路依然

畅通，高效地实现了出口链路的单点故障问题。在光旁路的模式下，设备在线配置、下线更换等操作，也

不会造成断网，为以后带宽扩容新增出口链路提供了技术储备，也为网络运维人员设备调试给提供了可操

作性空间。本文方案针对网络主干节点的任何单点故障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综合测试单点故障结果 

综合测试单点故障结果 

故障测试项目 办公内网访问结果 WEB 外网访问结果 其他业务测试 

电信链路故障 移动网络正常 移动网络正常 移动网络正常 

移动链路故障 电信网络正常 电信网络正常 电信网络正常 

主负载均衡宕机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Bypass 交换机断电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主负载至防火墙断路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均衡自动启用 

备负载至防火墙断路 主负载均衡正常 主负载均衡正常 主负载均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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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案应用分析 

改造完成后，台外员工访问荔枝云文稿系统和微信端 OA 时，域名解析获得的仍然是电信链路 IP 地址，

而移动链路用户获得的是移动链路 IP 地址，访问网络速度提高了很多，并且没有了访问不稳定的现象。两

会期间，内部用户互联网访问量激增，特别是针对某些特定网站的访问需求，负载均衡会自动选路到最优

的一条出口链路上，极大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图 3 所示，出口总流量趋于平缓，满足现在所用用户的

整体速率需求。出口链路在改造之前，所有流量集中在电信链路，改造之后部分流量优化转移到移动链路

上，如图 4 所示，120.195.x.x 为移动链路流量监控，218.94.x.x 为电信链路流量监控。 

 

图 3 江苏广播办公网络实时流量监控 

 

图 4 电信和移动链路实时带宽监控 

 

5  结束语 

通过不断研究和实践应用，基于光旁路的多链路负载均衡技术可以提升网络出口资源利用率和业务运

行效率，出入口链路带宽资源得到合理有效分配。网络主干节点单点故障得到有效解决，实现接近于安播

级别的网络热冗余，能够达到快速抢通的要求，同时对升级后的技术流程和应急预案产生积极作用。笔者

认为未来对办公网络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例如网络直播，对流量速率稳定要求都比较严苛。本文尝试向同

行朋友们分享一些技术思想，以简单可靠、代价较小的方式，来优化解决广电中办公网的出入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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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已开始逐步商用，并为使用者提供更大的带宽和更低的延迟；视频作

为网络流量的最大载体，在这一时期迎来新的变化。本文介绍低延迟视频服务在 5G 时代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并结合现阶段视频服务各环节的技术特点提出可行的提升方向。 

关键词：5G；视频服务；挑战；提升 

 

Abstract：The 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5G）has been commercially used and can provide users with larger 

bandwidth and lower latency. As the dominant trace，video and video services are facing new changes. 

In this paper，we present the chances and challenges of low latency video services in the 5G era，as 

well as potential improving methods based on current video technology. 

Keywords：5G，video service，challenge，improvement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科技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随着 5G 标准的正式制定和 5G 网络的逐步商

用，其给消费者带来的改变正逐步被人们感受。相比于现有无线网络，5G 网络具有更高的带宽、更大的

容量和更低的延迟，为各类基于网络的服务提供更强的能力支持。 

5G 带给互联网视频服务的机遇将尤为可观。根据思科发布的报告[1]，预计到 2022 年，互联网中的视

频流量将达到 2017 年的 15 倍，并占据互联网总流量的 82%，是 2017 年的 15 倍。高带宽、大容量和低延

迟的网络会成为在视频服务的巨大助力。但除了爆炸式的体量增长，视频拍摄、处理和显示设备等硬件能

力在持续升级，用户对观看视频的视觉质量和服务体验质量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变化对视频服务体

系的各个环节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本文借助交互式视频直播服务场景，介绍 5G 时代低延迟视频服务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现阶

段视频服务在各环节的技术特点和难点，提出可行的升级思路和方案。 

 

2  机遇 

互联网视频的快速发展给传统的如广播电视等视频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视频

观看便捷、价格低廉、体验灵活等特性。与此同时电视行业也在不断网络化，对网络能力的需求也在不断

提高。5G 的来临给互联网视频和电视行业都将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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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视频直播是一种融合传统电视与新型互联网视频技术的低延迟视频服务场景，除了带来观看现

场直播的体验外，还引入互动，提高观看者的参与度，对视频业务增加流量、提高用户粘性具有重要意义。

很多大型视频解决方案提供商，如华为、腾讯等，都已推出类似产品[2,3]。图 1 展示了针对体育赛事的互动

视频直播服务系统架构。 

 

图 1  体育赛事互动视频直播服务系统架构 

5G 网络的应用，将对视频的“最后一公里”，即被用户观看之前的网络传输，带来巨大的改变。网络

带宽和容量的提高允许画质更好、码率更高的码流被推送给更多的用户，在先进的显示设备上提供更好的

观看体验；网络延迟的降低则允许用户以更流畅和自然的方式进行观看内容的选择和切换。与此同时，随

着内容分发网络（CDN）和云计算架构的不断演进，部分带有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节点已下沉至靠近用户

的边缘，给视频直播服务中的渲染、交互新模式带来可能。 

综上，在当前阶段，视频服务所面对的机遇可分为三个方面： 

（1）网络带宽资源和计算资源的增加，使更多用户观看到更高视觉质量的视频成为可能，提高潜在

播放流量； 

（2）网络延迟的降低可以全面提升业务的服务质量（QoS）和体验质量（QoE）； 

（3）网络架构的变革催生新型视频业务场景，对于吸引高级付费用户、提高用户粘性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机遇通常伴随挑战。现有视频服务的系统架构和技术方案面对 5G 时代的新场景，需要对应做

出调整和升级。 

 

3  挑战与方向 

5G 带给视频服务的机遇是多方面的，而带来的挑战也体现在视频服务的各个环节。本节首先对视频

的视觉质量方面存在的挑战进行介绍，罗列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对延迟相关的服务和体验质量面临的挑战

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可行的应对措施；最后对 5G 带来的新业务场景进行展望，给出合理的升级方向。 

3.1  更好的视觉质量 

视觉质量是用户对于视频服务最直观的感受。5G 网络可以允许更大的数据传输，但受限于采集设备、

拍摄条件等客观因素，视频内容往往无法以最高质量的版本呈现给观看者。因此，如何在合适的环节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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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进行画质增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挑战。此外，对增强后的视频进行科学的质量评估和反馈也是影响用

户观看体验的重要因素。 

3.1.1  视频画质增强  

视频画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更大的分辨率、更高的帧率和更丰富的色彩。视频增强技术旨在通过对低

画质视频进行超分辨率、超帧率、色彩调整和逆色调映射等操作，有效提高视频的视觉质量，优化用户的

观看体验。 

视频超分辨率技术旨在提高视频的分辨率，在更高分辨率的显示设备上显示，如图 2 左所示。但超分

辨率是个不适定问题，同一低分辨率帧可能对应着多个高分辨率帧，如何选择恰当的约束条件来寻找视觉

质量最优的高分辨率帧是难点。 

视频超帧率技术在连续的视频帧之间插入合成的新帧来提高视频帧率，使得视频播放更流畅。当视频

中物体的运动速度快、运动规律复杂、遮挡严重和光照变化大等情况下，需采用更精确的方法重建中间帧，

避免伪像。 

 

图 2  超分辨率（左）及逆色调映射[4]（右）效果 

视频色彩调整通过改变视频的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提高视频的色彩观感；视频逆色调映射从 SDR

视频重建出 HDR 视频，能够提供更高的动态范围和更丰富的色彩细节，提升视频对真实世界的还原度，

如图 2 右[4]所示。但颜色的调整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好的评价方法，对参数的依赖性强。 

深度学习在视频画质增强领域已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低分辨率空间进行特征提取

和重建，并配合亚像素卷积层上采样到高分辨率空间，结合优化的网络结构和数据操作，可以实现视频的

实时超分辨率[5]；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视频的相邻帧进行体素流（voxel flow）的逐步预测，并利用空间采

样层进行中间帧合成，可以达到良好的视频超帧率效果[6]；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学习视频色彩调整的仿射变

换算子，可以实现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的调优[7]；利用生成对抗网络训练基于 3D 卷积神经网络的 HDR

生成器和鉴别器，通过对抗学习迫使生成器根据输入的 SDR 视频生成质量更逼近真实的 HDR 视频，可以

实现视频的逆色调映射[8]。但与此同时，低延迟的需求也需对深度学习模型的效果和所引入的计算复杂度

进行权衡。 

3.1.2  视频画质评估  

画质是用户对视频服务最直观的体现，因此对用户接收到的视频内容进行画质评估对于提高用户的观

看体验具有重要意义。最精确的画质评估需要邀请观看者对视频进行主观质量评价，但是这个过程消耗大

量的人力和时间，无法大规模部署，也无法用于服务调整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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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质量评价相比较主观方法而言，用计算机代替人眼，设计数学模型对失真视频进行智能化分析，

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根据无损源的参与程度，客观评价方法可分为全参考（FR）、半参考（RR）和无参

考（NR）三种类别，诸如 PSNR、SSIM、VMAF 等视频编码、处理领域常用的评价指标均属于全参考方

法，即完整的无损源需参与到评价过程。但互联网视频服务中，原始视频是无法在用户端获取的，因此只

能通过无参考的方法对画质进行评价。 

客观质量评价方法存在的最大挑战，是评价结果与主观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换言之，视频画质好坏的

决定权在于人眼，而非任何客观方法计算出的数值。PSNR 这类像素级对比的客观方法一直因主观一致性

不高被诟病，而 SSIM、VMAF 等方法虽能更好反映主观感受，但仍受限于画面内容和使用场景。相比于

全参考方法，无参考方法在主观一致性上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现有的无参考质量评价算法大致分为三类：针对特定损伤类型、基于自然统计特征和基于深度学习。

前两类方法大多先提取与质量相关的损伤特征或自然统计特征，然后将提取的特征回归映射到主观质量评

价分数。这些方法的准确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手动提取的特征对于视频损伤程度或视频质量衡量的准确

度。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无参考评价方法逐渐展现出较大的潜力：这些方法将高维质量特征提取和回

归映射阶段合二为一，进行联合优化，并通过数据增强、损伤分类、模型预训练等方式提升算法准确性。

如对视频帧进行分析，结合时域池化方法对视频质量进行评价的[10]和直接对视频进行时空特征提取的[11]，

在算法难度、复杂度、性能方面各有优劣，能适用于不同的视频服务场景。经典的传统方法和深度方法的

框架对比如图 3 所示。 

 

图 3  典型传统方法[9]（左）和深度方法[11]（右） 

3.2  更好的服务、体验质量 

视频业务需要考量的指标不仅是画质。用户的体验除画质外，还与服务的延迟、交互性等因素息息相

关；此外，服务系统也需要及时收集资源、性能方面的指标，对用户体验和服务开销进行权衡。 

3.2.1  降低业务延迟 

5G 网络为视频服务带来低延迟的底层能力支持，但也需对服务流程中的主要延迟环节进行升级，其

中主要包括服务端的编码处理延迟、网络中的协议延迟和客户端的播放延迟。 

3.2.1.1  降低处理延迟 

4K/8K 直播、VR/AR 直播、云游戏等概念随着 5G 走进大众视野，这些场景通常需要采用先进的视频

处理和编码技术，同时对低延迟有较高的需求。在这之中，除了采取如前文所述[4]的轻量级处理算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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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延迟也不可忽视。如最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 VVC 压缩效率比前一代 HEVC 要高 40%，而复杂度有 10

倍的提升[12]。因此大视频的低延迟编码是当前的一个巨大挑战，需要利用各种低延迟编码优化方案来降低

延迟，提升交互性，以提升用户体验。图 4 给出了来自 MSU Codec Comparison 2019
[13]的几种编码器的速

度/质量对比图，测试视频序列为 Duck Take Off，评价指标基于 SSIM。 

视频编码的延迟分为调度延迟与计算延迟两类，调度延迟包括因为 GOP 设置以及编码预测层级设置

的参考关系延迟，后续帧需要等待它的参考帧编码完成后才开始编码；计算延迟指视频编码的预测、变换、

量化、率失真优化、环路滤波、熵编码等模块本身计算导致的延迟，特别是块划分时需要递归搜索不同分

块、不同预测模式、变换模式的组合来确定最优的选择，带来了极高的运算量。 

 

图 4  编码器速度/质量对比图[13] 

降低视频编码延迟的主要方法为提高并行效率与降低计算量。Intel 公司开源的 SVT 架构[14]可以有效

提高编码器并行效率，它允许将编码器内核拆分为独立运行的线程，每个线程处理视频编码流水线的不同

部分，实现性能、延迟和视觉质量之间的最佳折衷；在降低编码计算量方面，则可以通过实现对选择编码

模式的快速算法等方式实现[15]。使用专门针对延迟优化的硬件编码器是另一种选择，但使用软件编码器的

方式会更灵活。 

3.2.1.2  降低传输延迟 

5G 网络的高带宽低延迟特性不仅给处理效率带来挑战，传输过程也面临着更大压力。高流量应用的

广泛使用导致网络承载量急剧攀升，在目前有限的带宽资源下，拥塞问题更容易发生，造成延迟和丢包情

况的出现。此时，高效可靠的传输协议成为低延迟视频服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通信协议[16]的延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通信协议自身的握手、分发和重传机制，会直接影响

数据包的发送效率；另一方面，协议作为连接收端和发端的通道，需要充分考虑收发端的能力和网络的情

况，此协议内部需要部署合适的拥塞控制算法，根据流传输过程中丢包率等信息，对网络状态做出判断，

调节发送速率，协调重传数据，在避免拥塞的情况下以最大速率进行传输。此外，协议的安全性、交互性，

连接迁移和资源消耗等指标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基于 TCP 的流媒体传输协议，如 DASH、HLS 和 RTMP 等，在传统的视频点播和直播场景中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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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但其繁杂的握手和缓存机制导致这类协议无法适用于更低延迟的视频服务。而基于 UDP 的通

信协议，如 SRT、WebRTC、QUIC，具有高效的握手传输机制，可有效降低传输延时。比如 WebRTC 旨在

不使用第三方插件的情况下，在浏览器之间建立 P2P 连接，实现视频流或者其他任意数据的传输[17]，具有

较强的网络穿透能力可以支持更多样的会话方式，在低延迟场景中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复杂的网络环境导致传输拥塞而造成的延时是不能避免的，因此传输协议需要选择合适的拥塞控制算

法，通过对网络状况做出预测，适时调整发送速率，最大化传输效率。低延迟视频服务需根据业务场景和

网络条件，选取合适的协议和拥塞控制机制，才能达到网络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用户体验的最大满足。 

3.2.1.3  降低播放延迟 

播放是视频服务的最后一个环节，包括缓冲、解码、渲染等主要环节。除画面质量外，用户的观看体

验受到初始缓冲时间和播放平滑度（卡顿）的影响较大。而较高的视频质量通常意味着较大的码率，并导

致较高的初始缓冲和更大概率的卡顿；而播放器接收到媒体内容后，经解封装、解码、音画同步等处理后

将视频内容呈现在屏幕上，这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延迟[18]。 

播放器可以进行接收端缓冲策略优化，比如选择合适的缓冲区长度，在延迟超过一定阈值时采用倍速

播放和丢帧的策略以将延时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针对自适应流媒体，则需要对码率自适应算法（ABR）

进行升级，更多地考虑延迟因素。 

同样地，播放器内部的处理机制也许针对低延迟需求进行升级。一般情况下，播放器接收到视频流后

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操作，比如通过解析部分媒体内容，确定媒体传输协议/封装格式，直播/点播类

型。为了进一步降低延迟，可以根据具体的系统需求，统一传输协议和媒体封装格式，简化播放器的初始

化操作；另外，在播放器解封装、解码和播放阶段都有为了保证播放稳定而设置的 buffer，通过修改这些

部分的 buffer 到合适的长度也是降低延迟的一个可行方向。 

3.2.2  完善评价体系 

服务/体验质量评价体系是衡量视频服务的重要指标，相比单一的画面质量评价，会综合考虑服务性能、

用户体验等多方面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从对传统流媒体视频的需求转变为对实时通信视频的需求，

新的针对实时通信视频的关键质量指标（KQI）——低延时质量、交互质量等开始被考虑，并用于对用户

体验质量的评估和对系统服务质量的调优基准。 

为实现较为准确的 QoS/QoE 评估，应纳入延迟质量损伤、交互感官体验、音频质量指标，配合码流层、

图像层的画面质量指标，建立适应的评价体系；升级传统的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的特征拟合方式，利

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等高级机器学习工具提取更深层次的特征-质量关系，并

充分考虑工具的算法复杂度和引入的延迟，构建一个可以精准评估用户视频体验、系统服务质量，并可运

用于基于评价的控制和管理系统的视频服务评价模型。 

3.3  新型业务场景 

前文所述均未脱离传统视频服务的场景，而 5G 对视频服务带来的挑战不仅局限于此。我们在这一节

中将对视频服务特性的扩展，及视频服务系统的架构的革新做出展望。 

3.3.1  服务特性扩展 

大带宽帮助提升视频画质，低延迟帮助提升交互体验，而 5G 带来的底层网络结构改变和云计算技术

的突破则为视频服务特性的扩展带来新动力。“个性化”将融合高质量处理、低延迟交互，成为视频服务

的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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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可以看作云视频和云游戏的结合——用户与观看的视频存在交互，这些交互不局限于节目

和画质选择，而是对观看的内容做出创作性的改变。自由视角电视直播便是具有个性化特性的视频服务，

旨在提高观看视角数量。自由视角的前期已有一些尝试，如国庆 70 周年大阅兵期间央视与快手推出的多

链路直播，华为与 CBA 进行的多场景直播等，然而这些都只能提供若干个给定的、离散的观看视角，不

能称为自由视角。 

 

图 5  自由视角生成与观看意图[19] 

真正自由视角是指用户可以通过遥控器或者触屏滑动视窗，平滑自由地选择角度观看超高清视频直

播，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上帝视角”、跟踪视角、放大视角，让观众能随时跟踪自己

喜欢的目标，仿佛在现场自由穿梭，随意欣赏，关注自己最在意的细节。也可以通过 AR 场景增强在直播

的视频流中还将渲染入一些现场并不存在的特效景象，比如在大型表演直播中添加虚拟偶像，与真实的演

员进行互动等。 

当前自由视角实现所需的算法、计算资源、编码传输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挑战。算法方面，现有自由

视角算法[20]存在渲染准确性和实时性等问题。计算资源方面，生成自由视角所需的算法需要更高的算力，

需要提前将自由视角相关数据生成并渲染完毕然后传输至用户端。编码传输方面，同时处理和传输多视频

需要保持低延迟和较高的压缩效率，同时利用高效的协议降低网络拥塞对用户观看体验的影响。可见 5G

带给视频服务的挑战，体现在自由视角业务的方方面面。 

3.3.2  服务架构革新 

5G 的网络切片、网络功能虚拟化等新特性赋予底层网络全新的能力，而云计算技术近年来也在不断

发展，计算节点边缘化、云-边-端协作的计算模式也给视频服务架构革新带来了新的方向。 

利用下沉到边缘的计算节点，可以缓解云端计算集群的负载，同时为用户提供更低延迟的服务响应；

利用光纤、无线、广播等多种网络信道协同的方式，可以对媒体内容实行差异化分流管理，如利用广播或

无线组播信道为同一区域的大众用户提供统一的共性服务，而利用更高带宽和更低延迟的边缘网络为高级

付费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借鉴边缘计算的模型，对通信、计算和存储三域资源进行协同配置和高

效调度，可以达到服务系统整体的资源消耗、服务质量、体验质量的平衡和优化。 

 

4  结论 

5G 网络的商用给低延迟视频服务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本文从更好的视觉质量、更高的服

务/体验质量、更新的业务场景三方面，细致分析了视频服务的各个环节，包括画质增强与评估、低延迟编

码传输与播放评价、新业务特性与架构方面的关键挑战，并提出了可行的应对措施和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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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实地考察若干智慧社区的试点社区，分析了智慧社区当前建设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并介

绍了几种常见的智慧社区服务应用，以期为进一步智慧社区普及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智慧社区；需求；应用 

 

 

1  背景概述 

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智慧落地的触点，是城市管理、政务服务和市场服务

的载体。近年来，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支持智慧社区建设，科技部、住建部、公安部等各部委发布相应政策

规划及标准建设全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通过以社区为单位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以社区作为政府政务信息及政策思想传递新型单位，

以点带面地逐渐实现整个城市的智能化是对城市基础设施前瞻性的布局，终将成为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

根本所在。 

当前智慧社区试点在许多地区开展，在建设过程和建成运营中遇到很多问题。本文基于对基层智慧社

区试点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需求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智慧社区普及建

设提供参考。 

 

2  面临问题与需求分析 

2.1  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 

建设智慧社区的主要诉求之一是提高社区工作者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然而从当前试点情况来看，社

区基层工作者的负担反而加重了，原因在于各系统之间尚未完全打通，重复性、机械性、应付性工作占比

较高，工作人员不仅要学习新系统的操作，还不能放弃人工服务窗口；而且每个委办局对社区的工作要求

不同、收集的信息不同，需要社区工作者采集大量重复性、不共享的数据；并且要把数据录入到不同的平

台中；另外一方面是社区功能和小区物业有部分重合，居民日常报修、响应、投诉、反馈链路不及时、不

透明，多方机构分工不够明确，流程不够细化，从而导致居民感受服务质量有所降低。由于在智慧社区建

设的规划设计中，需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建立统一的融合平台，设计更多数据自动获

取录入及分门别类的系统方案，让基层工作者从各类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2.2  系统建设和硬件部署方面 

智慧社区建设相较于普通小区，网络系统建设和终端硬件部署的成本大幅增加，需要满足大数据、强

连接、多方对接的新时期系统要求，以及智能化基础公共设施、安防监控设施、医疗养老设施，教育娱乐

设施，需要建设数量众多、功能强大的配套设置和终端设备，例如在社区安全方面，不仅是保障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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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的必要条件之一。目前部分社区安防基础设施薄弱，

在人员出入管控、出入口车辆管理、小区内部安全管理等方面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支撑，入室盗窃、盗窃

电动车案件高发，居民安全感差。需要通过智慧社区建设，部署视频监控、人脸识别、车辆识别、智能门

禁、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终端，实现社区人员、车辆、房屋、重点部位的全覆盖动态化管控，提升住户居

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这么大资金量的投入，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明确收益，一般企业难以支撑，通常需

要当地政府部门主导推动，制定建设规划。 

2.3  与外部平台信息交互方面 

与外部平台信息交互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接当地大数据、城市大脑、综合

治理平台等系统、当地政务系统、公安系统、医疗系统，以及居家养老、预约出行、家政服务、外卖快递

等第三方服务平台，都存在数据传输的通畅性和安全性问题；二是大多智慧社区系统平台多为社区定制或

是运用知名企业开发的软件系统，各运营平台的协议标准不一致，不同厂家的硬件很难做到相互兼容，在

与城市数据中台、数据中心对接的过程中，各系统的协同集成发展受到影响，客户自己的个性化需求也难

以在单一平台系统中得到很好的满足。有必要通过智慧社区建设，将各类服务系统整合，统一数据接口，

实现各类系统连通通常，公共服务资源均等普惠，将社区工作中的居民走访、信息上报、台帐梳理、物业

监管、协商议事等内容全都融合进来。真正实现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驱动，以数据流为纽带，

带动社区资金、物流、能源、商业等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重塑社区资源供需对接方式，助力基层减负和效

能变革，提升社区科学精细化治理水平和社区高效便捷化服务能级的创新型社区建设模式， 

2.4  可持续运营管理维护方面 

可持续运营管理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智慧社区建设和运营的专业人才匮

乏，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软、硬件的运营及维护问题，现有的人才队伍难以承担未来智慧社区运营的责任，

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建立的智慧社区难以真正发挥功效；二是社区居民的配合度，接受新事物的响应程度，

对于个人隐私的敏感程度，也是智慧社区长期有效运营需要考虑的因素。例如通过一键报警、精确定位、

实景视频互动、网格员呼叫、志愿者需求帮助等方式实现线上线下统一联动 ；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整合社

区所有的生活服务资源，便利店、水果、蔬菜、外卖、家政服务、药店、餐饮服务等服务，居民足不出户

就可以完成相关事务的办理；通过社交功能建立社区里的“熟人社会”，打造更加信任、安全的社交方式。

从租房、闲聊、交流宠物心得、购物、二手闲置资源交易、组局活动，到拼车、拼旅游团、接送小孩，都

可在平台发布信息，这种小区熟人构建的圈子，更加稳定和让人信赖，也具有非常好的可操作性。总之让

社区居民真正享受到更为方便快捷的服务，才能保证智慧社区的各项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应用设计 

针对以上应用需求，当前智慧社区常见应用主要有如下几个版块。 

3.1  智慧政务 

智慧政务版块主要目标是整合政府各项管理服务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采用“一口采集、多口使用”、

“一方采集、多方使用”的信息采集与资源共享机制，在实现各类事件信息及时发现与信息共享的同时，

做到早发现、早反馈、早处置、早结案，提升政府行政执法与社会服务能力水平，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 

该版块通常对接当地政务平台和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提供包括公共教育、劳动教育、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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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环境保护、残疾人服务、文化体育、扶贫脱困等多方面政务服务。采用在线预约、在线查询、

在线办理、在线受理、协同办理、在线反馈多种服务形式，达到“数据多跑腿，百姓少跑腿”的目的。 

3.2  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版块平台主要目标一方面是实现自动化管理，节约人力成本，全面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

通过多部门联动的配套管理机制，整合公共管理资源，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该版块对接政府综治平台系统，联合民政部门，街道、社区、小区，统一社区管理入口和服务入

口，实现对各个社区便民服务需求及政务服务需求整合，转变管理服务意识，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社

区管理效率，创建多级互动机制，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社区、居民、商家、社区组织等多层互

动机制，实现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居民与商家、社区组织与居民等等的互动体系，更好的为公

众提供服务。 

将辖区管理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单元网格，配备相应网格管理人员及多种力量，调动网格内社会资源，

解决民生服务、矛盾化解、治安防控、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社情民意收集、政策法律宣传、处理突发事件，

将事件处理业务与 GIS 地图结合起来，通过地图将事件处理过程详细展示，同时对重点事件类型进行预警

显示。通过移动端上报事件，跟进事件流程，实时反映事件处理情况。 

3.3  智慧安防 

智慧安防版块主要目标是通过将人防、物防、技防进行紧密结合，形成一套智能化、集成化的完整的

安防体系。主要包括周界入侵警报、园区安防、楼宇安防三个层面。 

（1）周界入侵报警系统的目的是建立安全可靠的园区环境，加强出入口的管理，防范小区外来闲杂

人员进入，同时防范非法翻越围栏进入小区。系统主要由室外防水红外摄像机、入侵探测设备、传输信道

和报警控制器四部分组成。 

（2）园区主干道、重点区域关联鹰眼监控系统，对接政府雪亮工程，通过电视机和手机 APP 向居民

开放，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区群防群治治理中。实现园区多种方式通行，有效管控人员进出。业主信息在

线完整采集，人脸抓拍，对特殊人员全程进行监控。 

（3）通过设备巡检、设备维保、环境监测、电梯监测、消防监控等物联网技术的使用，进一步确保

设备运行安全、用火安全、用电安全和用气安全。 

3.4  智慧党建 

智慧党建版块主要目标是运用互联网技术、网络信息化手段，打破时空局限，通过平台开展基层党建

各项工作，实现线上线下党建工作的互补。通过手机、电视、电脑等客户端软件，将党员日常管理、培训

学习等工作移动化、信息化，为党员提供移动信息化服务。利用广电电视媒体宣传、智能信息发布系统结

合移动管理方式，实现宣传全覆盖 。 

“电视+社区大屏+手机”的多渠道推广发展方式会是未来整体智慧社区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凭借广

电在电视媒体宣传方面强大的政府公信力和完善成熟的宣传推广机制，能够将“电视+社区大屏+手机”的

多屏宣传方式效果发挥到最大化。借助广电丰富的基层传播资源，把党的建设内容、发展方向以及党的最

新资讯发布至民众的同时，也将民众对党的关心反馈给党，智慧党建将为民众了解党的建设以及民生问题

开辟新的渠道。 

3.5  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版块主要目标是提供老年用户在安全看护、健康管理、生活照料、休闲娱乐、亲情关爱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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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养老需求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化服务。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手段，

通过各类传感器及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网络系统与信息平台，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

本的互联化、物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服务内容涵盖：助餐服务、助浴服务、理发服务、洗衣服务、

保健服务、护理服务、精神蔚藉、日间巡视、健康咨询、用药提醒、日用品代购等。结合智慧社区综合平

台，通过各种传感器、摄像头和其它安防监测设备等，为住宅提供随时监控、环境感知、入侵报警、紧急

求助等功能，增加居家老人的安全性。提供健康管理、数据分析、社区建档、养生资讯、健康方案、医生

读图、检测记录等一系列养老服务。 

3.6  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版块联合当地医疗机构或医院，打造“新健康服务”。通过业主端 APP 操作，可解决业主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健康问题。“新健康服务”包括：体检管理、好医生讲堂、健康测评、医疗回访、健

康快报、辅助就医、快速问医。 

健康数据采集终端采集用户各类健康数据，汇聚到家庭智能终端后经互联网上传到云端健康管理中

心，管理中心对健康数据进行分类归档，健康管理师、智慧家庭医生、专业医师等对健康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实时监测、线上咨询、线上干预、线下随访、双向转诊、健康知识教育等多种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为

用户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并将咨询意见/建议和数据报告实时反馈至家庭智能终端，指导用户在家完成健康

诊断和治疗；联合优质医疗资源及医疗专家打造“远程医疗云平台”，为业主与“一号难求”的大专家搭

建桥梁，让业主以更短的时间、更少的花费、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3.7  智慧物业  

智慧物业是指综合物业的各种服务形态，采用高度的自动化装备和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与处理设备，

能全面获取物业的环境、人流、业务、财务及设备运行状况等信息，通过业主 APP，实现居民和物业管理

线上和线下的有效而直接的沟通。 

提供包括物业缴费、报修投诉、上门维修等物业管家服务；包括活动组团、友邻分享等居民社交活动。

使物业管理更人性化，智能化，提升服务效率和业主满意度。 

3.8  智慧协商 

智慧协商版块是为促进物业管理人员与社区居民交流沟通。该版块具备“我提议题”功能，居民可在

“我提议题”内发布相关信息，小区业主可进行评论、点赞等操作。社区定期组织民主座谈会对居民提出

的议题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结果发布在“协商公告”里。 

该版块提供调查问卷功能，可以统一设置问卷，如“安全满意度调查问卷”，在业主端 APP 完成问卷

调查，管理后台自动统计调查结果。 

3.9  智慧公益  

智慧公益版块发挥技术优势，以智慧终端 APP 为切入点，连接慈善项目中的人、组织和资金，并将其

透明化，打破原有的壁垒，形成“互联网+慈善”的新模式；有效整合社会组织的渠道和资源，进一步宣

传慈善理念、倡导慈善参与、营造慈善氛围；通过网络平台开展交互性公益活动，使慈善公益力量更为智

慧地走进社区。 

在社区体系内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志愿者服务首先用于满足业主之间的互助需求，提高业主直

接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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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智慧商业 

智慧商业版块基于当前蓬勃发展的电商、二维码、电子支付、末端商业网点和城市共同配送平台信息

链、线下体验和线上下单等技术手段，实现包括商品订购、餐饮快递、家政服务等社区商业活动；实现包

括车票预定、租车约车等旅游出行服务。尤其是紧密联系社区周边商业中心，以社群为目标、以商业为承

载、以科技为链接、以服务为核心，着力打造一站式、多功能、小而美、体现人文温度和科技发展水平的

社区智慧商业中心。 

 

4  总结 

综上所述，智慧社区作为我国城市大脑的基础单元，面向街道社区、居民和企业三类主体 ，涉及多

个互相联系互相交叠的技术与服务领域，在政府引导、企业运营与居民实践的共同协作下，充分借助广电

网、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各类社区治理和服务中的耦合应用，

将实体社区中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多源要素通过动态监控、智能分析、综合应用后，映射为虚拟的

智慧社区平台，提供智慧政务、智慧治理、智慧安防、智慧党建、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智慧物业、智慧

协商、智慧公益、智慧商业等多类服务，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充分利

用试点社区的示范功能，更快更好推进全面智慧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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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新闻媒体行业的变革及影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葛方度 

 

摘  要：本文从信息采集、内容集成、信息分发三个视角深入分析 5G 技术对新闻媒体行业带来的革新。

在此基础上，深度阐释 5G 技术将提升媒体人创作深度，增强新闻受众现场感和参与感，也将造

成新闻鸿沟加剧、虚拟与现实界限模糊、人的主导作用被弱化、信任与隐私问题突出等弊端。最

后提出，应该坚持为民服务为核心，持续提升新闻品质，加快 5G 技术环境下的建章立制，不断

加强对新闻内容的监督，以“内容+技术”为切入点构建国际化的中国传播话语体系，在全球传

播中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5G；人工智能；变革；媒体 

 

 

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的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会议上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

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

战。”1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全”媒体，指出了 5G 应用背景下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方位。随后，6 月 6

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5G 的正式商用在给新闻

媒体行业带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少挑战。 

 

1  5G技术给新闻媒体行业带来的改变 

5G 被认为是未来网络的基础设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2。新的信息技术将会创造新的传播

方式与传播环境，也势必将给新闻媒体行业在生产模式、业态格局与边界领域带来巨大的变革。因此，国

内外主流媒体纷纷开始提前布局，冀期能够保持自身在本行业中的竞争力。例如，2019 年，美国《纽约时

报》与威瑞森公司合作推出 5G 新闻实验室，使得未来的新闻故事可以根据时间、读者所在地提供交互性、

沉浸性的 3D 流媒体影像，让读者身临其境地看新闻；同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MG）与三大运营商及

华为公司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通过“4K+5G+AI”战略布局来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级新媒体平

台。此外，新华社也推出“5G 入口”移动社交平台，人民网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签署联手开发 5G 业务

战略合作协议，等等。因此，可以想像，当 5G 将世界互联为一个场景之时，人类社会也将进入万物为媒

的网络连接世界，新闻媒体行业也将在信息采集、内容集成、信息分发三方面出现巨大变革。 

第一，信息采集：采集速度将比 4G 更加迅速，其信息数量也将更加丰富、全面。 

在“万物互媒”的时代，海量数据将助力新闻媒体行业向数据化、智能化转型。一方面，5G 网络基

                                                        
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2019 年 1 月 25 日，中国政府网，http：
//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 
2 “5G 将带来什么？引入广电意味什么？与 4G 网络如何互补？——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谈 5G 热点问题”，新华网，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6/06/c_1124592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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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成后，每平方公里 100 万台设备将会被编织成连接紧密的泛在网格局，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包

括智能家居设备、智能联网汽车等）都将会加入传播网络中，其产生数据将帮助人类突破自身认知和感官

的局限，从更多空间及角度来获取与解读信息。对比于人工获取信息而言，这类信息源在感知的广度、深

度和准确度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3。另一方面，覆盖广泛的物联网、多样化的传感器和智能化设备将为海量

数据的采集、传输提供更为便捷的实现途径，数据采集的体量也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样，5G 环境下物

联网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相结合，将使传感器新闻的应用产生质的飞跃。媒体可以通过物联网实时

获取、使用来自传感器的的信息数据，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新的视角和线索来构建新闻报道。 

第二，内容集成：“现场云”将助力高清视频直播，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 （AR）新闻产品将

成为主流。 

在 5G 大带宽、高速率的技术优势助推下，实时、高清、多路信号直播，可以使不在现场的观众亲身

体验近似于现场获取信息的感受。因此，比短视频内容更丰富的中、长视频，特别是具有实时传播优势的

高清视频直播或将迎来快速增长期。在 2020 年初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央视频推出的以火神

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直播为主题的“慢直播”脱颖而出，短时间内观看人次破亿，并成为主流媒体报道中

参与度和讨论度最高的新闻类产品。因此，5G 所带来的高清视频传播的突起，势必会使社会表达的核心

表达、关键性的交流都被视频所取代4。由于 4G 时代出现的 VR、AR 技术受制于网络数据处理能力和穿戴

设备价格等因素，生产的信息产品使用户无法获得理想的体验。而 5G 的网速恰好与 VR、AR 的网络敏感

特性相适配，做到虚拟场景和新闻现实完美的融合。因此，这种现场感与实时性，再加上实时视频流与新

闻信息多角度数据采集相结合，更大程度上增强了新闻现场的表现能力，给大众带来现场真实的“浸入感”。

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报道中运用 AR 技术打造沉浸式新闻现场体验。 

第三，信息分发：智能终端将推动新闻产品的场景化传播，沉浸式、交互式体验将变革用户的传统体

验感受。 

按照我国工信部门的 5G 发展设想，80%的 5G 设施将用于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涉及无人驾驶、工业

自动化、智能养老设施等领域的物联网通读应用。在 5G 技术支持下的人工智能设备，通过构建的物联网

将突破 4G 环境中以场景为单位的信息分发瓶颈，实现信息传播向深度发展。以家庭场景为例，电视媒体

可以在高速信息处理速度和云平台大数据的支持下，通过物联网提供更多形式的服务内容，如全景视频、

VR 体验、超高清视频、电话会议等。此时，传媒平台也将不再是一个以传播新闻、新知信息和提供娱乐

为主的小媒体平台，而将会发展成为集信息、教育、娱乐、购物、医疗和交通等围绕人类各种生活与工作

需求的大信息交换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只需要了解不同场景的需求，发掘适合不同场景的应用

程序，借此向用户提供精准、适合的内容。同样，作为信息传播终点的用户，其需求、喜好、消费和行为

将会被数据化，从而全程同分发信息的人工智能相互互动，通过深层次交互体验使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深

度、频次、时长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2  5G技术对新闻媒体人及公众生活的利弊影响 

5G 技术将直接催生新闻媒体行业诞生新的变革，也将对新闻媒体人的角色及其公众生活都产生很大

的利弊双重影响。从积极的角度来说： 

                                                        
3 翁之颢：“5G 时代的广电业态图景展望”，《视听界》，2019 年第 1 期，第 23 页。 
4 喻国明、曲慧：“边界、要素与结构：论 5G 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8 期，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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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新闻媒体人而言，5G 技术将使其可以有更多闲暇时间创作具有深度与意义的新闻作品。 

可以预见，随着 5G 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在新闻媒体行业，必将解放和发展新闻媒体行业的生产力，

提升新闻制作和传播效率，丰富新闻产品种类和传播样态。新闻媒体人可以拥有更多闲暇时间创作具有深

度和意义的新闻产品，同时也可以对 5G+人工智能技术所创作的新闻产品有更多的时间去监督，并不断丰

富与创新 5G+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媒体行业的应用，从而使更多、更精良的新闻作品能够被创作出来。同

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判断什么类型的工作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以及如何改变

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机器建立起新的合作关系5。不受时空限制的网络将实现高清视频直播、AR 和 VR 等

形态丰富的新闻产品。 

其次，新闻用户不再是被动接受新闻信息的局外人，而是能够通过 5G 技术获取能够置身于现场的感觉。 

传统新闻报道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收看新闻信息的用户自身是被排除在

新闻制作过程之外的，即是被动地接收新闻信息。然而，随着 5G 网络技术进入新闻媒体行业，技术让新

闻事件的细节被记录的越来越丰富，并可以复原并重现新闻现场，用户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成为现场目击

者并重新塑造新闻的传播和表现形式。如，2019 年“两会”期间，基于 5G 网络的 VR 直播成为各主流媒

体重要的辅助报道手段。这类 VR 新闻不再是对事件的简单陈述，而是将事件现场做了 360 度全景还原的

虚拟场景，尝试让用户置身新闻现场并参与进入报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5G 技术将使新闻制作方与

用户方的联系密切，从而使新闻报道也具有更强的权威及公正性。 

最后，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定制新闻体验等将促进其更加便捷地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 

5G 传输技术的出现，将重新定义定制化新闻这个概念。定制化新闻服务是指按消费者自身要求，为

其提供适合其需求及满意的新闻服务。然而，受限于技术手段及数据采集的局限性，目前媒体所提供的大

多数个性化信息服务，是在信息批量化生产的基础上，根据用户的习惯和偏好，进行信息与用户的匹配，

这种匹配与用户真正的定制化要求相去甚远。而 5G 网络技术将充许移动应用程序在获取用户数据之外，

还可以对用户所在的场景属性进行收集，并将用户当下个体需求和感受的变化通过穿戴设备等实时反馈给

内容生产者。如；不同场景中的体温和心跳变化等。随着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定制化新

闻的生产将直接涉及到对受众个性化数据的采集与传导，这也为个人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公共议题的讨

论，推动用户与新闻媒体之间构建新型的人与传媒的关系。 

在 5G 时代给新闻媒体行业及公众新闻体验带来巨大进步性的同时，其所产生负面影响也将伴之存在。 

第一，新闻鸿沟加剧。5G 网络技术在推动新闻行业变革进步的同时，也会加剧该行业及用户的贫富

分化。从国际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来看，5G 网络技术将进一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新闻行业差距进

一步拉大。近年来，南北国家在网络科技等基础设施上边的差距不断加拉大，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

鼓吹网络无界、数据自由流动的论调，试图进一步把控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技术发展，进而掌握这些国家新

闻媒体行业的舆论导向。所以，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掌握独立的 5G 技术，会使其国家发展及其新闻媒体

行业的走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附庸；从国家内部的发展情况来看，5G 技术的网络将进一步拉大掌握

网络信息优势的富人与占据网络信息劣势的信息穷人之间的差异，在新闻行业同样也是如此。掌握 5G 技

术新闻行业的领头人将享受其技术红利，进而积累财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资源，而无法掌握 5G 技术

应用的穷人、老年人就将处于被淘汰的劣势。例如，新闻信息富人可以通过网上足迹跟踪、大数据搜集和

                                                        
5 Experts Optimistic About the Next 50 Years of Digital Life，October 28，2019，https：
//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9/10/28/themes-about-the-next-50-years-of-life-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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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技术，获得潜在客户需求信息，从而销售更多商品获得更多财富。这样，这种技术鸿沟使个体参与

新闻创制、新闻知识获取、知识财富创造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加剧社会不平衡现象。 

第二，虚拟与现实界限模糊。5G 技术在带给用户更加先进获取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可能会使用户沉

溺于虚拟的新闻世界之中而难以分清与现实的界限。近年来，随着 VR 和 AR 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用户可

能通过网络沉浸于立体式的新闻感之中。特别是随着 5G 技术在新闻行业中的广泛使用，这使得 VR 与 AR

技术给用户带来极强的新闻信息身临其境之感。这样，对于某些自控力不高的用户就有可能沉浸其中，难

以分清新闻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因此，如果有较强的媒体精英想控制互联网新闻信息，借以监控并操纵他

人，那么就将使许多普通受众被 VR 与 AR 技术创造的虚拟信息世界所裹挟，使其沉浸其中而无法分清现

实与虚拟世界。正如法国学者鲍德里亚的“内爆”预言：后现代社会中的媒介造成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

内爆，拟象因为大规模的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6。因此，在 5G 技术环境下，新闻媒体行业应警惕鲍德里亚

批判的这种媒介营造“超真实”现象的消极影响。 

第三，人的主导作用弱化。万物互联使人类更容易获取新闻信息，但过度依赖机器获取信息也将使人

的角色被弱化、孤独。在 5G 技术背景下支持的物联网和传感器的大规模使用，使得每个人与物都会成为

新闻可采集的信息源。在这种情况下，连接数量的激增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即信息过载。物联网中的物的

信息会随时随地地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公私界限也将在信息过载中变得更加模糊，从而将会造成人类过

度依赖机器获取新闻信息的不良后果。对此，正如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唐纳·哈拉维所讲的“赛博格宣言”：

人从制造机器到寄生于机器，又或者说，人和机器都仅仅是赛博格的组件7。因此，随着 5G 技术在新闻信

息的大规模应用，如果人和物、物与物、物与人高度连接的未来使人类更加孤立存在的话，那么未来社会

的人类即使能够获取大规模的新闻信息，但却因为无法形成或维持未经媒介化的传统人际关系，这将最终

导致人类社会中的人陷入弱化、孤独的后果。 

第四，隐私与信任问题突出。5G 技术也使个人隐私等信息安全问题面临新闻媒体监管的新挑战，必

须探讨 5G 时代新闻媒体治理机制及体系的完善。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云”必将在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本地与云端基本上可以处于同步状态，数据操作与信息处理无需下载到本地就能完

成，整个过程都可以置于云端即可。因此，万物上云将进一步降低对设备的要求，使得人们的生活更轻松

便利。但是，与便利相伴的病毒蔓延和隐私问题同样也应值得重视。当更多的信息数据处在云服务商提供

的存储平台中，黑客更容易窃取国家和企业的机密信息，病毒更容易得到传播。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隐私

变得更加不可控，个人信息处于更大的泄露风险之中。例如，现在许多医疗、娱乐、安保机制都已经使用

户大量让渡个人隐私数据信息，如果有不法之人或企业无法禁受起个人隐私数据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的

诱惑，必将可能滥用这些数据。然而，以现有人际传播为主的新闻监管审核机制和信息过滤技术，难以满

足 5G 时代立体信息传播为主的需求。这就要求新闻机构与政府密切合作，探讨 5G 时代新闻媒体个人隐

私等安全治理体系的完善。 

 

3  媒体人及公众对 5G技术应用于新闻行业的思考 

第一，警惕“技术至上”思维，注重 5G 技术为人服务的真正核心，切实提高新闻的品质水平，避免

                                                        
6 [法]让·鲍德里亚：“仿真与拟象”，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

版社，2000 年版，第 329 页。 
7 李建会、苏湛：“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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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本身立场的弱化。 

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媒介技术如何更迭，对事实真相的追寻，永远是新闻行业立足的根基。5G

技术普及以后，高清视频直播与新兴媒介如 VR、AR 等给人类带来海量、多角度和超真实的新闻信息和体

验。但是，这些技术带来的极度接近“真实”的新闻体验，并不能完全代表是事实“真相”。如果过度乏

求这种所谓的“真实”新闻，反而使新闻传播失去其新闻化、专业化、思辨价值的标准，从而淹没在琐碎

化的信息海洋中。在 5G 技术加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采用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生产具有理性思维、人文精

神和媒介素养的高质量、高价值的新闻产品。 

为此，新闻媒体需坚持追寻事实真相，不断提升新闻的专业品质和产品服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新闻工作者要不忘初心，坚决抵制虚假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深入新闻现场完整调查记录事件发生的前因后

果，不能擅自使用未经任何调查的网页信息。其次，设立专门的信息审核部门，在新闻发布之前加大信息

的审核力度，严把新闻质量关，从源头上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最后，新闻媒体需坚守媒介精神和人文精神，

全面客观深度地剖析新闻事件，发挥新闻的监督批评作用。 

第二，加快出台 5G 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行业的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对新闻内容的监督。 

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推广，未来行业之间的边界将逐渐被打破，新闻信息传播将会跨行业。对此，

政府须及时出台适应当下传播环境的媒体行业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制定的相关法律和条例不仅要适合

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也要适合对有计算能力和信息传输能力的移动终端等电子信息设备的管理。这才能同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趋势相匹配。政府部门需及时组织相关新闻媒体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对涉及

到的相关问题及时的专业探讨，并早日能够将该法律规范制定出来，并随着 5G 技术使用的不断推广与深

化而逐步完善。 

首先，除了网站、App、平台、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外，参与网络信息传播的用户应成为管理和监督的

对象，其参与信息传播的权利和隐私问题也应被相关管理部门考虑，并对其新闻信息传播行为应进行立法。

用户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仅依靠自觉自律。其次，相关部门需加大对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失范行为的

惩罚力度，严厉打击网络环境中的网络诈骗和网络暴力等行为。 

第三，积极推进采用 5G 技术，从“内容+技术”的角度构建我国在世界的传播话语权，在全球传播中

发出中国声音。 

目前，我国的 5G 技术已在核心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随着该技术在媒体行业的深入运用，我国的全

球传播力、信息话语权也将得到技术的加持。对此，新闻媒体应尊重 5G 环境下媒体传播规律，挖掘 5G

带来的数据资源背后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感人故事，根据不同的网络传播平台特点，革新媒体叙事方式运用

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 

例如，网络视频红人李子柒，她创作的很多视频作品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依旧火遍全球。正如新闻

评论所言，李子柒是个奇迹，一颗平常心做出了国际文化传播的8奇迹。这些展现最质朴的中国田园生活的

视频，讲述了人类共通的故事，满足了当下人们对简单生活的情感需求。通过互联网平台的传播，在国际

社会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些作品虽然没有一个字夸赞中国，但是它们塑造的文化魅力却吸引了众多热爱

中国文化的粉丝。 

                                                        
8 “我也蛮自豪，因为我就是李子柒作品背景里的一个点”，央视新闻网，2019 年 12 月 10 日，http：
//m.news.cctv.com/2019/12/10/ARTIKUhnEvOJJb9he4kpMoxe1912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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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在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 

生产数据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赵予汐 

 

摘  要：本文根据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生产环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保护生产数据

完整性和机密性的方法。首先分析原始生产数据特点，发现了生产数据结构差异大、生产企业运

行独立、缺乏有效机制保障数据可靠性等现状，且当对数据有争议时，不具备可追溯性等问题。

采用基于区块链的生产数据保护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在实际的运行中，对于打击通过

篡改生产数据而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关键词：广播电视；区块链；智能接收终端；生产数据 

 

 

1  引言 

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不断发展，广播电视接收设施已逐步进入了智能时代，IPTV、有线、直播卫星等

各类广播电视运营方积极推出符合各自技术特点的智能业务和智能化接收终端。智能接收终端市场需求

大，生产环节分散复杂，生产数据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需要对生产全流程中的关键数据进行安全管控。

由于智能接收终端普遍具有联网功能，为生产数据的安全管控带来了更大挑战。 

区块链特有的去中心化、机密性、完整性、不可伪造性等技术特点，使其在智能接收终端生产数据保

护中具有天然优势。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全流程生产环境中建立一套不可篡改的数据保护体系，能够有效保

障智能接收终端的安全生产，为广播电视行业智慧网络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  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生产数据特点 

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生产过程复杂，涉及环节众多。从编解码芯片、音视频处理模块、天线模块、

调制解调模块、智能卡等基础零部件的生产，到整机组装、质量检验、认证授权，再到渠道分发、售后维

修等等，各个环节都会产生生产信息，有些环节的工作开展也会依赖于其他环节的生产信息。 

根据不同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市场环境，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生产流程、生产工艺具有多样性和差异

性，从而导致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异构数据，数据安全可控无法得到保证。对于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

端生产数据的特性列举如下： 

（1）生产过程中数据种类多，数据结构混乱 

（2）文件存储有效期短，关键数据易丢失 

（3）各生产企业数据管理相对独立，无法实现统一管控 

（4）无法对数据进行溯源 

（5）敏感信息容易遭到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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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法有效防止数据被篡改 

（7）生产所需软件设施容易被越权更改 

由于分散管理，导致一些敏感的生产数据往往由个别生产企业掌握，在数据管理和共享过程中存在大

量不安全因素。生产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身份鉴别和权限管理机制，无法有效规避越权操作。非法操作记录

无法得到有效保存，导致信息溯源和违规取证不能正常开展。因此，需要探索智能接收终端生产过程的有

效管理和安全维护的机制，逐步实现生产数据治理，保障生产信息的安全。 

 

3  区块链技术适用性 

区块链技术使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和存储数据，在分布式节点间使用一致性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

据并使用加密算法来确保数据的安全传输和操作[1]。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防篡改、可追溯等技术特

点，因此适用于解决上述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在生产过程中的数据问题。区块链技术特点如下： 

（1）去中心化：区块链网络采用分布式网络结构，网络节点之间耦合度低，可扩展性强，没有集中

的管控中心[2] [3]。 

（2）防篡改：数据一旦添加到区块链网络中，只能被查看，不可以被销毁或变更，可以保证数据的

完整性[4]。 

（3）对等性：区块链网络各个节点是同源的，节点自由加入或退出网络，不影响整体网络的运行。 

（4）自治性：区块链中的各节点依照公开的规则自动执行程序，将对各种机构的信任转变成对网络

和代码的信任，大大减少了人力、财力的成本[5]。 

 

4  生产数据保护方法 

生产数据需要保证机密性和完整性，方能保障生产安全。而区块链的数据防篡改特性，就成为保护生

产数据的核心技术。结合节点分散独立、数据敏感等特点，本文提出一种保护智能接收终端生产数据的方

法。 

4.1  生产数据保护原理 

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异构数据，这些数据是保障生产安全的重要信息。在数据存储、传输、共

享等阶段，需要对数据加以保护，确保信息真实有效。因此，可构建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传输网

络，在数据生成初期，对数据进行哈希运算，将哈希值同步到区块链中，从而构建一张生产数据信任网络。 

哈希运算是将任意长度的消息压缩到某一固定长度的消息摘要的函数，是一个不可逆的单向函数。哈

希运算是区块链技术的基础，消息摘要即生产数据的签名。对于独立运行的各个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对生

产数据签名并存入区块链公链中，实现信息互认。 

在生产线生成数据的阶段，将生产数据的签名写入区块链网络中的某个节点。利用区块链网络的 P2P

传输模式，自动将签名值同步至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在后续的数据处理、传输过程中，任何对生产数据的

篡改都将导致签名验证失败，从而保障了生产数据的抗抵赖性。 

在某生产企业接收到共享的生产数据后，需要从区块链网络中提取相关签名信息，利用信息公钥对数

据进行验签，确认所收到的信息为原始的真实数据，也规避了原始数据结构差异大的问题。智能终端通常

具有联网功能，通过智能终端控制软件将于生产或维修相关的关键数据进行签名并写入区块链网络，保证

终端运行数据的真实性。经过区块链网络信任机制进行担保，可以有效避免网络攻击、非法篡改、恶意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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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等原因造成的运行数据破坏问题。 

 

图 1  生产数据保护原理图 

在传统的数据传输网络中，可能会将签名信息保存至本地或某个信息系统之中。信息破坏者只要能够

找到该签名信息及备份信息并进行恶意篡改，即可达到非法目的。而在区块链网络中，签名信息的篡改需

要获取全部节点的信息，并拥有信息发布者的私钥，这一点在正常运行的区块链网络中是不可行的。 

4.2  敏感数据加密传输 

在区块链网络中，生产企业作为用户会拥有自己的私钥和公钥。根据非对称密钥的特点，使用公钥进

行加密的数据只能够通过私钥进行解密。因此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敏感信息，应在数据生成时利用信息

接收者的公钥进行加密，信息传递完成后，接受者利用私钥解密，从而保障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 

 

 

 

 

 

 

 

 

 

 

 

 

 

 

图 2  生产数据传输安全保障机制 

4.3  组网方式 

区块链网络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特点。对于独立运行的各生产企业，无法实现将全部生产线互联

互通。因此可以利用区块链网络的特点，组建分布式生产网络。区块链网络是对等网络，意味着在同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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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环境下，各用户是平等的，利用扁平式的拓扑形式进行连接。生产企业可以根据生产情况随时加入或退

出网络，不影响整个信任机制的运行[2]。 

实际中智能终端的生产企业可能遍布于全国各地，不同企业使用的生产体系千差万别，生产线质量控

制也根据企业自动化水平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形式。生产环境中大部分生产设备不与互联网相连，关键的

生产数据存储于统一的信息系统之中[6]。部分企业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利用企业 CRM 系统对生产线

和数据进行管控；反之，生产数据可能存储于专用服务器中。为了实现信息共享，该信息系统或服务器通

常具备联网能力[7]。因此，在数据生成初期，应将签名软件植入工业控制系统，在数据源头保障数据完整

性。再利用具备联网功能的信息系统，将签名信息传输至区块链网络，达到组网目标。 

 

 

 

 

 

 

 

 

 

 

 

图 3  组网示意图 

 

5  总结 

本文根据广播电视智能接收终端生产环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保护生产数据完整

性和机密性的方法。按照本文所述方法，可有效保障生产数据不被篡改，在实际的运行中，对于打击通过

篡改生产数据而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期，可以在身份鉴别机制方面进行研究，补充

当前网络入网鉴别能力不足的弱点，同时需研究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密码算法等技术，进一步提高网络运

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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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电 5G网络的高新视频传输方案探讨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黄  中 

 

摘  要：为抓住 5G 基建东风，充分利用湖南广电现有的网络资源和技术力量，发挥湖南广电高清视频优

质内容优势，在已有资源基础上率先探索建设高新视频传输技术方案，经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表

明，该方案具有可行性，也可供其他省份参考。 

关键词：广电 5G；高新视频；信息网；新基建 

 

 

1  背景 

目前，国家推进的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能源网（特高压、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交通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这些新型基础设施，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5G 基建作为新基建七大领域之首，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 5G 网络的逐

步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调整自己的业务往 5G 方面靠拢，以 5G 网络为载体，开发功能更强、要

求更高、服务更好的新产品，助力新一轮经济发展跑出更高速度，可见 5G 应用产业的发展前景必然是十

分光明。目前长沙市已建成 5G 基站 4260 个，实现了国家智能汽车（长沙）测试区、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黄兴路商圈、橘子洲景区、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等重点区域的 5G 覆盖，增速排名全国第八。今年，市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全市计划建设 5G 基站 15500 个。5G 的作用是基础建设和基础应用，比如 5G+交通、医

疗、建议、游戏、旅游等。在场景应用方面，市区已构建了核心商圈、交通枢纽、旅游景区、产业应用的

5G 场景，中联环境橘子洲智慧清洁、三一消防车远程控制系统等 15 个项目入选省 5G 应用场景。省工信

厅已经发布 18 大应用场景，以及各运营商、企业等联合政府打造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城

市大脑等应用场景逐渐从测试阶段过渡到商用阶段。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 5G 应用将结合其他产业链，深

度融合发展，逐步引爆新经济。人们生活更精彩。随着 5G 网络的逐步完善，5G 应用必将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进一步深刻改变长沙移动互联网生活。 

湖南广电是国内外的知名视频品牌，具有强大的视频内容生产和运营能力，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庞

大的产业规模为广电 5G 发展高新视频产业打造了良好的条件；今年，已经采用广电 5G 技术，支持湖南

省两会直播报道和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云录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湖南广电的 5G 高新视频多场景

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实验室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广电 5G 及 5G 高新视频有关战略部署，重点聚

焦 5G 高新视频多场景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内容生产平台研发以及相关传播及监测监管体系研究，

为丰富 5G 业务应用、推动广电供给侧改革、服务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广电 5G 目标定

位主要是“广播电视+手机通讯+移动互联网+智慧服务”新型主流媒体平台，新型电信服务商，基础战略

资源网；实现广播电视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新型移动传播平台，实现广播电视和主流舆

论人人通，终端通；巩固扩大、做强做优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和意识形态阵地；构建面向用户、互动体验、

多元智能的服务新体系；对接三大运营商 5G 网络，提供集移动通信、智慧应用于一体的 5G 普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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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协同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与广电 5G 建设，充分激活中国广电持有的 5G 牌照以及广电、

电信政策许可的价值，以整合协同为起点，带动建设协同、业务运营协同，实现全国一网的一次绝好机会。

湖南广电利用 5G 为视频赋能，顺势发展高新视频产业，以中国 V 谷为抓手，推进 5G+高新视频产业从测

试加速进入商用，并从商用形成大规模的经济体，进一步擦亮湖南广电的金字招牌，打造具有湖湘特色的

5G 应用场景新极点。因此，探索建设基于广电 5G 的高新视频技术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广电 5G高新视频组网 

湖南广电原本就有 2K 和 4K 视频源，由于当前的传输网络不支持 4K 视频传输，因此进行了压缩处理。

有了广电 5G 网络后，超高清 4K 向 8K 迈进，也有利于实现传统的小屏、大屏向 3D 屏幕、曲面屏甚至 360°

屏延伸。此外，VR+超高清 4K+5G 也将加速 VR 的推广落地，有利于制作云游戏，超高清的画质将是重度、

超重度的超大型游戏的标配。可见广电 5G 将使 4K 以上高新视频产品迅速进入移动终端。具体的组网方

式如下。 

广电 5G 网络整体架构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无线、承载、核心网。为支持高新视频及 VR/AR，RAN

可划分为AAU（Positive Antenna Unit，有源天线处理单元）、DU（Distributed Unit，分布单元）、CU（Centralized 

Unit，集中单元）部分。CU 若云化部署，可部署在 X86 服务器上，可引入 MEC、移动 CDN，实现 uRLLC、

视频等各种应用。5G 承载网可根据 CU、DU 的部署将网络划分为前传 Fronthaul、中传 Midhaul（可选）、

回传 Backhaul。5G 核心网 CN 可将核心网云化，对于 eMBB 大带宽、低时延业务，核心网可下沉到 Edge DC；

对于 uRLLC 超低时延业务，通过 MEC 引入到本地 Cloud-RAN 中。 

接入层

Fronthaul Midhaul Backhaul Backbone

InternetInternet

5G DU

RAN
MEC

SDN/NFV

广电5G核心网

乡镇/普通
汇聚机房

地市核心
机房 大区DC

5G CU uRLLC GW

Cloud RAN

MEC/vCDN

mMTC
5G CP
vCDN

Edge DC

vCDN/UPF

VNF VNF VNF VNF

NFVI编排器

Core DC
5G AAU

5G AAU

承载网

eMBB GW

 

图 1  广电 5G 网络整体架构 

5G 初期和发展期主要开展 eMBB 业务，要求提升网络带宽，因此，线路侧使用 FlexE 接口板，引入

SDN 管控，部署 SR-TP 承载 5G 业务，采用 1588V2 替代 GPS，满足基本业务同步需求，5G 成熟期，

uRLLC/mMTC 类业务大量涌现，部署 E2E 网络切片满足垂直行业需求，部署 FlexE，满足切片隔离需求，

意图驱动自动化、预测性网络维护及实时感知，5G 业务发展呈现阶段性特点，初期主要满足 eMBB 业务

（承载方式与 4G 差异不大），中远期伴随新业务的成熟而发展，但前提为新业务本身是否成熟。因此建议

按 5G 业务发展，分阶段分步引入 SR、FlexE、网络切片等关键特性。ITU、3GPP、OIF 等国际标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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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制定面向 5G 承载的标准，明确承载设备具备的功能。 

同时，广电 5G 支持高新视频的回传，具体网络整体架构如图 2 所示。DCI 互联可利旧现有省干/国干

OTN 网络，设备具备超 100GE 能力；核心网大区 DC 之间直接利旧现有国干 OTN 链路。 

省会/大区DC1 mMTC互联网

广电5GC

大区DC2地市DC3

UPF
vCDN

DCI互联

接入环
10/50GE

区县汇聚
100GE

100GE/超100GE

OLT

专线业务

市县OTN系统

uRLLC GW
vCDN

MEC/UPF

MEC/CU

 

图 2  广电 5G 回传网络整体架构 

市县 OTN 系统具备 100G 波道能力，同时支持超 100G 演进。接入层的 UNI 侧提供 GE/10GE/25GE

接口，NNI 侧提供 50GE/100GE 接口，同时设备需具备 L3 能力。汇聚层的线路侧支持 Flex-E/SR/高精度时

钟同步等新技术，汇聚环支持 100GE/超 100GE 组网能力，接入环支持高密度 10GE/50GE 组网。核心层具

有调度和落地两级架构，口字型 100G/超 100G 组网。 

 

3  网间互通承载 

由于湖南广电并不具有原来的 4G 网络，为了充分利用基础设施，避免重建浪费资源，需要支持网间

互通承载。如图 3 所示，广电大塔 5G 广播主要用于传输高清电视。700M 蜂窝广覆盖可用于 4G 基础业务

+IoT/5G eMBB+uRLLC。中高频 5G 热点覆盖主要用于 eMBB（高清/AR/VR），可利用其他物联网技术成

熟产业链，抢占市场先机。先在省会城市的本地网试点，再大规模建设本地网。核心网大区 DC 之间互联

可利旧现有国干 OTN 网络资源，地市本地回传网络建设时多数地市需要新建端到端回传网络。市到县长

距链路利用现有市县 OTN 系统（100G），前传网络建设以光纤直拉为主，无源波分和小型化 OTN 为辅。 

通过与移动构建的 5G 测试网络进行网建互通承载测试结果可知，数据在网建传输情况良好，掉包率

低，传输速度可达到 200Mbps 以上，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完善，数据传输会趋向稳定，传输速率也将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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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承载网建设及网间互通承载 

 

4  小结 

本文主要探索了基于广电 5G 网络的 5G 高新视频传输技术方案的建网，以及与其他运营商的网络对

接，实现共建共享和高新视频网间传输的问题，在高新视频产业起步之初，以湖南广电海量视频内容为核

心，搭建全国首个广电 5G 网络来实现高新视频的传输，在新成立的 5G 高新视频多场景应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重点实验室内得到验证，下一步将进行商用测试，打开广电 5G 传输高新视频商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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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传福。5G 移动通信系统及关键技术[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6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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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检测模型在广电应用中的测试与验证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李泽华 

            

摘  要：本文对人工智能中应用范围很广的目标检测模型通过数据增强、环境搭建、模型训练和推理验证，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广电应用提供相应的 AI 能力进行了探索。该方案在数据集上取得达到了

预期目标，对新基建下的广电应用提供 AI 能力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基建；广电应用；目标检测；数据集；MOSAIC；损失值；检测类别；检测框；分类损失；回

归损失 

 

 

1  背景 

2020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时，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

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的方针政策。2020 年 4 月 20 日，国家

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权威定义，其中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在新基建中占

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国家新基建的大背景下，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高

清四川 智慧广电”的建设。当前在广电应用中存在大量的物体识别和定位任务。如智慧城市应用中的人

脸检测，智能医疗应用的医疗图片中的病灶分类和位置检测，智能垃圾分类应用中的垃圾分类和位置检测，

这些广电应用都需要使用目标检测模型，如何在广电应用中建设并提供人工智能的能力支持，是广电未来

发展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广电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将对广电应用中的目标检测模型在环境搭建，

数据增强，模型训练和模型验证等重要环节进行测试和探索，为广电应用未来的核心能力建设进行探索，

也为我公司在广电应用建设中使用 AI 能力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径，从而提高我公司在市场的竞争力。 

 

2  问题分析及思路 

广电应用要快速地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根据信息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

强有力的解决思路也是广电应用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广电应用中存在大量的视频、图片检测需求，

比如智能医疗中医疗图片的病灶分类和定位检测，智能垃圾处理应用中的垃圾分类和定位检测等。在这些

应用中，核心部分是数据处理，模型构建，模型训练和模型验证。 

本文将根据应用建设的核心内容，从数据分析出发，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然后使用谷歌大脑在 2019

年年底提出 EfficientDet 目标检测模型进行测试和验证。EfficientDet 这类模型的效率比之前最优模型高出

一个数量级，使用 EfficientDet 通过迁移学习的方法来搭建整个模型，利用数据增强来提高模型的鲁棒性；

主要训练方法是对模型的头部训练先单独训练，然后对整个模型进行微调来得到一个效果较好的模型，最

后进行模型的验证。核心解决数据处理，环境搭建，模型构建，模型训练和模型验证，从而为上层的广电

应用使用 AI 能力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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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搭建 

利用华为云提供的配置为 GPU：1*v100NV32 CPU：8 核 64GiBGPU 的云主机，在 Conda-Python3 环

境中安装以下特定版本的软件包，安装完成后对特定的包在 jupyter notebook 中使用 import <包名> 来进行

验证是否安装正确。安装软件包的清单见表 1。 

表 1  云主机环境安装包清单 

编号 包名称 安装版本 

1 torch 1.5.0 

2 torchvision 0.6.0 

3 pycocotools 2.0.0 

4 matplotlib 3.1.1 

5 webcolors 1.11.1 

6 pillow 6.2.1 

7 tqdm 4.46.1 

8 Flask 1.0.2 

9 Flask-Cors 3.0.4 

10 psutil 5.4.6 

11 urllib3 1.21.1 

12 requests 2.19.1 

13 tensorboardX  2.0 

14 numpy 1.14.0 

 

4  数据处理 

4.1  数据集 

数据集选择“华为云杯”2020 深圳开放数据应用创新大赛·生活垃圾图片分类的数据集，整个数据集

提供了 14964 张图片和对应的标签数据，共 44 个类别。本次测试将数据集分为 13500 张图片及对应标签

的训练集和 1464 张图片及对应标签的验证集。因每张图片有多个物体和标签，通过分析，各类物体在训

练集和验证集的分布详细情况见表 2。 

表 2  数据集分析统计表 

训练集 验证集 

类别 图片数量 bbox 数量 类别 图片数量 bbox 数量 

充电宝 338 380 充电宝 30 30 

洗护用品 705 927 洗护用品 75 103 

毛绒玩具 510 598 毛绒玩具 47 57 

剩饭剩菜 443 1283 剩饭剩菜 50 133 

筷子 471 734 筷子 55 83 

陶瓷器皿 1113 2326 陶瓷器皿 141 336 

塑料玩具 329 392 塑料玩具 38 47 

鱼骨 359 453 鱼骨 56 72 



目标检测模型在广电应用中的测试与验证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118 

训练集 验证集 

类别 图片数量 bbox 数量 类别 图片数量 bbox 数量 

调料瓶 411 485 调料瓶 47 58 

大骨头 333 378 大骨头 29 35 

玻璃器皿 580 761 玻璃器皿 76 117 

烟蒂 260 396 烟蒂 25 37 

饮料瓶 252 338 饮料瓶 30 33 

污损塑料 887 1110 污损塑料 91 127 

菜帮菜叶 716 887 菜帮菜叶 79 97 

塑料器皿 507 597 塑料器皿 62 69 

砧板 414 429 砧板 37 37 

果皮果肉 798 965 果皮果肉 78 87 

金属厨具 194 250 金属厨具 27 34 

纸盒纸箱 500 562 纸盒纸箱 56 61 

插头电线 906 1129 插头电线 111 148 

酒瓶 260 300 酒瓶 33 46 

鞋 397 414 鞋 44 49 

易拉罐 310 384 易拉罐 25 30 

花盆 143 189 花盆 14 22 

茶叶渣 341 360 茶叶渣 44 49 

一次性快餐盒 219 300 一次性快餐盒 25 29 

锅 447 480 锅 46 51 

塑料衣架 270 294 塑料衣架 30 31 

干电池 306 410 干电池 28 35 

金属器皿 229 311 金属器皿 26 30 

包 378 386 包 53 56 

金属食品罐 300 360 金属食品罐 32 40 

软膏 360 380 软膏 33 38 

书籍纸张 162 182 书籍纸张 18 24 

过期药物 541 637 过期药物 60 73 

快递纸袋 229 231 快递纸袋 17 17 

牙签 86 142 牙签 9 14 

旧衣服 331 344 旧衣服 50 50 

枕头 298 349 枕头 28 33 

蛋壳 312 418 蛋壳 34 40 

污损用纸 141 203 污损用纸 18 24 

食用油桶 337 407 食用油桶 33 39 

垃圾桶 87 93 垃圾桶 14 15 

4.2  错误数据处理 

通过对数据集中的图片和对应标签进行分析，发现编号为 20190816_095522、20190816_09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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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6_095748 、 20190816_095633 、 20190816_095457 、 20190816_095611 、 20190816_095426 、

20190816_095553、20190816_095644 共九张图片和对应标注文件有标注错误，针对这种错误，人工进行了

修正，对编号为 img_2205 对应的图片及标签的错误采用了直接删除处理。 

4.3  MOSAIC 

MOSAIC 是用来提高模型的鲁棒性，主要思路是将四张图片合并在一个设定大小的区域，根据读取图

片的顺序，将第一张图片放在左上角并转换对应的标签数据，第二张图片放在右上角并转换对应的标签数

据，第三张图片放在左下角并转换对应的标签数据，第四张图片放在右下角并转换对应的标签数据，然后

将合成的图片去掉边界和进行数据增强。整个 MOSAIC 实现的逻辑图如图 1 所示。 

设置mosaic图片
大小=S

随机生成mosaic中
心点坐标(xc,yc)

随机读取4张图片
索引

合并四张图片

根据索引读取第一
张图片和对应标签

根据mosaic图片大
小s,生成一个宽
2s,高2s的区间

对合成图片做数据
增强，并去掉边界

根据索引读取第二
张图片和对应标签

根据索引读取第三
张图片和对应标签

根据索引读取第四
张图片和对应标签

生成左上角位置坐
标，并将图片放入

转换对应标签数据

生成右上角位置坐
标，并将图片放入

生成左下角位置坐
标，并将图片放入

转换对应标签数据

生成右下角位置坐
标，并将图片放入

转换对应标签数据

合并标签数据

转换对应标签数据

参数初始化 最后生成图片合成数据转换

 

图 1  MOSAIC 逻辑图 

实施效果如下： 

（1）用于合并的四张原图及标签数据如图 2 所示。 

    

  

（1）左上角的原图是 259KB，1025*725 的图片 

和对应标签 

（2）右上角的原图是 85.6KB，576*1024 的图片 

和对应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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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下角的原图是 30.7KB，300*400 的图片 

和对应标签 

（4）右下角的原图是 37.4KB，400*299 的图片 

和对应标签 

图 2 

（2）合成的 MOSAIC 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生成的图片是 1280*1280 的图片 

（3）数据增强后图片及对应标签如图 4 所示。 

 

图 4  对合成图片进行数据增强后得到的 640*640 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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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 

5.1  EfficientDet 

EfficientDet 目标检测模型是 2019 年年底谷歌大脑提出的，EfficientDet 对比目前的各种目标检测模型，

主要创新点如下： 

● 在 Efficientnet 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快、更容易的多尺度融合 BiFPN。 

● 在 BiFPN、BOX/CLS Prediction、输入分辨率上统一了扩展模型的方式。 

EfficientDet 架构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EfficientDet 架构图 

通过比较，选择 EfficientDet 作为广电应用目标检测模型的测试原型。图 6 展示了多个模型在 COCO

数据集上的性能对比情况。 

 

图 6  模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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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Det 的模型系列中，一共存在 D0、D1、D2、D3、D4、D5、D6、D7 八个模型，Google 提供

参考参数如图 7 所示。 

 

图 7  Google 提供参数 

根据广电应用对输入图片大小，模型参数量及推理时间的要求及当前的测试条件，对 D1 到 D5 模型

进行了测试。从测试结果来看，选择 D5 进行完成整个测试验证，其他广电应用可以根据应用自身的要求，

选择不同的模型进行训练和验证。见表 3。 

表 3  模型测试比较结果 

模型 

名称 

图片 

大小 

BATCH 

SIZE 

验证 

LOSS 

验证 

得分 

线上 

得分 
模型文件名 

D1 640 8 

C：0.23595. 

0.509 0.5926 
efficientdet-d1 

_59_101220.pth 
R：0.01408. 

T：0.25003 

D2 640 8 

C：0.21533. 

0.545 0.6181 
efficientdet-d2 

_44_74236.pth 
R：0.01368. 

T：0.22901 

D3 640 6 

C：0.23118. 

0.561 0.6409 
efficientdet-d3 

_89_200595.pth 
R：0.01335. 

T：0.24452 

D4 512 8 

C：0.25664. 

0.578 0.6454 
efficientdet-d4 

_65_111342.pth 
R：0.01248. 

T：0.26912 

D5 640 8 

C：0.23016. 

0.577 0.6801 
efficientdet-d5 

_35_60732.pth 
R：0.01644. 

T：0.2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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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模型训练 

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对训练过程中的指标进行监控，以下是对 Classfication_loss（分类损失），

Regression_loss（回归损失），Loss（损失值）等参数的监控情况，从 loss 的整体运行情况看，收敛的效果

还是比较好。最后训练的 loss 收敛到 0.2466。如图 8、图 9、图 10 所示。 

 

图 8  Classfication_loss 监控图 

 

图 9  Regression_loss 监控图 

 

图 10  Loss 监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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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模型验证 

7.1  本地验证 

在本地利用验证集的 1464 张图片和对应标签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测试指标见表 4。 

表 4  模型验证集验证结果 

Average Precision  （AP） @[ IoU=0.50：0.95  | area=   all | maxDets=100 ] = 0.577 

Average Precision  （AP） @[ IoU=0.50       | area=   all | maxDets=100 ] = 0.723 

Average Precision  （AP） @[ IoU=0.75       | area=   all | maxDets=100 ] = 0.628 

Average Precision  （AP） @[ IoU=0.50：0.95  | area= small | maxDets=100 ] = 0.040 

Average Precision  （AP） @[ IoU=0.50：0.95  | area=medium | maxDets=100 ] = 0.267 

Average Precision  （AP） @[ IoU=0.50：0.95  | area= large | maxDets=100 ] = 0.606 

Average Recall    （AR） @[ IoU=0.50：0.95  | area=   all | maxDets=  1 ] = 0.564 

Average Recall    （AR） @[ IoU=0.50：0.95  | area=   all | maxDets= 10 ] = 0.678 

Average Recall    （AR） @[ IoU=0.50：0.95  | area=   all | maxDets=100 ] = 0.684 

Average Recall    （AR） @[ IoU=0.50：0.95  | area= small | maxDets=100 ] = 0.080 

Average Recall    （AR） @[ IoU=0.50：0.95  | area=medium | maxDets=100 ] = 0.437 

Average Recall    （AR） @[ IoU=0.50：0.95  | area= large | maxDets=100 ] = 0.707 

7.2  推理验证 

随机抽取了 3 张图片，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推理验证，验证结果如下： 

（1）第 1 张图片 

■ 预测结果是： 

{'detection_classes'：['其他垃圾/烟蒂'， 

'其他垃圾/烟蒂'， 

'其他垃圾/烟蒂']， 

'detection_scores'：[0.9677， 

0.9444， 

0.914]， 

'detection_boxes'：[[275.4，291.3，383.8，422.7]， 

[326.8，10.8，499.5，194.9]， 

[388.9，267.5，558.4，379.5]]， 

'latency_time'：'2847.3 ms'} 

■ 可视化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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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第一张图片预测图 

（2）第 2 张图片 

■ 预测结果是： 

{'detection_classes'：['其他垃圾/污损塑料']， 

'detection_scores'：[0.9566]， 

'detection_boxes'：[[101.5，46.8，705.4，788.7]]， 

'latency_time'：'2967.0 ms'} 

■ 可视化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第二张图片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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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张图片 

■ 预测结果是： 

{'detection_classes'：['可回收物/塑料玩具'， 

'可回收物/塑料玩具'， 

'可回收物/书籍纸张']， 

'detection_scores'：[0.9555， 

0.9544， 

0.9251]， 

'detection_boxes'：[[200.8，124.9，1080.4，1144.7]， 

[579.2，1158.3，1144.7，1843.8]， 

[931.0，712.4，1968.6，1701.5]]， 

'latency_time'：'3124.2 ms'} 

■ 可视化如图 13 所示。 

 

 

 

 

 

 

 

 

 

 

 

 

 

 

 

 

图 13  第三张图片预测图 

 

8  总结 

通过对垃圾分类应用中的核心模块--目标检测模型进行环境搭建，数据处理，模型构建，模型训练和

验证，验证结果达到预期目标，为此类应用部署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因本次核心任务是对数

据集处理，环境搭建，模型构建、模型训练和验证，对形成完整的端到端应用还需进一步完成，在以后的

工作中，会结合实际的广电应用，继续优化完善这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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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电台：融媒传播时代广播媒体 

突围的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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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嵩峰  黎  捷  肖  柳  邓骁特  徐顺暖 

 

摘  要：5G 技术使融合传播更为便利、快捷、多样，广播媒体应借助新的技术革命实现新的突破，5G 智

慧电台就是实现这一突破的新载体。5G 智慧电台以“一人一频”为目标，充分运用 AI、大数据、

云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面向县级融媒体中心、车载互联网音频、智能音箱、移动互联网音频、

商超等多个垂类场景，将助推广播实现媒体融合。 

关键词：5G 智慧电台；AI；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千县万端；一人一频 

 

 

5G 时代，信息随处可见、随处可及、人尽可用，媒体传播也将呈现新的趋势：传播速度会更加快捷，

传播范围会更加广阔，传播密度也会更加扩大，而媒体融合发展将表现在观念融合、品牌融合、平台融合、

用户融合、政策融合、创新融合等多个方面。 

在这个时间节点想要对过去的媒体融合进行突破，就要有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认知，要改变以往传播

发展的途径，发现其优越性，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在媒体融合中。作为传统媒体，“声音”是广播最基本、

最直接的介质，传统的声音产品还局限于基本的广播节目，处在被动灌输信息的阶段，无法做到主动向用

户推荐内容，不能满足各大终端用户的最新需求，而 5G 通信技术则打破了大众广播与互联网音频媒体的

收听区隔，这就在应用层面催生了能够适应最新融媒环境变化的前沿技术产物----5G 智慧电台。 

 

1  5G智慧电台是什么？ 

简单来说，它是由 5G 高新视频多场景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实验室音频模块自主研发的人工智

能广播节目编排系统，可一键式生成新闻、资讯、天气、路况、音乐串接等播出内容，自动完成播音，自

动完成 24 小时节目编排，可以达到播出级水准的人工智能广播体系。但它绝不仅仅局限于一套智能编播

系统，所应用的领域甚为宽广。宏观来看，5G 智慧电台是“5G+”在融媒体建设当中的一个新应用，是广

播实现媒体融合的一个基础设施，它是“5G+AI”、“5G+内容”、“5G+云计算”、“5G+大数据”等一系列融

合叠加的产物。 

其融合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技术创新是 5G 智慧电台的核心所在。 

第一，AI 赋能，虚拟主播闪亮登场。主播一直都是广播电台的核心资源。随着语音合成技术的发展，

机器模拟发声的听感不断优化。5G 智慧电台采用国内领先的语音合成技术，经过长达半年机器训练形成

特有的虚拟主播，使新闻、音乐、天气等节目播报达到播出级水平，后续通过语音合成训练，还将形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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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型的 AI 主播，丰富 5G 智慧电台智能化节目种类。语音合成技术为 5G 智慧电台赋予了新的定义，意

味着电台可实现智能化、无人化的播报，极大地降低了运行成本和操作门槛，同时批量化处理的语音合成

技术，保障了电台内容生产与播报的及时性，为传统广播媒体行业带来新变革，特别是为逐渐兴起的县域

广播发展提供新机遇。 

第二，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聚力，音频素材快速生成。NLP 技术处理对象为文本、文字，通过

对文本的智能化分析，实现为每条文本标注一系列属性标签。5G 智慧电台目前实现了新闻、天气、路况

等资讯内容的实时抓取能力，形成庞大与繁杂的原始资讯信息文本节目库。这个节目库采用自主研发的文

本分析进行去重、分类，再进行文本摘要归纳、智能审核后，节目智能加载个性化与本地化标签，形成可

用的文本素材。文本素材采用虚拟主播配音，即生成电台使用的原始音频素材。 

第三，数据引擎，节目编排高效有序。5G 智慧电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中心，其中多种算法在

音频使用领域已试用 1 年以上，获得了较好的验证结果。目前核心算法为内容推荐算法、歌曲智能寻点算

法、播单智能匹配算法等。内容推荐算法可实现不同属性内容与不同用户之间的配对，即所谓的精准推送，

提高听众的体验与粘性；歌曲智能寻点与播单智能匹配算法为电台运行机制中的大量人工处理工作提供了

智能化解决方案，既减少人力又快速有效地实现了内容生产与节目编排。 

（2）内容集成是 5G 智慧电台的优势所在。 

5G 智慧电台搭建的智能节目内容中心、广播精品节目中心、本地化特色内容三个方面的内容集成，

使得传统广播的内容生态发生改变。 

5G 智慧电台目前实现了新闻、天气、路况等重要信息的实时抓取能力，依托 AI 赋能可以智能化生产

全国各地的相关信息类音频节目，形成 5G 智慧电台智能节目内容中心。 

作为湖南广电的创新平台，5G 智慧电台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整合了包括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人民

广播电台等在内的湖南广电节目内容资源，并且从技术上可实现全国广电节目的接入，形成了 5G 智慧电

台广电类节目内容中心，对听众来说极具吸引力的 IP 内容资源将是 5G 智慧电台打开用户市场的主要手段。 

同时，5G 智慧电台还将引入湖南广电唯一官方音频平台芒果动听的核心内容，特别是播客、有声读

物等具有一定收听基础的互联网优质节目，将有效拉动主流车载用户群体的收听。 

此外，5G 智慧电台采集与制作本地化音频节目，在内容集成上具有区域特色，有利于内容下沉，推

广到县域使用。 

（3）融媒系统是 5G 智慧电台的特色所在。 

初代 5G 智慧电台产品面向县级融媒体平台，实现 5 分钟创办一家无人值守的电台播出系统，解决当

前县融平台在广播电台创办中的痛点和难点，减少电台运营的人力需求，特别是对播音、采编等专业人员

的依赖，同时为县级融媒体输出精品广播内容。 

5G 智慧电台融媒系统从电台创建到节目制作，再到节目分发，总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用户只需完成以下步骤，数分钟内即可创建一家广播电台： 

（1）创建电台：在全国范围内，可任意选择地区创建电台； 

（2）播单模版设置：电台创建完毕后，按用户需求设置每日播出单的模版，确定节目编排原则； 

（3）每日播出单生成：系统依据运营人员设定，进行内容生产，自动生成 7 天播单； 

（4）本地内容上传与插播：运营人员可在本地上传音频内容进行任意时间节点插播； 

（5）电台推流：按电台流方式推送音频至广播电台或 APP、微信、微博等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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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G 智慧电台内容生产与分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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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G智慧电台的应用场景解读 

（1）县级融媒体 

县级媒体是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桥梁，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最为接

近基层。当下，县级媒体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中央除了持续性的政策支持，在资金方面也是大力推动县级融媒发展。根据财政部公开的 2019 年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表数据显示，2019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数达 147.1 亿元，

比 2018 年执行数增加了 18.1 亿元，增长 14.0%，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及深度贫困县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另据艾媒咨询监测发现，2019 年县级融媒言值指数达 64.8，多数网民表示看好，其中湖南、浙江最关

注县级融媒发展情况。目前，全国至少 9 个省份已完成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覆盖。各县级媒体纷纷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立足区域优势，整合现有资源打造新型县级融媒体中心，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

些不错的进展。 

然而，由于在人力、机制、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天然局限性，县级融媒仍然存在内部机制僵化、缺

乏专业人才队伍、内容同质化、发展盲目化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从根本上限制着县级融媒体向更高层次发

展。 

例如在内容生产上，多数县级媒体还停留在“照搬照抄”主流媒体发布的新闻资讯的阶段，沦为新闻

“搬运工”，推送内容千篇一律，同质化严重，缺乏优质原创节目，忽略了立足本地发挥服务群众的职能，

缺少具有本土特色的内容。 

如何从内容和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发起攻关，自然成了 5G 智慧电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使命。 

5G 智慧电台一方面可以在全网抓取新闻资讯，比“人工搬运”高效许多；另一方面，它可以将各县

当地特色文字内容高效转化成音频新闻节目，省去了繁琐的采编流程，可迅速进入审核。无论是传递党和

国家的声音，还是反映人民需求，都可以通过 5G 智慧电台技术有效解决。仅仅 5 分钟，就能办成一家播

出级品质的县域电台，拥有永不请假、永远在岗的虚拟主播，通过在地抓取技术和新闻联动，保持第一时

间播报党和政府的声音，传达当地决策部署，联通“村村响”广播和应急体系，直达车厢、村组和田间地

头。 

除此之外，5G 智慧电台项目还囊括专业培训，为县级融媒体建设培养人才。5G 高新视频多场景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实验室音频模块团队，政治站位高、导向把关准、采编能力强，将为县级广播操作

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就本地信息智能化 AI 播报技术操作规范、本地民生内容编排、导向审核把关等相关

业务进行指导，同步给予营销活动方案案例等一揽子工具，从人才培养方面有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目前，5G 智慧电台已经在多个区域铺开。截至 2020 年 6 月上旬，已在湖南省内 17 个县市进行商用，

在全国 188 个县市公开演示，具备了面向 2800 个县级区域的新闻制播能力，目前平均每天调用 5G 智慧电

台生产新闻资讯 13000 余次。随着推广力度的不断增大、运用程度的不断加深、操作方式的不断优化，5G

智慧电台还将在更多区域发挥特有优势，充分促进各地县级融媒体建设。 

随着 5G 智慧电台在县级融媒体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技术优势也会倒逼经营理念的转化。县

级媒体融合的发展，光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充分把握其服务的对象----广大听众。必须加强服务听众

的意识，奉行“用户为王”的理念。只有这样，县级融媒才能和 5G 智慧电台技术相辅相成，共同提升至

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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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终端 

① 移动端 

如今的智能手机大都具备数据分析和学习能力，为 5G 智慧电台在移动端的大显身手铺设了路径。一

方面，5G 智慧电台可以通过分析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结合最基本的个人信息，形成最直观的用户画像，

实时生成用户喜爱的内容，在手机上播报；另一方面，随着未来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用户也可通过原有的

语音助手输入文字内容，由 5G 智慧电台在后台进行音频产出，实现“一部手机，输入输出”的强大功能。 

② 车载端 

如今的车载智能中控屏，无论其娱乐功能怎么丰富，听觉感官仍具有天然优势，行驶过程中车主获取

有效内容还是以听音频为主。车载端最初就是传统广播的主阵地之一，而随着车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

用，其已成为在线音频领域的主要使用场景。 

目前车载端用户的收听爱好大多以资讯类和音乐类为主。5G 智慧电台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内容和技

术优势。它的内容池理论上可以无限庞大，且具备个性化细分能力。在资讯方面，全网的新鲜资讯都可以

实时被抓取，并即时转化成音频节目，省去二次编辑的时间损耗，保证时效性；在音乐方面，则有海量的

串接音效将不同类型的音乐进行实时编排，保证其流畅度。此外，强大的语音交互功能也能解放双手，让

车主专注行驶，保证安全性。 

③ 智能音箱 

众所周知，智能音箱是内容服务上“云”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新兴产物，它是在传统音箱基础上增

加智能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上具备 WiFi 连接功能，且可进行语义理解和语音交互；

二是在功能上可提供音乐、有声读物等内容服务、信息查询、电商等互联网服务以及场景化智能家居控制

能力。 

2019 年 10 月，英国广播公司就推出了针对智能音箱的首个交互式语音新闻服务，希望通过该终端与

用户建立新的联系。而 5G 智慧电台与智能音箱的结合可谓是恰如其分、正当其时，它既提升了智能音箱

实施生成新闻节目的功能，也能够让用户与智能音箱的交互，在内容形式上更加灵活，于内容本身也更加

丰富。 

④ 其他垂类场景 

以大型商超、餐饮酒店、旅游景区等为代表的公共地点，有着商业与管理上的应用需求。例如，当车

载应用通过用户数据识别用户正开车去购物时，5G 智慧电台系统将会给用户推送商超的相关活动信息，

可与用户进行语音交互，让其了解商品的价格、质量、口碑、功能、产品说明等信息，商家会有更高的用

户转化率，用户可提高购物效率。 

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环境嘈杂，人群需寻找显示屏了解动态信息，其广播系统只能面

向大众播放同类型的信息提示，对出行人员会有信息干扰。5G 智慧电台则可通过用户信息，定时采用语

音与文字提示与用户相关的出行动态，也可为用户播报目的地的天气、路况；还可在用户出行途中感到无

聊时，通过声音推荐目的地的游玩、美食、娱乐攻略等。另外特别在公共场所应急情况下，5G 智慧电台

通过实时语音合成能力，可实现个人信息的全方位同步。 

此外，5G 智慧电台虚拟主播在新闻类节目的合成上有着较好的听感，可在党政机关用作定时播出，

实时向各级机关单位传达会议和文件精神。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加强机关单位人员的学习教育，提升党建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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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人一频 

5G 智慧电台具有的科学算法可以根据需求建立用户标签体系和数据分析系统，做深度数据挖掘和画

像，精准计算出为每一个用户推送的内容架构，将千人一面的广播变为千人千面的“窄播”。其次，它的

音频聚合能力能够海量聚集优质音频节目，将其拆分成不同长度的内容，使大板块的直播流变为可依据用

户需求和传播需要组合拼装的插件云。再者，它能够依据科学算法编排好相应内容分发给不同用户。与纯

兴趣算法不同，5G 智慧电台的推送将坚持“舆论导向，价值引领”的原则，能确保党和政府的声音准确

送达到听众耳边。 

5G 时代，万物互联，5G 智慧电台在其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基础上，深入挖掘大数据，在用户授权的

情况下分析用户数据，在不同场景给用户提供海量丰富的音频服务。它将大数据、场景化和即时性三者充

分结合，针对每一个用户呈现截然不同的内容，概括说来就是它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一人一频。区别

于现有的个性化推荐技术，“一人一频”将提供一整套经过编排的音频节目流，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体验。 

 

3  5G智慧电台所遇问题分析与解决办法 

5G 智慧电台作为传媒新生代载体，其媒体功能、信息体量、营销模式需要业界对其进行全新认识，

发展过程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业态磨合 

5G 智慧电台在传统媒体的引入，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其营销生态和人力资源配置，这就对渠道建设

者提出了要求——技术赋能需匹配架构调整、管理升级。在这个方面，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决策者更新运

营模式，真正发挥 5G 智慧电台促进县级融媒体业态升级的功能。 

（2）资金瓶颈 

无论是技术创新与应用、内容生产与集成，还是渠道建设与维护，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支持，就推广

者一己之力难以胜任，需要有关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3）技术突破 

高度的拟人化与专业化是虚拟主播技术突破的重点，也是难点。短时间内，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语音合

成技术打造的虚拟主播还无法拥有与真人在情感上完全一样的语音能力，需要在语义分析、听感优化、专

业技能等方面进行优化。通过不断的深度机器学习，让虚拟主播达到专业级播音员水平。 

（4）应用局限 

跟电台使用的传统软件比较，在短期内，5G 智慧电台的用户体验还有待优化，同时存在与电台现有

播出设备的兼容性问题，导致应用推广存在一些局限。这就需要 5G 智慧电台系统自身不断进行产品迭代，

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 

总之，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原本“内容归内容、技术归技术”的简单二元划分体系已然解体，内容

生产者有必要更加熟练地运用新技术去服务新流程，技术人员也要根据新内容的需求去不断优化新技术。

5G 智慧电台正是将内容和技术有机结合，根据市场需求和用户要求，不断挖掘自身潜能，在“千县万端”

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一人一频”的新业态，助推广播实现融媒时代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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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背景下电视节目远程制作展望 
 

湖北电视台制作中心  黄  星 

 

 

1  前言 

“登高望烽火，谁谓塞尘飞”这是古代通讯，“烽火戏诸侯”古人也玩通讯娱乐！每次信息交流方式

的变化都会带来一系列生产、生活、娱乐方式的变化。纸媒体逐渐淡出，电视同手机、平板争夺眼球，这

是 4G 给人们信息通道带来的变化，5G 来了，又将给电视制作技术的更迭带来怎样的变化？ 

媒体融合是个大背景，大框架，具体到电视制作技术上的融合也是个不小的命题，积极拥抱新技术，

把电视融进 5G 通道，为广电注入新活力、新要素、新创意、新玩法，既是形势所催，也是自我更新发展

的必然选择。 

 

2  从遗憾走向希望的融合 

三网融合已经提倡多年，4G 时代，电视处在被融合地位，这同广电网络的各地分据，没能形成统一

的网络链不无关系，还因 4G 技术在以高质量图像为主的电视传输中有些力穷，还因广电的 ip 化系统架构

还处在过渡期，相关设备及系统相比于 SDI 基带系统还需要加强。广电系统的融合媒体发展必会使系统向

平台化挺进，把云技术融入到广电领域，从制作、播出到传输，完全依靠传统基础广电架构，是没有办法

完成的，要借助 IP 和 IT 化技术的助力[5]。这些年，媒体行业也通过与互联网等公司的合作，来丰富平台

资源，谋求多元化发展，也是一种践行之举，却是把自己的内容优势，不断地向外输送，并没能在另外两

网分得多少蛋糕，多有遗憾！但也为广电的网络融合奠定了些许基础。 

5G、大数据、云计算、AI 技术，这一连串闪耀着光环的新技术，赋予媒体融合新舞台，将给电视行

业带来契机，特别是 5G 大容量低时延的技术特性，给广电这匹骏马配上了一副好鞍，成了提高技术层平

台建设的好助力，广电 IP 化后的网络传输带宽问题，面向云的应用问题大都被 5G 化解，广电总台领导同

华为、新浪、移动等巨头公司的会晤，定会涉及到相关设备的研发，尤其是关乎广电总局“4K+5G+AI”

战略布局的相关设备的研发量产。 

目前广电 IP 化相关的主要国际标准也已经发布，真正的融合契机已来到。加速强化新媒体建设，向外

借力，向技术借力，抓住超高清＋5G 历史性机遇，加快应用探索和业务实践，在技术引领下的新型融合

将是开启广电新空间的希望之路。 

 

3  新技术下的媒体融合与分享 

云概念提出以来，北京北京云、天津津云、上海融媒体技术平台、江苏荔枝云、湖北长江云、浙江中

国蓝云、山东闪电云……重庆、吉林、陕西、山西、广西、四川、甘肃……等等，全国近 20 个广电云平

台相继建成。这些云平台多是以“新闻＋政务＋服务”为基础性内容的省市县三级共享的区域性平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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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点说就是还处在初步融合传播、内部资源共享的形态融合阶段，涉及到用户体验技术、大数据内容智能

分发、高码率传输、手机应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等的几乎没有，面向未来，媒体融合的边界内涵

还将在技术和社会的推动下，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形成全新的媒体融合生态格局，可以预见媒体融合

是传媒集团将来的基本功能和标准配置。 

在 4G 技术平台下，由于传输容量、时延等技术上的受限，云平台在电视制作上难以有开创性的，实

用性的制作体系诞生，而今在 5G 大容量低时延的助力下，以广电云为新技术汇聚节点的媒体有了很多可

拓展的舞台，比如： 

（1）利用内容优势抢占 UHDTV 新视频业务先机 

直播、点播、交互广播电视等基础业务之外，利用好广电内容优势，先一步推出 4K/8K 等高新视频业

务，利用云平台融合各大广播电视台的资源，实现融合媒体云播控业务，尤其是在 5G 网络的全面铺开之

后，“万物互联”的路上，也该有一面广电的旗帜！ 

（2）用大数据算法区块链技术保证娱乐导向的正确性 

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数据库的新技术，其特点是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每个人都可参与数据库记录[5]。

区块链技术结合大数据算法的应用将为打击虚假新闻提供有力保障，可让更多的人或专职编辑参到网络消

息的编辑把控，以实现一种去伪存真的机制，摈弃消息乱象去伪存真，掌控媒体方向。 

（3）用大数据实现广电精准、多渠道分发 

微信、抖音、头条、手机视频……有没有一种人人都成了媒体的感觉？时刻都有海量信息发出接收，

拥有 5G 牌照和大量云平台的广电有了创建新分发平台的基础，将自己的内容优势与之结合，用大数据实

现广电精准多渠道、多平台、多样态的矩阵式智能组合分发传播令人想往。 

（4）用人机互动智能技术打造融合智能媒体 

各种智能电器，都可以通过人的声音实现自动播放音乐和视频、查询天气、聊天、创建任务提醒等，

甚至还可以和各种智能设备进行交互，加入了基于地理位置功能的还可导购、发广告，可见智能平台和设

备已具备了媒体传播的基因，随着智能能力的提升，人类对它的依赖越来越强，有成为优质新媒体的潜力
[4]。 

自然，新技术下可拓展的舞台还很多，比如，可能给电视制作带来颠覆性变化的用 5G 平台实现高码

率信号传输，自不必一一列举，在总台提出的“4K+5G+AI”融媒战略，即：“结合电视实际，加快电视

从 HD 向 4K UHD 升级换代；坚持移动优先策略，与网络运营商合作，打造 5G 网络环境下的新媒体新平

台；推动人工智能在媒体中的应用，将电视媒体升级为智慧媒体”的指引下，积极拥抱新技术，将为广电

媒体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4  4K单机远程直播已到来 

有自嘲转播车的技术人员就是一个拉线工，是的，因为布线的工作占据了转播车 70%的工作量，何不

利用 5G 平台做一辆全无线机位的转播车来呢？没那么简单！ 

一个配备 H.625 编解码和发射的视频背包，就可以省去出动卫星车、架设微波、光纤等繁杂的工序，

节省人力物力，直播场地上的机位变化和移动也将不受电缆的限制，再也不需要拉线工人了，电视直播变

得更便捷灵活，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想法，但实现起来没那么容易，5G 的大容量和超低时延将能确保“广

播级”质量的视频传输，用于单机或是少量机位的信号传递已经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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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德国今日 5G、中国湖北电视台等很多单位都做过用单机或小规模机组捕捉现场，

发新闻和体育赛事视频片段的 5G 转播和传送尝试，在天线架设很少的情况下效果已经很好（注：由于 5G

还没有正式运营，环境中的零手机及其它设备连接，让实验被动地成了专线也属无奈）。 

2019 年 10 月，刚刚举行的第七界军人运动会上，海军五项由于场地距离 IBC 较远，央视采用 5G+4K，

首次用广电总台研发 5G 背包将 2～3 路 4K 画面实时回传至转播车，转播车使用 SMPTE2110 协议，通过

IP 交换机进行调度，实现了 UHDTV 信号的多路回传，令人兴奋！但是，要想组合成一套远程制作的类似

转播车的较大规模的系统，还需要些时日。 

 

5  大型远程制作在路上 

转播车制作大型节目，往往都是人群聚集的时候，容易受到诸如网络拥塞、数据包丢失和不可预料的

延迟等问题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这些问题单靠纠错技术无法克服，虽说 5G 可以用更低的时延、更强大

的数据容量来填补，但可以想象到几万人同时使用视频的恐怖数据量！虽然拥有 4G 网络百倍容量也不能

保证不堵车啊！咋办？网络切片、边缘计算和专用带宽技术的应用便是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 

网络切片——5G 网络切片技术是指将一个物理网络切割成多个虚拟网络，实现对 5G 网络数据进行分

流管理，并保持每个虚拟网络间逻辑独立性的技术。它可在不增设网络架构的基础上，为多元化客户提供

定制化网络功能服务。针对高清视频实时传输，该技术可实现将 5G 网络虚拟切割为分别具有增强移动带

宽、海量物联和超可靠低时延通信等特性的若干网络片层，映射满足不同场景的差异化需求。它将允许运

营商向媒体公司提供专用带宽，出售有保障的性能和高可靠性的服务[1,6]。例如，运营商可以拿出一个网络

片段，给电视台大型活动提供大流量、低延迟的视频传输服务，比如把多组 4K 超高清视频信号传给转播

车。 

我们知道，一场稍大的节目制作中，围绕转播车的出入信号往往在 50 到几百路之多，传至中心云层

再分发至转播制作中心，叠加起来的数据量可想而知，解决的办法就是边缘计算（Edgecomputing）——它

是一种分散式运算的架构，将应用程序、数据资料与服务的运算，由网络中心节点，移往网络逻辑上的边

缘节点来处理[1]。它是将原本完全由中心节点处理的大型服务加以分解，切割成更小与更容易管理的部分，

分散到边缘节点去处理。在这种架构下，在更接近信号来源的边缘节点，就处理好需要计算的信号数据，

可以加快资料的处理与传送速度，减少延迟，降低中心节点运算资源占用，在网络上远程执行命令，更适

合处理电视信号这样的大数据运行。比如围绕视频切换台编辑特效等等创建，用于远程虚拟切换，在网络

边缘只分发选中内容传送到切换台进行特效编辑合成节目，当然，这需要我们创建一个以这些新技术为基

础的新系统。再比如 UHDTV 的压缩编码封装，有大量的数据计算、存储，编辑需要高的带宽完成编辑，

需要高计算来做合成，如果都能在边缘完成 80%的工作，传回后机器就可以快速完成内容生产。 

网络流量随用户需求时刻变化，大型活动导致区域性流量促增是必然，这就对需要有高保障性的电视

制作信号提出了更高的保障需求，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专用带宽——5G 网络核心区域，将把频段分割成不

同级别的频带甚至专用的服务带宽，使移动网络能够在其共同的基础设施中提供不同级别的服务。例如，

运营商可以为订户提供 1Gbps 保证下载速度和最佳延迟的服务，同时为其他用户提供最低速度超过 10 

mbps 的最低阈值，并保证低于 10 ms 的延迟，它们都在同一个物理网络上实现[1,6]。 

在多项新技术护航的 5G 平台上，我们为电视制作铺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点燃的 5G 技术之火照亮

了各路英豪的探索之路，正在举行的第七界军运会上，海军五项转播采取 5G+4k 超高清视频传输，这是我



5G 背景下电视节目远程制作展望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138 

国首次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采用新一代 5G 背包设备进行直播，新增远程控制功能，可在后方远程对

前方 5G 背包设备进行开关推流等控制，采用移动进行的方式跟随比赛选手进行直播，充分体现了 5G 网

络移动的特性；KT 在韩国冬季奥运会、英国电信（BT）在温布利（Wembley）上也有成功的测试演绎；

2020 年日本将在夏季奥运会舞台上应用 5G 制作部分节目。5G 远程生产及直播走向主流应用可以预见已

经不远了！ 

 

6  结论 

综上，5G 同广电媒体的深层融合带来的新技术平台定会催生新的广电制、编、播系统模式。这个新

技术模式，不仅仅会颠覆广电的传输领域，也会颠覆我们电视媒体的制、编、播系统，地球上再无距离上

的障碍，视频信号可以成为一个全球矩阵！一个难以想象的电视制作前景正徐徐铺开，积极拥抱新技术，

加强媒体网络的深层融合，将为广电媒体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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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媒体的实践与创新暨吉林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云平台项目建设 
 

吉林广播电视台  李志明 

 

 

1  引言 

长久以来，广播电视台均在积极投入资金进行高清化网络化建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各自的领域发

展的相对较为成熟，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媒体时代下，

要求电视台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与互联网进行融合发展，随着 2014 年国家对于融合媒体建设指导意

见的提出和陆续推动，全国各级电视台均在积极进行系统重构、业务重构，实现融合媒体的实践。 

为响应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战略部署，并解决实际业务痛点，吉林电视台从 2014 年开始，就在积极

推进媒体融合业务建设，经过 2 年预研规划，在 2017 年上线了全媒体内容汇聚生产平台，并且此后逐渐

进行扩容完善，从最早服务新闻走向服务全台业务，到目前成为服务全省融媒业务的综合化融媒平台。项目

中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打造了一个先进技术平台，暨天池云平台。项目以全媒体内容

库建设为核心，打造全媒体内容汇聚、全媒体生产、全媒体发布、全媒体指挥的中央厨房形态融合业务模式。 

吉林电视台天池云融媒平台建设遵循“V+ABC”技术策略，以视频业务为核心，针对广播电视领域的

业务进行场景适配，A 既 AI 人工智能，初步实现了智能化生产与业务场景的集合；B 既 BIGDATA 大数据，

实现对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侦测，也实现对内部数据的快速挖掘，从而提高节目准确性；C 既云计算，不

论是硬件层，还是软件服务层，均遵循统一化、平台化理念，实现弹性计算，灵活扩充，全面满足全台网

2.0 的要求。 

 

2  项目构成 

天池云融媒平台采用“私有云+公有云”的云架构模式，以私有云为主，公有云服务为辅，充分运用

虚拟化，云计算先进技术，建设了吉林电视台新一代云支撑平台，实现自动化资源分配和弹性扩展，确保

未来系统的延展性；通过虚拟化技术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安全容灾能力、降低平台维护要求。 

整体架构规划如图所示，核心分为以下组成部分： 

● IaaS 层云支撑模块：运用虚拟化、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搭建云支撑平台，包括存储资源、计算资源、

网络资源、安全资源。以云架构的自动化资源分配和弹性扩展，确保未来系统的延展性；通过虚拟化技术

降低数据中心建设成本、提高安全容灾能力、降低数据中心维护要求。 

● 媒体服务 PaaS 平台：实现后端服务统一支撑，承担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使命，包含分布式框架、

内容管理引擎、媒体处理引擎、流程引擎、大数据引擎、媒体业务引擎等，全面化引入大数据、AI 等全新

互联网技术，具备统一化、服务化、开放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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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aS 软件工具层：提供涵盖汇聚类、生产类、内容管理类、大数据类、发布类、报道指挥类、网

关类的多元化工具集，全面匹配各类业务所需，基于网络、终端和权限为不同人员配备应用门户，实现数

据统一化、内容统一化、生产多元化、流程协同化。 

（1）融合汇聚模块：实现 SDI/IP 信号收录、视频上载、互联网线索、PGC 回传、4G 回传、省内新

闻联盟成员台通联回传、台内生产系统的内容统一汇聚，增强信息的统一展示和运用。结合大数据分析、

智能化标引技术使资料的使用更加快捷。 

（2）融合生产模块：面向新闻部、制作部、广播、新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等提供涵盖采、编、发、

存、管的各类融媒体工具。具体包括：通稿、收录、拆条、PGC 回传等资源汇聚工具；多媒体稿件、视频

简编、虚拟非编、手机端制作、拆条等新媒体生产工具；编目、标签、检索等内容管理工具；面向微信、

微博、APP 和网站的发布工具；舆情服务、生产监测、媒体影响力评估等报道指挥工具；智能标签、智能

拆条等媒体智能处理工具。 

（3）融合发布模块：基于自动化、流程化、监管化，实现面向微信、微博、APP、网站、其他互联网

渠道的发布，从而满足一稿多发、多屏发布、整合运营的需要。 

（4）融合管理部分：基于数据可视化调度指挥，全面呈现选题、资源、线索、流程、节目流、影响

力、舆情等信息，实现面向融合宣传的辅助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 

● 县融服务部分：实现平台能力外延，以内容共享、资源集约、统一建设、各具特色为目的，建设

全省融合媒体服务平台，解决基础资源、应用支撑、运营支撑、公共后台服务等能力，从而满足低成本建

设、快速交付、优质运维的要求。提供的内容既包括县融生产业务也包括县融发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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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建成效果 

天池云平台从 2017 年投入使用，几年以来已经彰显效果。解决了台内传统“烟囱式”IT 架构资源分

配不灵活、扩展困难、建设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解决台内新闻中心、公共频道、网台、综合制作网等多

个业务系统独立生产的弊端，实现基于平台的资源快速共享交换；解决了全台新闻业务互联网多渠道发布的

问题，实现传统渠道和互联网渠道的融合播报能力；解决了对新媒体业务生产及自动发布流程的支撑问题，

同时与网台形成内容交互的业务模式；解决了省内各地市、区县台内容共享、集约生产、统一管控的问题。 

 

4  系统技术亮点 

项目基于微服务构架，充分利用媒体融合技术、多元聚合技术、智能拆条技术、云计算与云编辑技术、

大数据技术、Docker 容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主要技术亮点包

括以下内容： 

4.1  面向全台统一发展的私有云基础支撑系统 

云支撑系统通过虚拟化实现操作系统到应用和硬件的解耦，从而解决了数据中心建设成本。项目选用

分布式节点存储，实现对全媒体汇聚、生产、发布全流程的媒体访问支持，针对不同业务应用提供适合的

存储容量和带宽访问。通过对虚拟化平台统一管理调度，对计算资源进行池化，抽象成可管理、可调度的

逻辑资源。系统中可虚拟化计算业务分为公共应用服务、媒体处理服务、全媒体内容服务、生产业务管理

等多种业务服务等。通过热迁移、快照等解决客户应用的容灾备份；通过应用的模板或者镜像方式解决数

据中心布署难维护难得问题；通过云调度，实现资源分配的自动化，实现更强的资源复用及弹性扩展。 

4.2  基于微服务架构实现服务平台统一化 

在传统的系统建设过程中，后台采用 SOA 技术架构，通过主干平台的双总线，实现各系统的互联互

通。各系统分别采用不同的技术和架构，甚至是独立的硬件体系环境，导致系统后续的维护成本和工作效

率的问题。本项目在软件架构上，充分考虑到底层架构的融合化，利用了 CloudNative 的微服务、敏捷基

础设施、分布式技术、Docker 容器等技术，构建了去中心化、高安全性、高兼容性的微服务架构云平台。

采用微服务架构，将服务进行细粒度化拆分，同时把服务的运行环境和服务本身用容器打包的方式管理起

来，使得业务逻辑变成一个个可独立调试、分发、部署、升级的微服务。微服务架构在面对系统升级、业

务变更、功能扩展时，不用对整个系统后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而是根据需要对部分服务进行调整，并且

具备对多元化工具的统一支撑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电视台未来业务的发展。  

4.3  AI 智能分析的综合运用 

项目中综合运用转场识别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字幕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技术、智能拆条技术，结合

专项的人脸识别库的训练，实现为平台内的素材进行智能自动化信息的处理，采用基于集群式运算、虚拟

化、分布式处理等技术的智能标引方式，做到索引内容与视频画面的完美结合，实现快速定义、管理、标

签化所有内容。一是基于频道的时效性要求，对收录的内容进行实时处理，例如对中央台、兄弟台、地面

频道的内容，在新闻播报完成就可以快速输出带有标签的素材，从而便于快速检索调用；二是对于时效性

要求相对较低的收录入库内容和其他渠道汇聚到平台的内容，基于队列机制进行列表任务处理。通过两种

方式的集合，以最经济的投入，实现了对于海量内容的智能化处理需求。 

4.4  免迁模式下的跨域混编应用 

融合媒体平台与台内现有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了融合互联，基于传统融合媒体设计方式，内容资源的共

享，会采用文件拷贝交换的模式，但是前台软件的切换导致应用体验不高、迁移效率制约了新闻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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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基于对数据访问机制的分析，围绕非编访问、编辑素材、合成节目的机制，实现了可开放给原有系

统的用户注册、结构树访问、素材访问等一系列微服务能力，从而实现在传统架构非编软件上，子系统可

通过调用微服务路由网关，直接查看到融合媒体平台里的完整素材，将素材直接上时间线进行混合编辑。

并且针对数据的访问效率，以及跨安全域环境下的延时，优化了数据结构以及底层关联性，实现大并发访

问环境下的高效微服务吞吐。 

通过以上方式，传统软件只需要增加访问融合媒体云平台的内容库插件，通过平台的微服务访问平台

内容，实现所见即所得的生产模式，提升内容共享和新闻制作效率，为传统软件架构网络系统与统一内容

发展提供了更深度的融合。 

4.5  大数据与生产的完美结合 

大数据平台以互联互通、双向传播、开源共享为基础，不仅能够管理融合媒体平台汇聚的海量数据，

更重要的是，还提供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能力，使数据信息的查找变得高效，帮助用户建立海量数据间

的内在联系。天池云平台大数据模块，实现对台内外海量数据的统一聚合、统一建模、统一分析提取，使

数据能进行快速的清洗、关联、提取，为生产和决策更好的服务。 

互联网新闻舆情大数据提供了精确把握用户群体和个体网络行为模式的基础，通过实时侦测吉林省各

地市新闻媒体，聚合热点信息，实现基于可视化地图的舆情展示；另一方面，通过自定义专题来对大型会

议、事件、活动等进行互联网舆情汇聚分析，提取出自定义专题的相关热门话题、热词词云、情感分布等，

从而辅助节目精准化、大众化生产，增强节目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内部数据挖掘模块实现对入库内容的快速侦测、自动化分析、高效入库。具备能够将企业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信息的管理、应用和处理过程自动化，对节目人员提供数据服务，如热点资讯、每日聚焦、智能推

荐等。可自动对音视频进行结构化信息处理，深度挖掘音视频本身内容信息，高效、高准确率的识别能力

解放大量的人工劳动力。 

 

5  平台未来规划 

天池云平台已经在全省媒体融合发展中发挥了媒体龙头的领军作用，为全省宣传管理目标奠定了技术

平台基础，但是媒体融合是个长期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为此，我们制定了未来的持续发展规划，将不断

融合演进，应用更多先进技术能力为媒体发展而努力。 

未来的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台内业务持续融合：将全台历史 SOA 架构的系统，逐步改造接入天池云平台上来，从而实现全

台资源的统筹，集中调度，降低技术系统建设成本，提高管理维护能力，最终实现全台共平台生产。 

（2）加强全省媒体监管能力，一方面通过租户、对接方式持续服务地市、区县媒体机构，另外一方

面，为各级宣传管理部门提供地域化监管工具，实现上传下递、舆情管控、发布跟踪的管理目标。 

（3）加强平台安全能力，特别是当平台里承载全省融媒宣传业务时，计划通过打造多数据中心协同

模式，应用异址多活技术，让多数据中心能实时分摊业务压力，并且故障情况下可快速接管业务。 

（4）优化业务体验，引入更多的生产工具，如短视频、电子报、H5 制作等，根据不同发布形态的要

求，通过微服务的不断注入，使得平台快速迭代，全面适配全媒体业务；通过通过更多智能化能力的注入，

如鉴黄鉴暴、智能转换、智能校对、智能生产等，提高生产力。 

（5）配合 5G+4K 的国家新一代媒体建设，在天池云平台基础上，进行逐步试点，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为老百姓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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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云制作”技术浅论 
 

湖南广播电视台  刘广杰  郭  臻  颜敏杰  洪金宝 

 

摘  要：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疫情期间电视综艺节目无法继续以传统方式制作，纷纷采用“云

制作”技术进行录制。本文简单介绍了湖南广播电视台所采用的几种电视节目“云制作”方式和

相关的技术概念。 

关键词：云制作；边缘计算；流媒体；RTC 

 

 

为适应疫情期间防疫工作要求，我台各频道所有电视综艺节目无法继续按传统方式集中到同一场地制

作，纷纷采用远程协同的“云制作”技术进行录制，按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不同，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类。 

 

1  采用“手机视频会议”方式云制作 

湖南卫视《天天云时间》是疫情期间全国首档采用“云”录制方式进行制作的电视综艺节目，整合利

用视频会议的“云”连线技术，用手机的视频小屏拼接成电视大屏，突破了嘉宾分散各地的空间局限，开

创性地实现了“足不出户，节目照录”的“云”节目模式。 

所有节目主持人和嘉宾在手机端安装视频会议 APP，利用手机本身的摄像录音功能在云端会议室内进

行视频聊天互动（一般采用前置摄像头拍摄），聊天互动音视频内容记录保存，用于节目后期制作。 

视频会议软件的互动界面可采用多画面均分窗口方式布局，此时每个嘉宾的画面大小相同，此方式不

太适合电视节目制作。《天天云时间》选择了“1 大 X 小”窗口方式布局，会议软件根据智能算法识别语

音自动将正在发言的主持人（或嘉宾）画面放在大窗口上，其他嘉宾画面自动分配到小窗口上，也会导致

在嘉宾之间聊天抢话时就会发生画面频繁切换现象。 

视频会议软件服务商，利用边缘计算技术，即采用分布式语音和视频服务器架构，将会议软件的服务

器端放置得更靠近参与者，使每个用户连接到云端的链路尽量短，时延更小，为会议参与者提供更具弹性

和响应性的用户体验。 

为了在很小的码流上承载更高质量画面，视频会议系统采用 H.264 甚至 H.265 编码方式，相同画质下

码流比 MPEG 大幅降低。为了互动流畅，视频会议软件最高码流一般也仅在 1-1.5M，因为码流较小，在

手机端观看感觉还可以的画质，在节目后期制作时明显感觉清晰度较差，达不到高清电视 1080i 分辨率，

所以节目录制时，还在云端对每个嘉宾自拍的视音频内容单独保存文件。在后期制作时，可将单独录制的

嘉宾视音频文件替换录制的视频会议室内的窗口画面。 

由于视频会议软件，普遍会采用一些回声抵消机制或自适应算法以抵消手机喇叭自身的回声来确保云

端会议室的音响效果，但回声抵消将降低录音的音质，严重情况下可能出现录音“吃字”现象，为了保证

声音录制效果，所以要求每个嘉宾均戴耳机而不能采用手机喇叭来外放。 

采用手机视频会议 APP，此方案嘉宾手机端操作比较简单，对嘉宾手机性能和网络带宽要求较低，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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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等条件下均可，且可动态调整不同网络带宽下音视频质量，能在 30%丢包下视频不花屏，80%丢包下

声音可识别，但同时由于网络带宽变化导致码率变化，录制的视频帧率和清晰度也动态变化，容易出现音

视频不同步情况。 

《天天云时间》在疫情期间属于日播节目，对节目制作效率要求高，采用此云制作方式可简单快捷的

保障节目正常日播。 

 

 

2  采用“手机视频会议+本地录制高清音视频”方式云制作 

湖南卫视《嗨！你在干嘛呢》为周播节目，节目策划制作时间相对充裕，主持人和嘉宾，采用一台手

机安装视频会议软件前置摄像头聊天互动，另外放置一台 GOPRO 或者手机（一般后置摄像头）在旁边录

制高清晰度音视频内容，节目录制结束后，嘉宾将另一台单独录制的视音频文件先下载到电脑里，通过互

联网方式传到节目组，交给后期制作。这样既利用了视频会议软件的低时延特性来方便嘉宾之间的交流互

动，也同时录制了高质量音视频用于电视高清制作。但这种方式主持人和嘉宾的操作比较复杂，且由于采

用两台设备，一般采用固定镜头，镜头移动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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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手机视频会议+流媒体”方式云制作 

湖南卫视《歌手 2020》是音乐类节目，对音画质要求很高，嘉宾分布在我国的大陆台湾和日本国多地，

且需要将节目云制作的音视频实时传输给 500 名网络观众进行投票，所以采用了“手机视频会议+流媒体

“方式进行云制作。 

流媒体技术是指将一连串的媒体数据压缩后，以流的方式在网络中分段传送，实现在网络上实时传输

影音以供观赏的一种技术。 

嘉宾采用一台手机进行视频会议，低延时低画质；另一台手机（或摄像机+4G 包）专门采用流媒体方

式推流，并在台内接收拉流，以 SDI 格式送给台内演播厅。在台内演播厅将接收的流媒体信号与棚内摄像

机信号一起进行节目制作，再将节目制作后的 PGM 信号又用推流方式送给 500 名网络观众观看和投票。

这种传统流媒体架构，因为采用了缓存、分片等设计保障了视频流的流畅性，但是却牺牲了视频的实时性，

时延很大。 

此方式需同时采用两台手机，为保证用于节目录制的高质量，推流手机尽量用高端手机，对手机摄像

头、CPU、内存均有一定要求，优先采用画质更佳的后置摄像头。且两台设备均需要利用互联网传输，对

嘉宾端的网络带宽要求很高，调试起来也很复杂，需要根据嘉宾所处网络环境不断调整优化推流参数，且

由于通讯网络流量的不稳定性，测试时信号流畅也不能完全保证节目录制时推流信号的稳定性，但能实时

监测到嘉宾端拍摄情况，及时提醒优化。采用此方式也是固定镜头，镜头移动很困难，但可适应节目直播

要求。 

 

 

4  采用“RTC实时通信”方式云制作 

从方案 3 可知，云制作的两个关键指标是低时延交互和高音画质录制，如果手机性能足够，是否可以

在一台手机上同时实现以上两个指标，既简化嘉宾操作，又方便手机镜头的移动。我台技术调度中心依托

原有“湖南电视台云生产平台”，与视频技术公司合作，针对广电行业云制作需求，采用最新的“RTC 实

时通信”技术，定制开发了一款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的手机 APP 软件。 

传统流媒体方案无法应对低延时的实时性需求，因此目前最佳的方案就是 RTC 实时通信，同时具备大

容量、大并发、低时延、可动态伸缩、可灾备等一些列高级特性，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媒体流转发。RTC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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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流程上来说，包含采集、编码、前后处理、传输、解码、缓冲、渲染等很多环节，每一个细分环节，

还有更细分的技术模块。比如，前后处理环节有美颜、滤镜、回声消除、噪声抑制等，采集有麦克风阵列

等，编解码有 VP8、VP9、H.264、H.265 等等。 

本软件采用 RTC 技术，上云延时不超过 1 秒，在保证画面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延时；由于节目嘉宾网

络环境参差不齐，为保证画面质量和流畅度，我们还联合华为视频云服务资源，实现动态调整用户码率和

分辨率；创新双流模式设计，多人小窗口时，每路信号使用小流保证画面流畅度和实时高保真音频；当需

要观看某一路信号时，点击将此路信号切换到全屏模式，推送高码率画面，保证清晰度；为保障每路高质

量信号安全收录，我们可同时实现云上自动收录和接收 SDI 信号进入多通道录制服务器收录双保险，保障

信号录制安全，多通道录制的信号还带时码同步功能，方便了后期制作加工；还可将 VCR 信号（或演播

室信号）上传直接进入聊天室，并返送到用户手机端，让所有嘉宾，不仅仅能看到自己和其他成员的画面，

还能同时看到 VCR（或演播室）信号；只需 1 台手机，镜头移动很方便，可满足节目制作中镜头移动、场

景多样性的要求。 

金鹰卡通《爱上幼儿园》录制需要 16 路主持人和嘉宾手机同时在线交互，还要 1 路 VCR 信号需播放。

由于大部分嘉宾为幼儿园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如果采用方案 3 录制，两台手机操作同时操作太复杂，且

无法实时监控嘉宾端的录制质量，也不方便手机移动。经过测试，节目组选择了这套方案，比较顺利的实

现了节目录制。 

 

 

芒果 TV《“婚前 21 天”项目云发布会》邀请了十余位节目嘉宾和数十家媒体记者在云端举行视频发

布会，并在芒果 TV 网络直播，本软件也很好的满足了节目“云直播”需求。但在实践中发现，本方案对

手机性能和网络带宽要求也非常高。 

 

 



疫情期间的“云制作”技术浅论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147 

 

随着疫情的结束，广电综艺节目也回归正常，但将来随着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综合性能的提升，

相信“云制作”可以在电视节目制作中有更多的创新应用场景，给节目编导更多的节目创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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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直播卫星电视网络的媒体融合业务 

平台建设研究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万  敏 

 

摘  要：文章以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融合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和卫星通

信网络的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建设新思路，通过在直播卫星融合业务终端增加 5G 移动通

信、卫星通信及有线宽带通信等多种通信手段，弥补了直播卫星单向通信的局限。提出具备直播

卫星大容量、广覆盖优势和双向宽带通信能力的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新架构，设计四个层

级和三个核心功能模块相互贯穿协同的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功能架构，构建直播卫星平台

与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和卫星通信网络的融合组网新模式。推动直播卫星用户从“被动看电视”

向“主动用电视”的转变，为特殊行业用户和收视群体提供按需精准定制化服务新途径，对我国

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和平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媒体融合；5G 移动通信；直播卫星；数据分析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移动通信、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媒体互动化、移动化、多元

化的多媒体融合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传统媒体造成巨大冲击[1]。收视群体不仅对节目图像质量提出了高要求，

而且对内容策划、播出形式、互动体验均提出了更高需求[2-3]。推动广电融合媒体平台建设与发展[4]，对不

同收视群体提供定制化的融合媒体服务，是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在媒体发展新浪潮下面临的严峻考验。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发表重要讲话，寓

示着媒体深度融合既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也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基础、以效应为准绳的传媒变

革[5]。2020 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推进的第七年，也是我国媒体融合全面铺开并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

期。直播卫星广播电视作为国家媒体和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是现代传播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城乡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渠道[6]。截止 2020 年 4 月，我国直播卫星

电视“户户通”用户规模超过 1.2 亿，是全球用户数最多的直播卫星服务平台。同时，该平台建立了覆盖

全国的服务体系，开通了包括电话、短信、微信等多种客户服务渠道，具备了数据推送、应急广播等直播

卫星综合业务技术储备。 

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能够支持增强移动宽带、大规模机器类通信、超高可靠与低时延通信等多

种业务类型，具备双向高带宽移动通信能力[7-8]。通过将 5G 移动通信技术与广播电视相结合，能够显著提

升广播电视和电视直播等业务质量[9]。通过利用 5G 移动通信技术的双向通信能力，能够为直播卫星的收

视用户的按需定制化点播等服务提供双向信息交互通道，有利于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内容的按需点播、定制

化业务推送、特殊行业精准帮扶等新业务的实施。借助移动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的优势，给用户家中的电视



基于直播卫星电视网络的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建设研究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149 

机赋予更多价值，通过大屏与小屏相结合，让广大有线电视未通达地区用户从“被动看电视”向“主动用

电视”转变，利用直播卫星实现直播课堂等多元化业务新体验。 

因此，结合直播卫星大容量、广覆盖的优势，通过建立基于直播卫星电视网络的媒体融合业务平台，

探索直播卫星平台与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和卫星通信网络的融合组网新模式，全面实现直播卫星双向互

动新体系，不仅能够拓展直播卫星服务新业态，更能够建设农村家庭传统广播电视与移动互联网协调融合

的发展新格局。 

为此，本文首先提出了基于直播卫星电视网络的媒体融合业务平台总体规划与架构，提出了直播卫星

平台与 5G 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和卫星通信网络的融合组网新模式；其次，设计了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

务平台的功能架构，提出了四个层级和三个核心功能模块相互贯穿协同的实现方案；进一步，提出了直播

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四方面特色与优势；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2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总体规划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是以直播卫星网络为基础，结合移动通信网络与互联网来实现广播电视直

播与互动内容点播，在保证内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直播卫星网络媒体融合。在提供电视、手机客户端及电

脑客户端等多渠道接入的同时，支持多屏间互动收视、控制转换、视频共享、跨屏断续点播等多种应用。

此外，通过对回传的用户收视行为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为不同用户提供更优质的视听服务体验，满足用

户个性化收视需求。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总体设计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总体规划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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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终端，通过利用卫星接收天线接收广播电视及数据业务，经过解码和处理为用

户提供多种信息收看渠道。包括：1）TV 端，可收听和收看高、标清直播电视节目；2）移动客户端，用

户可以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通过 WiFi 无线链路等与直播卫星融合业务终端实现双向通信。在直播节目的

基础上，增加小码率节目、音视频点播节目、电子刊物等内容的互动点播，并利用融合业务终端的移动通

信模块实现上网等功能，实现对直播卫星单向广播能力的拓展。 

直播卫星融合业务管理平台，对采用多种渠道接入的用户设备、用户收视行为、播出内容、业务分布、

网络安全等进行统一管理。包括：融合业务终端设备管理系统、直播卫星用户管理系统、直播卫星数字版

权管理系统、订单业务与播出内容管理系统、直播卫星大数据分析系统、直播卫星网络安全系统等。 

 

3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功能架构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通过对广播电视直播内容、数据推送业务、用户信息授权、数字内容版

权、终端综合管理等进行统一的体系化构建，能够将海量的音视频节目内容和增值业务通过融合媒体业务

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和授权。采用开放标准构建统一资源管理、内容发布、业务管理、业务导航、业务交付、

交互操作等管理体系，适用于多网、多屏、多用户在不同终端上享受多种个性化业务服务的一站式全媒体

文化服务。 

直播卫星融合媒体业务平台包括四个层级：数据内容处理层、应用服务支撑层、网络传输接入层和终

端用户接收层，和三个核心功能模块：硬件支撑功能模块、数据分析功能模块和安全防护功能模块。其中，

四个层级之间相互配合，三个核心功能模块贯穿各个层级并进行统一管控，能够为直播卫星个人及行业用

户提供各类直播电视、基层党建、文化教育等精准定制化服务。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功能架构，如图 2 所示，包括如下四个层级： 

3.1  数据内容处理层 

将标清、高清、4K 超高清广播电视直播节目、音视频点播节目、电子刊物、教育课程、行业推送数

据等内容经过编码复用系统、数据业务系统进行集成转码，经 DRM 数字版权系统进行内容加密、权限控

制、双向认证、多层密钥、密钥更换、代码扰乱等数字内容保护，经 DCAS 可下载条件接收系统对节目内

容进行加扰，将视频、图片、文字等材料引入到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和授权。 

3.2  应用服务支撑层 

应用服务支撑层包括：用户管理、终端管理、应用管理、运维管理、服务总线、基础服务等六部分。 

● 服务总成：包括负载均衡、协议转换、消息路由以及服务管理等功能，通过标准的接口与其他业

务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及访问控制。 

● 基础服务：包括 Web 容器服务、MQTT Broker 服务及系统运维等功能。 

● 应用管理：通过网络在线可视化编辑模块，快速完成业务的快速构建、配置、接入、测试、上线、

发布控制和运营管理，并实现 VOD 多屏回看及点播功能。 

● 用户管理：包括用户注册登录信息管理、用户状态管理、业务订单管理等功能，并根据用户状态

与数字版权管理系统进行交互，控制直播观看授权、点播媒资访问授权及网络流量服务。同时，系统具备

账号、角色、权限配置管理功能，以保证系统使用规范、访问安全。 

● 终端管理：包括设备型号及状态报备、设备远程管控、数据采集及统计展示、配置文件下发及设

备软件升级等功能，管理员可在线实现设备型号、序列号、厂家编号等信息的查询，对设备基本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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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工况、网络配置等信息的管理，设备配置、软件版本等内容的空中升级等功能。同时，通过对用户直

播及点播节目的收视行为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及展示，挖掘用户偏好及收视行为规律，从而对下发及推荐

的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增加用户粘性。 

● 运维管理：包括服务器管理、系统日志管理、系统监控管理等功能，以保证系统持续稳定运行。 

 

图 2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功能结构图 

3.3  网络传输接入层 

通过直播卫星、IP 互联网、5G 移动通信网络等实现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前端系统及终端用户

的信息双向交互，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终端通过卫星接收天线接收广播电视标清、高清、4K 超高清直

播节目、电子报纸、数据业务推送服务，通过 IP 互联网和 5G 移动通信网络实现音视频点播服务。 

3.4  终端用户接收层 

终端用户层包括：融合业务终端及客户端两部分。融合业务终端，包括：可下载条件接收解扰、数据

版权解密、WiFi 网关、互联网、媒资分发等功能，并具备有线通信、5G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双向传输

链路能力。客户端，包括：电视、手机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电脑浏览器、监控大屏等多种

接入渠道。通过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内容聚合、分类编辑、多屏推送等一体化整合与处理，终端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不同通信网络、使用不同类型终端设备观看直播及点播节目，实现多屏互动，

提升用户体验。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功能架构，包括如下三个核心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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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件支撑功能模块 

通过服务器、交换机、存储系统等硬件设备，构建虚拟化服务平台，部署数据存储、应用管理、CDN

服务推送等硬件承载功能，结合系统级冗余机制和信息安全访问机制，能够确保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 

（2）数据分析功能模块 

通过收集用户的电视收视习惯等信息，包括：观看直播节目、点播节目、数据业务等节目内容、时长、

时段等，采用大数据分析和聚类等方法获得用户画像，对不同用户群体进行精准分组，将文化服务内容推

送给不同的用户群体，确保用户能够第一时间观看到感兴趣的媒体内容，为用户提供按需精准定制化服务。 

（3）安全防护功能模块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依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建设要求，通过与网络安全系统的防火墙、日

志管理、运维管理、数据库管理、安全管理平台、应用安全监控等软硬件设施进行信息交互，按照基线保

护要求对软硬件进行配置，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4  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特色与优势 

建设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挖掘直播卫星与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及卫星通信网络的融合组网

新模式，实现直播卫星双向互动新体系，既能增强主流媒体辐射力与影响力，建立起听广播、看电视与农

村家庭移动互联网协调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同时也能够满足更多特殊行业用户和收视群体的定制化业务

需求。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具有以下四方面特色与优势： 

4.1  直播卫星覆盖广且服务多样 

通过建设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能够充分发挥直播卫星覆盖范围广、组网快、成本低的优势，

紧紧围绕服务“三农”，将农技培训、卫生健康、远程教育、基层党建等多样化的涉农信息服务提供给偏

远地区人民，有效解决有线电视未通达地区的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弥补我国各地区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衡的缺陷，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助力农民脱贫致富。同时，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能够

满足流动人群的广播电视收视需求，包括：民航、铁路、公路及水路等客运交通场景，在提供直播高、标

清电视节目的基础上，增加视频点播、电子报纸、音乐语音、教育课程、游戏互动等内容多样的融合业务

服务，实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由户户通向人人通、移动通的升级。 

4.2  定制化服务行业用户 

目前，建筑施工、路桥建设、水利工程、野外勘探等特殊行业仍存在工作网点分散、信息接入条件差、

移动通信成本高的问题。通过建设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融合直播卫星、地面数字电视及 OTT 等

多种业务提供平台资源，为特殊行业用户人群提供广播电视直播、精准信息分发、互联网接入等多样化服

务。同时，可以通过接入用户的统一管理，实现信息内容有效管控、收视行为分析，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

特点提供定制化服务，进一步提升不同行业用户的精准服务业务体验。 

4.3  码率自适应多屏互动 

为了实现大小屏灵活切换，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弥补电视机在互动性与便捷性方面的缺陷，通过电

视提升视觉效果，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能够支持对不同种类的终端接收设备实现多屏互动和码率自

适应服务。对播出节目的视频文件设置高清、标清、流畅等不同的配置特性，支持一次视频内容上载、自

动生成多码流格式输出，保证在不同终端、不同网络环境下终端用户都能获得流畅的视频播放业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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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效便捷业务部署模式 

为了增强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充分考虑 OTT 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运营模

式新变化。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通过构建标准化、可平滑扩展的数据接口，不同的业务提供商能够

更加稳定、高效、便捷地将内容、应用和业务上载至媒体融合业务平台，避免了单个业务堆叠的垂直架构

的不足，加快业务部署、测试和上线周期，减少重复建设，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5  结束语 

本文创新性的提出了融合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和卫星通信网络的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建设

新思路。提出了具备直播卫星大容量、广覆盖优势和双向宽带通信能力的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总

体规划与新架构，通过在直播卫星融合业务终端增加 5G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及有线宽带通信等多种通信

手段，弥补了直播卫星单向通信的局限。设计了直播卫星媒体融合业务平台的功能架构，提出了四个层级

和三个核心功能模块相互贯穿协同的实现方案，构建直播卫星平台与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和卫星通信网

络的融合组网新模式。结合直播卫星特点、特殊行业用户业务需求等，分析了所提出的直播卫星媒体融合

业务平台的四方面特色与优势。该研究工作将推动直播卫星用户从“被动看电视”向“主动用电视”的转

变，为特殊行业用户和收视群体提供按需精准定制化服务的新途径，对我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和平

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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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私有云计算平台的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河北广播电视台  巩耀晓 

 

摘  要：全媒体时代，广电行业积极开展各类媒体云平台建设，创造新的业务模式。然而，私有云计算平

台助力传统广电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不同层面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如边界模糊、虚拟环境威

胁、信息泄露、网络攻击等。面对日趋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各单位亟需对私有云计算平台加强

防护，构建安全防护体系。本文根据私有云平台威胁现状，以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为例进行分析，

希望能为广电私有云平台安全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私有云；虚拟化；网络安全；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催生出“全程媒体、全

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媒体创新，各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公司等广电行业单位积极开展各类媒

体云平台建设，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应用和产品。 

由于广电业务政治性较强，承担着国家舆论宣传的重任，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因此对于安

全的要求也更为严格，高安全低风险的私有云计算平台更受广电行业的青睐。然而，私有云计算平台助力

全媒体时代传统广电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不同层面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如边界模糊、虚拟环境威胁、

信息泄露、网络攻击等。面对日趋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广电行业单位亟需对私有云计算平台加强防护，

构建安全防护体系。本文根据私有云平台威胁现状，以广电融合媒体平台系统为例，探讨如何构建私有云

平台的安全防护体系。 

 

1  私有云计算平台介绍 

私有云计算平台一般是指单位采用自主建设方式构建的云基础设施。单位在私有云平台上部署相关的

业务和应用系统，在这种模式下，单位更能掌控云基础架构，既保有传统数据中心可控、可信、可靠和安

全特性，业务应用与内容安全皆在单位业务系统内进行组织和管理，但同时又具备公有云服务质量、性能、

弹性应用等优点，并且可随时改善安全与弹性。 

私有云计算平台分为四层：物理资源层、资源池层、管理中间件层和面向服务构造层（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存储、网络设施、计算机、数据库等组成物理资源层；资源池层主要是物理资源的

整合和管理，将大量相同类型的资源转化为同构的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等资源库。管理

中间件负责管理云计算资源，合理调度多个应用任务，使资源高效、安全地为应用提供服务。SOA 构造层

为服务提供接口和访问。管理中间件和资源池层是私有云计算平台管理中中最关键的部分。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化，私有云在广电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以河北广电为例，既有基于

VMware Vsphere 云平台基础架构，集高清制作、包装、合成于一体的云平台高清制作网系统，又有基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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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usionSphere 的云桌面办公应用，还有基于 H3CCloudOS 云平台，集内容汇聚、资源调度、节目生产、

渠道发布、绩效考核于一体的融合媒体平台。 

 

2  私有云安全风险分析 

越来越多的广电业务部署在私有云环境中，展现了私有云平台高可靠性、通用性、可扩展性等明显的

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安全问题，如边界模糊、虚拟环境威胁、信息泄露、网络攻击等。 

2.1  传统安全风险 

病毒、木马、蠕虫、僵尸等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私有云平台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而且在云平台内部，

还有迅速传播的风险。拒绝服务攻击也是私有云平台的重要风险之一，无论是从云外到云内还是云内到云

外的攻击行为，对整个私有云平台都有巨大的安全隐患。私有云平台承载的各类业务系统，包含主机、网

络设备、系统软件、数据库及中间件等软硬件设备，依然面临各种安全漏洞风险、暴力破解、跨站点请求

伪造、SOL 注入攻击等传统攻击威胁。 

2.2  云平台风险 

私有云平台存在虚拟化新技术风险。私有云平台利用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对服务器、存储、网络等物

理资源进行池化，形成可以自由高度的资源，动态创建和迁移虚拟机。由于虚拟机之间东西向流量通信难

以做到有效监控，可能存在恶意代码感染在虚拟机间蔓延、虚拟机互相攻击的情况；可能存在利用虚拟机

漏洞攻击宿主主机的风险；虚拟机共享或者重新分配硬件资源时可能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虚拟化让资源

边界变得模糊，打破了传统的物理隔离，使得平台可能存在安全边界界限不清、管理复杂的风险。 

 

3  私有云计算平台的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广播电视节目由于承担着国家舆论宣传的重任，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的正式施行，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确保广电行业各项业务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因素。网络安全建设已经成广电为单位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私有云平台的安全建设，才能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达到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建设的要求，防止敏感信息数据的泄露，确保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本文以基于 H3CCloudOS

云平台的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为例，介绍私有云平台的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情况。 

参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广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D/J 037-2011）和《广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D/J 038-2011）

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的实际业务需求，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安全防护体系主要从安

全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等五个方面进行构建。融合媒

体私有云平台安全防护体系架构图如图 1。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安全域按照业务类型、风险级别和防护要

求分为区域边界域、通信网络域、计算环境域和安全管理域，不同的区域方便建立更精确的访问控制、攻

击防护策略，提高网络的可控性。 

 

 

 

 

http://www.baidu.com/link?url=hxFd89vqbJYAU5yEIZPdC6z6tvfKiIsmkkvlEImuaFzXzZuBLfN3TLETZu37v8QavZYpQHgi_nfS3auJc9btUdttNftTGZaZ5WHjnEj7JkJjYi3djQtK2yLHAvmhzz56GhrgZ3a-rWcKn-wurh99lywcowFNR8L5PMHPaNnaQbC
http://www.baidu.com/link?url=hxFd89vqbJYAU5yEIZPdC6z6tvfKiIsmkkvlEImuaFzXzZuBLfN3TLETZu37v8QavZYpQHgi_nfS3auJc9btUdttNftTGZaZ5WHjnEj7JkJjYi3djQtK2yLHAvmhzz56GhrgZ3a-rWcKn-wurh99lywcowFNR8L5PMHPaNnaQbC
http://www.baidu.com/link?url=hxFd89vqbJYAU5yEIZPdC6z6tvfKiIsmkkvlEImuaFzXzZuBLfN3TLETZu37v8QavZYpQHgi_nfS3auJc9btUdttNftTGZaZ5WHjnEj7JkJjYi3djQtK2yLHAvmhzz56GhrgZ3a-rWcKn-wurh99lywcowFNR8L5PMHPaNnaQ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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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安全防护体系 

3.1  安全物理环境 

安全物理环境要求机房应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对机房访问进行控制，在防盗窃和防破坏、防雷击、

防火、防水和防潮、防静电、温湿度控制、电磁防护等方面均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并确保电力持续供应。

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机房通过部署电子门禁系统、防盗报警系统、漏水检测系统、不间断电源（UPS）、自

动消防系统等产品确保物理环境安全。 

3.2  安全通信网络 

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的通信线路、核心交换机等关键网络设备、资源池服务器等关键计算设备都做到

了硬件冗余，业务处理能力能够满足业务高峰期需要，保证了系统的可用性，确保通信网络安全。 

3.3  安全区域边界 

为了保证区域边界安全，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部署云出口防火墙和 WEB 防火墙等安全产品。防火墙

根据业务系统应用数据流向，配置对源地址、目的地址、端口及协议细颗粒度的策略来实现访问控制，利

用防火墙的入侵防御功能，及时阻断从外部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利用防火墙的防病毒功能，及时检测和

清除恶意代码。通过在核心交换机区域旁挂 WEB 防火墙有效保护融合媒体业务 Web 站点和 Web 应用免受

应用层攻击。在云内虚拟环境，通过创建虚拟防火墙保障云内租户区域边界安全。 

3.4  安全计算环境 

H3CCloudOS 虚拟化系统与虚拟化安全防护系统融合部署，虚拟化内核集成虚拟化安全防护功能模

块，虚拟机安全防护策略自动感知和保护虚拟环境的变更和迁移，对虚拟环境提供杀毒、分布式防火墙、

虚拟补丁、入侵检测、应用防御等功能。通过在虚拟化网络边界部署访问控制机制、检测记录并及时处理

对虚拟网络节点的网络攻击行为、检测并告警恶意代码感染及在虚拟机间蔓延的情况、防御应用层攻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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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保障云内通信安全。 

为进一步确保计算环境安全，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部署一台备份一体机提供备份服务。备份一体机可

加密备份数据库、文件以及虚拟化系统，使业务系统在发生灾难后能够快速恢复，提升云平台业务连续性

和可用性。 

3.5  安全管理中心 

融合媒体安全云平台通过现有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为租户提供防火墙、VPN、入侵防御、负载均衡、

防病毒、漏洞扫描、WEB 应用安全防护、数据库审计、运维审计等各类安全服务目录。融合媒体私有云

平台部署漏洞扫描系统，实现对网络设备和业务系统的安全扫描；部署日志审计系统对分散在各个设备上

的审计数据进行收集汇总和集中分析；部署数据库审计系统全面监控各类对数据库的访问行为，保障数据

库的正常运行和核心数据资产的安全；部署运维审计系统，通过对运维人员的访问过程进行细粒度的授权、

全过程的操作记录及控制、全方位的操作审计，实现资源和用户的统一管理，提高运维管理水平和平台安

全性。 

从安全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等五个方面构建的立

体、纵深、主动的安全保障防御体系，有效提升了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的安全防护能力。然而，网络安全

工作“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因此在做好技术安全防护体系的同时，也要加强管理，管理是确保防护技术

有效实施的关键。因此，在广电信息化建设中，要统筹考虑网络安全建设，遵循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运行的原则，确保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建设、验收和使用，保障广电业务系统安全

稳定地运行。 

 

4  结束语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化，私有云在广电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私有云服务的安全正越来越重要。

面对日趋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广电行业亟需对私有云计算平台加强防护，构建安全防护体系。本文根据

私有云平台威胁现状，以基于 H3CCloudOS 云平台的融合媒体私有云平台为例，从安全物理环境、安全通

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等五个方面对私有云平台安全防护体系进行全面分

析，希望能为广电私有云安全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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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媒体的实践与应用 

——河北广播电视台智慧融合媒体云 

 

河北广播电视台  梁  栋 

 

河北广播电视台作为河北省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是政府沟通人民群众的重要

窗口，是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政治使命，承担着及时

传递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声音与重要举措的任务，承担着反映河北人民诉求的责任。现在台内各频道、

栏目，完成了贯穿全天的时政和民生新闻、体育、娱乐等节目的生产和发布，每天有数小时的直播，每年

还有数十次大型活动的现场报道。为了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融合移动互联，电视制作中心在融合媒体中

央厨房的架构下结合云平台高清制作网进行了智慧融合媒体云的探索和实践。 

 

1  项目简介 

河北广播电视台智慧融合媒体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先进技术架构，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分层应

用、分期建设的思路构建云基础架构，实现融合媒体云综合管理、服务功能；重点支撑河北广播电视台媒

体融合业务系统。按照规划，2017 年 6 月 ，投资近 1500 万元完成云平台高清制作网建设；9 月，投资近

500 万元建成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央厨房”。云平台高清制作网和“中央厨房”紧密结合构成了智慧融合媒

体云一期项目，2019 年即将开始二期建设。 

智慧融合媒体云不再局限于广电行业本身，而是“大智移云”与各产业、各方面深度融合发展的融合

媒体和智慧信息服务创新平台，定位于为“媒体服务，智慧河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体现： 

1．服务媒体融合：为河北广播电视台提供开展融合媒体业务所需要的融媒体生产、新媒体运营、大

数据分析等全套云服务，助力传统媒体机构快速实现新型融合媒体转型； 

2．服务智慧河北：为河北省内机构、团体、公司提供视讯生产、发布、爆料、互动、行业大数据舆

情以及民生、文化、教育、政务等便民服务，实现全效媒体。 

智慧融合媒体云一期项目的服务设计主要是针对 B2B 的服务。未来，将考虑面向河北省内个人，推出

B2C 服务，实现全员媒体，同时尝试将更多的业务向全国、全球扩展。 

智慧融合媒体云按照大数据、多租户、云平台的技术规范进行打造，能够实现大规模、高并发、跨地

域的平台服务能力。基于云计算的设计理念，采用面向服务的技术体系，模块化功能设计，让系统具备良

好的可扩展性，可随着业务开展范围的扩大和用户规模的增加而线性扩容。基于软硬件技术共享，内容自

动汇聚，可视化信息传播，用户统一认证，用户行为跟踪记录等机制，实现技术、内容、渠道、用户、数

据、管理的多元共享和集中管控。 

 

2  总体架构设计 

2.1  基础层（I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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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服务层实现云计算 IAAS 层的通用功能，包含支撑整个云平台的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

设备，负责提供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 IT 资源。通过统一的云管理系统，实现自建云、以及未来可能

会采用的外部用户私有云、第三方公有云统一云资源操作管理。 

2.2  平台层（PaaS）  

平台支撑层主要包括内容生产平台、大数据平台和能力共享平台。本层围绕服务总线组织设计，平台

的组件通过封装成服务在服务总线上进行注册，为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服务支持。 

2.3  业务层（SaaS）  

为河北台提供全媒体生产业务，多屏视讯发布业务、大数据业务、云非编业务，为河北省内电视台、

广播等媒体机构提供开展融合媒体业务所需要的全套云服务，助力传统媒体机构快速实现新型融合媒体转

型。 

智慧融合媒体云以运营服务为理念进行设计，其目标是为河北台等提供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服务，真

正实现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安全即服务。 

云基础框架 

 

图 1  智慧融合媒体云框架图 

如图 1 所示，智慧融合媒体云由基础架构服务平台、应用服务平台、媒体综合运营管理平台、媒体云

安全平台四大平台构成。 

 

3  业务功能 

3.1  实现融合媒体生产、多平台分发 

智慧融合媒体云在业务上实现采编报道的业务流程再造、融合报道的产品形态创新和报道运行管理模

式的转型升级，全面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融合报道业务与资源、策划、加工、

渠道、终端、受众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采编专业化、管理智能化、数据可视化，实现新闻信息采集、编

辑、发布、供稿、管理、反馈等各环节以及新闻舆情、传播渠道、影响力的统一管控，并为台内融合报道

组织指挥策划、运行监测及考核体系提供集约化、智能化服务，构建新型传媒“互联网+”的驱动模式。 

3.2  构建中央厨房式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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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融合媒体云在统一的内容平台上，提供电视、新媒体多种生产工具，实现融合媒体的统一生产和

发布，实现“一次采集、多种工具生产、多媒体传播”。在汇聚阶段，实现资源共享、协同作业，使新闻

素材等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利用。在生产阶段，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和需求生成多种不同的产品。需要

通过流程再造，使新闻生产更有效率，更符合当代新闻传播的特点，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从而提升

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3.3  重点开发和打造手机端“冀时融媒”APP 

在智慧融合媒体云内开发了手机端 APP“冀时融媒”，任何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手机可以

拍摄各类新闻素材并实时回传到中央厨房，利用互联网接入智慧融合媒体云进行远程全媒体内容制作和发

布。使用一部手机就实现了全员媒体、全息媒体和全程媒体。 

3.4  构建完善的指挥调度平台 

针对传统业务缺乏对生产流程的有效监控，智慧融合媒体云构建一个以新闻统一生产指挥调度为核心

功能的平台，系统地呈现和控制融合生产流程的各重要环节，为节目部门提供新闻等节目融合生产的辅助

决策，同时能实现对资源的调度。 

（1）选题策划功能：实现管理记者在前期选题准备阶段，对收集的多种渠道的新闻线索进行整理，

统一呈现的管理功能，为制定选题、策划新闻节目提供参考。 

（2）数据可视化功能：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用图表的方式直观展示，包括稿件量统计、选题量统

计、电视播出量统计、互联网发布量统计、供稿记者数统计、微博传播分析、APP 阅读数分析等。 

（3）任务监控功能：对新闻生产过程中制作进度的监控，让指挥人员能及时了解目前制作的最新情

况，协调记者、责编、配音、审片等角色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对生产过程的监看，能及时发现制作过程中

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保障新闻的正常播出； 

（4）资源调度功能：包括采访资源调度、GIS 资源管理等模块，用于指挥者根据汇聚线索指定报道选

题；选题生产后，将为选题配备相关生产资源。 

（5）指挥通讯功能：由融合报道中心直接发起直播，包括具有多方控制能力的综合型会议服务。为

业务模块和终端提供信道服务，包括点到点通信、路由转发和发布/订阅服务，并提供安全加密传输机制。 

3.5  实现融媒体内容汇聚，呈现全息媒体和全程媒体 

（1）云线索功能：能够自动接入互联网，根据用户请求，获取图片、网站页面、论坛、微博、微信

等各种信息，实现全息媒体。 

（2）PGC 功能：实现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通过移动网络，全天候 24 小时随时拍摄、回传突发

新闻等信息进入中央厨房供其他应用使用，实现全时媒体。 

（3）素材远程回传功能：提供基于互联网数据文件回传功能，保证外地记者可以采用不同的编辑制

作设备，将采编的素材、稿件、节目完整、高效的回传到台内。 

（4）4G 回传/直播功能：通过 4G 网络直接回传或实现直播。 

3.6  部署融媒体生产和发布工具，完善全媒体生产、发布功能 

（1）H5 编辑工具：内置多种 H5 编辑模板，支持文字、图片编辑，视音频插入编辑，提供丰富的编

辑呈现效果。 

（2）移动审片工具：支持安卓平台主流手机以及 IOS 平台，支持视频播放、审核，与台内云平台高

清制作网无缝连接实现随时随地处理节目生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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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联网远程编辑工具：用户通过互联网访问融合媒体云，随时随地进行融合媒体所有业务生产，

用户体验与在台内制作机房一致。 

（4）微信编辑工具：支持针对微信发布的图文编排、视频插入、编排发布预览等功能。 

（5）融媒体发布工具：具备包括微信发布、网站发布、微博发布、IPTV 发布、APP 端发布。 

智慧融合媒体云的建设既响应了党中央号召，又顺应了媒体发展趋势，符合河北省“大智移云”发展

战略。智慧融合媒体云的应用能够突破传统广电行业发展瓶颈，真正体现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并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建设产业发展生产链，实现产业良性循环。因此河北广播电视台智慧融

合媒体云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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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问题  精准施对策 

——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市广播电视局） 

 

摘  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着重就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及相关领导提供参

考。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融合发展；问题与对策 

 

 

截止 2019 年底，南京市共有六个区融媒体中心（江宁区、高淳区、溧水区、浦口区、六合区、江北

新区）先后挂牌成立，还有七个区融媒体中心也将于 2020 年底之前挂牌成立（见图 1）。这标志着我市区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于推进我市区级媒体融合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

也应当看到，中心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融媒体中心的成立，不等于大功告成。它是新起点、新开端，

更是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就目前，的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看，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值得重视，有

些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抓手，直面新问题，精准施策补短板，扎实推进

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图 1  南京市区级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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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与对策之一：从构建地方治国理政新平台、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高度，

破解“定位狭窄”、“功能偏离”的问题，明确定位，提高站位。 

据调查显示：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较为普遍。突出表现在：有的局限于媒体圈内，

把自身定位于融媒体平台或新媒体机构，因此跳不出自身媒体的小圈子，只注意中心内部整合，而不注意

利用制度优势转化为综合优势，忽视跨界融合平台建设。有的把中心“三大功能”定位代替自身定位，出

现了重引导、轻服务的倾向，特别是在“社区信息枢纽”功能的发挥上，有的既无谋划布局，又无扎实的

举措和良策，有的还处在认知阶段，导致“功能偏离”，融合发展方向出现偏差。 

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科学的界定，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到中心建设的未来发

展空间和发展方向，必须从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高度，破解“定位狭窄”、“功能偏离”的问题，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明确中心战略定位为当地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从战略层面看。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则是媒体

融合战略的进一步下沉。对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了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指出：“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

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中宣部在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现场推进会上要求，“努力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

并提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等，这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打造成新时代治国理政平台

指明了方向。因此，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定位于当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平台，符合“顶层设计”的战略意

图。 

从融合发展态势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全媒体不

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

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作为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平台，不仅仅是新闻的发布者、

信息的传播者，而是日益成为服务的提供者、关系的构建者。在这样一个媒体融合发展新时代、新态势下，

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定位，决不能误把“定义”为“定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媒体机构、媒体平台；也

不能简单地把中心“三大功能”定位代替中心的定位，而是要跳出媒体，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于

自身。如果我们把中心定位为地方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不仅能帮助中心扩大发展空间，提升中心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而且能够帮助当地党委、政府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整合县区域内所有媒体

资源和制度优势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发挥好中心主

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等功能，把中心建设成为当地治理能力的核心抓手、核心平台。 

 

2  问题与对策二：以创新创优为抓手，破解“产品内容同质”、“原创产品稀

缺”的问题，激活创新机制，提升产品内容品质和舆论引导水平。 

在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一些地方忽视内容产品的创新创优，出现了重硬件轻软件、重平台搭

建轻内容产品生产的苗头或倾向。突出表现在信息传播内容短缺，原创产品稀缺，传播内容同质化问题较

为严重。据对某区融媒体中心 10 个新媒体平台一周传播的信息产品跟踪调查：传播各类信息产品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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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10-15 件，其中，“权威发布”1-2 件（“公告”、“通知”等）原创产品 3-5 件；其它均为外媒等信息

集成、各平台统一发布。而且各平台信息产品呈现方式，大体一个模子、一个套路，缺少平台个性与特色。

有的信息来源交代不清，信息可信度受到质疑。有网民说，每天只要看一个平台的内容，其它平台无需再

看，全天信息大体内容都差不多，差别则不过标题有所不同，内容有长有短而已。 

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媒体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更好地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而拿什么来引导群众，靠什么来服务群众，一切最终靠高质量的内容产品（节目）的

传播。没有高质量的内容产品作支撑，中心大屏再大，技术设备再先进，各类平台再整合，那也是一种摆

设，甚至是一种浪费，一切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坚持“内容为王”、“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坚持以创新创优为抓手，不断提升内容产品质量和舆论引导水平，应成为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中

之重。 

把握舆论引导，凸显主流价值。“新”是新闻媒体之基因，“导向”是内容产品之灵魂。县级融媒体

中心的内容产品生产者必须按照“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

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是非、链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和使命要求，把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作

为宣传报道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不同时期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等战役性报

道，强化主频道、主平台主流舆论宣传，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落地生根，让党的创新理论“走入寻常百姓家”。 

坚持移动优先，创新移动优质产品，打造移动传播矩阵。加快推进内容产品为核心的融合工程，搭起

以融媒体内容为主要目标的生产型“中央厨房”，积极推进移动产品“项目制”建设，并充分利用移动直

播，H5 应用、无人机采集以及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推出一批“现象级”融媒体产品，特别是具有较高

品质的微视频、微记录片等，以满足各平台终端传播的需要。 

■ 典型案例：实行项目制，孵化爆款内容精品。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项目制”运营模式，有利于内容的创新与爆款产品的生产，一些县级媒体

也引进了这个模式，效果较好。如邳州广电按照兴趣重新组合、跨体制搭配的原则，成立了融媒体产品实

验室，有 60 多名员工参与，生产出适应移动端阅读的多个“爆款”产品。为保证项目的持续性，鼓励员

工的项目创意，还成立了项目评审委员会，通过初审的项目可招募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实行另外的绩效考

核机制，以增加员工参与项目的收入。 

鼓励创新创优，打造精品工程。鉴于目前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新媒体发布平台太多（少则 12 个、多

则 24 个）新闻资源分流和原创产品稀缺的状况，可采取多种办法鼓励各媒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自主创

新，增强产品原创能力。中心应在此基础上，集中优势重点扶持和打造几个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优质平

台。广播电视要进一步发挥创新创优的传统优势，增强广电在原创品牌、精品节目生产中的主导权，通过

新媒体平台，传播精品力作，扩大广电节目的传播力、影响力。同时也为新媒体提供更多优质原创产品，

特别是组合式、系列化的微视频、微纪录片等；让广电在融合发展中真正成为讲好地方故事、传播党的声

音的主力军。 

强化内容监理机制，严格把控质量关口。管理出产品，管理出质量，管理出效益。构建有效的内容管

控机制，让内容产品的生产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助于提升融媒体内容产品的品质。一是关口前移。建立

严格的审核把关制度，让政治差错、责任差错、技术差错消灭在播出之前，给那些重复雷同、品质低下、

无意义又无价值的次品，发放“禁止通行证”。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对融媒体产品内容实行五审制的做法

值得推广（见调研报告之三）。二是事后监评。建立有效的鉴评考核机制，包括监听监看、质量评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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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创优产品推送等，以促进内容产品的质量提升。 

 

3  问题与对策之三：实行“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破解“全媒体专业人才紧

缺”的问题，致力打造新时代全媒体型人才队伍。 

在各区媒体整合前，人才队伍建设中就存在着“培养人才难、留住人才难、引进人才难”而导致优秀

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一些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后，这种状况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而且变得更为突出。

特别是“一专多能”全媒体记者、全媒体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营销人才出现缺口的状况，难以满足媒体发

展的需要，影响和制约着高质量、高水平推进县区融媒体中心建设。这种状况，在其他省、市融媒体中心

建设中也同样存在（见图 2）。 

 

图 2 

建设全媒体，推进县级媒体融合发展，人才是关键。实行“人才培养和引进”工程，突破“人才短缺”困

境，大力培养和引进具备融媒体创新意识、又具专业能力的全媒体型人才是当务之急。 

留得住人才，引得进人才，塑造、凝聚起人才，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实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

要创造良好的媒体生态环境，以优质环境改变人、影响人。这个环境是清新风正、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氛围；

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人以尊严、信任和希望的地方；是有实力、有 “暖心”政策支撑，给人以发展“红

利蛋糕”，给人以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地方。营造媒体绿色生态环境，如同“筑巢引凤”那样，优

秀人才能留得住、引得来、聚人才。《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等关于加强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中提出的“加强区级融媒体中心人员力量配备，创新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将融媒体内容生产、技术开发、

经营管理等紧缺的高级人才，纳入各区重点人才引进计划，切实解决人才短缺问题。鼓励改革薪酬制度，

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动态管理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增强归属感”的要求，要给

予高度重视，切实抓好落实。 

■ 典型案例：对于优秀人才（团队）实施特殊奖励。 

浙江湖州市出台面向市外引进和支持宣传文化领军人才（团队）创新创业的政策，对刚性引进的创新

团队和以柔性引进人才为核心的创新团队入选市新闻传播类优秀创新团队者，分别给予为期三年、每年 20

万元或 10 万元的创新资助。“智慧美丽乡村”建设博士团队借助湖州市宣传文化优秀创新团队的资金扶

持，以柔性引进方式加盟安吉新闻集团，目前已在“爱安吉”手机 APP、智慧网驿项目：行业分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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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应急联防体系项目、美丽乡村信息服务平台等项目研发和运维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其次，加大全媒体专业人才培训力度。要破除“重使用、轻培养”急功近利的做法，从地区实际情况

出发，制定全媒体出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要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包括“请进来”、“送出

去”，建立学习型培训基地、开展新闻实践等。目前要根据融媒体中心建设人才内容的实际需求，构建主

管部门分批培训与中心岗位培训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加快精细化的专业人才培训，以尽快解决专业人才短

缺的问题。（见下图）镇江市句容融媒体中心从 2018 年开始，每月开设一次“记者大课堂”，分别邀请省

内外专家学者，包括高等院校专家教授进行专题授课，并适时组织优秀节目（产品）观摩研讨培养人才的

做法值得借鉴。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人才培训内容需求 

 创意策划与运营推广 

 重大主题报道的策划与传播 

 短视频生产与制作新技术、新应用 

 爆款产品的制作技巧与创新 

 品牌栏目（节目）的创新创优 

 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技术制作和视觉呈现（美编包装） 

 

参考文献：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2] 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2019 年 1 月 15 日。 

[3] 中办国办《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4]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2018 年 11 月 14 日。 

[5]《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等关于加强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6] 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委编办、省工业和信息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广播电视局、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等 8 家单位联合印发的《省委宣传部等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宣

[2019]5 号）。2019 年 2 月 20 日。 

[7]《浙江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调研报告》。文化产业月刊，201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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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一体  融创未来 

——德宏州级融媒体建设情况和具体业务运营模式 

 

德宏传媒集团  排禄强  解  翔  杨正攀 

 

摘  要：德宏传媒集团融媒体从全媒体建设走向打造融媒体，依托现有资源，认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一

体化”发展方向，建立以传统媒体为支撑、移动互联网传播为主要渠道、以媒体深度融合传播为

重要依托的融媒体传播格局。 

关键词：融媒体；建设；业务；运营模式 

 

 

1  前言 

德宏传媒集团 2008 年成立，属德宏州委宣传部主管的正处级事业单位，涵盖德宏广播电视台、德宏

团结报社、德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译制传播中心和互联网德宏新闻中心、德宏民族出版社、德宏州少数民

族语言电影译制中心六家州级媒体单位。经过十一年的体制整合和机制磨合，集团具备以全媒体建设为基

础打造融媒体传播格局的能力。2016 年以来，集团通过实施融媒体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全媒体播控

平台、音视频编辑制作中心、录音室、全媒体大数据中心以及全媒体新闻（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等融合播

控、编辑和指挥平台，实现“报网声屏”的融合发展，形成了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

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初步构建起区域性媒体融合发展新格局。 

 

2  发展思路 

德宏州级媒体全媒体属性顶层设计融媒体的形态是“广播+电视+报纸+民语译制+出版+网站+客户端+

微信+微博+抖音”。建设全媒体制作生产和传播矩阵的融媒体技术平台，技术顶层设计紧紧围绕德宏州级

媒体“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融合集团所有媒介信息技术资源，形成全传媒集团数据交互处理中心，

实现各媒体之间融合调度，实现资源、平台、管理、经营、渠道共享；第二步建立全州媒体资源网，云上

云下州市一体，融合发展，形成区域性媒体生态圈；第三步建立迈向融合媒体高端，达到智慧媒体服务智

慧城市的目标。集团按照德宏州委“九不变、两分开、四统一”的原则，创造性地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形

成门类齐全、功能多样的地州级综合传媒集团。“九不变”即坚持党管媒体不变，党管干部不变，党和人

民喉舌的性质不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的功能不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不变，国有媒

体的机构性质不变，单位的名称不变，事业人员的身份不变，财政供给关系不变；“两分开”即坚持宣传

业务与市场经营性业务相分开，宣传人员与经营人员相分开；“四统一”即统一人事财务管理，统一新闻

宣传协调联动、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统一行政后勤管理，统一对外开展经营活动。 

在改革中，针对融合进程中内部机构管理不畅的问题，大胆实施整改，推进媒体内部机构的“二次”

融合，将德宏电视台和德宏广播电台进行实质性合并，成立“德宏广播电视台”，统一台名、呼号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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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德宏州少数民族语言电影译制中心民语电影译制与民语电视译制机构进行合并，电影译制和电影发行放

映职能并入德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译制传播中心，实现民语电视、电影的全面融合。此外，在 2017 年，

经州编办批准，设立推动州级媒体融合发展的事业正科级机构融媒体中心，融媒体中心为集团内设机构，

专门负责推进德宏州级媒体融合发展工作。2019 年探索实施业务“大部制”内部机制体制改革，实行“一

个主体、三大体系、三层管理”的构架和运行模式，建立在集团党委会领导下的行政保障系统、采编播工

作系统和经营管理系统三大系统，设立行政管理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委员会，推动媒体内部机

构的深度融合。 德宏传媒集团组织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德宏传媒集团组织架构图 

 

3  建设情况 

融合发展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媒体改革。为此，集团实施“高标清制播一体化暨融合媒体平台”项

目建设，全力打造德宏州级融媒体“中央厨房”，推进融媒体技术平台的建设，建成全媒体播控平台、音

视频编辑制作中心、全媒体大数据中心和全媒体新闻（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等。建立起“新闻共享机制”，

设立“全媒体编委会”，推动省、州、县“云”对接和共建共享工作，积极促进整合县（市）域公共媒体

资源，在县（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接入上预留技术端口和技术规范，实现采、编、播资源的统筹调度。

在中国·德宏 2019 国际泼水狂欢节活动中，通过有效整合，以融媒体方式进行信息发布，实现新闻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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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时化，相关图文、音视频信息累计点击、阅读、播放量突破 1000 万次，极大的扩展了新闻宣传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充分显示了融媒体技术平台的力量。 

集团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遵循“德宏传媒集团为事业单位，经营

性业务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特性，以市场为先导，积极探索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业态融合发展模式，

坚定不移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不断拓展服务空间领域，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打好业态融合牌，推动经营

性业务市场化运作，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齐增，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媒体融合市场化运作

工作重心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党报、广播电视印刷业务实现市场化运作。2010 年 12 月，集团按照“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将德宏团结报社印刷厂和德宏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务资源进行

整合，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提高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增加经营创收，为集团融媒体建设提供财政补充；二

是积极拓展文化、印刷、出版、户外广告、对外出口等衍生产业。2017 年，将集团德宏州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和德宏印务中心整合成立德宏传媒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大企业规模和体量，增加经营范围，

扩展对外印刷、出版、广告等文化出口业务，企业市场占有率和风险抵御能力大幅增加，现已发展成为全

州较具实力的文化企业。近年来，承办了在缅甸举办的“中缅文化活动周”等大型活动，并市场运营设在

缅甸曼德勒胞波书社和木姐友谊阅览室，取得较好的成效；三是将报纸、广播电视广告业务和民族出版发

行业务进行剥离，实行企业市场化运作。2018 年，将集团各媒体广告业务实行公司承包制经营，由集团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承包责任书运营媒体的广告经营任务，让媒体腾出更多精力抓好主业新闻宣传及

融合发展业务。 

媒体融合，关键在人的融合。集团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探索推行“大部制”办公模式，打

破部门、岗位、业务界限，做到办公地点、选题策划、组织采访、稿件审发、财务管理、绩效评价“六统

一”，推动人员从“物理”上的融向“化学”上的融转变，通过科学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努力做到人尽其

能、人岗相适。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聘用、选拔、流动和激励管理体系，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实行民语

民文、缅语缅文、播音主持等特殊岗位人才聘用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养全媒记者、全媒编辑、全媒管

理人员，努力培养“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全媒体人才，让更多新闻从业人员善用现代传播

手段，确保生产出更多契合用户需求的新闻产品，最终实现业务互通、职能贯通、人心相通、全媒融通。 

 

4  移动优先 

2019 年 3 月，集团开始建设“德宏云”云平台，统一州县（市）技术标准。2019 年 5 月 31 日，集团

自主研发的融媒体旗舰产品“掌上德宏”APP3.0 正式上线，通过“掌上德宏”APP 看德宏电视、听德宏广播、

读德宏团结报、阅德宏出版物。实现“互联网+融媒体”、“融媒体+大政务”的双向对接、互为依托、功能

放大，协力助推“数字德宏”发展。 

“掌上德宏”APP 及“新媒体矩阵”，以“互联网+融媒体”模式打通全州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和“一

部手机办事通”等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行政审批、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政务查询、行政投诉等政务服务

功能和缴费、就医、旅游、购物、停车等民生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更多集约、便捷、高效、优质的政务

和民生服务，提供优质新闻产品，向集新闻信息、舆论引导、政务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平台转变，有效提升

融媒体产品的传播影响力和用户黏附度。集团成立技术研发部门与中国移动德宏分公司成立“5G 融媒体

实验室”,在技术上推动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4K、VR 使用，实现与用户深度的交互体验，

确保生产出更多契合用户需求的新闻产品。规划中“德宏云”平台下“掌上德宏”APP 还将融入更多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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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生服务领域的相关功能，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掌上德宏”APP3.0 功能界面如图 2 所示。 

 

 

 

 

 

 

 

 

 

 

 

 

 

 

 

 

 

 

 

 

图 2  “掌上德宏”APP3.0 功能界面 

 

5  内容为王 

集团通过整合州级媒体多语种资源，建立统一的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和新媒体多语种融合

刊播平台，采用汉、傣、景颇、载瓦、傈僳、缅、英七个语种进行立体式传播，发行傣文、景颇文、傈僳

文、载瓦文四种民文报纸，并创办了国内唯一一份缅文报《胞波》，在德宏网设立英文、民语民文和缅语

频道，与缅甸唯一的华文媒体金凤凰报社合作开设《金凤凰·美丽德宏》专版，译播民语、缅语版影视剧，

开设四种民文微信公众号，形成了多平台、多语种、立体式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融媒体建设体现了大众传媒与社会之间联结所实现的媒介融合。做好地方融媒体易于拉近媒体与政

府、群众的距离，讲好本地故事，传递本地声音，服务本地群众，实现媒体服务与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

展。2017 年 12 月 22 日，集团率先在云南省创办“全媒体问政”栏目，通过全媒体现场问政，多渠道融合

发布，开创了德宏舆论监督新举措，取得良好的政务效应和社会效益，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机制，对

网民反映的问题及时交由有关部门处理。2018 年 4 月，由中国德宏传媒集团和缅甸媒体记者组成的中缅经

济走廊联合采访团从德宏州瑞丽市出发，一路沿着“中缅经济走廊”，按“人字型”线路，途经缅甸曼德

勒、腊戌、蒲甘、马圭、内比都，最终抵达活动的终点站仰光。采访团先后对缅甸工商业、农业、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缅甸中资企业商会、缅中友好协会、缅中交流合作协会等各界人士进行了专访。两国记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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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采访也开创了中缅媒体交流的新模式。2018 年，德宏在参加《魅力中国城》节目竞演期间，集团适时拍

摄制作了一系列易于传播、可视性强的反映德宏美景、美食的 10S 短视频，一经推出，备受群众推崇，纷

纷转发点赞。集团将“自然影像中国·美丽生态德宏”摄影年系列活动中拍摄到的 20 万个包括照片和视

频在内的影像数据成果，通过新媒体进行巧妙制作包装，打造“网上野生动物园”，有力提升了正面宣传

的到达率、阅读率、点赞率。 

融媒体是新老媒体的有效结合，传统媒体有新闻采编优势、新闻素材优势、公信力及权威性优势，了

解当地民情民意，更容易获得群众的关注和信赖。新媒体以此为依托，立足基层，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

在推进媒体融合过程中，运用“互联网+融媒体”的传播方式，摒弃新闻“平移”，利用新媒体抓住受众眼

球，积极推出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优秀产品，充分利用本土化资源优势，在贴近性上下功夫，挖掘

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新闻，使群众欢迎、接受、满意，推动主流声音入脑入心。 

 

6  州县共建 

德宏州下辖芒市、瑞丽（2 市）、盈江、陇川、梁河（3 县），德宏州级媒体机构有广播电视、报业、

出版、网站，县市媒体机构以广播电视台为主。德宏州实施州级融媒体建设伊始，即提出“州县（市）共

建、共享‘德宏云’，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融合思路，达到平台共用、资源共享目标，融合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媒体资源，依托省级技术平台建立德宏州级“中央厨房”、县市“小伙房”建设，在公有云技术

接口上打通省级、县市与州级“德宏云”数据接口，形成省级支撑、州级统筹、县市各自独立运营的三级

联通、协同联动的平台网络，打造德宏州“州县一体共建区域融媒体生态圈”的发展构架，架构如图 3 所

示。 

 

 

 

 

 

 

 

 

 

 

 

 

图 3  州县一体融媒体生态圈一览图 

通过“德宏云”云平台打通州内链接高速通道，形成全州新闻宣传一盘棋，一体化发展，各县市建设

分平台，全州形成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技术融合。在“德宏云”平台上达成资源共享与资源

集约，形成跨区域、多语种、多媒体融合，实现全州统一调度，形成以州级融媒体平台作为核心大脑，在

技术层面按照统筹集约、权限分离、内容共享、开放兼容的原则进行架构，实现州级上揽总、县市协作、

一盘棋发展、兼顾各方的目标，共同打造“德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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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推动“云、网、端”资源要素相互融合和智能配置，构建高速、泛在、智慧、安全的新型德宏区域媒体传

播覆盖体系和用户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多样、上下联动的德宏区域融媒体云平台体系，推

动微服务架构在“州县一体共建区域融媒体生态圈”云平台的创新应用，提升云平台的使用效率和功能弹

性。 

传统媒体的未来必将是互联网化、媒体一体化，用户参与、基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社交

网络等互联网业务的融媒体。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中我们围绕内容、技术、平台、经营、管理五个方面建

设，实现媒体的深度融合。 

 

7  结束语 

德宏传媒集团融媒体建设是以媒体转型，加强用户互动性，延伸传播领域，吸引用户融入到集团提供

的内容及服务中去为最终目标，实现策划、生产、发布、传播效果评价的管理闭环，提升传统媒体节目传

播效果和质量。我们运用信息技术，加快构建州县（市）共融、一体推进、融而为一的区域性融媒体传播

矩阵。实现全州统一调度、抱团发力，打造区域性融媒体宣传大格局，推动媒体从“表层融合”向“深层

融合”转化，把融媒体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进一步加快融媒体建设步伐，依托媒体融合优势，

不断提升德宏媒体区域性国际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 

 

参考资料： 

[1] 公众号“中视前卫”。《融媒体、全媒体这些术语傻傻分不清楚》。 

[2] 公众号“谭天论道”。《融媒体是什么？怎么做？》。 

[3] 德宏传媒集团融媒体技术规划组。《德宏传媒集团融媒体建设情况》。2019 年 4 月。 

[4] 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州委秘书长侯胜。德宏外宣：《德宏州州级融媒体建设工作情况汇报》。2019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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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网络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强国对策建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伍  刚  马晓艺 

 

摘  要：以 5G、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最主要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技术革命，

构成中国践行网络强国战略的外部环境。5G 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

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应对挑战、抢抓共治共赢机遇。中国确立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体现了在 5G 网络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意志和决

心。 

关键词：5G；网络强国；文化软实力 

 

 

全球互联网用户达到人类人口三分之一，在经历了农业革命、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之后，以电脑计

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席卷全球，互联网极大缩短了人类的认知距离、拓宽了各主权国家现实疆界

之外的虚拟边疆、深刻影响各国主权在虚拟空间的博弈，在以摩尔定律指数速度演进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中，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14亿人口的大

国长期执政？有着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能否抓住信息革命的机遇、有效应对互联网的挑战、最

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同心圆”思想，要求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强调，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

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网络强国建设整体推进，互联网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六成，移动互联网使用持续深化，跨境电商等领域持

续发展，网络视频运营更加专业，娱乐内容生态逐步构建，在线教育应用稳中有进，弥补乡村教育短板，

在线政务普及率近六成，服务水平持续向好。 

2019年，中国进入5G商用元年，中国手机用户达到16亿多，超出了中国的总人口。中国网民超过8.5

亿、400多万家网站，全球最大的4G网络，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4.4%。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

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主要工业品的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皆提出了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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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战略，第一届至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连续六年在中国乌镇召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

大国开始向互联网强国迈进之路倍受全球瞩目，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中国，中国通过互联网链

接世界，也在影响世界。互联网之父Tim Berners-Lee认为，Web 1.0是基于信息的网络，Web2.0是基于人的

网络，那么Web3.0将是基于开放的结构化数据的网络，倾向于让计算机自主阅读和理解互联网，专家预言，

未来五年，中文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互联网语言。 

 

1  中国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战略转型 

在工业4.0与“互联网+”的浪潮下，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应对互联网，直接决定了中国从“网络大国”

向“网络强国”战略转型之路。20多年来，互联网在中国不仅创造了诸多数字奇迹、产业契机，更重要的

是，它已经融入民族崛起、国家进步的决策版图。然而，信息化数量基数上的优势，要转化为政治经济文

化竞争的优势，绝非朝夕之功，需要久久为攻、持之以恒努力。 

首先，网络强国战略解决了中国在信息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来源问题。 

自1978年中国历史性的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以来，根据相关研究成果，特定历史时空环境下的“倒逼”

机制，是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结构性的动力机制。小岗村的改革启动了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20世纪

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动力机制；进入21世纪最初10年之

后，全球网络空间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成为新的动力机制来源。如果说，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网

上倒逼网下”是一种通信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自发状态”的话，那么，正式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

“网络强国战略”，正式明确了中国正从自发走向自觉，将网络空间发展的内生需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

史进程相结合，建设网络强国将成为推动中国信息化新型工业化两化融合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强劲动力来

源。 

其次，确立网络强国战略，是中国直面生产力发展最前沿的战略决策。 

以5G、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最主要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技术革命，构成

中国践行网络强国战略的外部环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网络技术革命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速

度最快的科学技术的最前沿，也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最前沿。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

社会发展。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同时，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应对、

谋求共治、实现共赢。”面对这一轮科技革命，确立网络强国的核心战略，意味着中国要直面挑战，勇于

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在网络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第三，网络强国战略是“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双轮驱动的进取型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

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这

充分说明中国实施的网络强国战略不是为了在全球网络空间谋求霸权，而是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兼顾安全

与发展，在保障国家网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发展，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谋求国家安全。 

 

 



5G 时代网络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强国对策建议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175 

2  立体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强国的六大标志和三大维度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维度之下，“制造强国”、“网络强国”两大战略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重要支撑，

国家层面频繁发布的这一系列行动计划都是落实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的一部分，构成了“网络强国”战

略的主体内容。课题组专家认为，之所以将网络强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是基于中央对全球新一轮信

息技术革命的重视，二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基础，在不少方面还具备了

优势，三是中国传统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四是互联网产业也是中国正在

力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战场。 

网络强国具有六大标志，一是网络信息化基础设施要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网络规模以及宽带的普

及率，与网络相关的信息产业的竞争力，网络安全的承载能力等都要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是要有明确的

网络空间战略和国际社会中的网络话语权。2012年美国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第一次提出如果美国的

网络受到攻击，他们可以像政治、军事和经济受到国外攻击一样动用武力对对方进行打击。这引起国际社

会的极大关注。可以说，未来能不能在网络空间战略方面有明确的目标和话语权，将直接影响中国在网络

空间的国际地位。三是关键技术上要自主可控，特别是操作系统和CPU技术。目前世界上衡量现代信息技

术的高低有三个标准：即运算速度、网络带宽和存储能力。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目前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如何使上述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是迈向网络强国的最大短板，必须迎头赶上。四是网

络安全要有足够的保障手段和能力。包括国家网络安全、网络经济安全、网络社会安全、个人隐私权保护

以及文明和谐的网络空间秩序等。五是网络应用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要处在世界领先水平。现在电子商务、

网购发展非常快，但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六是在网络空间战略中，要有占领制高点的能力和实力。

未来在军事领域的战争极有可能是一种信息战、网络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能力占领网络空间的制高

点，就很难说已经是一个网络强国了。 

5G时代走向未来，中国如何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至少有三个可以思考的维度：即国家层面、市

场层面和个人层面。 

首先应该制定国家网络强国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其重大战略意义就在于要从组织领导层

面，加强对未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决策和领导，也为中国走向网络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其次，

要组织国家力量打信息技术翻身仗。如何借助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市场两种力量来打好国家信息技术翻

身仗，不仅是摆在领导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所有中国IT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第三，加大与网络

强国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移动宽带高速互联网建设。包括5G、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广泛应用等。第四，完善和建立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

架。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如果没有制度和法治体系来保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管从立法还是制

度建设等方面，都要系统考虑如何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问题。 

 

3  多层次面对网络文化强国建设的机遇及挑战完成五大战略任务 

中国的网络强国战略是追求共享共治共赢的建设性-进取型战略，是中国谋求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大国

战略在网络空间的投射，是中国决心成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在网络时代的战略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要建设完善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

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

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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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

力的目标不断前进”，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完成五个方面的战略任务： 

第一，中国要完成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弯道超车，建设完善足以支撑网络强国的坚实基础。 

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国家，是网络大国，同时，从支撑网络生态系统的全产业链看，无论是软硬件基础

技术与核心元器件，还是引领全球网络产业链上游的应用与商业应用模式创新领域，中国仍然与网络强国

有相当的差距。实施网络强国战略，需要建设完善相应的技术发展战略，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范围内，系

统提升在芯片、操作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商业应用终端等领域的创新能力，持续完善技术成果的市场转

化，从应用大国走向创新大国。“创新”，在此过程中，是实现网络强国战略的核心与灵魂所在。 

第二，中国要建设完善与网络空间内在规律相匹配，同时服务于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网络文化生态体

系。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第五空间，逻辑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形成了深刻、复杂的相互嵌套结构，

提升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话语能力，将反映中国现实的文化成果、发展经验、发展模式通过网络空间实现有

效的传播，构成中国践行网络强国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第三，中国要持续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完善网络强国战略的双轮驱动。 

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将网络问题建设成为中美关系新亮点”的战

略部署，也有助于将庞大的中国市场蕴含的数字经济战略机遇转化为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软实力所

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四，中国要建设完善与网络强国相匹配的战略人才队伍。 

当今世界，网络空间的战略竞争，本质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竞争。以美国的火眼公司，俄罗斯的卡巴

斯基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积极参与本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建设与完善进程，凸显了高素质人才队伍对于维护

国家网络安全，发展网络经济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如何充分吸引并打造符合网络强国战略的高素质创新人

才队伍，将决定中国未来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以及网络强国战略的最终成败；也将决定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最终成果。 

第五，中国要积极投身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转型与完善，推动网络空间新秩序的成型。 

网络文化强国建设，在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不同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加强网络文化强国建设，对于形成网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治理共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形成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网络强国战略，发生于开放的环境之下，是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形成、发展、完善与巩固的关

键组成部分之一。建设网络强国，“路阻且长”，需要中国网民的点滴支撑，也需要提速降费等微观层面的

权力与市场作为。但不管怎么说，既然蓝图已绘就，政府、市场、个人层面都当有所担当，在“互联网+”

的支撑下，撬动大数据的支点，让网络强国战略早日实现。 

 

4  结束语 

互联网是发源于20世纪、兴盛于21世纪最大的创新产业，因为互联网的发明，人类进入地理航海大发

现500年来一个全新网络空间。人类经历千年之巨变，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跨进信息社会，20世纪末诞

生的互联网迅速发展成为陆、海、空、天之外人类活动的“第五空间”。 

针对互联网+大数据行动计划等国家战略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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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传播研究中心、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网络媒体专业委员会、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全球萨

尔茨堡媒介素养教育峰会、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学系、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中国科技大学传播学系等联合

主办“大数据与全球传播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发布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共识》，

提出四点倡议： 

（1）主动拥抱数字化新时代，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创新驱动繁荣发展，提高人类生产力、推动信

息经济增长。 

（2）以和谐的法律和国际标准提升网络安全，开发网络空间稳定和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标准，创造可

信、负责任、可持续发展的传播环境。 

（3）提升面向未来的大数据媒介国民素养，改变和完善现有教育体系，推动以大数据、万物互联、

云计算为创新经济引擎的研究教育投资，帮助青年学生满足全球经济的需求。 

（4）发起建立跨地域、跨行业、跨国界的全球大数据与全球传播变革创新研究协作联盟，共同致力

于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实现开放、自由、多边、透明的数字地球传播新秩序。 

 

 

注：本文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国广播网央广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文化类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强国对策建议”（批准号：12&ZD016）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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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管理政策解读 

及方法探索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孙黎丽  蔡  冉  李征昊 

 

摘  要：伴随 5G 时代到来，视听新媒体已成为舆论宣传的新阵地、文化传承的新载体，做强主流思想舆

论、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网络视听空间已成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重中之重。广

播电视规划院网络研究所成立专项工作组，提出了从技术标准入手，打造网络视听类 APP 安全合

规检测平台，服务政府和行业监管的工作思路，旨在以技术创新破解技术应用带来的安全隐患，

为有效实现网络视听节目传播方式的安全管理、促进网络视听新媒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网络视听；视听新媒体；5G 服务管理；网络安全 

 

 

1  引言 

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会议、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就网络安全与信息化、舆论宣传、

媒体融合等方面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安全和发展需要同步推进”。网络视听行业作为宣传思想工作新的主阵地、技术创新高地、创新

创业重要领域，新技术新应用普遍，不断有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产生，特别是伴随 IPTV 及互联网电视传

输覆盖范围的拓展，5G 全面应用使视频无处不在，会带来传输安全问题、用户生成内容及自动生成内容

的监管问题、海量用户的信息保护问题等更多网络安全问题和监测监管难题，对网络视听内容安全、传输

安全、信息安全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2  广电总局政策与监管现状 

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基础上组

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总局职责包括“监督管理、审查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首次

把网络视听摆到了与广播电视同等重要的位置，总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网络视听的管理更加聚焦和强

化。 

（1）统筹规划。为规范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秩序，为加强网络视听媒体服务管理，总局陆续出台了三

个部门规章：管理互联网公网（含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第 56 号令）、管理专网和定向传输通道视听节目服务的《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

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 6 号令）以及管理有线电视网视频点播服务的《广播电视视频点播

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第 35 号令）。2019 年 5 月，《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管理条例》制定工作领

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成立，旨在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法治建设工作。 

（2）细化审核。总局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以及《关于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系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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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通知》（广电办发〔2018〕158 号），同时升级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系统，将重点网络影视剧分为规

划立项和节目上线两个阶段，加强审核把关，并出台多个审核准则，包括《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则》、

《少儿类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分类细化网络视听节目

内容审核标准。 

（3）突出重点。针对网络视听内容领域出现的阶段性焦点、难点，实现防范和遏制网络视听领域出

现的问题和风险，对违法违规者形成有效震慑，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解决突出问题。比如，针对

非法抓取、剪拼改编视听节目的问题，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新广电办

发〔2018〕21 号）；针对儿童青少年集中观看的暑期时段出台《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

知》（广电办发〔2018〕44 号）；针对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 

（4）强化播出控制。总局成立相关职能部门，对网络视听服务进行政府监管，对广播电视视频点播

业务实行审批制，管理发放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要求从业机构持证经营并建立相关的负责制度、

审核制度和监播制度，并组织查处非法开展网络视听节目服务行为，指导网络视听节目监管体系建设，建

立信息库发布制度、节目研判制度、引进剧审核制度、节目上线报备制度等。 

综上，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的要求下，总局把网

上网下“同一导向、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的原则要求转化为主管部门的政策法规和工作流程，形成一整

套以保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质量为核心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政策，按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统筹广播电视与

网络视听节目健康有序发展，使得行业管理措施更加系统务实，阵地建设和管理不断强化，为视听新媒体

创新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  新时代新要求 

随着 5G 网络应用的全面铺开，网络视听行业将彻底重构，移动优先、视频优先成为媒体行业的发展

方向，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也由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而开创更多可能，服务提供方式也向软件化演进，技

术创新迭代快速。如何加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网络传播内容的监管和舆论引导工作，实现全面管理和全程

管理，是把握舆论宣传阵地和主动权的关键问题。目前网络视听服务的监管主要依赖政策法规，总局对提

供网络视听服务的运营主体机构主要采用材料审核的监管方式，同时重点关注内容审查，对网络视听服务

的传播方式缺乏有效的技术监管手段。在当下，互联网应用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网络视听节目的传播和

服务也多依赖于各类基于智能手机和无线通讯终端的应用 APP，网络视听类 APP 成为承载广播电视、视

听新媒体新业态新服务的“虚拟终端”，促进了网络视听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市场规模快速增加。但是，

网络视听 APP 种类繁多、水平参差不齐、迭代速度快的特点，存在着相当大的安全隐患，亟需探索用新办

法、新举措管理新业态、解决新问题。 

其实，早在 2016 年，国家网信办就出台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而出台该规定

的背景是，国家已经看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已成为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主要载体，未来将提

供民生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故为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而需要加以约束。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发布金融行业标准加强移动金融客户端

应用软件安全管理的通知（银发〔2019〕237 号），指出应加强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的安全管理，同时

印发《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安全管理规范》（JR/T 0092-2019），对移动金融类客户端应用软件加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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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管。2019 年底教育部印发《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办法》，在鼓励采用教育类互联网移动

应用程序来服务学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以及家校互动等的同时，要求加强对教育类 APP 的安全

监管，避免出现“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安全隐患。 

因此，为落实习总书记“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的要求，坚持网络视听行业党管媒体原则，增强对

网络传播规律的把握能力和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规划院网络研究所创新性地提出将网络视听 APP 安全

合规检测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的技术抓手，把党管媒体要求落实到网络视听机构、内容、

产品、市场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业务延伸到哪里，管理就覆盖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4  专项研究 

本着“广电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的原则，规划院网络研究所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从实际出发，在调

研目前行业内外对 APP 安全管理的政策要求和政策法规，了解国内外对网络视听新媒体的监管政策和方式

方法之后，提出了从技术标准入手，打造安全合规检测平台，服务政府和行业监管的工作思路。 

4.1  以技术标准夯实基础 

对于网络视听 APP 的技术支撑，行业内缺乏一定的研究和检测基础。项目组决定以 GB/T 37729-2019

《信息技术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软件（APP）技术要求》为基础，研究制订相关的网络视听类 APP 基础检

测标准，评估网络视听类 APP 的功能、性能、安全等基本能力，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服务方式。

《网络视听类 APP 基本测试方法》标准于 2020 年 1 月启动立项，目前已基本完成，处于标准送审过程中。

同时项目组在充分调研分析了对网络视听类服务的监管要求和政策，从技术角度出发，起草了《网络视听

类 APP 服务合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研究制订服务许可范围、服务有效性、服务安全性、视听服务规

范性、个人信息安全、用户权限要求、用户行为监测、安全播出等方面的安全合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为视听类节目安全播出提供技术保障手段。《网络视听类 APP 服务合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标准目前已

有初稿，正在进行相关技术实现的验证工作。 

4.2  以技术检测平台支撑管理 

在制订相关技术标准的基础上，规划院网络研究所组织开发网络视听类 APP 服务合规检测平台，一期

平台已基本完成，具备网络视听 APP 基础测试能力，实现对网络视听类 APP 功能、性能、安全等基本能

力的评估能力，目前项目组基于一期平台对网络视听业典型 APP 进行了抽样摸底测试，这为进一步完善服

务合规安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数据。二期拟从视听服务安全合规的各个角度来进行构建，实现从传播

途径和方式上消除视听类节目服务的安全隐患，保障网络视听类服务的安全播出，把握舆论宣传阵地和主

动权，目前二期平台正在开发建设中。三期未来拟建立网络视听类 APP 基础信息库，对网络视听类 APP

进行全面跟踪管理，建立视听传播基础信息库，收集网络视听管理执行情况和 APP 自身传播情况。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将可以通过实现对信息网络视听类 APP 的安全合规检测，有效实现网络视听节目

传播方式的安全管理，填补目前国内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监管只有节目内容审查、无技术手段监督的空白，

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网络视听治理能力，完善监管，有效促进网络视听新媒体高质量发展。 

 

5  小结 

习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综合性挑战。因此，

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网络视听服务安全至关重要，必须加强对网络视听服务传播方式的安全评估，以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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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破解技术应用带来的安全隐患，完善监测监管平台、技术标准和制度机制，做到关口前移、防患未然，

真正筑起维护安全的“防火墙”，为全面加快视听新媒体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壮大主流舆论场、增强媒

体能量场提供技术保障。 

 

参考文献：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编著。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2019）。北

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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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广播电视和视听新媒体融合发展 

创新格局与趋势初探10 
 

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胡倩倩  曹三省 

 

摘  要：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5G 时代的到来，将为二者

的深度融合创造更有利条件。广播电视行业要加快与 5G 融合发展，打造面向 5G 的更高格式、

更新应用场景的视频业务新形态。在视听新媒体中发挥广电优势，推动 5G 移动网与广电网的融

合，促使广播电视行业向更多元化、高融合的局面拓展。本文通过梳理 5G 技术对广电和网络视

听领域的影响和变革，探寻“广电+视听新媒体”高质量创新性发展的融合路径。 

 关键字：5G+广电；视听新媒体；媒体融合；5G+4K+AI+VR；智慧型媒体 

 

1  引言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喉舌阵地，承担着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政治任务。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全国各地广电机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智慧广电建设

为重要抓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持续推进广电媒体和视听新媒体转型升级，助力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

发展。在 5G 技术的加持下广播电视行业将进入全新的阶段。大数据、云计算、5G、AI、VR 等新兴技术

在广播电视和视听新媒体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将助力智慧广电网络跨入“5G+”时代，推动广播电视和视听

新媒体行业进一步融合发展。 

 

2  机遇：5G技术赋能智慧广电网络视听融合创新 

2.1  “5G+广电”助推广播电视行业融合发展 

 2018 年 11 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面向 5G

的移动交互广播电视技术体系，统筹无线广播电视数字化与下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发展，构建面向移动人群

的新型无线广播电视网络，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推进技术试验和应用试点，[1]这为 5G 时代广播电

视行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5G 技术的开发建立了一个高质量、强健的网络系统，其超高传输速

率、超低延迟、超大连接、系统容量大等优势，能够实现广播电视行业向更加智慧型的方向发展。5G 移

动技术和广播电视融合网络的使用将进一步增强广播电视的节目制播、传输、呈现等能力，给用户承载和

提供更优质、内容更丰富的音视频服务。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5G 技术成为广电网络高质量发展重要推动力之一。首先，5G 超高传输速率的特

点有利于实现广电内容传输路径的优化，推进视频制播及媒体融合形态发展。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运用 5G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12）阶段性成果之一；受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

项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学科）、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交叉学科团队项目“虚拟现实新媒体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及应用推广”

（项目编号：YLTS180522）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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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后的广播电视，能进行视频点播、超高清、虚拟现实和移动视频等服务。采用 5G 技术能设计电视终

端用户增加方案，抑或是采用 5G 的 LTE 增强技术，能达到流媒体高效传输服务的目的，进而提高广播电

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2]其次，5G 超低延时的功能优势有利于拓展广电业务体验，例如现场实时体验、超

高保真媒体、协作式媒体内容生产、写作式网络游戏、用户自制内容与机器自动生成内容上传、沉浸式与

集成型媒体等等。[3]最后，5G 大宽带和大容量的网络连接能够推动广电终端平台和多项技术的互通互联。

在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支持下，整个社会将形成“泛在网”的连接格局，传感器采集信息、“传感器新闻”

等都会成为现实。媒体信息的传递不再局限于广播、电视和纸媒这些传统方式，开始实现更加多元化的联

结。而带宽的增大使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AI、IoT 等技术的融合运用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技术的

联合运用将大力推进“智慧广电”的建设。 

2.2  “5G+4K/8K”加速网络视听产业变革与创新 

伴随新旧媒体融合的深入、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以视频影像等内容为核心的视听新媒体产业得到了

飞速的发展，并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之一，呈现出与传统广电媒体迥然不同的传播特征。2019 年，工

信部、广电总局和中央台联合发布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明确指出按照“4K 先

行、兼顾 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域的应用。[4]超高清视频包含更大

的数据量，要求保证快速、稳定的数据传输。通过 5G 网络通讯技术，能够保证超高清视频产业链从采集

设备到消费设备实现快速连接，助力视频内容的采、编、播、传、用等各个环节升级优化。网络视听产业

要运用好 5G 技术，努力构建“5G+”新生态，让超高清、大流量的网络视听业务更快、更好地普及，以

推动网络视听产业生态高质量创新发展。 

5G 网络是高清视频直播的技术基础，超高清视频是 5G 率先落地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4K/8K 超高清

与 5G 网络融合驱动，能够使移动化、场景化、沉浸式在视听体验中更加普遍。根据产业主流标准，4K 视

频传输的传输速率至少为 12Mbps~40Mbps，8K 视频传输的传输速率至少为 48Mbps~160Mbps，目前 4G

网络的传输速率峰值仅能达到 100Mbps，已无法完全满足 4K/8K 超高清视频存储容量和传输带宽需求。而

5G 网络拥有 4G 无法比拟的网络性能，其传输速率是 4G 的 10~100 倍，支持 10
6
/km

2 的连接数密度，数十

Tbps/km
2 的流量密度，每小时 500km 以上的移动性和数十 Gbps 的峰值速率以及毫秒级的端到端时延[5]，

可实现从 4G 单播到 5G“单播+组播+广播”，保证超高清视频、全息影像等大流量数据传输的流畅性和稳

定性，支持超高清 5G+4K/8K 采、播、看和超高清视频行业应用，能够进一步拓展大流量视频传播的应用

范围和应用领域；为网络视听行业的采编发流程再造和融媒体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3  “5G+行业”激活广电视听新媒体深度融合 

在 5G 网络环境下，广播电视行业正在全力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升级改造，努力构建面向 5G

的移动交互广播电视技术体系，推动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行业的优化整合和深度融合。2019 年 8 月，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加快建设广电 5G 网

络，提升有线电视网络对宽带业务、交互业务、超高清业务的承载能力；同时推动高清、超高清电视在有

线电视、IPTV 和互联网电视的应用。[6]这标志着未来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行业的领域范围和衍生业务模式

将进一步扩大，为广电媒体和视听新媒体及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前进路径。5G 正

在改变着传媒生态和传播格局，广电媒体要牢牢抓住 5G 技术为网络视听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推

动 5G 技术与 4K、8K、VR 等超高清视频结合，让受众享受到更好、更高质量的视听体验。 

在媒体新旧融合中，广播电视和视听新媒体行业必须优势互补，才能做到协调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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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文波指出，要大力推进 4K、5G 和 AI 在媒体领域的应用。第一，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

向，充分利用广电媒体在视频音频方面的制作优势，提升其 4K/8K 超高清电视制作的能力和水平。第二，

积极践行移动优先策略，充分发挥 5G 网络技术优势并借助移动传播，构建手机小屏和电视大屏融合传播

的全媒体分发服务体系。第三，以科技力量进行全面支持，不断探索运用云计算、大数据、AI 和 VR 等技

术，提高媒体制作能力，创新媒体形态，建立精准、专业、智能、多元的信息传播服务体系。[7]同时也要

注重创造媒体发展的良好环境，打破传统业务体制和媒体传输格局，做好全媒体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新政

策新环境，构建媒体融合发展新格局，更好的促进广电媒体和视听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3  5G背景下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点 

3.1  加强视频内容建设，优化内容传输路径实现一体化发展 

生产优质内容的能力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信息传播形态的演进，内容不再以文字、图片和视频

这种单一形态而呈现，而是更多以交互、动态的方式展现在受众面前。广电媒体要积极适应媒介生态的变

化，依托其强大的资源优势和权威的专业生产能力，着力打造准确、权威、优质、专业的新闻产品，并在

此基础上加快对广电媒体传输覆盖网络的改造提升，持续推进 4K/8K 超高清电视内容建设，构建支撑超高

清视频生产、聚合、分发、应用的融合业务平台。“5G+4K/8K”所特有的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

围、宽色域、高色深的视觉呈现，能够让观众看到更高清、更流畅的现场画面，进一步增强电视媒体内容

信息的核心竞争力，拓展内容的深度广度，有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与广电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广电媒体和视听新媒体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进行优势互补、强势联合。充分发挥 5G 网络技术优

势运用，增强有线电视在信息传输方面的可靠性，以超高传播速率优化广电内容传输路径。随着我国 5G

布局的不断提速，广电媒体能够轻松实现移动清视频大数据量回传需求，解决音视频直播声画不对位、卡

顿以及观看 VR 视频产生的眩晕等问题，做到广播电视节目实时制作实时播出，让视频直播更流畅、互动

更及时，提高了广播电视现场直播的效率。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湖北联通联手新华社、

央视、新京报等媒体上线了“云监工”平台，依托中国联通 5G 网络和超高清视频直播平台，将摄像头采

集的视频实时传递给央视云平台，实现了对火神山、雷神山、黄冈大别山医院建设现场的 24 小时不间断

5G 高清实景直播，创新了 5G 网络条件下新闻报道的新形式，得到了全社会广泛的积极关注，大大提高了

受众的直播观感，为主流媒体进行融媒体报道提供了新的启示与方向。 

3.2  建设“智慧型媒体”，创新驱动技术融合促进服务升级 

在当前传播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广电媒体越来越重视技术的创新与引领作用，以开放的姿态

积极拥抱 5G 技术，使之与广电行业的快速融合。5G 大带宽、低时延网络承载能力改变了视频媒体的采编

和传送环节，云端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降低了视频编辑处理的门槛；AI 使能智能转码、智能审核、智能

编辑、智能广告推荐等从制作到分发的各种智能应用；4K 超高清电视视音频技术参数为 3840×2160 清晰

度，该技术应用到电视行业能为观众呈现更为动感细腻的画面；VR（虚拟现实）这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

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被运用到电视节目生产、赛事直播和新闻报道当中，会增强广

电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带来一场全新的电视制作革命。因此，广电媒体要不断进行技术融合创新，努力构建

“融媒体 5G+”产业体系。未来，“5G+4K+VR+AI”将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机能，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广电行业从融合媒体向“智慧型媒体”快速转型。[8]
 

国内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广电媒体一直在积极推进“5G+4K+VR+AI”的融合应用。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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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我国第一个基于 5G 技术的国家级新媒体平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建，该平台融合了 4K/8K

直播编转码系统、VR 全景视频直播系统、4K/8K 快速内容生产系统、智能内容审核系统、5G 全媒体交互

式虚拟演播室等广电媒体行业领域的各类应用，从而形成“5G+4K/8K+AI”的智能化全媒体布局。2019

年，央视春晚主创团队在 4K、5G、VR、AI 等多方面进行技术创新，成功实现了“5G＋4K”和“5G＋VR”

超高清直播，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2020 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特殊背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取消在北京设立两会演播室的计划，引入“全息+5G+4K+AR+AI”等新技术

手段，再造采编播流程，优化调配全网资源，实现新闻内容一次采集、多种产品分发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全程“云”记录、全息“云”对话、全员“云”采访、全效“云”传播，通过虚拟环境构建，营造沉浸式、

交互式体验境界，创新了视听内容呈现方式，让观众轻松愉悦感受两会。 

3.3  打造跨平台传播矩阵，全面推动视听传播渠道全方位融合  

5G 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将改变信息传播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网络、终端、信息形态，开启“万物皆

媒体，一切皆平台”的新时代。对传统广电而言，以往的媒体输出端口是有限的，主要固定在收音机、报

纸、电视、手机等有限的媒介上播发，而在 5G 高速、稳定的通信加持下，物联网使信息传播形式得到延

伸，每一个智能设备都将可能成为音视频信息的收集端和输出端，每一个智能设备都可能被媒体化。[9]广

电媒体要积极抓住 5G 网络优势，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推进移动传播矩阵建设；促进“电视大屏

幕”和“手机小屏幕”深度融合，打造跨平台、跨终端全覆盖的传播格局，更好的满足受众对多元化、精

准化信息服务的需求，达到“1+1>2”的效果。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广电媒体积极践行“移动优先”策略，不断创新移动新闻产品，把广播电视传播

力影响力向移动端拓展延伸。例如中央电视台使用“央广新闻”、“中国广播”等移动客户端；上海广播电

视台打造融媒体新闻产品“看看新闻 Knews”；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开设“荔枝新闻”客户端等广电 APP 平

台；浙江广电集团旗下浙江卫视、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还构成了“网、

端、微、屏”全媒体矩阵，深度融合，一体发力，既能保证新闻资讯的高效到达和读取方便，又能让用户

随时随地参与互动，丰富用户的阅读体验。在 2020 全国“两会”期间，芒果 TV 作为湖南广电旗下唯一互

联网视频平台在网站页面（PC）、移动客户端（APP）、互联网电视端口（OTT）、IPTV 端口均开设了全国

两会专题或全国两会专属频道，并充分重视海外融合传播的外宣功能，在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TV）

推出全国两会专区，实现全端口覆盖传播。并在平台推出了专题、专栏、主旋律大片等主流内容，以及竖

版微视频、动画小视频、创意 H5 等互动产品，充分发挥融合传播、视频传播、矩阵传播优势，展开了全

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全国两会报道。 

 

4  结语 

5G 技术的出现与普及，使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的融合逐渐走向深入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二者并不

是简单的内容与形式的相加，而是系统、全面的融合升级。基于 5G 技术的未来广电和视听传播将会向智

能化、移动化、多终端、跨平台的方向演进，传统媒体也会在视听新媒体变革中不断强化自身转型，实现

全媒体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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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服务网格（Service Mesh）技术及应用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杨  平 

 

摘  要：本文深入浅出地简单介绍了可大幅降低微服务架构下应用程序开发难度的服务网格（Service 

Mesh）产生的背景、技术原理、主流产品和相关云服务网格产品，及技术标准、在媒体行业的成

功应用案例。 

关键词：微服务；微服务治理；服务网格；数据平面；控制平面；代理 

 

 

1  服务网格产生的技术背景 

最近几年，随着融合媒体公司 Netflix 成功应用微服务，微服务方兴未艾。但是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灵

丹妙药”：虽然微服务对应用开发进行了简化，将复杂系统“分而治之”地切分为若干个微服务来分解和

降低复杂度，使得这些微服务易于小型开发团队进行开发和维护。但是，复杂度并没有凭空消失。微服务

拆分之后，单个微服务的复杂度确实大幅降低，但是由于应用系统被从一个单体拆分为更多的微服务，就

带来了更复杂的微服务治理：微服务的连接、管理和监控。对于一个大型应用系统，很难对多达上百个甚

至上千个微服务的管理、部署、版本控制、安全、故障转移、策略执行、遥测和监控等。想实现更复杂的

运维需求，例如 A/B 测试、金丝雀发布、限流、访问控制和端到端安全访问认证，更是难上加难。如图 1～

图 3 所示。 

 

图 1  单体应用拆分为更多的微服务 

 

 

 

 

 

图 2  Netflix 微服务形态图            图 3  亚马逊微服务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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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治理早期技术依赖于 SDK 类库，作为应用程序代码的一部分进行部署，如 Netflix OSS/ Spring 

Cloud 套件、阿里 Dubbo 等。因此，开发人员需要进行额外的微服务通讯管理。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1）需要学习的新知识内容太多；（2）门槛很高，如 Netflix OSS，主要

组件包括：Eureka：服务注册和服务发现；Archaius：分布式配置管理；Ribbon：弹性而智能的进程间和服

务通讯机制，客户端负载均衡；Hystrix：熔断器，在运行时提供延迟和容错的隔离；Zuul：服务网关…… 

但因为微服务业务开发人员的“初心”和“使命”是业务逻辑的处理和实现，所以没有必要花费时间

精力在这些非业务功能上！ 

这些 SDK 类库也必须用特定环境中使用的每种应用程序语言编写，这就违反了微服务“初心”——

自由地使用任何语言。如果每个使用的编程语言（如 JAVA、PYTHON 等）都需要自己的一套 SDK 类库，

那么支持的编程语言越多，为每个编程语言开发和维护一套 SDK 类库的成本就越高。 

 

图 4  多语言支持 

           

图 5  Eureka：服务注册和服务发现 

版本兼容性非常复杂。如图 5，EUREKA 服务端版本，应用软件里的 EUREKA 客户端版本，每个版

本都有可能不同。 

SDK 方案中类库和业务应用打包在一起，升级类库就不得不更新整个业务应用，而且是需要更新所有

业务团队的所有应用。在大部分公司，这通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每次 SDK 升级都要重复一次

这种痛苦。而且，这两个痛点（多语言支持、SDK 升级）有可能会同时存在：有多个编程语言的类库需要

https://github.com/Netflix/Hystrix
https://github.com/Netflix/Hystrix
https://github.com/Netflix/eureka
https://github.com/Netflix/archaius
https://github.com/Netflix/ribbon
https://github.com/Netflix/hystrix
https://github.com/Netflix/zuul
https://searchmicroservices.techtarget.com/answer/How-will-microservices-development-benefit-enterprise-architecture
https://github.com/Netflix/eur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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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本…… 

A/B 测试、金丝雀发布、限流等功能不足，需定制开发。 

为了解决这些弊端，服务网格应运而生。Buoyant 公司在 2016 年 9 月 29 日的“SF Microservices ”

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使用“Service Mesh”（服务网格）这个术语。 

 

2  服务网格技术原理 

服务网格是一个基础设施层，用于处理微服务间通信。云原生应用有着复杂的微服务拓扑，服务网格

负责在这些拓扑中实现请求的可靠传递。在实践中，服务网格通常实现为一组轻量级网络代理，它们与微

服务应用程序部署在一起，但对微服务应用程序透明。 

 

图 6  通过服务网格实现的点对点服务调用 

图 6 中应用（Service A）作为微服务的发起方，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将请求发送给本地的服务网格

代理（Sidecar），然后网格代理会进行后续操作，如服务发现，负载均衡，最后将请求转发给目标微服务

（Service B）。 

当大量应用微服务相互调用时，它们之间的微服务调用关系形成网格，如图 7 所示，其中绿色方块表

示应用微服务，蓝色方块表示代理（Sidecar）部署的服务网格，蓝色线条为微服务间通讯。蓝色的方块和

线条组成了整个网格，服务网格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支撑态势，将所有的微服务”架”在网格之上。服务网格

会接管整个网络，把所有的请求在微服务之间做转发。在这种情况下，上面的应用微服务不再负责传递请

求的具体逻辑，只负责完成业务处理。微服务间通讯环节从应用里面剥离出来，形成一个新抽象层——服

务网格，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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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微服务调用关系网格 

 

图 8  服务网格 

如上所述，由于微服务不再负责传递请求的具体逻辑，只负责完成业务处理，所以微服务应用软件不

需要使用非业务类库/框架，业务开发团队也就不需要学习复杂的非业务性知识；微服务应用软件没有使用

非业务类库/框架，也就不存在这些类库的版本兼容性问题。而且服务网格是以远程调用的方式让应用客户

端接入，只要能发出请求，简单发给服务网格就可以。微服务应用客户端的通讯极度简化，对于典型的 Rest 

请求，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都完全支持。而微服务应用服务端只要做一个事情，服务注册；这样终于可以

真正地自由选择编程语言。服务网格还内置 A/B 测试、金丝雀发布、限流等高级微服务治理功能。 

这样使用服务网格可解决前面我们列出的微服务实施需要解决的弊端，大幅降低微服务架构下应用程

序开发难度，势必极大地推动微服务的普及。 

 

3  服务网格产品 

目前市场里主要的服务网格产品有 Istio、Linkerd、Nginmesh、Kong、Consul Connect 等。这里以主流

的开源 Istio 产品为例进行简介。 

Istio 是一个谷歌、IBM 和 LYFT 联合开发的全开源服务网格产品，提供一种简单方式来建立部署微服 

务的网络，具备负载均衡，微服务到微服务认证，监控等功能，不需要改动任何微服务应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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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o 提供了许多关键功能： 

 流量管理： 

通过简单的规则配置和流量路由，可控制服务之间的流量和 API 调用。简化了熔断器、超时和重试等

服务级别属性的配置，并且可以轻松设置 A/B 测试、金丝雀部署和基于百分比的流量分割的分阶段部署等

重要任务。 

 安全： 

使开发人员可以专注于应用程序级别的安全性。提供底层安全通信信道，并大规模管理服务通信的认

证、授权和加密。微服务通讯在默认情况下是安全的，允许跨多种协议和运行时一致地实施策略。 

 可观察性： 

Istio 强大的追踪、监控和日志记录可深入了解服务网格部署。真正了解服务性能如何影响上游和下游

的功能，而其自定义仪表板可以提供对所有服务性能的可视性。 

 集成和定制： 

策略执行组件可扩展和定制，以便与现有的 ACL、日志、监控、配额、审计等方案集成。 

 Istio 服务网格逻辑上分为数据平面和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由一组以 Sidecar 方式部署的智能代理（Envoy Proxy）组成。这些代理（Proxy）可以调节和

控制微服务之间所有的网络通信。（可简单理解为干活的“民工”） 

控制平面负责管理和配置代理来路由流量。此外控制平面配置可实施策略和收集遥测数据。（可简单

理解为指挥“民工”干活的“包工头”） 

图 9 显示了构成每个平面的不同组件。 

 

 

 

 

 

 

 

 

 

 

 

 

 

 

 

 

 

图 9  Istio 逻辑框图 

https://www.envoyproxy.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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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平面 Envoy： 

Istio 使用 Envoy 代理的扩展版本，用于转发服务网格中所有微服务的所有入站和出站流量。Envoy 的

许多内置功能被 Istio 发扬光大，如：动态服务发现，负载均衡，TLS 终止，HTTP/2 & gRPC 代理，熔断

器，健康检查、基于百分比流量拆分的灰度发布，故障注入，丰富的度量指标等。 

Envoy 被部署为 Sidecar，和对应微服务在同一个 Kubernetes pod 中。这允许 Istio 将大量关于流量行为

的信号作为属性提取出来，而这些属性又可用于执行策略决策，并发送给监控系统，以提供整个网格行为

的信息。 

Sidecar 代理模型还可以将 Istio 的功能添加到现有部署中，而无需重新构建或重写应用代码。 

 Pilot： 

Pilot 为 Envoy sidecar 提供微服务发现功能，为智能路由（例如 A/B 测试、金丝雀部署等）和弹性（超

时、重试、熔断器等）提供流量管理功能。它将控制流量行为的高级路由规则转换为特定于 Envoy 的配置，

并在运行时将它们传播到 Sidecar。 

Pilot 将平台特定的微服务发现机制抽象化并将其合成为符合 Envoy 数据平面 API 的任何 Sidecar 都可

以使用的标准格式。这种松散耦合使得 Istio 能够在多种环境下运行（例如，Kubernetes、Consul、Nomad），

同时保持用于流量管理的相同操作界面。参见图 10。 

 

 

 

 

 

 

 

 

 

 

 

 

 

 

 

 

图 10  Pilot 架构图 

 Citadel： 

Citadel 通过内置身份和凭证管理赋能强大的微服务间和最终用户身份验证。用于升级服务网格中未

加密的流量，并为运维人员提供基于微服务标识而不是网络控制的强制执行策略的能力。支持基于角色

的访问控制。参见图 11。 

 

https://www.envoyproxy.io/
https://preliminary.istio.io/zh/docs/concepts/policies-and-telemetry/#%E5%B1%9E%E6%80%A7
https://preliminary.istio.io/zh/docs/concepts/traffic-management/#pilot-%E5%92%8C-envoy
https://github.com/envoyproxy/data-plane-api
https://preliminary.istio.io/zh/docs/concepts/security/
https://preliminary.istio.io/zh/docs/concepts/security/#%E8%AE%A4%E8%AF%81
https://preliminary.istio.io/zh/docs/concepts/security/#%E8%AE%A4%E8%AF%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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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Citadel 架构图 

 Galley： 

Galley 负责将其他的 Istio 组件与从底层平台（例如 Kubernetes）获取用户配置的细节中隔离开来。 

 

4  云厂商的云服务网格产品  

尽管服务网格大幅降低了微服务架构下应用程序的开发难度，但部署/管理服务网格也不容易，应用系

统复杂度从总量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因此，需要使用云托管版本 k8s 和 服务网格，将底层

系统的复杂度交给云，而客户只需要在云的基础上享受服务网格技术带来的便利和强大功能把。嗅到此商

机的各大主流公有云提供商纷纷开始提供服务网格的公有云产品。比如： 

亚马逊云的 AWS App Mesh 支持服务运行于 EKS，ECS，Fargate，EC2 和 EC2 上的 Kubernetes。客户

能够将跨 AWS 部署的服务连接到单个网格中。AWS App Mesh 允许跨不同计算环境中的服务运行网格，

并提供迁移路径以允许根据需要使用计算资源。它在不同的计算环境中提供一致的可观测性和路由控制。

通过与其他 AWS 产品（如 Amazon Cloud Watch 和 AWS X-Ray）的集成，提供了实现网格应用安全部署和

运维所需的可观测性工具。参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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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AWS App Mesh 逻辑框图 

微软云的 Azure Service Fabric Mesh 是 Azure 平台服务，开发人员只需专注于构建微服务，借助该服

务来托管打包成容器的微服务或云原生应用程序。该平台服务负责处理这些服务和应用程序基础设施的可

用性和可伸缩性。它还负责处理各种管理细节，例如容器编排、路由、生命周期管理、合规性、安全性和

监控等。参见图 13。 

 

图 13  Azure Service Fabric Mesh 逻辑框图 

 

5  服务网格标准化 

为了避免用户被服务网格厂商锁定，业界正在积极制定服务网格相关的技术标准。 

微软筹建的服务网格互通性规范：SMI（Service Mesh Interface）是控制平面的标准，在各家服务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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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之上建立一个抽象的 API 层，然后通过这个抽象来解耦和屏蔽底层服务网格实现，让上层的应用、

工具、生态系统可以建立在统一的业界标准之上，从而实现跨不同产品的可移植性和互通性。SMI 只定义

标准 API，而不是标准实现。参见图 14。 

 

图 14  服务网格互通性规范 SMI（Service Mesh Interface） 

CNCF 筹建的通用数据平面 API：UDPA（Universal Data Plane API）是数据平面的标准 API，为 L4/L7

数据平面配置提供事实上的标准。控制平面再通过这个 API 来控制数据平面的行为。 

 

 

6  服务网格在融合媒体行业的成功应用案例 

（1）新浪微博自研的 Weibo Mesh （VM） 

Weibo Mesh（WM）在新浪微博内部已经大规模落地，包括热搜、话题等核心业务，并且已 GITHUB

开源。借助 Weibo Mesh（WM），新浪微博内部完成了微服务间交互治理逻辑和业务逻辑的解藕，业务整

体性能提升 20-40%，长尾现象也得到极大改善，有效保证了峰值（如林志玲结婚等热点事件、重大节日

带来的“洪荒”流量）应对能力。 

（2） FOX NOW 

美国福克斯电视网的融合媒体业务“FOX NOW”自主在 AWS 云上搭建服务网格（Linkerd），再在其

上运行媒体微服务，通过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多屏等为观众提供上百万小时的精彩流媒体内容。 

（3）爱奇艺 

爱奇艺基于 Linkerd（服务网格）、CONSUL（服务注册发现）等开源项目，开发内部微服务框架

SKYWALKER，主要应用于帐号系统、爱奇艺号系统，消息推送系统，内容生产发布系统，搜索推荐等核

心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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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Weibo Mesh（WM）逻辑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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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移动社区平台 

——“大美肥东”APP 的建设与运营 

 

安徽省肥东县融媒体中心  李家伦 

 

摘  要：本文介绍了合作研发、运营的“大美肥东”APP 融媒体移动社区平台的建设背景、平台简介、主

要技术创新点、系统技术参数，并与当前国内同类平台主要参数、效益、市场竞争力进行比较，

从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分开、主要业务、线上便民服务，以及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云课堂”、“惠

民消费季”、“美食直播秀”线上线下活动等方面阐述了平台运营情况。 

关键词：迭代升级；交互提醒；生态积分；电商平台；弹性带宽；虚拟交换；线上服务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要求，

肥东县广播电视台主动作为、勇于创新，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控股公司肥东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合作运营融媒体移动社区平台--“大美肥东”APP（以下简称“大美肥东”APP）。 

 

1  平台建设情况 

1.1  项目背景 

肥东县广播电视台利用新媒体的技术和资源，结合县级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和客观

局限，完成了针对县域广电系统的标准化新媒体软件的研发—— “大美肥东”融媒体移动社区平台软件，

打造一个可扩展、可管控、可持续发展的新媒体移动客户端，是权威的党政声音与政策法规传递、多样化

的资讯发布、全面的政务民生服务、实用的信息查询平台，形成新型主流媒体阵地核心。同时，通过灵活

的模块可增量化布局，可快速搭建垂直栏目，一方面按照“媒体+”的理念，从单纯的新闻宣传向公共服

务领域拓展，从单向传播向多元互动传播延伸，将媒体与政务、服务等业务相结合，提供多样化综合服务，

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提供“媒体+政务”、“媒体+服务”等业务。另一方面从“资讯流量平台”向“区

域互联网”转型升级，立体化发展，从流量入口转向智慧城市，创新盈利模式，可快速造血，良性发展。 

1.2  平台简介 

“大美肥东”APP 由肥东县融媒体中心（肥东县广播电视台）主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顺应市场用

户需求，以广播电视为特色，媒体融合为导向，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聚焦社会民

生、引导舆论热点、传承历史文化，是一款融新闻资讯、生活服务、分类信息、互动娱乐等为一体的移动

客户端。2018 年 2 月，“大美肥东”APP 正式上线，在苹果，应用宝，华为，小米等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大美肥东”APP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满足市场用户需求，不断新增各类政务、民生服务功

能，充分贯彻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宗旨。上线以来，大美肥东 APP 累计更新迭代 20 余次，上线了 Feed 

信息流、电商平台、同城分类信息、小程序、直播、房产、拼车、商圈、原创、交友、在线学习等系列功

能插件，部分软件已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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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前，大美肥东正致力于组建更加强大的技术团队及运营团队，将媒体驱动型企业发展成为技术驱动

型企业，积极打造全国县域广电行业新媒体生态圈。 

 

2 “大美肥东”APP主要技术创新 

2.1  技术先进性 

（1）以 Discuz!的 PHP 内核为框架，构建 UCenter 会员体系，基于阿里云 ECS 云服务器，根据 APP

业务需求和策略，经济地自动调整弹性计算资源。使用阿里云 RDS 云数据库 SSD 云盘，搭载 MySQL 5.7

数据库类型，每日 48 次快照实例备份，保障系统安全稳定。 

（2）使用国内领先的企业级云服务商七牛云，利用云计算功能，围绕富媒体场景融合 CDN 加速，将

对象存储保留至云端，以减轻服务器负担，增强用户体验。 

（3）购买 SSL 证书，有效拦截流量劫持；购买 Web 应用防火墙和安骑士服务器安全策略，有效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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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攻击，保障服务器稳定；安装宝塔 Linux 面板，方便服务器端操作。 

（4）搭建“大美肥东开放平台”，自主研发相关 H5 功能插件。 

（5）上线 PC 端、APP、小程序、微信端等多渠道展现方式，充分利用腾讯开放平台、微博开放平台、

支付宝开放平台打通用户数据和支付渠道。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线了 iOS、安卓应用，上架了“App Store、

应用宝、华为、小米、OPPO、vivo、沃商城、魅族”等国内外主流应用平台。 

2.2  系统主要技术创新点 

大量使用新媒体应用手段，按“搭积木”的方式，应对市场需求，融合不同的系统框架，可快速迭代

相关平台。 

具体创新可按以下几点简述： 

（1）资讯动态信息流 

以 PGC 的方式实时更新肥东县广播电视台中央厨房内的政务资讯、原创自媒体、自制栏目、每日新

闻；另以 UGC 的方式，利用 CMS 构建爆料平台，完善 APP 中的内容库。 

购买阿里云直播服务器，将肥东新闻综合频道、肥东经济生活频道、FM101.3，实现 m3u8 格式的实

时直播。 

首页开启 Feed 动态信息流，不分时段刷新内容，根据后台数据设置，高质量的内容自动触发至首页，

分析浏览轨迹推送更感兴趣内容。 

利用友盟进行 PUSH，可将有效信息最及时，最迅速推送给用户。 

（2）衍生垂直行业平台 

基于 UCenter 会员体系，APP 内可根据市场需求快速构建垂直行业平台，覆盖各行各业。目前已完成

以下平台测试上线： 

直播平台：企业级 SAAS 服务器，一键创建直播内容，将微信与 APP 内会员数据打通参与互动。通过

灵眸、编码器等直接推流，及时收看回放。 

房产频道：高效运转的本地房地产行业的大数据平台，精细化运营，流程化、标准化、协作化、可跟

踪。集合了 URM 系统、表单系统、广告系统、用户体系等。 

交友平台：APP 原生交友系统，肥东本地的陌生人朋友圈，通过高质量话题链接吸引共同兴趣用户，

APP 达人体系打造专属网红。利用 LBS 技术知晓附近动态，轻松同城交友。 

社交电商平台：目前已上线美食、亲子垂直平台，打通 APP 用户数据，可以直接在 APP、小程序、

微信中完成 O2O 闭环交易。目前还有新零售、汽车等同城电商平台正在内测中，后期将陆续上线。 

同城频道：利用 CMS 搭建肥东本地分类信息平台，用户可免费发布“房屋租售、同城拼车、寻人寻

物、求职招聘、车辆买卖、二手物品、生意转让、停电信息”等同城生活需求。 

肥东圈子：APP 原生频道，用户可实时发布动态，关注好友动态。 

（3）交互提醒系统 

站内好友即时通信，语音、视频多重展现。回帖点赞通知送达，加速社区交互。系统通知高效群发，

网站活动再不错过。钱包交易记录提醒，交易明细实时查询。 

（4）生态积分体系 

符合运营目的（UGC+日活）的积分玩法，将等级、任务、标签促进日活；商城金币提升内容质量，

APP 内打造专属网红，人人都是宣传卖点。打赏、商城、转盘、夺宝等多种消耗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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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合“互联网+政务” 

APP 将“肥东县政务服务中心”功能嵌入，一站式完成政务在线审批。将各部门邀请加入政务矩阵，

有微信公众号的抓取内容，无的可以自行创建官方认证账号，将全县政务信息一站式收录发布，以信息流

的形式方便用户浏览。抓取“国家电网”的肥东停电资讯，在 APP 内实时更新推送给用户。 

2018 年 10 月“大美肥东”APP 获安徽省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奖三等奖。 

2.3  系统技术参数 

（1）弹性带宽和虚拟交换机 

与阿里云合作搭建云端服务器及云端数据库，使用弹性带宽和虚拟交换机，实时双机热备。云服务器

与传统 IDC 比较见图 2。 

 

 

 

 

 

 

 

 

 

 

 

 

 

 

 

 

 

 

 

 

图 2  云服务器与传统 IDC 比较 

（2）终端适配 

系统应综合考虑软件性能、开发成本、软件发展趋势等方面，提供客户端架构方案，提供客户端数据

访问优化方案；支持现今主流的不同分辨率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如 IOS、Andriod；支持 iOS8 及更高版本，

支持 640×960 以上及新版本 IOS 的分辨率；支持 Android 操作系统 5.0 以上版本，支持 720×1280 以上的

屏幕分辨率。终端安装：安装包尽可能压缩大小，以方便用户快速下载；能提供精简安装方案；支持客户

端一键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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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缓存机制 

具有统一有效的缓存机制设计，增加整体感官感受；针对不同应用模块的多种缓存应用策略设计；支

持高速缓存技术；方便且易于操作的缓存清除功能。 

（4）数据传输 

客户端作为最前端及最容易操作的应用软件，应配合功能丰富的信息采集功能，通过有效的通信方式

将数据传输至后台系统；有完善的传输机制设计，确保高效的传输速度；与后台发布系统相适合的安全机

制。 

（5）视频特性 

视频播放，应采用 HTTP/HTTPS 协议，H.264 编码格式，可将视频直播信号、点播内容直接向手机发

布、在线观看，视频直播采用 H.264 编码格式，TS 封装，标准的 HTTP 协议传输，支持多码流输出，支持

多终端（如：IOS、Android），通过流媒体服务器分发，可将直播信号直接接入手机端流畅观看，结合视

频碎片化技术，可随意拖拽，即点即播，并且后台可以管理多个频道视频流输出。 

2.4  系统架构 

PaaS 层拓扑图见图 3，业务流程说明见图 4。 

 

 

 

 

 

 

 

 

 

 

 

 

 

 

 

 

 

 

 

 

 

 

图 3  PaaS 层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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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业务流程说明 

（支持主 APP 和子 APP 连接，支持微信中间件 H5 和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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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当前国内同类平台主要参数、效益、市场竞争力的比较 

（1）前国内主流为各级广播电视台提供 APP 服务的企业，多数是以标准化产品进行销售，功能单一，

只是搭建一个简单的“手机台”，直播无法及时回放，没有优质资讯和服务留存用户。标准化产品无法个

性化定制开发，没有扩展模块的技术支撑，没有新媒体运营的团队支撑。 

（2）而一方面“大美肥东”APP 支持后台动态配置无需重新打包升级。可以根据 APP 不同阶段和宣

传的重点随时调整配置不同的页面，快速搭建专题、栏目或者功能丰富的独立页面（如在线学习平台），

同时还可挂接 H5 页面，且 APP 无需进行更新，实现实时修改用户端实时更新。另一方面“大美肥东”APP

移动客户端平台需基于通用标准、协议，系统采用模块化体系统架构开发，各模块间彼此有接口又相互独

立，各个功能模块可拆分、可选、可定制，支持将来各模块功能的单独扩展和定制。系统提供开放性的标

准化插件接口，可根据宣传需求与市场需求，扩充系统的功能应用。 

（3）从经济效应分析，标准化产品无法实现流量变现、活动变现，无法自身造血，无法为后续发力

提供资金保障。而“大美肥东”APP 坚决贯彻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宗旨。将新媒体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

服务于县内政务、商务以及用户以获取收益。我们在创新主流信息宣传形式的同时积极开发或接入符合用

户习惯，迎合市场需求的服务功能，一方面深入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用

群众愿意接受宣传形式，将正面宣传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结合用户流量搭建社交电商平台，联动商家与用

户，以直播带货的形式，让商家获得宣传、用户得到实惠、平台取得收益，实现多赢，同时积极对接县内

活动，以专业的直播能力、多样化的新媒体技术及全媒体宣传影响力为活动提供线上服务功能获取收益。

使“大美肥东”APP 能够自我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平台运营情况 

4.1  着力机制创新，探索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分开方式 

目前肥东县融媒体中心党委统一领导县融媒体中心、县新闻中心、合肥东城文传公司，统一调度各媒

体，“报、台、网、端、微”联动。“大美肥东”APP 实行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在内容建设方面得力

于县融媒体中心强大的采编力量的支持，在平台运营方面，借助于合肥东城文传公司的丰富的文旅产业资

源。 

4.2  主要业务及创收 

“大美肥东”APP 累积用户超 270000 人；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累积发布一万余条

有效信息；累积直播活动 30 余场，播放量超 200 万。 

2019 年，团队以“大美肥东”APP 为核心，注重 APP 内容产出与日活的同时，积极围绕 APP 衍生线

上线下垂直业务板块，健全优化业务体系。下设视频宣传片、动漫宣传片、快闪、专题片、微视频拍摄、

平面美呈、3D 渲染、大中型活动策划执行、权威平台直播、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代运营推广等业务版块，

累计创收 200 余万元，2020 年预计创收 500 万元。 

4.3  开设政务服务版块，开展线上便民服务 

与肥东县数据资源局合作开设政务版块，接入政务服务功能，方便群众线上查询及办理。搭建停电通

知模块，提供停电通知及查询功能。开展了肥东话四级考试、神秘嘉宾给全县人民大拜年啦、“禹洲杯”

东城首届潮童大赛、“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精神知识竞赛、约“绘”

斌锋，绿色小达人等一系列活动策划与执行。不断提供“大美肥东”APP 影响力，大量的活动直播流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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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 APP 用户的转化。 

承接了组织部、妇联、总工会、政务服务中心、红十字会等县直单位和乡镇多个微信公众号代运营，

同时在 APP 上开通政务号并认证，优质内容多渠道进行传播，为“大美肥东”APP 的政务内容提供支撑。

平台上包括全县各乡镇（开发园区）、县直各单位在新闻信息平台上所开通的政务账号，发布信息并确保

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与各单位、乡镇的深入合作为“大美肥东”APP 宣传下载带来了高质量的核心

用户群。同时结合微信公众号的二次开发能力，我们为各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创建微网站，开展投票、知识

问答等活动，其中结合投票活动设定公众号与 APP 可累加进行投票，为 APP 下载带来大量用户。 

4.4  开设“停课不停学”肥东云课堂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安徽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全力做好我县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全体师

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大美肥东”APP 技术团队联

合肥东县教体局，搭建线上学习平台，自 3 月 2 日起，肥东县各中小学校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播放途

径，开展线上教学及课程回放。 

同时为提升学习体验，大美肥东开设学习版块，提供学习打卡以及教师认证、家长认证、学生认证机

制，建立了可靠安全的学习答疑互动平台。学生网课期间，“大美肥东”APP 新增 10 万多下载用户。 

4.5  开展“共抗疫情、幸福肥东消费季 、美食直播秀”活动 

在全面疫情好转之后为了刺激百姓消费，我们联合肥东县商务局创办“东城严选”公众号与 APP 结合

搭建社交电商平台，实现微信小程序与 APP 双端同步。发起了“幸福肥东 共抗疫情 惠民消费季”活动，

累计参与商家上千家，累计发放优惠券一千万。为了保证发放效果，我们设定为 APP 与微信小程序都可以

领取消费券，但大量的用户流量与线上线下全媒体宣传也为“大美肥东”APP 带来 2 万余用户下载。 

我们为社交电商平台增加直播功能与直播商品橱窗，联合肥东县餐饮商家发起了“惠民消费季 美食

直播秀”活动，通过直播带货（主播线上直播，用户线上观看购买线下核销）的方式，为商家引流，为消

费者提供购买优惠与直观的体验，带动百姓消费，刺激肥东经济。活动期间，累计参与直播商家 7 家，累

计观看量 20.5 万人次。新颖的形式，实在的优惠，受到来自社会各界人士和媒体的关注，安徽之声等媒体

也相继报道，受到社会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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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集群演播室的视频系统设计与创新应用 
 

广东广播电视台  何伟成  温德宁 

 

摘  要：本文以广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室升级改造为例，阐述了集群演播室系统的整体设计思路、IP 架构集

群演播室视频系统的组成，结合 4K 远程制作等创新应用场景，详细介绍了该集群系统先进、安

全、灵活、高效的功能与特点，并就 5G 在远程制作领域应用进行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集群演播室；IP 架构；4K/HDR；远程制作；5G 

 

 

1  前言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新数字家庭行动推动 4K 电视网络应用与产业发展的实施方

案》，深化广播电视电影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我台 4K 频道开播及节目制作需要，我们对原 600

㎡ IP 架构、具有一定 4K 制作能力的演播室进行集群化升级，现已建成一套 18 信道的高清/超高清演播室

集群系统，该系统能覆盖演播中心 4 个大演播室、台内其他演播室及市内一定区域，满足了各类节目的直

播和录制需求。 

 

2  系统设计思路 

集群升级前，该系统主要使用了 GV 公司的设备，有 3 台支持 4K/HD 的 LDX 86 摄像机，5 台高清 LDX 

80 摄像机，一台 IP/4K/HD 切换台，一台高清基带切换台，一台 GV-NODE，一台 K2 收录服务器、周边及

配套设备。 

集群升级时，我们的设计原则遵循：技术先进性、运行可靠性、系统灵活性、功能实用性等原则。基

于以上原则和当时广电技术发展的状况，充分利用原系统的设备，结合我台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下设计

思路： 

（1）主链路全 IP 架构。IP 技术架构更适合未来发展，利于扩容与升级，性价比高。主链路为端到端

的 IP 解决方案，从摄像机到交换机、切换台、画面分割器、收录等全面 IP 化。在集群升级改造时，原系

统改造的所有设备均可平移到新的集群系统中使用。 

（2）4K/HDR。4K 图像不仅仅是分辨率的提高，还包括高动态范围、更宽色域、高帧率以及高质量

的环绕声。本系统设计支持 4K/HDR 制播，BT.2020 色域，5.1 环绕立体声。 

（3）集群设计。系统采用集群设计理念，最大限度地发挥 IP 技术的优势，设备和信号集中管理、统

一调配，共享视音频系统、通话系统、同步系统、监视系统、控制系统等，支持在演播中心任何一个演播

室进行 4K 或高清节目制作，并且可同时实现多个演播室完成不同节目制作，或共同完成同一节目的制作。 

（4）远程制作。集群系统具有远程制作功能，携带摄像机、数据交换机和简单远程便携机箱等，通

过专线光纤或 5G 公网，现场所有设备以 IP 的方式与台演播室集群系统互联互通。 

（5）可以 BB 或 PTP 锁相，支持符合 AES67 标准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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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制作模式能在 4K 和高清之间快速切换。 

（7）支持 4K/HDR 与 HD/SDR 同播和同录，确保 PGM 信号与单挂摄像机（4K 与 HD）图像信号的

一致性。 

（8）异构备份，安全可靠。SDI 基带发展较早，现阶段产品相对成熟稳定，而目前 IP 技术处于高速

发展阶段，可选择成熟定型产品不多。直播系统必须在考虑先进性的同时，更要考虑安全性，因此我们设

计了 IP 架构互为主备，基带架构作为辅助异构备份。在重要的直播时，可采用一主二备的方式。 

（9）实现演播室集群系统内级联。在大型直播中，多个演播室联动，分演播室的 PGM 信号作为信号

源提供给主演播室使用。 

（10）具有前瞻性，支持系统升级。系统建设应考虑支持面向未来的标准和协议，如 SMPTE ST 2110

协议等。 

 

3  集群系统的架构与组成 

集群系统包含一套 18 讯道 HD/UHD 的演播室集群，采用数据中心分布式的实时音视频处理平台技术，

主链路为全冗余的 IP 化基础技术架构，系统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IP（4K/HD）演播室集群视频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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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P 架构 

IP 数据交换中心以主、备交换机（思科 N9236C）为核心，信号传输采用 IGMP 组播方式，系统内任

意节点均可快速地从数据交换中获取信号。集群平台选用 GV 公司的 K-Frame X 和 K-Frame S 系列的 4K/IP

切换台。基于当时技术发展状况，4K 信号采用了视觉无损的 TICO 浅压缩方式，系统基于 SMPTE ST 

2022-6/2022-7 标准建设，所有信号源汇聚到主、备交换机（如图 2 所示），主、备交换机分别与主、备切

换台相连，实现主、备 IP 信号无缝切换，满足电视直播制作的安全性。主、备交换机又分别与 GV-NODE1、

2 相连，进行信号调度、音频加解嵌、多画面分割器的监看信号调度等。 

 

 

 

 

 

 

 

 

 

 

 

图 2  主链路 IP 架构 

3.2  信号源 

系统有 18 个摄像机讯道，其中 13 讯道可支持 4K/HDR 节目制作，摄像机光缆从集群机房铺设到四个

演播室。输入源还有放像服务器、4K/HD 字幕机、4K/HD 延时器、4K/HD 帧同步机、上变换器等等，输

入信号如果是 IP 信号就直接进入交换机，如果是 SDI 信号则需要经过 IPG 转换为 IP 信号，再汇聚到思科

交换机。 

3.3  播出通道 

播出通道设计有 2 条 4K 播出通道，2 条高清播出通道，任意指派给相应的导控室，组成直播与制作

的通道。 

3.4  录放系统 

收录服务器有 GV 的 K2、索尼 PWS-4500、EVS 的 XT4K 和 AJA 硬盘录像机等。最多支持 4k 收录 16

讯道或高清收录 48 个讯道。 

3.5  信号监看系统 

信号监看系统由多画面分割器和监视器组成。集群系统中所有的 IP&SDI 混合信号均进入 GV-NODE，

多画面分割器板卡内置到 GV-NODE，通过 GV Convergent 实现 IP 和 SDI 监看信号的调度。配置 15 块画

面分割器，具备仿真功能，可以在高清监视器上较好地显示 HDR 效果。画分控制 23 个 55 寸的工业级高

清监视器，最多可支持 153 个分屏，分屏信号可以随意更改，根据不同节目需求可配置不同的 MV 配置文

件，方便使用时一键调用。系统配置了 3 个 4K 监视器，PGM 和 PVM 独立显示，支持 HDR 和 BT.2020

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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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技术监看、监听系统 

系统配置泰克超高清波形监视器 WFM8300 和索尼 4K 广播级监视器 BVM-X300 作为技术监看设备。

配置泰克 3G 示波器 WFM5200 和索尼监视器 PVM-A170 作为技术调像设备。音频监听配置 TSL 公司机架

式监听器 PAM1-IP，可监听 IP/HD-SDI /AES 音频信号，可以直接将交换机 IP 信号接入，通过调度监听整

个集群系统内的音频信号质量。 

3.7  同步系统 

系统配置泰克 SPG8000A 作为同步机，该同步机带有 GPS 校时功能，可提供 BB 和 PTP 锁相信号，

使得集群系统支持 AES 67 标准的音频流。 

3.8  通联系统 

集群通话系统（如图 3 所示），采用 64 路 IP 中型音频矩阵 ADAM-M（64×64）作为集群演播室的主

通话，TELEX ZeusIII（32×32）通话矩阵作为集群演播室的备份通话。音频矩阵 ADAM-M 具有 32 路 IP

和 32 路模拟输入输出，IP 接入点包括导播区、音控室、灯光区、技术区，还有用于手持通讯的 VLINK 服

务器，通讯范围覆盖 4 个演播室、化妆室、走廊、接待厅等区域。 

 

图 3  通话系统框图 

3.9  TALLY 系统 

集群系统选用 TALLY MAN 作为 TALLY 控制器（如图 4 所示）。切换台的切换信息通过网线连接到

系统控制交换机，4K 3X1 和高清 3X1 通过 GPI 连接到 TALLY MAN 服务器，当某个 3X1 状态被激活再与

切换台关联，判断当前的 TALLY 指示跟随哪张切换台，TALLY 服务器将交叉点信息打包为 TSL 协议包发

送给系统控制交换机，系统控制交换机再将 TALLY 和 UMD 信息送到 GV-NODE 中的画分，将 TALLY 信

息送到 MCP450 摄像机集中控制器，然后再送到 CAM 交换机，最终显示到各个摄像机。 

3.10  远程制作系统 

远程制作系统中摄像机 XCU 基站部署在台内，而摄像机机头位于现场。我们采用了具有 Direct IP 功

能的 GV 摄像机，极大地简化了基站 XCU 与摄像机的互连互通，这也使得调光师能很轻易的控制摄像机

（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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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ALLY 系统 

 

图 5  远程制作系统框图 

远程系统设计最多支持 8 台 4K 摄像机，通过专用光纤或运营商网络使远程系统与本地集群系统连接。

可实现摄像机信号、视频信号、音频信号、系统控制信号、TALLY 信号、PTP 同步信号、通联信号、LTC

信号的传送。导演可以台内切换，也可以现场切换，目前在市内一定的区域内，通过 2 对 40G 专线光纤，

现场所有设备以 IP 的方式与台演播室集群系统互联互通，实现远程制作，大大扩展了演播室集群系统的使

用率。 

3.11  异构系统 

所有的信号源都与高清基带切换台直接相连（如图 1 所示），GV-NODE 的应急输出经键控器后作为备

路，组成一般的高清节目直播和制作系统。当进行重要的 4K 直播时，基带系统的信号通过上变换，作为

4K 播出通道的第三路；当进行重要高清直播时，把 IP 切换台设为高清模式。这两种情况，均可以组成异

构系统，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4  集群系统的技术创新点 

集群系统（如图 6 所示）功能完善，调配灵活，具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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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集群设备机房 

4.1  远程制作功能 

使用远程制作功能，我们已在台内不同楼宇的演播室间进行了 2018-2019 年 CBA 直播制作，在 2019

年初完成了 4K/HDR 八讯道远程直播省港杯第一回合足球比赛。在集群系统内同时制作 4K/HDR 的公共信

号和包装信号（如图 7 所示），音频以 5.1 声道播出。 

 

图 7  省港杯直播的系统框图 

采用远程制作方式，除摄像和个别的现场技术保障人员外，直播相关的导播、慢动作导演、字幕包装、

技术调像、混音等制作和技术团队均工作在台内。发挥新技术架构的优势，减少前方人员的数量，不但节

省吃、住、行的成本，又可以有效地降低设备运输、设备占用等成本，对于区域较小或无法停放转播车的

地方，远程系统优势更加明显，同时，还能充分调动台内资源完成大规模的节目制作，高效、低耗、环保，

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制作手段。 

随着我国正式启动 5G 商用，广播电视制播手段将迎来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由于 5G 具有高带宽、低

延迟的特性，为 4K 超高清视音频信号传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制作

现场，只需按制作要求布置好摄像机，多机位视频信号可以通过 5G 网络与台内机房设备相互连接，实现

方便、快捷的远程制作（如图 8 所示）。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不断迭代，基于移动网络的远程制作将得到广

泛应用，或许电视车、EFP 等重装备的需求会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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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5G 在 4K 超高清远程制作中的应用 

4.2  集群系统支持 SMPTE ST 2110-10/20/30/40 协议 

为了方便未来系统升级，节省系统升级成本，集群系统支持 SMPTE ST 2022-6、ST 2022-7 及 ST 

2110-10/20/30/40 协议，可以平滑地升级到无压缩的 4K/IP 系统，使得系统升级扩容更加简捷，全系统架构

支持冗余备份，实现节目的安全生产。 

当采用 SMPTE ST 2110 标准制作无压缩的 4K 超高清节目时，音频信号采用 AES 67 协议，采用 PTP

同步，在 TEK 的 PRISM 上可看到相关的信号流（如图 9 所示）。 

 

图 9  系统支持 SMPTE 2110-10/20/30/40 协议 

4.3  解决 4K/HD 同录时后期高清制作的一致性问题 

当 4K/HD 同时录制时，实现分别后期制作或只进行高清后期制作的一致性效果。由于经下变换器进

行转换处理，通常在 PGM（4K/HDR）下变换的高清信号与单挂摄像机的高清信号很难完全一致。利用 4K

切换台的 Bus Links 功能，把 4K 信号源和高清信号源逐个绑定，通过 2 个 ME 之间的信号源联动切换（包

括 KEY 功能），解决高清 PGM 信号与单挂摄像机图像信号一致性的问题。 

4.4  监视器仿真 HDR/WCG 显示 

目前具有高动态 HDR 和宽色域 WCG 功能的监视器可选择品种不多，价格昂贵。集群系统选用的多

画面分割器具有仿真功能，普通高清监视器（SDR/ BT.709）也可以看到 HDR、BT.2020 色域的仿真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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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灵活多样的制作模式 

在 4K 超高清模式下，集群系统可提供 13 个讯道 4K/HDR 的直播或录制功能。在高清模式下，集群系

统可提供高达 18 个讯道高清摄像机的直播或录制功能。集群系统功能强大，可实现多种的制作模式。三

个切换台主机，五个切换台面板（其中一个为远程便携面板，一个为手提电脑），一套远程便携箱，每个

切换台又可以拆分 ME，GV-NODE 也可以静切换。可实现一个 4K 直播和一个高清直播，或者多个演播室

同时制作。 

4.6  4K 模式与高清模式之间快速切换 

由于 4K 摄像机的灵敏度相对较低，对灯光要求较高，而且 4K 制作对化妆、舞美、摄像、系统资源

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为降低制作成本，如果只是高清制作，一般建议把系统改为高清模式制作。所以根据

节目需求，要求系统模式能够在 4K 和高清之间快速切换。 

集群系统设备包括摄像机、切换台、画面分割器、收录服务器等，均可以通过简单设置，实现在 HD

与 4K 模式之间进行快速切换。集群机房设置跳线接口，将播出通道、字幕机、收录服务器等指派给相应

的导控室使用，进行节目直播或制作。 

 

图 10  SDN 网络控制 

4.7  采用 SDN 网络控制管理设备、信号路由和状态监控 

在集群系统中，所有的设备与控制交换机相连，所有设备与板卡均可以通过 GV Convergent 服务器、

iControl 服务器或网页访问（如图 10 所示）。采用 SDN 配置系统拓扑图、源/目的设备添加、面板配置等，

实现整个系统平台的设备管理和信号调度、分配、控制，实时查看数据流的走向，查看设备状态或更改参

数，并进行用户权限管理。 

4.8  多种音频嵌入方式 

集群系统支持三种音频嵌入方式，分别是播出通道嵌入、在 GV-NODE 中以 MADI 方式嵌入、在 IPG

中以 AES 67 方式嵌入。 

4.9  多种收录设备灵活分配 

各种收录设备主机安装在集群机房，每个导控室配置一台控制工作站，通过网页界面或者远程桌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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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远程操控，目前系统最多可以支持 48 路高清收录或者 16 路 4K 收录。 

4.10  集群系统支持 PTP 和 BB 锁相 

集群系统采用 Tek 的 SPG 8000A 作为同步信号发生器，分别可产生 PTP、BB 同步信号，而且带有 GPS

校时系统，同步时间可精确至纳秒级别。 

主备同步机产生的 PTP 同步信号分别送到主备核心交换机，主备交换机之间相连，互为备份，然后通

过 BMCA 最佳时钟算法确定当前的同步信号，然后再送给各个设备，整个系统的同步信号稳定，在设备

使用时可灵活选择 PTP 同步或者 BB 同步。 

 

5  运行情况 

集群系统按照国家 4K 超高清电视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建设，录制的 4K 节目图像清晰，色彩丰富，

画面通透，环绕声效果震撼，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已高质量地完成节目录制近 3000 小时，其

中 4K 录播的节目有《美丽人声》《广东综艺频道 4K 超高清开播仪式》《2018-2019 赛季 CBA 直播》《羽毛

球年终总决赛直播》《国乐大典》《南方盛典》《省港杯 4K 直播》等节目，为我台 4K 频道顺利开播打下了

坚实的技术基础。 

 

6  结束语 

集群演播室采用 IP 新技术架构，共享设备资源，节目制作更加高效而且灵活，5G 网络更拓展远程制

作的应用。目前采用 TICO 压缩方式和 SMPTE 2022-6 协议，未来通过交换机扩容，升级光模块和 IPG，

集群演播室也可以升级为无压缩的符合 SMPTE 2110 标准的系统。 

4K/HDR 演播室集群系统的建成，为 4K 综艺频道正式开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对打造广东省 4K

影视内容制作中心，提升 4K 节目源供给能力，促进我省成为 4K 超高清电视应用与产业发展为重点的全

国广播影视产业试验田和示范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https://www.grassvalley.com 

[2] https://www.tek.com.cn 

[3] https://www.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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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的 4K直播播出实践 
 

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邓东林  陈  宸 

 

 

1  研究背景 

随着广播电视行业高清化逐步完成，技术系统逐步完善，4K 超高清技术已经逐步完善。高清化完成

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已经明确了下一步 4K 超高清要

推动和发展。并 4K 发展和研究规划了时间进度。 

目前，中央电视台已经开设了 4K 测试频道，将部分演播室改造成为 4K 超高清演播室。同时在 2019

年春晚启用了 5G+4K+AR 的新技术，联合中国移动、华为公司在深圳分会场进行了电视传输测试。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积极拥抱超高清技术，购置了 4K 超高清摄像机和相关编辑设备。在纪录片拍摄和

专题片拍摄中，初步使用了 4K 超高清的拍摄技术，但在直播方面还未有尝试。 

本文尝试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平台基础上，研究 4K 直播播出研究及测试。依托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手机、电视和电脑端的平台，探讨 5G+4K 的超高清直播实现。 

 

2  4K行业标准及执行标准 

一般来说 4K 超高清最早提出是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颁布的相关标准。其中，BT

（Broadcasting service（television）的 BT.2020 标准中定义了超高清（Ultra HD）的分辨率、刷新率、量化

精度、色彩范围等参数。在 BT.2020 标准中，定义了适用于广播电视行业的 4K 分辨率为 3840×2160，还

将 8K 纳入超高清的范畴，其分辨率为 7680×4320。 

目前，4K 或超高清的概念虽然大家耳熟能详，BT.2020 的技术规范甚至在 2012 年就已经提出，但是

其中的技术细节和概念还是十分混淆。经过多年发展，超高清联盟（UHD Alliance）这个组织联合多个技

术研发、电影公司和行业巨头等，于 2016 年定义了 Ultra HD Premium 认证。在这个认证中，相对规范了

一系列 4K 超高清的技术标准，如 3840×2160 的分辨率、10bit 的色深、需要支持 HDR 和 BT.2020 色彩标

准等。 

国内现行的 4K 超高清标准是由总局科技司 2018 年设立的“4K 超高清电视技术应用实施指南”项目

中制定的。2018 年，总局正式颁布了此项实施指南，指南主要用于电视台 4K 超高清节目制作播出系统、

有线电视、IPTV 和互联网电视中的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和点播业务。 

其中关键的技术参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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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支持 HDR 的视频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在视频上，实施指南要求使用 AVS2 编码标准，1 路视频压缩码率不低于 36Mbps。但目前，大多数场

景还是采用由 H.264、H.265 等标准进行编码使用。 

在音频要求中，要求至少支持立体声或 5.1 环绕声，有条件应支持三维声。其中，立体声和 5.1 环绕

声的标准与高标清音频制作格式一致。三维声应采取 GY/T 316-2018 中规定的 5.1.4 声道的扬声器布局，

包含 10 个声道信号等要求。码率上，要求立体声和 5.1 环绕声压缩码率不低于 256Kbps，三维声压缩码率

不低于 384Kbps。 

在系统接口上，要求按照 4×3Gbps、12Gbps 的 SDI 或支持 ST.2022、SMPTE ST.2110 所规定的 IP 接口。 

 

3  新媒体 IP流播出的基础 

由于 4K 超高清在设计初始，就考虑了由 IP 传输的方案。广播电视也逐步向 IP 化进行过渡。基于新

媒体的 IP 播出方案是目前常用的活动、内容直播方案。 

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包含视听海南、海南 IPTV 以及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网站三个直播系统。可以通

过统一的编码格式，通过分发网络向三大平台进行传输和分发。 

目前，中国 IPTV 已经向全国 IPTV 下发 4K 频道，表 3 是 IPTV 常用的 4K 编码技术参数。目前，使

用最多的是 H.265（25P）/立体声和 H.265（50P）/立体声，主要取决于终端承载的编解码能力。 

按照所列标准，H.265（25P）/立体声中的要求在手机 APP、网站系统也可以使用。目前，主流的互联

网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已经能支持类似码率的 4K 节目。只要满足使用 HLS 协议、MPEG-TS 封装、H.264/265

格式、20Mbps 码率和 4K 分辨率等要求，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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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IPTV 4K 视音频编码技术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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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鳌时间·第一缕阳光”4K播出方案 

在博鳌亚洲论坛时期，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开启“博鳌时间·第一缕阳光特别直播节目”。这次主题

直播节目以“博鳌时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为切入点，进行 IPTV 电视与网络直播同步，同时融合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融媒体力量，形成 8K VR + 4K 视频 + 5G 准直播录制体系，体现移动优先，大小屏同步（在

视听海南 APP 直播，同时也嵌入 IPTV 电视 VR 专区直播信号到视听海南手机端）等特点。 

第一缕阳光的美好寓意，预示着博鳌时间的到来，以冉冉升起的太阳寓意海南蓬勃发展、建设美好新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映射海南更加美好的明天。将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周边

外交、促进友城友好关系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向世界展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 

为确保本次直播活动顺畅，达到预期的直播节目效果，直播节目计划使用 5G 设备、8K VR 设备、F55、

4K 编码器、IP 切换延时设备和 Arcsoft 7 系列编码器共同完成直播活动。如图 1 所示。 

 

图 1 

为体现融合媒体概念，采用互联网形式的直播。区别于传统播出，融合媒体直播内容包含以下几个部

分： 

（1）传统的高清演播室直播节目。 

（2）现场 8K VR 的实时视频直播，通过现场 VR 头盔和网络专区体验。 

（3）手机、网站和 IPTV 的 4K 超高清现场直播。 

观众可以通过在手机、网站和 IPTV 同步收看节目内容。其中，在现场 VR 头盔、手机、网站上通过

客户端或着网页专区体验 8K VR 观看博鳌亚洲论坛实时现场情况。在手机、网站和 IPTV 上通过 4K 直播

专区，体验超高清视觉震撼。直播节目内容在手机、网站和 IPTV 通过高清频道播出。 

 

5  方案测试及运行 

前期设备及内容测试，经过了人次的调整测试。最终实现了多平台直播功能。结合直播内容推广，在

2019 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实现了超过百万人次关注“博鳌时间”活动。图 2～图 9 是直播期间的测试及正

式直播内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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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ONY F55 4K 超高清摄像机 

 

 

 

 

 

 

 

 

 

 

 

 

 

 

 

 

 

 

图 3  手机直播测试页面 

 

 

 

 

 

 

 

 

图 4  IPTV 直播页面及信号                               图 5  电脑端直播页面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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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手机直播页面及信号 

 

 

 

 

 

 

 

 

图 7  现场导播切换                                 图 8  设备安装调试 

 

 

 

 

 

 

 

 

图 9  总台转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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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2019 年 3 月 23 日，直播活动顺利进行，直播时间超过十万人在线观看，流量超过 100G，达到了预期

的直播效果。 

本次直播首次实现了 8K VR+5G+4K 超高清直播同步在手机、电脑和电视上进行播出。并且验证了在

现有基础上，通过手机、电脑以及电视端开设 4K 超高清频道和直播内容已经相对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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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服务的演播室连线系统设计与实现 
 

海南三沙卫视  伍荣福  林筱凤 

 

 

1  背景 

三沙卫视是国内比较年轻的卫视，2013 年 9 月 3 日开播以来，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经过 6 年时间的

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现在主要以海口为主阵地，成立了三沙永兴岛、北京、上海和广州节目制作基地，

每个制作基地都建立了有特色的演播室，旨在实现五地实时联播的报道模式，实时向三沙市居民、驻岛官

兵、海南岛、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传输。五地实时联播的报道模式面临着五地演播室的连线

画面实时传输问题。本文介绍一种基于云服务的演播室连线系统设计方案，极大的提高了软硬件的利用率，

降低系统搭建成本，实现了高效、高质的演播室连线模式。 

 

2  功能分析 

目前，三沙卫视的五地演播室已经处于可录制节目阶段，但是不能实时连线，需要在现有演播室的基

础上，完成五地实时连线系统的建设。以海口演播室为中心，北京、上海、永兴岛、广州演播室与海口演

播室实时传输信号，在海口演播室可以实时互动其他演播室，系统的功能框图如图 1 所示。 

北京演播室 上海演播室

永兴岛

演播室

海口演播室

广州演播室

 

图 1  系统功能框图 

 

3  技术方案设计 

演播室分别位于海口、永兴岛、北京、上海和广州，可以采用数字专线、互联网专线等网络传输方式

解决五地演播室的音视频信号实时传输问题。 

3.1  数据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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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纤、数据微波、卫星等数据电路开放的数据传输业务。采用数据传输信道传输数据信号的通信

网，可提供点对点、点对多点透明传输的数据专线出租电路，为用户传输数据、图像、声音等信息。 

3.2  互联网专线 

互联网专线接入业务是指为客户提供各种速率的专用链路，直接接入 IP 骨干网络，实现方便快捷的高

速互联网上网服务。互联网专线接入业务按照客户需求可提供更高速率的专线接入。 

数据专线属于专用通道，信号稳定性高、延时小、误码率低、安全性高、成本高；互联网专线信号稳

定性较高、延时较小、误码率较低、安全性较高，但是成本比数据专线低很多。经过编解码器输出信号对

比，相差不大，综合比较选择互联网专线进行布局。 

针对互联网专线传输方式，可以选择音视频信号处理方式有端到端的编解码、客户端与服务器的编解

码、基于云服务的编解码等，表 1 对三种方式进行比较。 

表 1  编解码方式对比 

 

其中端到端的编解码方式是每一路信号都需要配备一对编解码器，海口演播室需要配有 4 台编码器和

4 台解码器，其他演播室需要配有 1 台编码器和 1 台解码器，建设成本高、需专人维护、机柜占用空间大、

带宽要求高、性价比一般；客户端与服务器的编解码方式需要每个演播室安装 2 台编解码器，服务器安装

在海口演播室，所有信号汇集至服务器，合成后再进行下发，建设费用较高、需要专人维护、机柜占用空

间较小、服务器端带宽要求高、性价比较高；基于云服务的编解码方式，只需在每个演播室安装 2 台编解

码器，建设费用低、需后续授权费、无需专人维护、机柜占用空间小、带宽要求小、扩展性强、性价比高。

因此，本文选择基于云服务的编解码方式，经过比较选择基于华为视讯云为平台、利用 TE40 视频终端作

为编解码器建设系统，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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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结构框图 

 

4  系统功能实现 

4.1  设备接入方法 

五个演播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相近，下面以海口演播室为例，讲解硬件设备的接入设计方法。海

口演播室的两台华为视频终端 TE40 都安装在机房，标号为 H1 和 H2，主要负责音视频信号的编解码及传

输。由于广播电视高清信号采用的是 1080 50i 的分辨率，但是华为视频终端处理的视频信号分辨率为 1080 

30p，在本方案中采用 Blackmagic Design 公司的 Mini Converter UpDownCross HD 将演播室摄像机采集的

1080 50i 的 SDI 视频信号转换为 1080 30p 的 HDMI 信号输入到 TE40 视频终端。TE40 输出的信号再经过

Mini Converter UpDownCross HD 转换为 1080 50i 进入矩阵，同时提供帧同步信号接入。 

如图 3 所示，演播室摄像机采集信号进入视频矩阵，从视频矩阵输出分别送给 Mini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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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ownCross HD 转换器将信号转换为 1080 30p 的 HDMI 信号提供给 H1 和 H2 的视频输入端。H1 和 H2

的输出视频信号通过 Mini Converter UpDownCross HD 转换为 1080 50i 的 SDI 信号，进入视频矩阵，视频

矩阵将信号送至切换台、电视墙视分器和返送监看电视。 

在本方案中，设计华为视频终端 H1 的音频为主连线音频接口，调音台通过主持人麦采集声音，送给

H1 和 H2 的音频输入口，H2 的音频作为备用通路，正常使用时属于 MUTE 状态。H1 音频输出接口 AUDIO 

OUTPUT 1 L 和 AUDIO OUTPUT 1 R1 为 RCA 接口，输出音频信号给调音台的输入口时需转换为卡侬口，

调音台再将音频信号送给音响及耳返，同样 H2 的音频输出作为备用通路接入调音台。 

H1 和 H2 分别接入机房的外网交换机，每个终端 IP 的网络带宽需要保持在 2～6Mbps，同时在局域网

中接入一台控制电脑，作为云服务端后台管理和视频终端的画面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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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口演播室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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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画面分组设计 

每个演播室都安装了 2 台视频终端，一组视频终端设计为单画面对话连线画面（对话画面组），另一

组设计为多画面（多画面组）。多画面组设计为四分屏的画面，分别显示北京、永兴岛、上海、广州演播

室的画面；当单独连线各个演播室时，需要显示单个演播室主持人的画面，因此设计一组对话画面组用于

切换。 

导播间屏幕2

永兴岛

演播室

对话画面

导播间屏幕1

上海

演播室

广州

演播室

 北京

演播室

 

图 4  连线画面布局 

4.3  软件配置与实现 

（1）使用电脑登陆后台控制界面，建立连线，启动对话画面组连线模式，确定会议时长是：23 小时，

与会人：北京演播室 B1（+99111600xxxx）、海口演播室 H1（+99111600xxxx）、上海演播室 S1

（+99111600xxxx）、永兴岛演播室 Y1（+99111600xxxx）广州演播室 G1（+99111600xxxx）。启动后界面

如图 5 所示，以同样方式建立多画面组连线模式，与会人：北京演播室 B2（+99111600xxxx）、海口演播

室 H2（+99111600xxxx）、上海演播室 S2（+99111600xxxx）、永兴岛演播室 Y2（+99111600xxxx）广州演

播室 G2（+99111600xxxx）。 

 

图 5  对话画面组建立 

（2）使用电脑登陆后台控制界面，确认各地演播室是否接入，点击“进入会控”，然后选择“多画面

设置”，选择手动设置多画面，如图 6 所示。分别将北京、永兴岛、上海、广州四个演播室画面拖到对应

的画分中，保存；然后选择“多画面设置”，选择“广播多画面”，然后如图 7 所示。 



基于云服务的演播室连线系统设计与实现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26 

      

图 6  会控界面                                       图 7  多画面设置界面 

 

5  总结 

经过分析应用需求，搭建基于云服务的连线系统，最后在海口演播室发起连线，每个终端保持带宽在

2Mb 以上，画面保持流畅，声画同步，本地对比网络传输延时小于 1 秒，总体满足功能设计需求，应用效

果如图 8 所示。 

 

图 8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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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软件在云平台中的应用实践 
 

河北广播电视台电视制作中心  张晓华  梁  栋 

 

摘  要：利用河北广播电视台搭建的云平台制作网，安装配置优化达芬奇软件，使其具有网络化制作功能，

以低成本的配置方式达到制作 4K 节目的能力。 

关键词：达芬奇软件；云平台；虚拟机；4K 制作  

 

 

河北广播电视台于 2018 年搭建了云平台制作系统。系统由多台计算资源服务器、媒体资源服务器、

N9000 华为存储、相关的交换设备及安全设备组成，之后又与先前搭建的中央厨房系统实现了互联。该制

作系统的成功搭建实现了在制作机房、办公室，甚至于家里边，都可以通过云平台系统完成节目的制作。

同时利用云平台的融媒体生产发布能力，可以高效地对接互联网，从而实现“共平台生产，多渠道分发。” 

目前云平台的制作能力如下： 20 台实体工作站，近 50 台虚拟工作站，以及周边的演播室播出及收录

系统。在云平台系统上运行的主力非编软件是索贝公司提供的 NOVA10，可以完成大部分普通高标清节目

和部分 4K 节目的剪辑、包装和制作。但是，目前一些数字电影、纪录片和复杂 4K 节目的制作，用 NOVA10

软件完成起来就显得有些困难了。 

最近一两年，我台陆续有一些 4K 或高清纪录片投入拍摄制作。相比于原来的生产模式，在前期拍摄

过程中大量使用 ARRI 公司、REDONE 公司、SONY 公司的多种数字电影摄像机，为进一步追求影像质

量，多采用更先进的编码方式、各种不同伽马曲线、色域空间也不再局限于 BT.709，素材的元数据信息也

不断丰富。后期制作流程中不同分辨率不同帧频不同编码素材的混编、色彩空间的转换、颜色校正、

HDR/SDR 多版本输出也被广泛使用。 

针对这种局面，我们探索使用达芬奇软件，在云平台上进行节目的剪辑，制作和调色。通过一系列的

改进革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弥补了索贝软件在制作中的不足。充分发挥了云平台制作系统的优势。 

达芬奇软件是由澳大利亚的 BMD 公司研发的，从最早的一个只关注于校色的软件发展成为集剪辑、

包装、调色、合成、声音制作、分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制作软件。更重要的是这个软件的免费版实现

了收费版的 90%以上的功能，可以完成绝大部分制作任务，在云平台制作系统上使用达芬奇免费版软件可

以极大降低部署成本。 

在对云平台系统和达芬奇软件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需求，我们对达芬奇软件在云平台

上实现了定制化的部署。 

 

1  云平台架构介绍 

云平台制作系统由于要具备内容采集、节目制作、审片备播、媒资归档等功能，应用了大量 IT 设备，

架构拓扑相对复杂。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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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平台制作系统架构 

节目制作设备主要集中在实体编辑工作站和虚拟机编辑工作站。根据我们目前的设备配置情况，虚拟

机性能要强于实体编辑工作站。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我们在实体工作站和虚拟机编辑工作站上都部署了

达芬奇软件。 

 

2  达芬奇软件在虚机上的安装 

12 台媒体计算服务器上安装 VMware 的虚拟化软件，按超融合架构进行虚拟化。我们的虚机配置比较

高（CPU：intel Xeon E5-2690v4 2.6GHz16 核，内存 32G，显卡 NV GRID M10-8Q 8G GDDR5）。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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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这种平台上部署达芬奇软件，可以很好的展现它的功能。我们从 BMD 官网下载最新版的达芬奇软件

的 Windows 免费版。安装包可以直接在虚机上运行。通过典型安装方式，将达芬奇软件安装在虚机上。这

里需要注意的是，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的数据库部件 PostgreSQL9.5 也必须要安装。 

在虚拟机上安装好达芬奇软件后，我们可以通过基于 Citrix 定制开发的 PORTAL 工具登录虚拟机。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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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达芬奇软件的网络化设置 

达芬奇软件的免费版，安装之后第一次启动需要设置数据库。默认情况下，数据库是设置在本地的。

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项目都保存在本机，不能实现网络化存储。为了实现网络化项目存储和共享，我们尝

试在网络盘建立数据库，在安装第一个达芬奇软件时，我们将数据库存取地点定义在网络盘某个路径下，

之后其他虚机新安装的达芬奇软件，在设置数据库的时候不需要新建数据库，只需连接现有网络路径下的

数据库。这样配置以后，所有达芬奇软件运行建立的项目都统一存储到网络盘中，其他站点打开达芬奇时

就可以看到所有人制作的项目，并可以打开和继续编辑并更新保存，这样就实现了达芬奇项目的网络化共

享。同时，网管人员可以定期备份该网络路径下的数据库的数据，进一步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 

当然，由于使用了免费版的软件，网络数据库中各项目不能实现有权限的存取，即所有人都可以读取

和修改项目，这一点是有待改进的。 

 

4  虚机双屏桌面的实现 

在以前虚机运行索贝软件的时候，由于界面设计的原因对双屏的需求并不是很大。而达芬奇软件在使

用双屏后，用户体验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为此我们为宿主机提供双屏连接，我们在宿主机和虚机上分别进

行了相应显示模式的设置，实现了虚机上达芬奇软件的双屏使用。借助 Citrix 的桌面显示软件，我们在宿

主机的双屏上，可以看到达芬奇视频回放窗口，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显示全高清电视信号，色度和锐度及帧

率都满足基本监看的需求，提升了使用虚机的用户体验。 

 

5  网络化制作系统中虚机与实体机的协同工作 

河北台云平台制作网中，部署了一定数量的虚机，同时根据业务需求也部署了 20 多台实体工作站，

以承担节目的上下载和精编工作。由于我们将达芬奇软件的数据库放在了网络盘，实现了项目的网络化共

享，所以，我们可以在虚机上完成节目的剪辑工作，而调色和特效可以放在实体工作站上完成，实现协同

工作。 

实体工作站为 HP840 工作站，（Intel Xeon E5-2660 v4 2.00GHz 的 CPU，显卡为丽台的 Quadro M2000 



达芬奇软件在云平台中的应用实践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31 

4GB，系统内存 32GB）安装有索贝的 MG4600 IO 卡，但是，当达芬奇软件在调色和做特特技需要上屏（监

视器）监看时，索贝的 IO 卡不能对达芬奇软件提供上屏支持。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为每台实体工作站

额外采购了 BLACKMAGIC 的 DeckLink Mini Monitor 这款视频 IO 卡，这款卡性价比极高，可以和索贝的

IO 卡同时插在一台工作站中，能够实现达芬奇软件的上屏，这样一台实体工作站就可以运行索贝 NOVA10 

和达芬奇两款软件，并都实现上屏，可以准确监看达芬奇调色和特效的最终输出效果，当然由于 IO 卡的

性能，只能输出高清信号，更换 BLACKMAGIC 的 DeckLink Mini Monitor 4K 卡以后，可以实现 4K

（4096*2160 30P）的监看。 

 

6  达芬奇在云平台系统使用还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结合我们云平台系统的自身特点，我们在部署达芬奇软件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6.1  苹果客户端的共享问题 

我们原有一套苹果平台的达芬奇制作站点，配置比较高，我们通过万兆以太网将这个站点接入到了云

平台系统，使之成为一个网络站点，苹果系统可以访问云平台系统的存储。我们就实现了这台达芬奇站点

和其他 windows 站点的文件级共享。但是，我们想进一步实现苹果系统能和其他 windows 系统的达芬奇软

件项目级共享，但由于两个操作系统对存储的表示方法的不同，没能实现这一功能。 

6.2  实体工作站安装达芬奇后的显卡优化问题 

我们的实体工作站配置还是比较高的：Intel Xeon E5-2660 v4 2.00GHz 的 CPU，显卡为丽台的 Quadro 

M2000 4GB，系统内存 32GB，在使用达芬奇软件回放视频通过 DeckLink Mini Monitor 上屏时实时性并不

太好，同样工程远不如在虚机上播放得流畅，我们感觉达芬奇没有充分利用好现有系统的硬件资源或者是

现有显卡配置还有些偏低，如果能够进一步针对达芬奇做一些优化，视频回放的性能应该还有所提高。 

按照上述的方案，我们在云平台上部署了网络化的达芬奇制作软件，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半年，总体效

果是比较好的。首先，它和索贝 NOVA 系统互补性好，可以使我们承接许多 4K 或高清 HDR 节目的制作，

对拍摄素材格式兼容性也更强；其次，由于绝大部分制作任务达芬奇软件都可以胜任，做到了源码编辑，

减少了倒版环节，保证了节目质量；最后，网络化的应用保证了多人协同工作，设备利用率显著提高，也

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现在的节目制作流程较之以前更加细分，前期拍摄的视音频素材格式更新得更快。在 4K 时代，高分

辨率、高帧频、宽色域、高动态范围、多声道制作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的新任务，达芬奇软件在这些方面提

供了良好的后期平台支撑，基本满足了 4K 制作的需求。低成本的部署要求，对云平台网络环境的良好适

应，为我们依托拥有最新技术的云平台制作系统完成高端节目制作，提供了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

便捷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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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广播广告自台监播系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徐  昫 

 

摘  要：本文根据当前江苏广播广告的类型和播出流程，针对广告播后检测的需求设计了一个基于人工智

能的广告自台监播系统，系统基于音频声纹对比技术检测普通广告，基于语音转写技术检测口播

广告，并通过音频分类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检测结果进行优化，提供广告播出情况的可视

化图表和统计分析数据，实现了全频率、全类型、智能化的广告播后检测。 

关键词：广告监播；语音转写；特征提取；音频分类；中文模糊匹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for Radio Advertisement 

Xu Xu1 

（Jiangsu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Jiangsu 210000，China）1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ypes and broadcast process of advertisement of Jiangsu Broadcasting，this paper designed a 

advertisement monitor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meet the needs of post-broadcast detection of 

advertisement. In this system，ordinary advertisement will be detected by the audio sound pattern contrast technology，

the mouth broadcast advertisement will be detected by the voice transfer technology，and the detection result will be 

optimized through the audio class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With providing 

Visual chart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 of the broadcast advertisement，This System can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full-frequency，full-type post-broadcast advertisements. 

Keywords：Advertisment Monitoring，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Feature Extraction，Audio Classification，Word Fuzzy 

Matching 

 

 

1  引言 

广播广告的数量多，且种类和形式也非常复杂，现有的广告管理系统只覆盖了广播广告生命周期中

合同签署和播出编排的阶段，缺乏对于播出后的监测和统计反馈，尤其在发生广告的错播、漏播现象

时，还需要依靠人工审听和查找问题。因此江苏广播希望能够利用日渐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对接现有

的广告业务相关系统，建立一套先进的智能化广告自台监播系统，实现对所有频率播出广告的播出监

听，为经营管理者的分析决策提供广告数据依据，为各频率的口播广告提供智能化的技术监管，也为广

告客户的合同履约服务提供自台监播报表。 

本文针对广播电台自台广告监播的特点和需求，设计了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广播广告自台监播系

统，给出了详细的系统功能模块设计，梳理出了核心检测流程，最后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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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播广告自台监播系统设计 

2.1  需求概述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有新闻、交通、文艺、音乐、生活五大广播事业部，共 10 个频率。各种类型的

广告伴随着广播节目在各个频率播出，广告业务也随之分布广播节目生产的各个环节和系统，涉及全台

多个业务部门。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广告也有着不同的类别。在本项目中将广告分为两种：一种是普

通广告，即事先有广告商提供或制作人员制作好的广告音频，经由广告系统和制播系统编排在节目单

上，此类广告的合同要求通常是“在正确的时间段内播出正确的音频”；另一种是口播广告，即俗称的

软广告。广告商只提出时间段和关键词的要求，主播可以根据口播广告单的要求自行组织语言在节目中

直播口述，多见于品牌、活动、及时性的推广。 

针对全频率、全时段两个类型的广告的监播系统所需的数据分散在广播经营、生产、编排、播出、

收录等系统中。而且经过调研，行业内对口播广告的监测尚未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紧密围绕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广告经营管理的实际需求，对接现有广播广告相关的各业务系统，在建立针对

普通广告监控系统的同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自主研发，重点攻克针对口播广告的检测方案，建立

起一套智能高效、完整集中的广告自台监播系统。 

2.2 系统设计  

基于上述需求，广播广告自台监播系统的功能模块设计如图 1 所示，该系统自底向上分为基础服务模

块、接口模块、核心功能模块和辅助功能模块。 

 

图 1  系统功能模块 

接口模块主要包括与英夫美迪播出系统、南洋广告管理系统、金和 OA 系统之间的接口，实现广告播

出相关的各业务系统的集成整合，并从中提取广告合同、编排单、播出单等相关信息，以待检测。 

核心功能分为两个模块，普通广告的检测模块负责对比待播广告音频与收录系统收录的播后音频，

利用声纹波形比对技术查找出与待播广告音频相同的音频段落，形成广告播后单；口播广告检测模块利

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将播出语音转换为文字，通过关键字的查找形成口播广告播后单。 

监播管理模块负责将上述广告播后单与广告播前单进行对比，根据设置的比对规则，最终分析形成

江苏广播 10 个频率所有播出广告的监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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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流程设计  

广告检测的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主要分为普通广告检测和口播广告监测两个部分。 

 

图 2  检测流程设计 

图中蓝色的为普通广告检测部分，黄色表示的是数据。广告监播系统通过提取南洋广告系统编排单

和英夫美迪播出系统的播出单数据，建立广告播出单。 

主要步骤包括： 

（a）将收录系统中前一天收录的音频文件与英夫美迪制播系统的广告音频文件、RCS 制播系统中的

广告音频文件进行对比。通过声纹波形对比分析，标注出收录系统音频中与广告原始音频吻合的所有段

落，形成前一天播出广告的时间点位，即广告播后单。 

（b）与英夫美迪制播系统的广告音频文件、RCS 制播系统中的广告音频文件进行对比。通过声纹波

形对比分析，标注出收录系统音频中与广告原始音频吻合的所有段落，形成前一天播出广告的时间点

位，即广告播后单。 

（c）将广告播后单与南洋广告系统生成的广告编排单进行对比，根据设置的比对规则，每个频率不

同的偏移时间，检查广告播后单上的时长和点位是否与广告编排单吻合，分析得出普通广告播出结果。 

图中粉色的为口播广告检测部分，黄色表示的是数据。广告监播系统自动从 OA 协同办公系统同步口

播广告的频率、时间点位、关键字等信息，建立广告播出单。 

主要步骤包括： 

（a）根据普通广告播出单去除口播广告时间点位中的普通广告部分后，从收录系统中对应频率的音

频文件中切分出待检测的音频段，并将 s48 格式音频转码成 wa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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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基于机器学习的模式识别，去除音乐段中的音乐段落，保留主持人说话的段落。 

（c）通过讯飞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将上述音频段转换带时间戳的文字段落。 

（d）将上述文字段落与口播广告播出单上的记录的关键字进行对比，判断是否播出口播内容，并根

据设置的比对规则，分析得出口播广告播出结果。 

最后监播结果的生成流程如图 3 所示，主要步骤包括： 

（a）获得普通广告和口播广告的播后单之后，就进入绿色的监播结果的管理流程，如图 3 所示。 

（b）通过 OA 协同办公系统的接口开发，建立口播广告播出单，即播前单；通过南洋广告管理系统

的接口开发，获取普通广告播出单，即播前单。 

（c）将普通广告和口播广告的播后结果与上述广告播前单进行对比，可以形成草拟的监播报告。草

拟报告的数据经人工核验确定后，可以生成所有广告监播数据的正式报告。 

 

图 3  监播结果生成 

监播结果的判定流程如图 4 所示，对于普通广告来说设计分为漏播、多播、错播、正常四个类型。漏

播、错播可以提醒主持人和编辑要按广告合同的要求完成相关播出任务。多播可以提示广告经营管理人

员及时查觉管理漏洞。在日常工作中，如有广告漏播现象发生，一般会按漏一补二来弥补。对于口播广

告只检测是否漏播。最后所有的数据过程，包括审核过程，都记录系统日志里。 

 

 



基于人工智能的广播广告自台监播系统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36 

 

图 4  监播结果判定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3.1  音频特征抽取和音频分类  

音频特征提取的目的是用代表原始信号的结构化数据来表达音频信号，即将音频信号转换为可以进

行数学分析的频域信息。音频特征抽取方法分为短期时长的特征抽取和中期时长的特征抽取。短期时长

的特征抽取可以将音频信号拆分成短期的片段/元组，然后计算每个片段/元组的特征，最终生成整段音频

的特征向量的序列。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一段信号需要被表示为提取出的短期片段的特征统计值，即为

中期时长特征，它是根据整段音频的短期片段的特征向量的序列，计算出的一些统计值，如均值、标准

差等。 

 

 

 

 

 

 

 

 

 

 

 

 

 

图 5  音频分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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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析的目的是把音频信号分类，如图 5所示。在口播广告检测过程中，音频分类主要是为了将音

频文件通过特征分析，区分出纯音乐和有人声的音频部分。以江苏广播的两个音乐类型化的频率为例，

经统计，一档两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其中 50%左右是纯音乐的，根本不会含有广告内容的，如果在语音

识别之前全部识别出来，去除掉纯音乐的部分，这样就可以大量地节省语音识别的时间，在提高效率的

同时也极大地节约了成本。 

机器学习中的分类算法有很多种，可以用有监督的分类器比如决策树、支持向量机、KNN，也可以

用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的隐马尔科夫模型，就是看哪种效果更好。本项目训练集音频的训练集主要来源

于网络上开源的音频数据，验证集为江苏广播历年对播出的节目进行收录存储的音频。通过人工预听的

方法将收录音频听一遍，标注出哪一段是语音，哪一段是纯音乐。从验证结果上来看，HMM 模型能够很

好地刻画音频信号的时间统计特性，并根据极大似然准则判定它们的类别。 

 

图 6  音频分类结果示例 

图 6 为某一小时时长的 FM97.5 的节目的分类结果。其中高平表示音乐，低平表示语音。考虑到有时

候主持人会一边垫乐一边讲话，这里会对这种锯齿状的进行过滤，通过调整窗口大小尽可能减小误差。 

3.2  语音转写技术  

语音转写技术的基本原理是让机器通过识别和理解过程把语音信号转变为相应的文本或命令。语音

识别模块主要调用讯飞开放平台的语音转写 SDK——Long Form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实现，将待

测音频文件提交至讯飞开放平台，转换成包含时间戳、词句置信度、词属性以及句子标志的文字信息，

为后续的信息处理和数据挖掘提供基础。示例见图 7。 

3.3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通过语音转写形成的中文结果是具有一定的误差的，比如口播广告内容并不都是常用词句，可能包

含特定含义的广告商名称或者是新造词，如关键词“中科”、“江广博泰”。如要提高检测过程的准确

率，就需要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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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科大讯飞语音转写结果示例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中文分词技术和中文文字拼音标注技术，对语音转写结果进行预处理，通过

在分词引擎内载入口播关键词词典和关键词发音匹配的方法可以提高搜索准确率。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a）将文字段落进行中文分词处理。 

（b）将待匹配关键字和语音转写后的文字段落分别转换成拼音。 

（c）将待匹配关键字的拼音和文字段落的拼音进行字符串匹配。 

（d）返回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和每次出现的时间点位。 

在口播广告检测过程中的具体示例如图 8 所示。 

 

图 8  关键词匹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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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结合广播广告的分类和播出流程，建立了一个针对全频率、全时段、全类型广告的智能自台监

播系统，并介绍了其中口播广告检测的部分主要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音频相关的特征提取、

有监督或无监督的回归和分类模型建立、语音转文字技术，以及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中文分词技术。 

基于人工智能的广播广告自台监播系统一方面可以提供广告播出情况的可视化图表和统计分析数

据，以便及时发现广告的漏播、错播、重播的现象，同时为广告经营管理的分析决策提供数据依据。另

一方面也能够作为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内容，为广告合同的履约情况提供自台监播的数据报表，增加

广告客户的信任度，发挥技术对产业的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怀畅。电台广告智能监播系统设计[J]。电声技术，2016，40（10）：20-25+32。 

[2] 王公友。基于内容的音频分析与场景识别[D]。南京大学，2013。 

[3] 卢坚，陈毅松，孙正兴，张福炎。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音频自动分类[J]。软件学报，2002（08）：1593-1598。 

[4] Lihua Fu, Wanzhong Lei, Xiaomei Zhang. Application of Fuzzy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to Partial Discharge Pattern 

Recognition. 2012. 

[5] Man-hung Siu, Herbert Gish, Arthur Chan, William Belfield, Steve Lowe. Unsupervised training of an HMM-based 

self-organizing unit recognizer with applications to topic classification and keyword discovery[J].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14, 28(1). 

[6] 申海娟，王翾。基于数字音频指纹的广播广告检测方法研究[J]。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3（04）：15-19。 

[7] Yanling LI, Qingwei ZHAO, Yonghong YAN. Fuzzy Matching of Semantic Class i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J]. 

Th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s, 2013, E96.D(8). 



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优化实践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40 

 

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优化实践 
 

1 海南广播电视台  
2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孙照学 1
  汤德辉 2

  陈  琼 1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建设的基本情况，重点阐述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优化实践，以及辅以多频覆盖获得的总体覆盖效果，提出了该项目的主要特点，为其他节目

调频同步广播网建设提供了较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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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vincial FM synchronous broadcastnetwork of 

Hainan News radio，focuses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optimization practice，as 

well as the overall coverage effect obtained by multi-frequency coverage，puts forward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project，

and provides a more successful c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FM synchronous broadcastin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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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于 2008 年首次建设省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为进一步提升覆盖效果，助力国际旅游岛

建设，我们在深入思考、认真总结网络建设和覆盖的经验教训并基于近 8 年优化测试和运行维护的基础上，

结合海南发射台站布局和地形地貌的实际，于 2016 年起对该同步广播网络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积累了更富有实效的经验。 

 

1  原同步广播网的基本情况 

海南岛陆地平面呈椭圆形雪梨状，长轴作东北-西南走向，长 240 公里，宽 210 公里，面积 3.39 万平

方公里。海南岛四周低、中间高，呈穹隆山地形，以南部五指山、鹦哥岭为隆起核心，向外围逐级下降，

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梯级结构明显。2009 年海南省东西线高速里程约为 600 公

里。 

2008 年首次建设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时，旨在既满足移动接收的需求，又满足固定居民收听的需要。

网络的同步广播信号源传输采用卫星传输方式，发射频率为 FM88.6MHz。全省共设 15 个发射基站，覆盖

目标为海南省全岛，重点覆盖区域为环岛高速公路及主要国道。网络建成后，较好地方便了来自国内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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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收听海南新闻广播节目的需要。但是，由于存在如相干区较多、部分乡镇覆盖不好等问题，新闻广播的

全省覆盖仍不能满足广大居民和游客的需求。 

 

2  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的优化实践 

2.1  优化发射台站布局 

根据调频同步广播的特点，一般来说，采用小功率多布点的规划方案相比与纯大功率布点，既可以提

高网络的覆盖质量，又可以减小网络参数的调整难度。 

2008 年海南同步广播网在规划设计时，考虑到播出的节目是海南新闻广播，为省第一套广播，是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因此，希望除了实现全省高速公路同步覆盖问题外，还必须设法解决全省大面

积覆盖问题。于是，当时提出基于海南岛东北部的金鸡岭、中南部山区的阿陀岭骨干大功率发射台为中心，

其他市县发射台为补充的设计规划思路。在建设过程中，尽量避免由两个以上发射台站形成覆盖重叠区；

尽量减少覆盖重叠区的跨度，以方便网络参数调整；尽量提高覆盖重叠区的驻波谷点场强，以满足最低可

用场强。 

当时，海南调频同步广播网共建设 15 个站点，全部设在省级骨干台或市县发射台，功率等级从

0.3-10KW 不等，其中海南岛东北部的金鸡岭、中南部山区的阿陀岭 2 个骨干发射台发射功率为 10KW，

海口市、三亚市一南一北 2 个发射台为 3KW，文昌、琼海 2 个发射台为 0.3KW，其他 9 个市县发射台为

1KW，总发射功率为 35.6 KW。原有发射台布局、覆盖和相干区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原有发射台站布局、覆盖和相干区示意图 

由于原来同步广播网的布局与建设没有充分考虑到覆盖效果对发射台站进行差异化选择，全省几个大

功率高山发射台周边存在影响面积广、相干区大、覆盖需求和相干区处置无法兼顾等实际困难，因此长期

存在很多相干区调整效果不好的问题。省会城市多个区域存在相干区，尤其是美兰国际机场和海口火车站

等重要区域收听效果不佳，听众意见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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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于 2016 年开始重新研讨技术规划和建设方案。在认真分析上述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我们

创新思路，制定调频同步网与多频网并存的覆盖规划框架，引入区域和人口权重的概念，提出基于目标区

域的调频同步网组网优化设计方法，通过覆盖仿真和网络优化分析，辅以大量测试比对，对全岛现有发射

台站的布局、发射功率、覆盖场形、时延等进行重新的设计规划，引入基于卫星同步防插播的系统功能，

建设了 3 个高山发射基站，16 个主发射基站，增加了 12 个用于野外的、无人值守的、可远程控制的小功

率调频同步补点站。通过精心调试，以实现对全省同步广播网可管可控的全面优化升级。 

一是针对同步效果不够理想的问题。我们更新了原有 11 个发射站点，新增 5 个市县发射站点，共建

设了 16 个大功率同步发射台站点。另外建设了 12 个小功率同步发射补点基站，与以上 3 个高山台站点异

频覆盖一起共同实现了 16+12+3 的总体覆盖格局，功率等级为 0.05KW、0.1KW、0.3KW、0.5KW、1KW

和 3KW、5KW、10KW 不等，总发射功率为 46.6 KW，比原来增加了 10KW 的功率消耗，增加了 17 个发

射站点，实现了同步广播网的全面改造升级。 

二是针对系统覆盖效果不理想问题。我们调整思路，逆向思维，加大投入，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在优

化同步广播网的基础上，将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金鸡岭、中南部山区的阿陀岭和西部山区的九架岭三个站

点改为异频覆盖，这样即可巧妙处置了高山发射台覆盖范围广泛，又可解决周边相干区多难以兼顾调整的

问题，确保了海南新闻广播节目的统筹覆盖。 

2.2  保障野外补点基站安全 

我们增加了 12 个野外型小功率同步发射补点基站，如何做好其安全播出保障工作，我们也尝试进行

了一些新的探索。为了防止各发射基站、特别是野外同步基站不被插入非法信号，在卫星前端同步编码器

中插入了防插播识别码。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同步卫星接收机只能接收插有防插播识别码的卫星信号；

二是一旦同步卫星接收机接收其他卫星信号，将立即通知同步广播激励器关闭射频功率，从而实现了防插

播功能。 

12 个野外型小功率同步发射基站均为没有发射机房的野外站点，采用特制的恒温机柜，内置所有同步

设备，并通过无线通讯网络进行远程集中监控。其中，排浦、尖峰岭野外发射基站如图 2 所示。 

 

图 2  排浦、尖峰岭野外发射基站设备及天线安装图 

2.3  提升信号传输质量 

为解决过去信号电平不易统一，指标不易保障，应急时采用其他地面微波或光纤备份路由信号时存在

音频信号电平偏小等问题我们接入了新的编码设备，对信号传输路由中一些环节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为确

保信号源传输的质量和备份信号的一致性，保障信号的安全播出，我们对广播信号源传输通道的每一个环

节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核实，并对链路进行了指标测试和调整。提出只允许在广播直播间的信号输出处接入

音频处理器，而注意不加入预加重设置，去除所有下游链路的音频处理器，确保所有环节在输入音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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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为 1KHz 时其电平为-20dBFS，响度为-20LKFS。通过集中对所有发射台站的激励器电平进行调整，确

保达到 100%调制，很好地保障了各个发射基站调制度的一致性。 

2.4  优化信号源传输时延 

原有调频同步广播网中，信号源从广播总控通过广电微波和运营商光纤两个路由多个站点传送到地球

站前端设备。通过测试，我们发现原有调频同步广播网中的信号源从广播总控到地球站采用运营商光纤 E1

链路的时延为 0.86s，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变化，有时甚至达到 1.22s，而当时微波链路的时延基本稳定在

0.58s。两路信号切换时存在的时间差将导致播出新闻时存在重复或缺字问题，这对于新闻广播来讲是一个

严肃的问题。通过跟踪比对，我们了解到是路由切换的原因，E1 电路难免存在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但 E1

的带宽较小，运营商基于资源调度考虑，也很难将传输路由固定下来，时不时还是有一些变化，这个问题

也一直困扰着我们。 

这一次同步广播网优化改造时，微波链路已经升级改造，通道扩容为 3+0，带宽为 3 个 STM-1，光纤

路由也进行了扩容，将原来的 DS3/E1 升级为 STM-1，同时在每一个站点都配备了多业务平台进行信号调

度。运营商的光纤链路扩容后也比较容易地将其传输路由固定下来了。为了避免微波、光纤路由中断时多

业务平台切换传输路径引起的延时变化，我们将传输到卫星地球站微波和光纤路由的多业务平台传输路径

也固定了下来，同时兼顾自海口最远到三亚备份信号光纤、微波传输路由最长时延的实际情况，采用的同

步数字音频卫星接收机公共时延补偿值步长为 0.32μs，公共延时统一确定为 480ms。目前两个路由的信号

可随意切换，不再出现重字或缺字问题，各发射站点备份信号也能应急使用，确保了信号传输安全。 

2.5  优化天馈系统设计 

原有调频同步广播网各站点发射天线各异且大多与其他频率多工共用，不允许对其场形进行过大调

整。另外，由于天馈系统安装调试存在不能完整按图施工的情况，造成覆盖效果大相径庭。故此，经过调

研，我们在尽量不改变原有共用频率天馈系统覆盖场形的基础上，挤出铁塔资源，通过覆盖仿真和网络优

化分析，重新进行全面的规划设计。如将白沙县九架岭发射台的天线改为四层三面，主方向旋转 190 度朝

西北侧；在儋州发射台专设一幅四层三面天线，主方向旋转 200 度朝西北高速公路一侧等。在实施过程中，

我们利用无人机严格监督天馈系统安装工艺流程，确保设计场形的落地实现，确保整体覆盖效果。 

2.6  优化射频时延设置 

GY/T 154-2000《调频同步广播系统技术规范》规定发射台站间距应满足 6dB 交叠相干区内的调制时

延差应小于 5us（立体声）/10us（单声道），即正常平原地形的情况下发射台站间距应在 10Km～20km 之

间。经仿真分析，海南发射台站分布均不符合上述条件。 

为此，我们根据原来测试调整的经验数据，针对重点目标区域，在综合覆盖面积最大化的基础之上，

通过计算仿真对射频时延进行相对应的调整，确保在两个发射台间的等时延线上接收到的节目信号同时到

达。如昌江/东方发射台距离 43.9km，仿真分析时发现相干区时延ΔTmax=30μs，在综合其他发射台时延的

情况下，最后确定昌江发射台设为为 45μs，东方发射台设为 60μs。经现场测试，两座发射台之间，高速路

上的收听效果皆达到 3 分或 3 分以上，覆盖效果较为理想。 

整个系统射频时延设置完成后，经过测试没有发现“二重奏”或者“回声”的相关情况。 

2.7  升级同步基准信号 

2008 年同步广播网建设时，音频信号同步以 GPS 卫星为基准，这次我们对卫星同步设备进行了升级，

卫星上行站前端音频同步编码器以 GPS/北斗双模同步基准源为基准，向全系统播发“秒标志”信息，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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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站点的音频同步解码接收机以本地 GPS/北斗卫星同步信号为基准自动进行时延校准，从而实现了卫星传

输不同路径站点之间的相位精确同步。 

卫星地球站上行前端音频同步编码系统框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卫星地球站上行前端音频同步编码系统框图 

2.8  加强运行维护管理 

一是明确主发射站点的运行维护由各发射台站负责，由省监测中心设立监测点，加强日常监测监督。

二是建设野外发射基站远程监控系统，采用基于移动 4G 网络的 VPN 专用传输通道，在海口的省监控中心

和 8 个市县监测分中心（只监不控）设立远程监控平台，对其运行状态信息进行统一监控、存储和管理，

并通过省级安全播出指挥平台调度各市县发射台对其区域内的野外基站进行日常维护和抢修。 

 

3  覆盖效果总体情况 

2019 年 11 月，我们委托广电总局规划院对海南新闻广播覆盖网进行了技术性能检测。检测报告认为，

调频同步广播实现了“同频、同相、同调制度”，并保证台站射频频率稳定度和台间频率偏差满足调频同

步广播的需要，广播节目传输与分配系统使用设备具有音频广播信号防插播功能，能够保障台站和野外型

无人值守同步发射基站的播出安全，可以实现音频广播信号自动时延校准和同步处理；利用异频大功率调

频广播补充覆盖可以有效补充部分相干区调频接收信号质量，实现调频同步组合覆盖，覆盖效果符合相关

规划设计文件和标准技术要求。 

海南省新闻广播全省覆盖网优化改造后，各市县广播电视台也通过开路测试和实际收听效果等方式，

对各自区域内原有覆盖盲区和典型相干区情况也进行了测试，普遍反映新闻广播全省覆盖效果得到较大的

提升。 

优化后的全省同步广播覆盖如图 4 所示，异频补充覆盖情况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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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优化后的全省同步广播覆盖图                          图 6 异频覆盖图 

新闻广播覆盖经过优化后，全岛实际覆盖面积约为 21884.75 平方公里，面积覆盖率为 64.55%；实际

覆盖人口约为 749.1 万人，人口覆盖率为 81.09%。经辅以异频补充覆盖后，总覆盖面积约为 29696.25 平

方公里，面积覆盖率为 87.60%；总覆盖人口约为 849.89 万人，人口覆盖率为 92.01%。另外，经实际测试，

调频同步广播网高速公路覆盖率达到约 92.8%。 

 

4  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的特点 

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通过卫星传输确保各个发射站点信号相位精确同步；通过对激励器

的全面测试比对调整，确保各个发射站点调制度的一致性；通过调测信号源传输通道技术指标确保信号源

传输质量；通过补点发射提升盲区或低场强区的信号强度。最终实现同频、同相、同调制度，确保覆盖目

标区域的最低可用场强和信号覆盖，实现预定目标。 

相对于国内外其他调频同步广播网，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同步广播网改造与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4.1  坚持高起点的省域调频同步广播网设计 

为保障良好覆盖效果，我们在设计时就坚持高起点，网络优化过程引入权重概念，综合考虑覆盖区、

相干区、人口分布等特征充分考虑了全省整体覆盖、人口分布、交通干道、人流密集型重点区域等方面的

因素，覆盖范围大。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省内其他频率开展省域调频同步广播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2  基于卫星同步防插播的系统功能 

本项目利用卫星同步传输有利于信号传输的部署与保障。尤其是野外无人站的信号采用卫星传输成本

较为低廉，同时防插播功能又能确保信号传输覆盖的安全性。 

4.3  基于无线通讯网络进行远程集中监控 

项目在充分利用各现有市县发射台站站点资源的基础之上，兼顾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布点，采用无线通

讯网络进行远程集中监控，有利于日常维护和保障，确保该网能够实现长期优质的覆盖。 

4.4  基于地理环境复杂程度较高的调频同步广播网 

海南岛兼有多种地貌特征，信号覆盖环境较为复杂，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为其他建设案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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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海南新闻广播全省调频广播覆盖网优化特别是调频同步广播网的优化改造工作达到预期目的。项目实

施的经验为新时代全国各地调频同步广播网的优化升级提供了较好的案例，为行业标准的完善提供了有益

参考，为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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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云制作技术的创新研究与应用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嵇  达  汪丰毅  徐  胜  

 

摘  要：远程制作一直是媒体领域在不断探究的一项内容，对媒体行业的内容生产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可以大幅降低制作费用、提升系统资源复用率等。云技术的飞速发展让远程制作有了进一步的质

变和升级。本文将结合湖南卫视在 2020 年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合理运用远程云制作技术，保

障节目生产和推动内容创作的相关实例，对云制作技术的创新研究与应用进行探究和剖析。 

关键词：云制作；互联网传输；SRT；低延时；双向互动；远程素材传输；云上分发调度 

 

 

1  云制作概念简述 

云制作是当下广播电视领域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生动形象的诠释了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体系的结

构性变革。云制作是一个把抽象技术系统形象化的概念，何谓云制作，其实业界目前也没有一个绝对准确

的定义。至于是否用到云，如何使用，还要结合生产方具体应用场景和资源配置情况来定。如果要对云制

作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线下节目生产制作流程，云制作正在向着线上、远程、轻量化、

快速化、弹性化的方向进行发展和迁移。云制作对于媒体内容生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大幅降低节目

生产制作的成本投入，有效提升团队人力和技术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认为，云制作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在融合发展中技术体系的自发性变革和重塑，也凸显了媒体行业拥抱互联网、融入互联网的主流发展方向。 

 

2  云制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尽可能减少对规划中节目生产计划的影响，保障节目生产安全有序落地，

湖南卫视陆续对一系列线下录制节目进行了云制作的升级转型，对技术支撑团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在与节目组进行反复沟通研讨的过程中，我们逐步掌握节目生产团队的需求和痛点，同时与多家技术系统

供应商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测试。基于对云制作技术体系的掌握和认知，我们也对节目生产环节提出了一些

改进或调整的合理建议，并被节目制作团队采纳。可以说，云制作技术的发展很好的体现了技术创新对节

目创作的双向驱动。在几个月的云制作实践中，我们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云制作在节目生产环节中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点：（1）如何通过互联网络进行高质量远程视音频实时

信号传输；（2）如何解决多地嘉宾或线上观众与本地现场的低延时互动需求；（3）外地制作现场的海量原

始素材如何及时传送至本地后期制作团队；（4）如何通过互联网络解决远程制作现场多机位同步回传，并

在本地转播系统中实现帧同步切换；（5）云制作的信号传输安全和网络安全如何得到保障。以上问题是我

们在推动云制作落地过程中遇到并逐步解决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云制作技术创新应用的不断升级迭

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的不断总结积累，最终湖南卫视 2020 年度《歌手-当打之年》总决赛云直播才

得以顺利进行，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全新突破。当然，云制作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的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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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距全面 IP 化、云化和智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以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标志着我们在云制作的

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开启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全新制播模式。 

 

3  不同流媒体协议在云制作中的比较 

谈到云制作，就不能不分析比较一下目前常用的几种流媒体协议。因为云制作核心上是一种远程制作

技术，而远程制作技术之所以在最近这几年有了一定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公共基础网络资源的建

设发展。专线资源是昂贵的，也不是便于部署的，但随着公共基础网络资源的发展壮大，利用公共互联网

络进行远程云制作已经逐渐成为当下媒体生产领域的一个新兴应用模式。流媒体协议就是我们在公共互联

网络中进行信号传输的交通工具，搭载着流媒体协议的“快船”，我们得以在互联网的海洋里扬帆起航。

目前业内使用较多的流媒体协议有 HLS、RPTM 和 SRT 等，我们需要根据自己不同的应用场景决定采用基

于何种流媒体协议的解决方案。因此，首先我们需要对以上三种流媒体协议的技术特性有所掌握。 

HLS 是苹果公司基于 HTTP 协议开发的流媒体传输协议，全称 HTTP Live Streaming。HLS 的基本原

理就是当采集推流端将视频流推送到流媒体服务器时，服务器将收到的流信息每缓存一段时间就封包成一

个新的 Ts 文件，同时服务器会建立一个 m3u8 的索引文件来维护最新几个 Ts 片段的索引。当播放端获取

直播时，它是从 m3u8 索引文件获取最新的 Ts 视频文件片段来播放，从而保证用户在任何时候连接进来时

都会看到较新的内容，实现类似直播的体验。使用 HLS 协议时，用户播放端获取到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数

据流，而是连续的、短时长的媒体文件，用户端不断的下载并播放这些小文件。HLS 协议一般采用 10S 一

个分片，理论最小延时为 1 个分片文件的时长，通常情况为 2-3 个分片文件时长。另外，由于 HLS 基于短

连接 HTTP 协议，而 HTTP 协议又是基于 TCP 协议的，这就意味着 HLS 需要不断地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TCP 每次建立连接时的三次握手和断开连接时的四次挥手都会产生消耗。因此，HLS 协议的传输机制使得

用户端可以平滑的切换码率，以适应不同带宽条件下的播放，但播放的实时性较差，会达到 20S 以上，这

对于需要实时互动体验性较强的直播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RTMP 协议是 Real Time Message Protocol（实时信息传输协议）的缩写，是由 Adobe 公司提出的一种

基于 TCP 协议的应用层协议，用来解决多媒体数据传输流的多路复用和分包的问题。RTMP 协议是目前应

用较为广泛的流媒体直播协议，本身有着一套较为复杂的链路建立和数据传输机制，实现从采集推流端到

流媒体服务器再到用户播放端三点一线的实时传输。由于 RTMP 协议是基于 TCP 协议长连接，不采用类

似 HLS 的短时长分片的方式，在流媒体服务器上不会有落地文件，因此协议的传输延时较小，通常为 1-3s。 

SRT（Secure Reliable Transport）是新一代低延迟视频传输协议，由 Haivision 和 Wowza 共同创建，

目前处于开源免费的状态。SRT 建立在 UDT 协议之上，UDT 协议是基于 UDP 网络通信协议的。从这里可

以看出，SRT 与 RTMP 开发基于的底层协议是完全不同的，相较于 RTMP 可以更快的建立起数据传输通道，

提供低开销、低延时的包投递，实现点对点的流媒体数据传输。通过在收发两端恢复高分辨率的时间戳，

SRT 协议得以精确重建信号时序关系。虽然 RTMP 和 SRT 都有丢包重传机制，但由于 RTMP 是基于 TCP

的长连接，这使得 RTMP 不会针对每个丢失的包进行 ACK 返送，而是要在一系列的包接收完以后才回发

会。一旦确认有丢失的数据包，则会对之前一段时间内的包序列进行全部重传。相反，SRT 则可以精确到

单个数据包进行 ARQ 校正。这也意味着 SRT 相较于 RTMP 在收发端可以建立更小的缓存池，更加适用于

基于互联网的低延时、长距离的实时音视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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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制作技术在节目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云制作技术在节目生产中的应用是逐步探究，不断完善并加以实现的，回顾过去几个月里云制作的具

体落地情况，我们可以将云制作技术的演进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4.1  云制作技术应用 1.0 阶段 

2020 年春节后，湖南卫视《天天云时间》、《声临其境》、《天天向上》几档综艺节目率先开启了线上录

制模式。节目团队刚开始的时候考虑引入视频会议软件进行节目制作，试用后主要发现有两个比较明显的

问题：（1）视频会议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多人在线互动的音视频素材，后期处理时很难获取到每个人独立的

音视频码流，不便于进行二次加工。（2）由于视频会议系统并非面向广播级的节目制作，虽然音频通讯的

时延较低，但其视频采集处理的质量较差。经过与节目组的沟通，我们提出将视频会议系统仅用作录制嘉

宾之间的互动通话，而使用我们现有 4G 传输系统的手机 APP 终端作为每个嘉宾的独立实时音视频素材采

集。我们平时使用较多的是 TVU 和 Teradek 两套 4G 传输系统。这两个厂家除了常规的 4G 背包作为发端

信源接入以外，均开发了移动端的 APP 传输软件，分别为 Anywhere 和 Air Solo，均采用了广播级的内置

软件编码，支持 1920X1080 分辨率，多档 P 帧格式的 H.264 视频编码，音频则采用 AAC 编码。在传输协

议方面，Anywhere 采用与 4G 背包一致的协议，为厂家基于 UDP 协议开发的 IS+专有协议；Air Solo 则与

4G 背包有些差别，使用 RTMP 协议进行传输。两款手机端 APP 推流软件均可使用原有的 4G 接收服务器

进行点对点的实时推送接收，在用户端接入网络质量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深压缩级的高画质视音频传

输，端到端的链路延时在 2S 左右。此外，Anywhere 软件还支持 Rec 模式，对于接入网络质量较差的用户，

可以先用 Rec 模式进行离线素材采集，生成 H.264 编码码率 5Mbps 的本地素材文件，等录制结束后再选择

网络接入较好的地点进行素材传输。上述方案从内部技术测试、搭建开通系统、对接指导嘉宾到正式上线

使用仅用了 3 天左右的时间，先是投入到了《声临其境》、《天天向上》的节目录制中，后续又被广泛使用

于《歌手》和《我家那闺女》节目的线上录制，受到了多个节目团队的认可，揭开了云制作技术应用模式

的序幕。方案技术流程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异地嘉宾

视频会议软件

Anywhere在线推流

公共互联网络

异地嘉宾

视频会议软件

Air Solo在线推流

IS+在线直播推流

RTMP在线直播推流

2 U

TVU接收服务器

2 U

Teradek接收服务器

IS+在线直播推流

RTMP在线直播推流

2 U
台内光纤传输系统

2 U
台内光纤传输系统

后期收录系统

后期收录系统

 

图 1  使用移动端在线直播推流软件实现远程嘉宾的高质量实时素材采集 

4.2  云制作技术应用 2.0 阶段 

上面讲到，轻量化的终端快速部署使得基于互联网传输的线上制作业务得以成功落地，大大降低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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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团队的生产制作成本。在上述系统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可以在仅使用一套技术系统

的前提下，既解决点到点的高质量素材传输，同时也可以为异地嘉宾和现场主持人提供双向互动的支持。

从这点出发，我们需要一种更加低延时的流媒体传输协议，因此，我们适时引入了基于 SRT 协议的互联网

传输系统。目前，对 SRT 协议开发应用比较成熟的是 Havision 公司，除了线下的编码推流、解码拉流和网

关等硬件产品外，也开发了移动端的 APP 传输软件，Havision Play。在实际使用中，我们需要根据使用方

在网络中所处的环境对 SRT 协议的工作模式进行设置。Caller 模式作为连接的发起者，用于向具备固定公

网 IP 地址和监听 UDP 端口号的目的地端进行码流推送或拉流播放；Listener 模式作为连接的侦听方，需

要具备明确的固定公网 IP 地址并设置 SRT 码流所使用的 UDP 端口号；另外还有一种 Rendezvous 模式下，

当源端和目的端都处于该种模式下时，双方会同时向对方发送一系列控制包发起握手，一旦握手成功，源

端设备即可发送媒体包给目的设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 Caller/Listener 模式。通过给需要进行连线

的异地嘉宾的手机和 Ipad 上安装 Play 软件，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相关设置，我们就可以实现基于 SRT 协

议的远程实时互动连线。通常，嘉宾手机上的 Play 用于实时推送嘉宾的视音频码流至本地制作系统，Ipad

上的 Play 则用于实时接收并解码播放本地制作系统返送给嘉宾方的现场主持人信号。同样，在本地制作系

统也需要各部署 1 台编码推流和解码拉流的硬件设备。方案技术流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

嘉宾端实时推送和返送接收本地主持人信号的传输码率，需要根据嘉宾端网络测速的结果来进行合理设

置。由于 SRT 协议使用了 ARQ 的重传机制，ARQ 在重传时是会产生额外的带宽开销的（Bandwidth 

Overhead），这个开销比例一般为 25%。在计算实际传输链路总带宽时，需要将此部分的开销考虑进去，

而不能只计算传输视音频和辅助控制数据所需要的带宽。SRT 协议另外一项比较重要的设置就是 Latency，

可以理解为源端和目的端设备传输数据的缓存池。这个 Latency 设置本身也是 ARQ 机制的一部分，对丢包

重传的恢复能力和端到端的传输时延有着重要影响。Latency 设置时需参考丢包率和 RTT 两个指标，通常，

当系统测算出丢包率≤1%时，Latency 一般设置不小于 3 倍的 RTT；丢包率≤3%，Latency 一般设置不小

于 4 倍的 RTT；丢包率≤7%，Latency 一般设置不小于 5 倍的 RTT；丢包率≤10%，Latency 一般设置不小

于 6 倍的 RTT。通过设置合理的 Latency，在嘉宾端接入网络正常的情况下（实测网速大致相当于 50-100M

的宽带，抖动低于 20ms），端到端的传输链路延时大约在 800ms。这种方式我们首先在湖南经视《魔法爱

之夜-京东宝贝趴》直播节目中得到验证，实现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远程嘉宾的直播互动连线，进而在

《歌手-当年之年》总决赛中实现了东京和台北的远程嘉宾直播互动连线。另外，如果在不使用视频会议系

统的情况下，需要实现多方的实时互动连线，也是可以的，但需要对多方的远程推流信号进行处理，合成

多画面信号，返送各连线嘉宾时需要对其本人的声音进行静音，相应的，在多画面合成和音频加解嵌环节

会引入一部分系统延时。 

异地嘉宾

Havision Play

Havision Play

公共互联网络
SRT在线直播推流

2 U

Makito Encoder

2 U

Makito Decoder

SRT在线直播拉流

SRT在线直播推流

本地现场主持人互动信号

2 U

制转设备 25P/50I

SRT在线直播拉流

 

图 2  基于 SRT 协议的远程双向实时互动连线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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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云制作技术应用 3.0 阶段 

上文所述的相关应用，准确来说，都是远程线上的制作业务，并未真正使用到云平台上的相关服务。

在《歌手-当打之年》逐步进入到突围赛和总决赛阶段时，节目组提出了想把上百名线上评审观众的信号实

时传送到制作现场，并在 LED 拼接大屏进行显示的想法。为此，我们考虑使用 Havision 的 Gateway 设备

接收多路线上观众基于 SRT 协议的实时推流信号，通过协议转换后输出给多画面服务器，生成多画面合成

信号后通过数据交换机送至节目现场，再通过 IP/HDMI 的节点服务器输出 HDMI 信号上大屏。同时，现

场还需要将 1 路 PGM 信号通过 Gateway 分发返送给每一位线上观众，以便其进行线上观审。在设计评估

了该套技术方案后，我们认为，方案如完全在线下实现，需向厂家临时租借大量硬件设备，时间紧、成本

高。经过与 AWS 技术人员进行多次沟通对接后，我们了解到，Havision 的 Gateway 和博汇公司多画面服

务软件均在云上有过虚拟化部署应用的经验，可以快速进行业务测试。同时，集团已经开通了到 AWS 北

京云平台的运营商专线，可以对云上的数据进行高速率、低延时的稳定下行传输。另外，在云上实施此方

案，可根据需要实时调整虚拟机性能配置，且仅在实例开启时按小时收取租赁费用、核算出口流量费用，

整体性价比较高。基于此，我们最终决定在云上进行技术方案部署和测试。在实际验证中，我们在 AWS

公有云上部署 Havision 的 Gateway，使用 EC2 实例，主机类型为 C5.2xlarge（8 核 vCPU 8G 内存）。Gateway

授权为 I/O 500Mbps，我们规划 1 台 Gateway 处理 50 路 SRT 协议流的接收和转发。考虑到多画面服务系

统需要完成解码、画面合成和编码输出多个任务，我们给博汇的多画面服务系统配置C5.9xlarge（36核 vCPU 

72G 内存）类型主机，以应对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在实际测试中，我们在 5 台手机上安装支持 SRT 协议

的 Larix 在线推流软件，5 个终端实时推送视音频信号到云上的 Gateway（推同一个 IP 地址，但是由不同

的端口号对终端业务进行区分）。Gateway 对其进行协议解封转和转发，每一路 SRT 协议流转发 10 路 UDP

单播流，共计输出 50 路 UDP 单播流给云上的多画面服务系统。多画面服务系统对其进行 H.264 解码后，

完成多画面合成，再对多画面合成信号进行 H.264 编码（每路 20Mbps，25 路多画面），输出两路 UDP 单

播流，通过专线传输至本地机房交换机，最后使用博汇 BHP100 节点机生成 50 路的多画面 HDMI 信号上

屏。方案技术流程示意图如图 3 所示。在实际测试中，我们观察到 Gateway 的后台 CPU 使用率大概在 20%，

多画面服务器的后台 CPU 使用率在 60%以下。至于端到端的全链路延时，主要在用户端推流上云环节

（800ms 左右）和多画面合成处理环节（1S 左右），整体的延时量可以控制在 2S 以内。通过这样的虚拟化

部署，本地系统大幅轻量化，部署成本和时间都大幅降低，我们只需根据我们实际应用的需求，在云上进

行快速的弹性扩展即可。同时，云上还有独一无二的高可用优势，由于云平台存储和计算资源的分离，我

们可以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快速完成系统和平台的备份。比如通过弹性 IP 切换、虚拟镜像或者

AutoRecovery 漂移等方式，具体要看实际应用场景对切换时延的容忍度情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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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AWS 云平台的多用户 SRT 远程在线推流转发和多画面监看实现方案 

4.4  云制作技术应用 4.0 阶段 

随着《歌手-当打之年》节目进入录制收官和决赛直播阶段，我们对云制作技术模式也进一步进行了升

级和完善，最终逐步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技术支撑体系，主要为节目生产解决两个关键问题：（1）歌手节

目录制分现场大量原始素材高速回传的问题；（2）歌手总决赛远程制作信号实时传输和同步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歌手录制的分现场（北京、上海、东京、台北）每期录制结束后都会有大量的媒资

文件生成（约 500GB 左右）。采用人工传递的方式成本高、时效性低，且受疫情影响不便开展，采用一般

的网盘传输时间长、不确定性多（文件传输可能中断或丢失），都不能及时满足后期制作的需求。为此，

我们提出使用基于 AWS 的云存储服务解决素材远程即时传输的问题。具体实现方式为：（1）北京、上海

分现场的媒资文件上传至 AWS 中国区（北京）的 S3 存储服务中。（2）东京分现场的媒资文件上传至 AWS

东京节点的 S3 存储服务中。（3）中国台北分现场的媒资文件上传至 AWS 美东节点的 S3 存储服务中。（4）

利用Amazon EC2弹性计算服务实例或AWS Lambda无服务器技术将素材从海外区域的Amazon S3存储空

间传输至由光环新网运营的 AWS 中国（北京）区域的 Amazon S3 存储空间。（5）在长沙本地通过专线接

入 AWS 中国（北京）区域的存储空间，并将素材高速下载到本地。在分现场上传素材时，我们与当地运

营商进行沟通，对接入线路上行速率进行了优化，并使用 S3 Transfer acceleration 对其进行加速。在台内通

过专线下载素材时，我们使用了分片传输方式，多线程、高并发，下载速率可以稳定在 50MB/S，300GB

的素材仅需 1 个半小时就能完成下载，大大提升了节目生产效率。在安全性方面，媒资素材传输过程中，

数据不写入本地磁盘，分片数据直接在内存完成转发，Amazon S3 也会对静态数据进行加密。我们还使用

了 AWS 的 Amazon SQS 消息队列服务、Amazon CloudWatch 监控服务等组件监测素材传输过程，保障数

据一致性。以上方案充分利用了云服务的弹性扩展特性，网络带宽和实例应用都按具体使用时长计费，需

要时可以在数分钟内完成全部云服务上线。方案流程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公共互联网络

Media Gateway
虚拟机

5路SRT推流

台内AWS云专线 千兆以太网络
交换机

PGM编码输出
SRT信号

UDP单播流
/RTMP流

Makito Encoder

IP流解码器

HDMI进现场
大屏幕

多画面服务器
虚拟机

AWS云上网关转发+多画面监看

台内

5路SRT流

现场
PGM

50
路
UDP
单
播
流

PGM编码输出
SRT信号

AWS云

多画面合成
编码输出



湖南卫视云制作技术的创新研究与应用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53 

 

 

 

 

 

 

 

 

 

 

 

 

 

 

 

 

 

 

图 4  基于 AWS 云存储服务的远程素材实时传输方案流程示意图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歌手》节目进入决赛阶段后，我们主要需要解决东京分现场和中国台北分现场

竞演嘉宾在直播过程中与长沙主现场的实时直播互动连线和多机位的同步切换等问题，主现场和分现场之

间有上十路实时传递的信号，要求高画质、低时延、声画同步，且几乎全部是基于互联网传输（每个分现

场仅提供 1 路卫星传输 PGM 信号作为备份），难度较大，也是对云制作技术应用落地的一次大考。为此，

我们在直播前期先使用 Havison 公司基于 SRT 协议的远程传输设备搭建远程制作模拟测试系统，在长沙本

地进行了多次远程制作测试。在测试中，我们使用两台相同的高清摄像机同时拍摄一台手机的秒表信号，

分别输出 HD-SDI 信号进入两台 Makito Encoder 进行编码推流，视频码率 20Mbps，音频码率 160Kbps。两

路编码推流信号经 SRT 协议封装后，由不同的运营商网络接入互联网，并推送至阿里云在日本东京节点上

部署的 Gateway 网关实例。经 Gateway 转发后，两路 SRT 流被送回测试现场，经两台 Makito Decoder 对

齐解码后，送入转播车系统的帧同步器，调上大屏幕对原始信号和回传信号进行比较，确定全链路延时和

同步切换情况。远程测试中，编码推流端的设备和解码收流端的设备均需从同一个 NTP 服务器获取时钟同

步信号，通过在解码收流端设置合理的 Multi Sync 值（收流端会根据 UDP 数据包最终被确认到达的最短

和最长时间估算一个区间，为设置多路同步值提供参考），实现多路远程传输信号的本地同步。实测下来，

信号传输的全链路延时大约 1.5S（本地编码推流上云+云上返回至本地收流解码+多路同步和帧同步），不

同路由信号的同步效果很好，测试结果如图 5 所示。在测试中，我们还注意到，对于外来陌生源地址的高

码率 UDP 协议流，有可能需要在防火墙上进行白名单设置，否则可能因为 UDP Flood 保护而被禁止进入，

造成数据包的大量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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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 SRT 协议的远程信号传输的延时及同步情况 

在系统的实际部署阶段，我们通过台内的主备光缆路由，将联通专线网络引入转播现场，并在传输车

上进行了互联网传输系统的搭建和调试。东京和中国台北两个分现场均按照相应要求提前进行了主备互联

网专线接入和链路指标测试。由于前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测试和实战经验，我们仅用 2-3 天的时间就完成

了全部互联网传输系统的搭建与调试，实现了分现场 PGM 竞演信号回传、三地实时互动、真人秀机位同

步切换等功能。考虑到是总决赛环节，同时也是首次采用以互联网传输为主的方式进行的电视直播，我们

对传输链路的指标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收发两端的 Latency 进行合理设置，在

编解码两端均留出了一定的缓存池余量，以防由于互联网络质量瞬时劣化带来的突发性影响。由于分现场

和主现场均提供了足够的网络接入带宽，各路信号的实时传输码率均在 10M 以上，东京分现场更是使用了

H.265 编码，有效的保证了实时信号的画面质量。湖南卫视《歌手-当打之年》总决赛时部分远程机位信号

和云上网关转发的实际状态参数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到，通过充分的技术准备和调试，基于 SRT 协议进行

互联网传输的信号链路指标是很稳定的。 

   

图 6  歌手总决赛远程互联网传输机位信号和云上网关转发的实际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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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未来云制作技术的创新应用思考 

以上是笔者就湖南台技术团队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合理使用云制作技术保障节目生产、推动创新

应用落地所做工作进行的部分总结和归纳。云制作技术在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的成功应用，再次彰显了技

术变革对媒体内容生态的强大驱动力。面向未来，云制作技术会有着怎样的深度发展和应用，笔者也尝试

进行了一些思考，供同行参考： 

（1）随着互联网络基础资源建设和 5G 网络覆盖性能的不断完善，云制作将逐渐摆脱专线接入的束缚，

广泛实现基于公共基础网络接入的轻量化部署。伴随着流媒体协议和视频压缩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既可

以通过专线进行高质量的长期接入，也可以通过公网进行移动化的快速部署，媒体内容生产的形态将愈发

灵活多样。 

（2）大型公有云服务商具备先进的 IT 技术架构和高可用的安全机制，其面向服务、按需付费、弹性

扩容的理念是进行远程制作业务落地的理想平台。我们可以考虑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公有云+驻地云的

混合模式部署生产制作业务，即可以解决平时的常规节目录制需求，也可以应对突发的大型节目生产任务。 

（3）目前，云制作技术已经解决了多机位的同步传输、双向互动和内通 Tally 等问题，但是导播切换

还是需要在本地完成。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其超低延时的特性将进一步为云制作赋能，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高速率、低延时接入问题。或许，今后我们实现的将不止是云制作，而是深度的云化，通过利用微

服务化的视听媒体模块组件，搭建面向各类终端的融媒体制作、播出、传输、监管云平台，让我们的业态

更加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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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播电视网络的 8K电视传输方案与实现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李海波  郑智伦  张冬青  徐江山 

 

摘  要：随着 8K 电视的逼近，探索如何在广播电视网络上进行 8K 电视的播出是国内广电网络运营商不

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在广播电视网络中实现 8K 电视传输、呈现的解决方案，并进行实

验验证，效果良好。方案在现有的 HFC 网络上通过少量改造即可支持 8K 电视的传输与呈现，值

得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广播电视；8K；信道绑定  

 

8K TV transmission scheme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broadcast TV network 

Li Haibo，Zheng Zhilun，Zhang Dongqing，Xu Jiangshan 

（Guangdong Cable Corporation Limited，Guangzhou，510623） 

Abstract：As 8K TV approaches，exploring how to broadcast 8K TV on the broadcast TV network i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for domestic broadcast network operator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olution to realize the transmission and presentation of 8K TV in the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network，and conducts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ith good results. The solution can support the 

transmission and presentation of 8K TV through a small amount of transformation on the existing HFC network，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Key words：Broadcasting；8K；Channel bundling 

 

 

1  引言 

近两年，国内 8K 技术及制作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计划于 2021 年开展 8K 超高

清试验，并可望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夕开通 8K 的超高清试验频道。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提出坚持“4K 先行、

兼顾 8K”的总体技术路线，实现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与高清、4K 相比，8K 又不仅仅是像素数量提升，图像尺寸变得更大这么简单，8K 超高清视频对画

面质量将带来质的提升，实现对现实场景的高程度还原，甚至接近于人眼的感受。在赛事/演出直播、游戏

等消费娱乐领域，8K 可以为观众和用户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细节上的精密展现。而 8K 更深

层次的价值在于，其更大的信息密度承载能力，以及更多细节呈现力，将可以催生出更多的应用场景。8K

节目制作也正逐步融入主流，并且在特殊应用场景中，8K 将是不可或缺的。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8K 超

高清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作为视频业务的专业运营商，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广电网络”）于 2019 年开始布局 8K 广播电视的技术研究，并于 2020 年开展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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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行性分析 

随着超高清视频产业的不断发展，直播点播视频传输对带宽要求越来要高。目前广东广电网络数字广

播电视传输采用的是 DVB-C 标准，高清互动电视采用的 NGOD 标准，由于这两个标准均没有类似 DOCSIS

的信道绑定技术，因此单个频点无论是采用 64QAM（约 38Mbps）调制还是 256QAM（约 50Mbps）调制，

均难以实现 8K（100Mbps +）视频传输。如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实现 8K 视频传输，需进行两个或以上的

信道绑定，才能满足传输的带宽要求。因此选择一个可在广播电视网络中适用的技术标准是第一步。经查

阅技术文档，我们发现国际电联 ITU-T J.183 协议中的信道绑定标准以及欧洲的 DVB-C2 标准均有在广播

电视网络实现 8K 传输的解决方案。广东广电网络自行研发的家庭智能网关（DVB）支持将同轴网络中的

广播电视信号进行解调，并通过 TS over IP 的方式在家庭网络中分发，8K 电视机或 8K 机顶盒接收后对视

频进行解码并呈现。 

2.1 TDM 与信道绑定方案 

ITU-T J.183《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 of multiple MPEG-2 transport streams and generic formats of 

transport streams over cable television systems》标准规范详细规定了采用基于 TDM（ 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与信道绑定的方式传输超高清电视（UHDTV）的技术。 

具体说来，由于传统 DVB-C 网络的单个信道不足以提供传输一套 8K 超高清电视节目所需的容量，因

此就需要捆绑多个物理频道，也就是说，在前端，8K 音视频被封装到 TS，由于码率很大，必须将 TS 进

行分割，然后被复用进一种 ITU-T J.183 所规定的 TSMF（Transport Stream Multiplexing Frame）“超级帧”，

最后对每一个超级帧进行 64 QAM 或 256 QAM 调制，可以调制到有线电视网络中任何一个物理频道；另

外在前端 SIG 中需要指定 NIT 的 Cable Delivery System Descriptor 中对应频点的 Frame_Type 为 

TSMF_Type，从而使得终端获知该频点包括TSMF帧。在TSMF帧中通过 Stream_ID 和Original_Network_ID

唯一标志在 TSMF 中的一个 TS 流，在前端 SIG 中还需要在 SDT 表中包括 TSMF 帧中的 TS 对应的 Service

描述。而在用户端，接收设备对解调后的每一个超级帧进行解复用、同步、组合等处理，重建出 8K 的 TS，

再进行解码。具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HFC网络广电网络
视频源网络

8K摄像机

信号源

复用调制器

复用调制器

复用调制器

TSMF分割打包服务器

运营商前端

其他HD TS输
入

ASI/TS

ASI/TSMF 
TS

RTP/UDP

SIG

家庭智能网关

混合
器

8K电视机

RF

RF

8K视频源

8K视频源

 

图 1  基于 TDM 与信道绑定的 8K 传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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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8K 视频源通过 IP 组播方式播发，TSMF 分割打包服务器接收到 8K 视频码流后，将 TS 流分割，

并按照 ITU-T J.183 的规范封装成 TSMF 超级帧，再通过复用调制器交付到 HFC 网络；相应的 SIG 的 NIT

以及 SDT 需要根据 TSMF 规范添加上文所述的相应参数和描述，并同样通过复用调制器交付到 HFC 网络；

家庭网关按照 ITU-T J.183 的规范对每一个超级帧进行解复用、同步、组合处理重建出 8K 视频流，然后以

TS over IP 方式分发到家庭网络。 

2.2  DVB-C2 方案 

通过 DVB-C2 传输，相比于传统的 DVB-C，DVB-C2 具有更高的传输效率，支持传输 8K 业务。需要

指出的是，如果使用 DVB-C2 技术，要求家庭智能网关的 Tuner 必须支持 DVB-C2，同时需要升级前端的

复用调制器以支持 COFDM 调制，具体方案如图 2 所示。 

HFC网络广电网络
视频源网络

8K摄像机

信号源

复用调制器
(COFDM)

复用调制器
(COFDM)

复用调制器
(COFDM)

运营商前端

其他HD TS输
入

ASI/TS

RTSP/RTP

SIG

DVB-C2网关

混合
器

RTP/RTSP转换

RF

8K视频源

8K视频源

8K电视机

 

图 2  基于 DVB-C2 的 8K 传输方案 

图中，8K视频源通过 IP组播方式播发，前端系统接收到8K视频码流后，转为TS over IP汇入到COFDM

复用调制器，通过 COFDM 复用调制器交付到 HFC 网络。终端需要采用支持 C2 的解调器与，通过支持

DVB-C2 的 TUNER/DEMUX 解调出 8K 视频流，然后以 TS over IP 方式分发到家庭网络。 

2.3  技术选型 

经分析，综合考虑复用调制器开发、现有家庭智能网关改造等因素，广东广电网络决定采用 ITU-T J.183

协议的信道绑定标准来制定方案并实施。其中，数码视讯的下一代数字电视复用调制平台已有工程机支持

ITU-T J.183 协议的信道绑定标准；华为海思的 Hi3796CV300 机顶盒芯片是国内较为成熟的 8K 解码方案，

目前已有工程样机供测试使用，预计 2020 年 3 季度实现量产；广东广电网络自主研发并规模商用的家庭

智能网关（DVB 版本）配置有 Full-Band Tuner，通过软件升级可实现对 ITU-T J.183 协议的信道绑定标准

的支持。  

 

3  技术方案 

3.1  8K 直播与点播方案 

在 ITU-T J.183 协议中，帧头字段里有较多用来描述多个视频 TS 流的合并信息，主要用于 slot 的检索。

为了便于设计，方案对此进行精简，不考虑多个视频 TS 流合并的情景（在 8K 场景中可不应用多个视频

TS 流合并，如果需要在一个捆绑的多频点信道中传多个节目，只需要将多个节目复用为一个 TS 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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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支持一个 TS 流（SPTS），省略终端的 slot 检索过程，一个 TS 流中的不同节目可以用 PID 区分。 

8K 直播传输方案如图 3 所示。 

编码 复用加扰

IP-TS

IPQAM
家庭智能

网关

8K电视/

8K机顶盒

加扰IP-TS

HFC网络

RF-TS

 

图 3  8K 直播传输方案 

编码器输出 8K 节目 IP-TS 流，承载单个/多个节目。8K IP-TS 流经复用加扰后，传输到 IPQAM。IPQAM

负责对每个 IP-TS 流里接收到的 TS 流拆分成多路，每路都封装成 TSMF 帧，然后按 DVB-C 的信道协议进

行信道编码和调制，最终通过多个信道输出 RF-TS 流。 

8K 点播传输方案如图 4 所示。 

NGOD平台 VSS

IPQAM
家庭智能

网关

8K电视机

/8K机顶盒
HFC网络

IP视频平台 融合CDN

HLS

IP-TS

RF-TS

 

图 4  8K 点播传输方案 

VSS（推流服务器）输出 IP-TS 流到 IPQAM、融合 CDN 把 HLS 的流转为 IP-TS 流到 IPQAM。IPQAM

负责对每个 IP-TS 流里接收到的 TS 流拆分成多路，每路都封装成 TSMF 帧，然后按 DVB-C 的信道协议进

行信道编码和调制，最终通过多个信道输出 RF-TS 流。 

IPQAM 处理流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利用 TSMF 帧传输 TS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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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F_header 52个TS包
 

图 6  TSMF 帧格式 

图 6 中给出了 TSMF 的帧格式，1 个 TSMF 帧有一个长度为 188 字节的 TSMF_header 和 52 个 TS 包

组成。表 1 中则给出了 TSMF 帧头字段的取值。 

表 1  TSMF 帧头字段 

字段 字节序号 取值 

packet_header 

0 0x47 

1 000b，TSMF_PID[12：8] 

2 TSMF_PID[7：0] 

3 {0001b，continuity_counter} 

TSMF_sync 
4 0x1A 

5 0x86 

version_number 

slot_information 

6 000b，0b，0001b 

7 0xFF 

8 0xFF 

identifiers_information 9-68 0xFF 

control_information 69-72 0xFF 

relative_stream_number_information 73-98 0xFF 

extension_data 

99 0b，1111111b 

100 0xFF 

101 group_id 

102 number_of_carriers 

103 carrier_sequence 

104 {number_of_frames，frame_position} 

reserved 105-183 0xFF 

CRC 

184 CRC32 校验 

185  

186  

187  

由于多信道绑定，为了便于接收端对齐信道，要求信道间的超帧尽可能对齐，为了减少接收端的缓存

空间，要求信道间的传输延迟不超过 5ms。参见图 7。 

 

图 7  TSMF 超帧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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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终端接收及呈现 

3.2.1  8K 码流接收方案 

采用 TSMF 方案传输 8K 视频时，需有相对应的终端支持。从多个频点解调输出 TS 流（TSMF 格式），

利用 TSMF_header 字段中的内容对齐每个频点输出的超帧（superframe）。然后通过 carrier sequence 序号，

合并输出数据，如图 8 所示。 

 

图 8  家庭智能网关利用 TSMF 还原 8K TS 流 

采用 TDM 与信道绑定的方式传输时。网关中的业务终结系统需要升级以包括 TSMF 组包处理以及 8K

业务终结，其中 TSMF 组包模块用于完成 TSMF 的解复用，同步以及组合处理重建 8K 的 TS 流，而 8K 业

务终结需要增补 8K 业务对应的 SI/PSI 信令处理。 

3.2.2  8K 直播搜台方案    

基于广东广电网络的搜台方案（配置表）进行如下改动，来满足 8K 直播节目的搜台需求，这种改动

不会修改原有配置表的结构。 

（1）增加 ServiceInfo 表 ServiceArray 中 ServiceType 和 ReferServiceId 两个属性的新的取值和含义定

义，如增加 ServiceType 取值为 66（注：66 为举例值）时，表示该节目为 8K 节目，增加 ReferServiceId

值的含义解析，当 ServiceType 取值为 66 时，ReferServiceId 的值表示的是 TSMF_PID 的值。 

（2）对于 8K 节目，通过 ServiceInfo 表的多个 ServiceArray 字段来描述其所传输的多个频点和

TSMF_PID 的信息。 

3.2.3  8K 点播改造方案 

图 9 中，红色字体部分即为针对 8K 点播节目所增加的步骤。根据流程，主要对互动平台推流、资源

分配及媒资相关系统模块进行改造，涉及 VSS（推流服务器）、ERM（边缘资源管理）、CDN（内容分发网

络）、Portal（门户系统）、媒资系统。 

 

4  方案实施 

由于目前国家标准的 AVS3 编码方案未完全定版，基于本方案进行测试的 8K 视频暂时采用 AVS2 编

码方案，码率设定为 95Mbps。2020 年 6 月上旬，在广东广电网络实验室基于上述方案实现了 8K 直播的

播出。参见图 10。 

测试过程中发现，由于家庭智能网关需要通过软件拼接 TSMF 帧并在局域网进行 IP 分发，处理一路

AVS2 95Mbps 编码的 8K 视频时家庭智能网关 CPU 的占用在 60%左右，设备处于较高负荷状态。AVS3 的

目标编码性能理论比 AVS2 将提升一倍，通过 AVS3 编码可在现有的网络和终端上继续提升 8K 视频的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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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色域等指标，充分发挥 8K 视频的高阶特性。 

APP Gateway Portal NS SM VSIPQAM

NavCheck(认证获取用户账号信息(userid))

GetRootContents(获取跟栏目信息)

GetFolderContents(获取栏目、媒资信息)

ValidatePlayEligibility(获取媒资价格及授权信息)

SelectionStart(媒体点播)

返回订购令牌(purcharseToken)

请求播放URL

返回播放URL

Play请求

S1 RTSP请求
S2 SM通过purchaseToken向NS请求

鉴权、订购并返回播放列表

返回playList
R2接口请求播放

推流

8K分片

推流

8K分片

重组
IP推流

鉴权，获取节目信息

返回节目信息（频点、serviceid、TSMF_PID等）

返回8k配置

获取8k配置

图 9  8K 点播接收改造 

 

 

 

 

 

 

 

 

 

 

 

图10  8K直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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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方案采用 ITU-T J.183 协议对复用调制设备、家庭网关设备进行改造，在广播电视网络上实现了 8K

视频的传输与呈现。与采用 DVB-C2、DOCSIS3.1 标准的 8K 传输方案相比，该方案整体改造成本低，可

延长 HFC 网络与家庭智能网关（DVB 版本）的商用寿命。不过，由于目前广电总局尚未发布广播电视网

络的 8K 电视传输标准，基于该方案进行规模商用可能存在一定政策风险。此外，市面上缺乏支持 ITU-T 

J.183 协议的设备也是制约该方案规模商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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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71/j.cnki.rtbe.20190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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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太仓分所  朱登明  冯  兵  王  威 

 

摘  要：在制作视频节目时通常都需要多个机位，每个机位都需要配备专门的摄像师进行操作。伴随节目

需求的增长，人力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虚拟演播环境中制作节目，还需要将真实摄像机的

内外参实时在虚拟引擎中进行复现，这依靠人工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提高拍摄效率和播出质量，

研发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简称 MOCO-TV），这是一套能够同时、同步、精

确控制摄像机运动、焦距、对焦和光圈变化，并详细记录摄像机运动轨迹的交互式摄像控制系统。

主要解决虚拟演播系统下的运镜问题，并且通过灵活的可达空间，替代传统的多机位布置，是全

媒体交互式演播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确控制摄像机位置和姿态的特性，可以保证虚拟的前景、

背景准确地和实拍画面进行融合，目前本系统已经在苏州电视台、珠海电视台投入使用。 

关键词：虚拟演播室；摄像机；运动控制 

 

 

1  引言 

传统视频节目的制作，主要根据节目组预先编排的拍摄计划进行拍摄，在拍摄现场导演通过对讲机来

指挥机位的变化，摄像师人工控制摄像机完成预先设计的运动轨迹，一般一档节目至少需要 4 个机位，这

就要求多人值守，导致设备和人力成本高。在机位运动中，传统的演播室靠云台、导轨及摇臂等设备进行

摄像机位置和姿态的变换，需要摄像师尽可能的准确的控制摄像机，因为在拍摄现场不可控因素高，所以

很难保证拍摄画面满足导演的需求，尤其是在直播节目当中。为了保证节目制作的效率以及播出的质量，

我们自主研发了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其是在“奥视佳®”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的基础

上针对虚拟演播室特有的需求所研发的系统，下面分别对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及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

运动控制系统进行介绍。 

 

2  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等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拍摄已经从手工作坊时代进入了工业化制作时

代，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目前特别是在欧美，电影大片拍摄过程中摄像机运动控

制系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阿凡达》、《地心引力》、《2012》、《魔界》、《星球大战》等大片中都

大量的使用了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来提升影片的效果。 

国内高精度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较为缺乏，因此我们自主研发了“奥视佳®”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

借助“奥视佳®”MOCO 系统，可使摄像机的运动轨迹被一遍遍地重复精确执行，并且摄像机轨迹可以导

入 3D 制作软件（例如 MAYA）中，从而使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摄像机运动轨迹完全统一。具体来讲，

MOCO 系统包含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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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控制：摄像机器人按照 MOCO 预先设置的轨迹或是在 3D 制作软件中预定的运动轨迹，实现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精确运行，从而达到摄像机、道具、演员的完美匹配。 

重复控制：摄像机器人按照预定的运动轨迹重复运行，使摄像机能以完全一致的拍摄轨迹和拍摄速度

进行拍摄，从而达到重复拍摄的效果，进一步利用视频合成技术，就能得到人物复制等多种特效。 

特效拍摄：基于 MOCO 的重复拍摄、高速控制、精确控制等功能，可以快速便捷的实现如分层拍摄、

高速拍摄、微缩合成拍摄等丰富多彩的拍摄特效。 

仿真预览：具备仿真预览功能，可以离线预览设置关键帧的情况和预设轨迹的运行情况。让用户可以

提前快速直观的了解轨迹的运行情况，便于对轨迹进行整体把控和再编辑。 

虚实融合：MOCO 系统支持与 Unreal 等虚拟系统对接。通过数据的实时交互，与虚拟系统配合使用，

完成虚拟场景与实拍场景的实时融合渲染。 

基于 MOCO 系统的精确控制、重复控制、特效拍摄、虚实融合等功能，导演可以先在 3D 制作软件中

将道具、演员、MOCO 系统虚拟化，并在 3D 制作软件中设计好摄像机的运动轨迹，然后将虚拟摄像机的

运动轨迹导出到 MOCO 系统中，最后 MOCO 系统驱动摄像机精确地按照输入的轨迹完成运动。这样就可

以方便地拍摄出如人物复制、背景（前景）更换、淡入淡出、比例缩放、动物编队、模型拍摄以及 CG 合

成等一系列特效画面。 

 

3  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 

MOCO-TV 是在“奥视佳®”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的基础上，根据电视直播过程中对摄像机拍摄的特

定需求所研发的拍摄系统。它由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工业伺服滑轨、影视摄像机、镜头控制器、数据

采集设备以及一些相关配件组成。本系统通过使用特殊的机械装置，包括特殊的变速箱，静音电机以及对

整个装置进行隔音处理等，从而满足视频节目制作的要求。通过 MOCO-TV 替代传统的多机位布置，一个

人就可以完成虚拟演播系统中不同机位的运镜问题，将虚拟演播室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前期静态环

境中的播报发展成为交互式的动态展示，把演播室打造成有趣且充满活力的无限空间。 

 

图 1  “奥视佳”MOCO-TV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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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MOCO-TV 具备如下功能： 

替代多机位：MOCO-TV 通过 6 自由度机械臂与轨道的配合运动可以快速到达演播室内大部分位置，

在替代传统多机位和摇臂布置的同时，实现多机位和复杂机位的灵活切换，而且 MOCO-TV 不仅可以安装

在地板上，还可以安装在天花板上，以适应更多的灵活性。 

轨迹设计功能：提供轨迹设计功能，用户可以灵活设置每个关键帧之间的运行方式，包括直线运动，

抛物线运动，圆弧运动及其组合等。轨迹的运动速度和运行时间用户也可自行设定，同时也提供了等待时

间、混合平滑等参数，使得用户可以进一步设计复杂轨迹。 

镜头控制：MOCO-TV 集成了镜头控制模块，支持 cmotion、tilta 外置镜头控制器，对镜头的焦距和对

焦进行实时精确控制，同时具备对广播级摄像机富士、佳能全伺服镜头伺服控制器的实时控制的功能。 

摄像机多种运动控制方式功能：提供受控摄像机多种运动控制方式，在可以单独控制 6 轴机械臂的每

个轴单独运动的基础上，提供基于摄像机坐标系的平移和旋转控制功能，基于指定参考坐标系的平移和旋

转控制功能，提供外接设备的控制，如游戏手柄，可支持定制化操纵板的控制。 

镜头水平锁定和目标锁定功能：保证轨迹运行过程中镜头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具备高精度的实时定位

跟踪，支持摄像机始终对准静止的拍摄对象，控制角度的精度为 0.3 度，位置的偏差在 5mm 。 

除上述功能外，处理了 MOCO-TV 的安全性问题，如 MOCO-TV 在设计运行轨迹中可以检测自身碰撞，

可以防止与演播室中相关的静态物体，如灯光，装饰环境等碰撞，在运动过程中可以防止跟静态和动态的

物体的碰撞，有人进入危险圈的时候给予提示，确保人员的安全。 

MOCO-TV 的除了拥有 MOCO 的优势之外，重点是可以跟电视台的其它系统进行对接，如：MOCO-TV

可以与 Vizrt 等虚拟演播室系统进行对接，实现了与虚拟系统的数据实时交互功能，和虚拟演播室下的自

由运镜。提供与 MOSART 集控系统的对接，可由集中控制系统运行指定的机位及相关轨迹。 

 

4  典型案例 

目前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已经应用于多家电视台，如苏州电视台，珠海电视台等，

另外还在大型直播活动，产品发布会中使用，如小鹏汽车的新品发布会的 24 小时直播中。下面介绍两个

案例： 

案例 1：苏州电视台 

苏州广播电视台已经采用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进行多档电视节目的直播，通过在直播现场实时记录摄

像机位置、姿态、焦距和对焦距离等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实时发送给 Vizrt 渲染系统，和 CG 素材进行实时

渲染融合，将整套设备与演播室的 Mosart 集控系统对接，精确控制不同机位的时间，复杂的机位运动将只

需要一个人即可完成，而且确保了一致性和准确性。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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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虚拟演播室现场                            右图：Vizrt 渲染合成效果 

图 2  苏州电视台 

案例 2：小鹏汽车直播 

小鹏 P7 汽车直播采用了虚拟直播的方式进行，将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与 Unreal 渲染引擎结合，将摄

像机的位置、姿态、镜头的焦距，对焦以及畸变信息实时发送给 Unreal 引擎，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保证了

发送的位置、姿态数据与镜头的参数数据以及采集的摄像机画面数据的同步，精准记录了摄像机轨迹运动

的时间码信息，保证了所有机位的同步。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通过对虚拟画面与实拍画面的标定，保证了

画面的时空一致性，通过它的高速稳定，保证了合成画面的渲染的质量。参见图 3。 

  

 左图：直播机位现场                                   右图：直播拍摄现场 

图 3  小鹏汽车直播 

 

5  结束语 

目前面向虚拟演播室的摄像机运动控制系统已经应用在苏州电视台、珠海电视台、长兴电视台的多档

节目制作中，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其对摄像机的灵活控制、对虚拟演播室的良好兼容都大大方便了节

目的制作。后续我们将对系统进一步优化，如添加对主持人的实时跟踪、对指定物体的快速锁定变焦等功

能，将摄像师从枯燥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主创人员在虚拟演播室下仍可自由的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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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一种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解决方案，可在较低硬件配置机顶盒上支持 4K 超高清

应用，同时还可以搭载蓝牙服务、人工智能语音应用等。该机顶盒目前在江苏有线已完成研发，

经过大规模应用证明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和较强的业务支撑能力，对推动 4K 超高清产业链发展

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低成本；4K 超高清机顶盒；内存优化；蓝牙模组；智能语音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ow-cost 4K UHD Set-Top Box  

in Jiangsu Cable 

Yao Huijun1 Rong Qi1 Sun Shengan1 Zhuang Yin1 Zhang Yizhe1 

（Jiangsu Cable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Nanjing，210001）1 

Abstract：“High & New video”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deo industry. High& New video means 

“high-format，new-concept” video，where “high-format” refers to the fusion of 4K，8K，3D，VR/AR/MR，high frame 

rate，high dynamic range，wide color gamut and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low-cost set-top box 

solution which can support 4K UHD in a less memory storage and can support Bluetooth applications and intelligent 

voice services as well. The solutio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railed in Jiangsu Cable. It has been tested and proved to 

perform well and be able to support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With the great cost performance，it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4K UHD industry chain. 

Keywords：Low cost，4K Ultra-HD set-top box，memory optimization，Bluetooth module，intelligent voice 

 

 

1  引言 

随着 4K 超高清内容越来越丰富，有线网络运营商迫切需要将数字电视终端从高清机顶盒升级换代至

4K 超高清机顶盒。但是，4K 超高清机顶盒动辄需要 200 多元，高昂的价格导致 4K 超高清机顶盒推广受

到极大的限制，阻碍了运营商业务的进一步开展。 

随着机顶盒芯片产业链整体升级，市场上出现了高清芯片价格倒挂的现象，4K 超高清芯片价格反而

比高清芯片更为便宜。因此，在降低机顶盒整机成本的前提下，将高清芯片替换成 4K 超高清芯片，研发

支持 4K 超高清的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便成为当下较为热门的话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解决方案，可在较低硬件配置上支持 4K 超高清应用，同时

还可以搭载蓝牙服务、人工智能语音应用等。该机顶盒在江苏有线已完成研发，经过大规模应用证明其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和较强的业务支撑能力，对推动 4K 超高清产业链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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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架构设计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硬件设计首要原则是可靠性要高，不能因为降低硬件配置导致系统稳定性问

题。其次是要有前瞻性，不能因为降低硬件配置导致业务无法上线，至少可以满足未来 3-5 年业务发展需

求。最后要标准化，不能因为降低硬件配置导致平台、网络、业务、终端软件成本增高，要按照“软硬

分离”设计思路，进一步提升机顶盒硬件和软件标准化程度。 

2.1  业务需求分析 

在业务功能上，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需支持高标清直播、4K 超高清直播、高标清点播、4K 超高

清点播，支持江苏有线“名师空中课堂”、“电影在线”、“爱艺在线”、“健康江苏”等特色业务内

容，支持微信电视、蓝牙语言遥控、人工智能语音等新技术和新应用。与 4K 超高清智能相比，可不支持

应用场景较少的视频通话等 APK 类下载式应用。 

表 1分别对标了高清机顶盒、4K超高清智能机顶盒和普及型 4K超高清机顶盒三种机顶盒在核心重点

业务功能方面的差异。 

表 1  业务功能需求对比分析表 

项目 高清机顶盒 4K 超高清智能机顶盒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 

高标清直播、点播 支持 支持 支持 

4K 超高清直播、点播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人工智能语音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蓝牙遥控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Wifi 网络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浏览器类增值业务 部分支持 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 

浏览器增值业务 部分支持 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 

APK 类增值业务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2.2  硬件规格设计 

由业务需求分析可知，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主芯片延用 4K 超高清智能机顶盒主芯片，内存则从

2G内存降低到 512M。同时，除了DVB所需的高频头、QAM解调外，还应配置Wifi和蓝牙BT4.0芯片，

以支持蓝牙语音遥控器等外设，实现人工智能语音操控。 

目前，市场上高清机顶盒价格通常在 140 元左右，4K 超高清智能机顶盒价格通常在 220 元左右。根

据硬件规格定义可知，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价格应控在 120 元之内，较其余机顶盒具有更高的性价

比，表 2 给出了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硬件规格详细定义。 

表 2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硬件规格定义 

型号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 

主芯片 市场上主流 4K 芯片 

存储器配置 512MB DDR + 256MB NAND Flash 

高频头与 QAM 解调 单路硅高频头+Demod 

双向接入 LAN 型 

WiFi、蓝牙配置 内置 WiFi 802.11 bgn，1T1R；蓝牙 BT 4.0 

智能卡接口 一个（标准尺寸） 

音视频接口 
一路 HDMI 2.0 

一路 miniAV 接口（3.5MM，CVBS+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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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 

USB 接口 两路 USB 2.0 

网络接口 一个 10/100Mbps 网络接口 

IR 红外 一个红外引出口 

电源适配器 统一采用 12V，1A 直流电源 

射频接口 一个，F 头/母头/英制 

2.3  外观及散热设计 

一般而言，有线电视 DVB 机顶盒由于搭载高频头、CA 卡等器件，机顶盒外观尺寸通常较大。以江苏

有线高清机顶盒为例，其尺寸大小为 220mm*155mm*40mm=1364000mm3，显得较为笨重。为降普及型，

提升机顶盒颜值，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参考电信运营商 IPTV 机顶盒和 OTT 机顶盒外观设计，其整机

尺寸大小仅为 130mm*98mm*25mm=318500mm3，体积不到传统机顶盒的四分之一。 

由于体积较少，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优化了散热方案。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根据芯片发热量

和结构设计特点，上下两面采用菱形散热孔元素，左右两边采用横道栅格，前脸采用菱形遥控窗，增加机

顶盒散热空间及面积。通过下盖进风，侧边与上盖出风的自然对流散热方式把冷热风道隔开，将机器体内

的热量快速地散发出来。经测试，在工作状态功率为 10W、25 度室温的情况下，机顶盒温升可控制在 15

度之内，能耗达到国家 1 级能效，可在较封闭不通风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 

 

3  软件优化设计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软件构架完全参照 TVOS3.1 操作系统，相比于搭载 2G 内存的智能电视操作

系统，本项目软件设计的首要核心任务就是如何优化内存，使得在 512M 内存上能够实现 4K 超高清节目

解码的同时可承载全部业务需求。其次，还需对系统软件按照分层设计思路，在内核层设计中植入蓝牙

功能，在组件层设计中新增人工智能语音组件。最后，为实现该产品在不同区域、不同网络环境下的流

通和使用，还需在应用层设计中实现应用的在线配置和动态检测功能。 

3.1  内存优化设计 

为实现在 512M 内存上支持 4K 超高清节目，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从三个方面对内存进行优化： 

（1）整理内存碎片。内存碎片的产生是由于某些未分配的连续内存区域太小，以至于不能满足任意

进程的内存分配请求，从而不能被进程利用的内存区域。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采用段页式内存分配方

式，将进程的内存区域分为不同的段，然后将每一段由多个固定大小的页组成。通过页表机制，使段内

的页可以不必连续处于同一内存区域，从而减少内存碎片。 

（2）优化回收机制。普及型 4K 超高清型机顶盒优化了内存回收机制，加大内存的回收效率，当系统

动态内存低于 70M 时就会主动回收，确保有足够的内存用于 4K 超高清节目解码。 

（3）优化使用策略。在未做内存优化前，画图缓存大小固定为 50M 大小。经过多次系统级测试，可

将画图缓存改为 16M，当内存不够时再申请动态内存。该策略可满足 85%以上的画图应用场景，从而减

少了内存空闲场景。 

经过上述内存优化处理，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播放高清频道时内存剩余 200M，播放 4K 超高清频

道时内存剩余 120M，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内存分配情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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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内存分配表 

序号 统计项 应用模块 内存分配 备注 

1 系统软件 SDK 156 分配系统使用，如画图和图片硬解码均需使用 

2 基础软件 

浏览器 70 

确保直播、点播、浏览器业务的正常稳定 

DVB 直播 112 

CA1 软件 2 

CA2 软件 2 

CA3 软件 2 

其它 4 

3 第三方应用 

广告 10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引入支持的第三方业务 

点播 8 

JVM 游戏 8 

微信电视 2 

人工智能 10 

其它 6 

4 系统预留 动态内存 120M 预留动态内存，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合计 512M 

3.2  蓝牙优化设计 

目前业内尚未有成熟的蓝牙 Linux 软件集成方案，为支持蓝牙操控、蓝牙语音等应用场景，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在业内首次实现 Linux 软件上蓝牙模组软件优化设计。蓝牙模组系统结构分为三部分：

硬件接口层、中间协议层和应用层，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蓝牙模组集成方案见图 1 所示。 

Driver 蓝牙模块 数据生产

硬件统一接口（收发数据）
硬
件
接
口
层

Porting API

JS接口
中
间
协
议
层

UI 第三方应用界面

应
用
层

 

图 1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蓝牙模组集成示例图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蓝牙模组集成工作如下： 

（1）硬件接口层。提供蓝牙外接设备标准硬件接口和蓝牙模组驱动程序，产生和收发蓝牙通信的数

据，与蓝牙接收端进行通信。 

（2）中间协议层。负责实现 porting API，提供设备软件与上层进行蓝牙通信的协议/数据通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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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设备应用编程接口，提供底层与浏览器的数据传输通道。 

（3）应用层。开发应用 APP 页面，实现蓝牙数字电视应用人机交互界面，与 web 后台进行通信。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蓝牙模组业务流程设计如图 2 所示。 

开机

启动蓝牙模块

蓝牙是否已配

对

按遥控器任意按键

进行续连

按遥控器任意按键

走配对流程

蓝牙扫描

找到遥控器设备

是否配对成功

遥控器正常使用

按回看+直播键进行

强制配对

否

是

配对

是

否

查找配对失败原

因

否

 

图 2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蓝牙设备工作流程 

3.3  人工智能语音设计 

目前业内尚未有成熟的 Linux 软件人工智能语音方案，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人工智能语音功能采

用“云端--本地”两级架构。云端为语音业务的主要实现，本地则在 linux 软件上完成蓝牙语音遥控器的

集成、linux 底层软件接口开发、核心语音 C 库开发以及核心语音解析和后台交互。 

江苏有线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人工智能语音基于百度通用语音能力后台，开发语音交互功能软件

包，通过蓝牙语音遥控器采集语音，实现基于语音的人机交互，支持自然语言理解和响应。具体业务流

程为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采集高质量的音频，收集用户的声音信息，作为提供给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判

断用户意图的依据，平台主要完成各种指令解析、任务调度、数据转换、用户认证等。普及型 4K 超高清

机顶盒人工智能语音数据完整流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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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人工智能语音数据流程图 

3.4  统一软件设计 

江苏有线分、子公司众多，不同区域内业务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全省采用统

一软件，软件可以实现全省“漫游”。机顶盒“漫游”到某区域内能自适应支持本地网络、DVB 信号、

CA 卡、本地业务、Portal 等等，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省通”。 

为实现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统一软件，依据《EN 300 468 V1.6.1--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Specification for Service Information （SI） in DVB systems》行业规范，我们定义了相关 EPG

描述子信息，EPG 描述子结构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D9148A00020001443045546186823201E1D1C0000000

长度0x14
固定

有效位+保留位
固定值8

版本号

区域码

主频点

EPG机制

预留

Tag值

VOD配置
流频点

VOD节目
号

VOD调制
方式

永新CA卡号长度
识别位

 

图 4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 EPG 描述子结构示意图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统一软件设计业务流程如下： 

（1）机顶盒开机时从 EPG 中获取区域码值和当前区域相关业务配置信息，机顶盒应用软件将获取到

的相关信息临时写入到系统软件中。 

（2）区域信息设置成功后，机顶盒保存当前区域配置设置状态，执行该区域的业务功能。 

（3）机顶盒下次开机时，判断相关区域配置是否有更新，如果无更新则继续执行上一次操作；如果

有更新，则更新最新区域码值和区域相关业务配置信息。 

（4）在特殊情形下，如机顶盒恢复出厂设置时，机顶盒更新最新区域码值和区域相关业务配置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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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务推广情况 

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作为江苏有线 4K 超高清机顶盒的有效补充，借助其价格优势和产品优势，

可进一步提升江苏有线市场竞争力，提高江苏有线 4K 超高清终端覆盖率，是公司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抓

手。 

 

5  经验总结 

江苏有线普及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的研发及应用，攻破低配置机顶盒支持 4K 超高清的技术难题，解

决了 4K 超高清智能机顶盒成本高昂、无法大面积推广的问题，实现了公司机顶盒终端的换代升级。普及

型 4K 超高清机顶盒搭载江苏有线“名师空中课堂”、“电影在线”、“爱艺在线”、“健康江苏”等特色内

容，借助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极大提升了用户的交互体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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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高并发设计与实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张新强 

 

摘  要：本文从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业务出发，针对系统建设所需要解决的海量地理空间信息实时计

算分析与高并发实时在线业务运营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地理信息数据组织、空间索引建立以及计

算分析策略等内容进行研究，实现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高并发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运

转。 

关键词：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高并发；设计；实现 

 

 

1  背景 

直播卫星电视服务是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尽快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群众长期无法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

问题，经中宣部批准，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实施的直播卫星广播电视新服务。直播卫星电视服务是以最低

成本、最快速度、最有效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广大农村家家、户户、人人听广播、看电视的问题，对

于推动扶贫惠农、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中央要求，国家

广电总局从 2011 年开始实施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为扩大广播电视在农村的有效覆盖，

起到了显著成效。  

多年来，由于客观原因，直播卫星业务运营管理主要以基站定位管理为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北斗定位为基础，以地图为支撑的新一代直播卫星业务运营系统建设越发迫切，2018 年，基于地图的新

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Geographic Position Information System，以下简称 GPIS）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卫星直播管理中心组织建设实施。为保障直播卫星业务运营的连续性，新系统将以兼容老系统为基础，

以“接口化”、“管道化”的方式组织研发，前期新系统可与老系统并行运行，待条件成熟时，老系统退出，

直播卫星所有业务将完全以新系统为支撑运行。 

与老系统相比，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 GPIS 主要有两个特点：（1）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

系统以北斗定位为基础，定位精度更高；（2）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以地理空间信息为支撑，以地

图为载体，业务管理将更加精细、高效、科学。由此可知，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由于采用我国自

主的北斗定位技术，具有了系统定位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采用了国家基础空间地理信息为支撑而具有了空

间信息计算分析的坚实基础。根据直播卫星新一代技术系统运行需要和业务需求，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

理系统将是面对全国范围用户、建立在大量地理空间信息计算和分析基础之上的在线、实时业务管理运营

系统，系统具有高并发性、高计算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要求特点，系统建设的核心瓶颈是业务管理所

要求的高计算性与业务运营所要求的高并发性、高可靠性以及高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即高计算性条件下的

高并发有效性问题。本文拟通过地理信息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建立以及计算分析策略等内容研究解决

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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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设计 

2.1  新一代系统总体结构 

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检索计算分析策略

新一代北斗卫
星定位机顶盒

北斗卫星

中星9号

业务开通信息发送 位置管理结果回传
决定是否可开通

位置定位 节目信号

 

图 1  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总体结构图 

新一代北斗卫星定位机顶盒接收来自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以及来自中星 9 号的节目信号。新一

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接收来自机顶盒的业务开通信息（包含位置信息），经过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

引检索、计算分析策略三个主要步骤，基于地图判别方式，确定机顶盒开通位置是否合规，回传信息决定

该机顶盒是否可接收直播卫星节目。 

2.2  空间数据组织方法 

基础地图数据 服务区域数据 电子围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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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间数据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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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分类位置管理中使用的空间数据，按照业务划分到空间要素分解的方式，打通数据来源与数据计

算通道，为实现基于地图的高并发、高可靠、高稳定性的位置管理提供完善的数据基础。 

空间数据划分为三类：基础地图数据、服务区域数据、电子围栏数据。（1）基础地图数据来自国家基

础空间地理信息数据，用于实现基本的地图计算功能，主要包括省边界、市边界、县边界数据；（2）服务

区域数据来自于直播卫星服务区域划分情况，用于实现精细化的服务划分与管理，主要包括乡级服务点、

村级服务点、服务界限边界数据；电子围栏数据为地方划片数据，用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位置开通结果

进行精细化调整，主要包括乡电子围栏、村电子围栏数据。 

2.3  空间索引建立方法 

点
元
素

GeoHash编码

LRU更新策略

内存存储

网格存储

面
元
素

线
元
素

R-TREE索引结构 数据业务分类

生成缓存

是否有缓存
是 否

数据位置判定

 

图 3  空间索引流程图 

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空间数据结构，空间索引介于空间操作算法和空间对象之间，其通过筛选作用，排

除大量与特定空间操作无关的空间对象，从而提高空间操作的速度和效率。 

磁盘存取速率是系统中的瓶颈，为了降低磁盘对空间大数据运算的影响，系统采用了双层索引结构：

数据索引层，磁盘索引，将空间数据组织分解为点、线、面基本空间元素，通过 R-TREE 索引算法分别建

立数据索引，并按照数据业务进行分类；缓存索引层，内存索引，利用 GEOHASH 编码实现网格存储，利

用 LRU 更新策略实现缓存数据的更新。 

当外部有数据位置判定请求时，将优先查询缓存索引层，若存在缓存，则直接从内存中取出结果；若

无缓存，则通过数据索引层查询到目标数据，提取数据同时将其发送至缓存索引层。通过懒加载方式，实

现“内存-磁盘”的二级缓存结构，大大减轻了磁盘负担，为位置计算分析提供高效率的数据查询管道。 

2.4  计算分析策略方法 

在空间数据组织和空间索引基础上，根据业务调整需求和高并发有效性要求，制定了可动态扩展、组

合的计算分析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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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计算分析策略结构 

首先将计算分析策略抽象分解为基本的空间策略，包括判断在某边界中、判断与某点距离、判断与某

线距离、判断在某缓冲区，所有真实使用的定位管理策略即为基本空间策略的单种或多种、不同判别条件

的组合。 

而后根据业务要求，利用基本空间策略，组合为符合实际需求的多种组合策略。组合策略放入组合策

略流水线中，实际位置计算分析时，按策略顺序进行多工序计算，最终得到符合综合计算分析策略的位置

管理结果。 

该计算分析策略方法，具备极强的扩展性，且易于配置，流水线型策略计算则保证了运算可靠性和效

率。 

2.5  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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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

Event 
Loop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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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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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一代位置比对服务系统核心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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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新一代系统开发主要包含三大组件：多进程异步非阻塞位置比对内核、服务策略热更新、

开放式接口服务。 

多进程异步非阻塞位置比对内核包含上文阐述的核心技术，服务策略热更新组件在内部管理者处使

用，可动态修改内核的定位分析策略，对外提供内部 RPC 接口和外部 HTTP 标准接口，三大组件结合构成

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的核心服务。各组件内容如下： 

（1）多进程异步非阻塞位置比对内核： 

单进程内建立 Event Loop 事件循环，通过全异步非阻塞机制，融合空间数据、空间索引、计算分析策

略三大核心技术，研发了位置比对单进程内核模型。建立进程管理池，复用同一管道，将单进程位置比对

内核模型复制为 n 份（进程数量可依据部署机器核心和吞吐量动态调整），以最少连接方式提供进程负载，

配备进程守护和错误自启，极大提高了并发性和容错率。 

（2）服务策略热更新： 

新一代业务发展快，策略变化较多，服务期策略热更新组件将各类计算分析策略进行整合，构成分析

策略流水线，多策略串行或并行计算分析，同时可自由进行策略的增删改查，具有较强扩展性，能不断适

应新一代北斗定位机顶盒业务的开展；建立策略代码热更新机制，管理端统一权限管理，策略更新毫秒级

完成。 

（3）开放式接口服务： 

对内提供 RPC 调用接口，具备毫秒级低延迟响应能力，有效支撑海量空间数据实时分析和新一代北斗

机顶盒业务开通；对外提供标准 HTTP 调用接口，在新一代北斗卫星机顶盒业务开展时为第三方提供权威

位置管理查询服务。 

根据组件模型，开发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系统前端展示效果如图、图所示。 

 

图 6  新一代北斗机顶盒业务查询 



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高并发设计与实现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80 

 

图 7  服务策略调整 

 

3  测试与分析 

为验证新一代系统的高并发有效性，模拟多并发、多请求下的客户端访问，收集服务器响应情况，最

终形成可信的压力测试数据。本次压测的主要测试并发数和请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性能压力测试并发数和请求数表 

并发 请求 

50 50000 

100 100000 

150 150000 

100 200000 

本次压力测试采用单节点测试，测试环境包含一台数据服务器和一台应用服务器，其具体配置如下： 

表 2  压力测试机器配置 

说明 CPU 内存 操作系统 

数据服务器 4 核 8G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应用服务器 4 核 8G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压力测试项主要分为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以及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结果。压力测试记录数据项

主要包含并发数、总请求数、异常率、吞吐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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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结果 

表 3  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结果表 

并发数 总请求 异常率（%） 完成时间（秒） 吞吐量/秒 

50 50000 0 86.01410631 581.3 

100 50000 0 168.4919966 593.5 

150 150000 0 249.9583403 600.1 

100 200000 0 337.723742 592.2 

   平均值 591.775 

 

 

图 8  位置比对成功压力测试折线图 

3.2  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结果 

表 4  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结果表 

并发数 总请求 异常率（%） 完成时间（秒） 吞吐量/秒 

50 50000 0 86.01410631 2901.1 

100 50000 0 168.4919966 2902.6 

150 150000 0 249.9583403 2911.8 

100 200000 0 337.723742 2895.2 

   平均值 290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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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位置比对失败压力测试折线图 

3.3  压力测试结论 

经过以上测试可知：（1）位置比对压力测试，随着请求数量增长，完成时间基本呈线性增长，具有较

好的时间复杂度曲线，面对大批量请求时，不会出现因时间复杂度暴增而单位运算效率降低的问题；（2）

单机处理性能成功比对，高于新一代北斗卫星定位机顶盒业务最高峰值，满足现在及未来的业务运营需求；

（3）全部测试在单机测试环境中展开，实际生产部署时，通过提高服务器性能、横向扩展服务器、负载

均衡等方式，可成倍提升性能。 

 

4  结论 

通过对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计算分析策略的综合研究，基于地图的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

统实现了位置管理服务的高并发、高可靠、高稳定性，较好的解决了针对系统建设所需要解决的海量地理

空间信息实时计算分析与高并发实时在线业务运营之间的矛盾。 

综上，新一代直播卫星位置管理系统以服务区域管理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为第一要务，以直播卫星

服务区域管理需求为基础，以构建服务区域管理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体系为目标，通过对海量地

理空间信息实时计算分析的研究，建设了一个安全、高效、快速、稳定并支持北斗定位模式的位置管理系

统，可与其他系统紧密配合，推动了新一代直播卫星事业安全、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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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G传输的微型广播监测站设计与实现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监管中心  赖锦培 

 

摘  要：针对“黑广播”监测中出现的难点——隐蔽性强、数量增长快，本文提出设计一种基于 5G 传输

的微型广播监测站，该广播监测站具有部署灵活、低成本、自供电、5G 传输、多通道并发接收、

智能监测的特点，为广播空间的净化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关键词：黑广播；软件无线电；5G 传输 

 

 

1  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监测存在黑广播宣传不实消息、针对新型肺炎进行假药推销的现

象，严重地影响社会安定，耽误病人治疗，祸国殃民。 

最近两年“黑广播”日益猖獗，在数量上呈现了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发射设备价格低廉、技术简单易

安装、经济利益巨大是其泛滥的根本原因。为扩大覆盖面积，“黑广播”一般都架设在高层建筑内，林立

的高楼极大提高了设备的隐蔽性。因而，技术的不断更新及架设方式的隐蔽性，为无线电监测、测向增加

了困难和障碍。 

现各地在黑广播的监测与打击上力量普遍比较薄弱，大部分省级广电监测单位仅配备移动监测车，其

存在监测覆盖面小、定位难、无法全天候工作、人力投入大的问题，而更多的市县级监测单位不具备移动

监测车，监测打击黑广播如无米之炊。个别地区部署了固定监测站，但其需要较大的场地面积、市电供应、

有线网络连接等条件，因此其存在部署成本高、限制条件多的问题，导致不能大范围推广。 

 

2  系统设计 

针对以上所述问题，本文提出设计一种基于 5G 传输的微型广播监测站方案。该微型广播监测站的特

点是： 

（1）部署简单、低成本、体积小巧、低功耗，利用太阳能与蓄电池实现自供电。 

（2）分布式部署，利用不同位置所接收的信号差异推测黑基站位置。 

（3）利用软件无线电技术，实现多通道调频、调幅广播高精度并发接收。 

（4）针对多通道高并发量数据，采用 5G 高速传输，摆脱有线网络传输的局限性。 

（5）管理端实现智能监测、测向监测、敏感词监测、数据存储。 

2.1  利用软件无线电技术实现广播多通道并发接收 

所谓软件无线电，其关键思想是构造一个具有开放性、标准化、模块化的通用硬件平台，各种功能，

如工作频段、调制解调类型、数据格式、加密模式、通信协议等，用软件来完成，并使宽带 A/D 和 D/A

转换器尽可能靠近天线，以研制出具有高度灵活性、开放性的新一代无线通信系统。利用软件无线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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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通道调频、调幅广播高精度并发接收，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软件无线电技术的 RF 直采流程图 

高速 A/D 直接采集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实现全带宽信号采集。由 FPGA 构成信号前置处理模块和数字

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前置处理模块完成滤波和放大，滤除带外信号，增强信噪比；数字处理模块主要完成

多通道解调。基带数据和音频数据通过高速总线传输到应用处理器做信源编码和传输信道编码。 

软件无线电 RF 直采架构相对传统的外差接收结构，减少了独立的模拟带通滤波器、低噪声放大器、

混频器和本机振荡器。RF 直采简化了 RF 信号链，使用的模拟器件较少，因此外形可以做得更小，功耗更

低，特别是多通道接收系统，减少的面积和成本呈几何倍数下降。 

2.2  太阳能自供电 

太阳能自供电系统由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组成，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太阳能自供电结构图 

太阳能电池组件，即太阳能板是太阳能供电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其作用是将太阳的辐射能量转换为电

能，或送往蓄电池中存储起来，或推动负载工作。太阳能控制器的作用是控制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9%98%B3%E8%83%BD%E7%94%B5%E6%B1%A0%E7%BB%84%E4%BB%B6/22828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9%98%B3%E8%83%BD%E6%8E%A7%E5%88%B6%E5%99%A8/47391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3%84%E7%94%B5%E6%B1%A0/99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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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起到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的作用。在温差较大的地方，合格的控制器还应具备温度补偿的功能。

蓄电池采用镍氢电池、镍镉电池或锂电池，其作用是在有光照时将太阳能电池组件所供出的电能储存起来，

到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出来。配合系统需要本方案采用了 40W 直流太阳能供电系统，基本可维持微型监测

站全天候工作。具体参数如下： 

● 太阳能板：40W 

● 蓄电池：12V/17AH 

● 输出电压：5V/12V 

● 控制器：12V/5A 

主要特点： 

（1）使用了单片机和专用软件，实现了智能控制。 

（2）利用蓄电池放电率特性准确放电控制。 

（3）具有过充、过放、电子短路、过载保护。 

（4）采用了串联式 PWM 充电主电路，使充电回路的电压损失较使用二极管的充电电路降低近一半，

充电效率较非 PWM 高 3%-6%，增加了用电时间；过放恢复的提升充电，正常的直充，浮冲自动控制方式

使系统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同时具有高精度温度补偿。 

2.3  5G 无线传输 

当微型监测站使用 48K 采样率、16bit 采样精度对音频信号进行采集时，每通道的码率为 768pbs。为

覆盖一个大型城市的所有调幅与调频广播频道，48 个接收通道是一个合理的需求，而 48 通道并发采集时，

总码率达到 36Mpbs。4G 标准 FDD-LTE 的理论上传速率是 50Mbps，但实际上，专业的测速机构 Speedtest

对国内 3 大运营商的 4G 通信上传速率进行测试，大概只达 15-25Mpbs 之间。显然 4G 通信标准无法满足

本文所述微型监测站的传输带宽需求，因此传输速率更高的 5G 标准才能胜任。 

本方案的数据传输单元选用华为的 5G 工业模组 MH5000-31，模块规格参见图 3。此工业模组核心采

用华为巴龙 5000 芯片，核心器件包括主芯片、PMU、射频等，支持 NSA/SA 双模，下行速率高达 2Gbps，

上行速率高达 230Mbps，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华为 MH5000-31 外设参考连接框图见图 4。 

 

 

 

 

 

 

 

 

 

 

 

图 3  华为 MH5000-31 5G 工业模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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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华为 MH5000-31 外设参考连接框图 

华为 MH5000-31 5G 工业模组内置高性能双核 Cortex-A73 CPU 核心，可完成音频信号的信源编码及信

道编码，同时还能满足音频声纹对比、特征提取算法的性能需求，从而实现敏感词检测、黑广播智能检测、

广电频率频道核查、广电无线电频谱监测、特定音频节目（广告）排查、非法违规有害音视频信息监管。 

 

3  结束语 

基于 5G 传输的微型广播监测站，因具有部署灵活、低成本、自供电、5G 传输、多通道并发接收、智

能监测的特点，可为监测与打击黑广播提供有力的技术手段，值得加大研究力度并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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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播出系统日志分析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谢一兵 

 

摘  要：随着广播总控系统和播出系统数字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设备系统的改变带来系统维护和日常

巡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模拟时代的周检、月检、季检、年检如何在数字时代继续落实下

去，成为广播人的新课题，本文从日志分析的角度谈谈设备日志揭示出来的安全播出隐患。 

关键词：日志分析；windows 服务器；四选一音频切换器  

 

 

随着广播总控系统和播出系统数字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设备系统的改变带来系统维护和日常巡查

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播出系统、总控系统和网络安全系统的诸多设备都能产生工作日志，本文以

window 系统日志和总控四选一音频切换器日志分析的角度举例说明设备日志揭示出来的安全播出隐患。 

 

1  Window系统日志分析 

1.1  windows 系统日志 

windows 系统日志是记录系统中硬件、软件和系统问题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监视系统中发生的事件。

当系统出现故障或安全事故则可以通过查看系统的日志文件，检查错误发生的原因，排除故障，追查入侵

者的信息痕迹等。 

Windows 系统日志包括系统日志、应用程序日志和安全日志。日志中共有五种事件类型： 

1.1.1 信息（Information） 

信息事件指应用程序、驱动程序或服务的成功操作的事件。 

1.1.2 警告（Warning） 

警告事件指不是直接的、主要的，但是会导致将来问题发生的问题。例如，当磁盘空间不足或未找到

设备时，都会记录一个“警告”事件。 

1.1.3 错误（Error） 

错误事件指用户应该知道的重要的问题。错误事件通常指功能和数据的丢失。例如，如果一个服务不

能加载，那么它会产生一个错误事件。 

1.1.4 成功审核（Success audit） 

成功的审核安全访问尝试，主要是指安全性日志，这里记录着用户登录/注销、对象访问、特权使用、

账户管理、策略更改、详细跟踪、目录服务访问、账户登录等事件，例如所有的成功登录系统都会被记录

为“ 成功审核”事件。 

1.1.5 失败审核（Failure audit） 

失败的审核安全登录尝试，例如用户试图访问网络驱动器失败，则该尝试会被作为失败审核事件记录

下来。 

https://www.cnblogs.com/xiaozi/p/9192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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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indow 系统日志设置 

Window 系统需要开启审核策略，系统才能生成系统日志，以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为例，开启审

核策略：开始→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审核策略，或者开始→运行→输入 gpedit.msc 回车

→计算机配置→Windows 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审核策略。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项策略可按图 1 设置。需要注意的是，审核的项目越多，生成的日志记录也就越多，会影响分析筛

选难度和系统处理时间，当然如果审核的太少也会影响发现问题隐患机会，需要根据系统具体情况在这二

者之间做出选择。建议根据巡查间隔进行设置，如每日巡查则需要调整图 2 的日志最大大小到能保存 3 天

的正常日志。图 2 的日志大小已经达到 128MB，大约需要 10 秒才能打开。 

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应加上日志审计设备保存 6 个月的日志。 

 

图 2 

 

https://www.cnblogs.com/xiaozi/p/9192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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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indow 系统日志查看 

Windows 系统的事件查看器是系统中提供的一个安全监视工具。在事件查看器中，可以通过事件日志

收集、分析有关硬件、软件、系统问题方面的信息，并监视 Windows 系统安全。它不但可以查看系统运行

日志文件，而且还可以查看事件类型，使用事件日志来解决系统故障。在系统启动同时，事件日志服务会

自动启动。 

查看Windows的系统日志：开始→管理工具→事件查看器，或者Win+R打开运行，输入“eventvwr.msc”，

回车运行，打开“事件查看器”如图 3。 

 

图 3 

首页概述与摘要说明了近 7 天的日志情况，如图 3 所示，关键类、审核失败类信息基本没有，错误类、

警告类信息较少，审核成功类极多，事件 ID 4616 的事件一小时发生 60 次，7 天发生 8695 次。如果想要

查看账户登录事件，在图 3 双击事件 ID，如 4624，打开图 4。Windows 事件日志文件实际上是以特定的数

据结构的方式存储内容，其中包括有关系统、安全、应用程序的记录。每个记录事件的数据结构中包含了

一些基本元素如日期/时间、事件类型、使用者、计算机、事件 ID、来源、类别、描述、数据等信息。 

日期：事件发生的日期。 

时间：事件发生的时间。 

来源：事件的来源。它可以是程序、系统组件或大型程序的单个组件的名称。 

类别：按事件来源对事件进行的分类。它主要用于安全日志。 

类型：事件的类型。它可以是以下五种类型之一：错误、警告、信息、成功审核或失败审核。 

事件 ID：标识事件类型的事件编号。产品支持代表可以使用事件 ID 来帮助了解系统中发生的情况。 

用户：事件发生时已登录的用户的用户名。            

计算机：发生事件的计算机的名称。 

可以根据以上信息，分析了解计算机上发生的具体行为。 

https://www.cnblogs.com/xiaozi/p/9192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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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事件查看器左右两侧菜单还可以进一步进行日志筛选。如图 5，按应用程序、安全、系统等分类筛选；

如图 6，单击“筛选当前日志”，按关键、错误、警告、审核等事件级别，事件 ID 和关键字进行筛选，灵

活应用才能充分挖掘关键信息。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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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4  Window 系统日志分析 

对于 Windows 事件日志分析，不同的 EVENT ID 代表了不同的意义，摘录一些常见安全事件的说明： 

事件 ID 说明 

4624 登录成功 

4625 登录失败 

4634 注销成功 

4647 用户启动的注销 

4672 使用超级用户（如管理员）进行登录 

4720 创建用户 

每个成功登录的事件都会标记一个登录类型，不同登录类型代表不同的方式： 

登录类型 描述 说明 

2 c（Interactive） 用户在本地进行登录。 

3 网络（Network）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连接到共享文件夹或共享打印机

时。 

4 批处理（Batch） 通常表明某计划任务启动。 

5 服务（Service） 每种服务都被配置在某个特定的用户账号下运行。 

7 解锁（Unlock） 屏保解锁。 

8 网络明文（NetworkCleartext） 登录的密码在网络上是通过明文传输的，如 FTP。 

9 新凭证（NewCredentials） 使用带/Netonly 参数的 RUNAS 命令运行一个程序。 

10 远程交互，（RemoteInteractive） 通过终端服务、远程桌面或远程协助访问计算机。 

11 缓存交互（CachedInteractive） 以一个域用户登录而 

https://www.cnblogs.com/xiaozi/p/9192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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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在事件查看器中，发现事件 ID 4625（登陆失败），双击事件 ID 4625 进行日志筛选，发现事件

ID 4625 事件数多达每日数百次，即用户登录失败了数百次，经查发现登录设备 ID 为慢录站，日常无人操

作，经咨询厂商，判断为模拟慢录站 winxp 系统与 windows server 2012 存在兼容问题，可以忽略。 

通过事件的 ID 和描述来进行对故障的判断，有时我们可以很直观通过描述判断出故障，有时描述不

是很清楚，我们可以通过事件 ID 到微软的官方网站去查找故障原因和处理方法，来更好的解决问题。 

微软的帮助支持网站：http：//www.microsoft.com/china/support。 

系统事件错误的查询网站：Eventid.net 网站，地址是 www.eventid.net，这个网站由众多微软 MVP（最

有价值专家）主持，几乎包含了全部系统事件的解决方案。 

1.5  服务器日常巡查 

在日常巡查中将系统日志分析纳入工作内容才能发现问题或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建议： 

（1）每天最少检查一次安全日志。 推荐重点检查的登录失败类 ID 事件，如 529：登录失败，试图

使用未知用户名或带有错误密码的已知用户名进行登录。 528：用户成功登录到计算机上。 539：登录失

败：登录帐号在登录尝试时被锁定。 

（2）对播出系统域控、播出等服务器正常工作期间的日志详细查看，包括错误、警告、审核成功和

审核失败内容，查询日志事件含义，长期坚持，熟悉、了解正常工作期间日志种类和常见情况，当不正常

事件发生时立刻就能及时发现。 

（3）问题处理完成后，并且做好台帐记录，写清事故的报错原因和处理方法，方便总结经验和学习

培训。 

 

2  四选一音频切换器日志分析 

2.1  四选一音频切换器 

IBS200 音频智能切换器可同时连接 3 路立体声 AES/EBU 或模拟外部输入信号，内置一个 Flash 介质

的音频播放器，作为当全部输入信号都没有的情况下的紧急备份垫乐信号，俗称四选一。IBS300 是八通道

网络音频选择器，它具有 3 路 AES3 数字音频输入、4 路 AOIP 音频输入以及 1 路内部垫乐音源。没有

AOIP 信号时也是四选一。 四选一音频切换器具有手动切换模式、自动备份切换模式、自动切换加自动回

切模式以及网络控制切换模式。通道 1 到通道 4 具有依次递减的优先级。自动切换模式下，设备总是优

先选择高优先级通道作为输出。四选一音频切换器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进行通道配置、自动切换阈值设

置和垫乐等配置，或者提供 ControlMaster 软件进行配置和切换操作，ControlMaster 软件还可以直观的显

示切换器的工作状态。 

 

 

图 7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support
http://www.eventi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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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志文件预处理 

    四选一音频切换器日志文件不论多少台物理设备（我台有 10 台切换器）均每日生成一个 XML（可扩

展标记语言）格式文件。XML 为纯文本格式，设计用来结构化、存储以及传输信息。有能力处理纯文本

的软件都可以处理 XML，最常用的记事本打开该日志文件如图 8，用浏览器打开如图 9。两种软件打开都

是天书一般，难以识别处理，更不用说分析了。经多方查找，发现电子表格 EXECL 可以把 XML 当数据

处理。打开 EXECL，选择“数据” →“自其他来源” →“来自 XML 数据导入”，如图 10 所示。 

                                                                          

 

图 8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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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 XML 日志文件后如图 11 所示。日志数据变得十分清晰可辩，简单明了。 

 

 

 

 

 

 

 

 

 

 

 

 

 

 

 

 

 

图 11 

2.3  日志文件分析 

使用 EXECL 的“查找和替换功能”，输入“改变为”和“反相”等关键词如图 12，可以筛选出我们

需要的内容。图 12 显示，凌晨 1 点多套频率收台，多台音频切换器纷纷动作。通过关键词筛选，分析各

个频率播出节目自动切换或手动切换、反相和单声道的次数和时间，每月生成播出质量报告，反馈给各个

频率，从而可以更好的发现频率节目制作、导播操作和总控值班人员存在的问题，如总控值班记录本没有

记录到四选一切换情况，说明值班人员脱岗或工作不认真。如某频率一个月垫乐多次，经审听反馈结果如

图 13。通过分析四选一日志形成的播出质量报告起初垫乐和反相内容多达几十次，经过几个月的督促整改，

目前基本杜绝垫乐和反相内容，一个月五套频率合计不足十次。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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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3  结束语 

 现代数字化播出系统、总控系统和网络安全系统的诸多设备如音频矩阵、数字音频编码器、播出工

作站、交换机、防火墙等等都能产生工作日志，加以综合利用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安全播出隐患，定位

故障原因，进一步提高安全播出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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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中的防守方案设计 
 

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邓东林 

 

摘  要：网络安全攻防演练是在真实环境下对参演单位目标系统进行可控、可审计的网络安全实战攻击，

通过攻防演练检验参演单位的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提高网络安全的综合防控能力。本文结

合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一个新媒体系统在攻防演练中防守方案，供大家分析讨论。 

关键词：信息安全；广电新媒体；攻防演练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十分重视，在全国网络和信息化会议上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

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也难以得到保障。这一论述明确将网络安全提升到国家安

全的层面，对于各行业建设信息化系统，确保网络安全工作提供了遵循。 

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各级广播电视机构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在网络空间上主流媒

体阵地的重要责任。随着网络电视台、手机客户端以及 IP 电视等新业务和新技术的应用，广播电视台新媒

体在网络空间上的业务已经逐步开展。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也随之成为重要的安全播出重要部分。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施，要求各行业及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应定期进行演练相

关工作，攻防演练越来越成为检验网络安全防护情况的重点手段。目前，多个省市、行业已经进行了多次

攻防演练工作。高质量的攻防演练具有检验和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整体能力及应急响应能力、提升网络安全

人才实战能力和强化网络安全风险意识等突出价值。 

攻防演练可以通过仿真、模拟、实战等多种形式进行，演练对象可以同时面向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及

信息系统，由攻击方通过各种手段对防守方进行攻击，并在最后进行统一的复盘和研讨，最终将提升整体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攻防双方在整个演练过程中的工作方式、目标和手段不一样。对于攻击方而言，重点是在规定时间、

规定目标以及规定平台上，尽可能的对目标进行渗透等攻击并获得目标的最高权限。防守方重点是做好所

运营系统的网络安全工作，在攻击方的攻击演练同时确保系统工作的正常。 

 

2  攻防演练中的防守方案设计 

攻防演练防守方可以五个阶段进行准备和工作：准备阶段、自查整改阶段、攻防预演阶段、正式演练

阶段和总结阶段。按照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仔细做好相关工作后可确保最好的演练效果。 

2.1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是在接到攻防演练通知后，防守方进行的相关工作，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1）前期梳理工作：包含网络安全信息事件收集工作、网络路径的梳理工作、专项应急预案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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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理工作、资产梳理及核对工作和监测防御体系情况检查相关工作。网络安全信息事件收集工作中主要

收集近期最新的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如漏洞、补丁及网络安全整体情况等风险预警相关信息；网络路径梳理

中应完整包含与系统相连的网络路径，包括内外网路径；应急预案的确认及完善包括系统应急预案的检查，

并与运行系统进行比对；资产梳理及登记工作包含对目前系统的梳理，重点在已下线系统、测试系统等的

相关资料整理；监测防御体系检查及相关规划工作主要是对现有系统进行加强和完善的规划工作。 

（2）演练组织架构与工作机制：可以成立演练领导小组，用于统筹和领导部门应对攻防演练，领导小

组的架构应根据网络环境中在线运行的信息系统与网络、安全、监控、运维等资产系统，来确定工作涉及的

单位部门，一般包括业务、物理环境、终端、应用、主机、网络和安全等方面的主管和第三方技术支持单位。 

（3）建立沟通机制：建立演练工作中的沟通联络机制，并建立各参演人员的联系清单，确保演练工

作顺利开展。与演练组织部门沟通好本行业特殊的安全播出需求，并与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充分沟通和报备。

原则上应避开重保期。 

（4）防守应对方案编制：攻防演练工作应按计划逐步有效的进行，应在演练前，根据本系统实际情况，

完成攻防演练防守方案编写，通过演练防守方案指导攻防演练防守工作的开展，确保演练防守工作的效果。 

（5）防守工作启动会：通过启动会确定演练防守工作主要牵头部门和演练接口人，明确演练时间计

划和工作安排，并对演练各阶段参演部门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进行宣贯。 

2.2  安全自查和整改阶段 

按照准备工作中的方案、架构和工作机制等，有针对性的围绕信息系统开展如下自查工作： 

（1）暴露信息检查，根据网络路径检查对暴露在网络上的信息进行筛查，包含各种敏感信息等。敏

感信息主要有资产信息、技术方案、网络拓扑图、系统源代码、账号、口令等。可通过技术、管理和服务

等方式开展互联网暴露敏感信息的发现及清理相关工作。 

（2）资产发现：资产发现服务通过数据挖掘和调研的方式确定资产范围，之后基于 IP 或域名进行互

联网资产进行扫描发现，通过对发现的资产进行确认，将遗漏的资产纳入保护范围。 

（3）等级保护测评情况及整改要求汇总：对信息系统进行等级保护测评后的测评情况进行分析，并

对测评中所提出的整改项进行重新梳理。 

（4）网络安全检查：网络边界情况、网络架构评估、网络安全策略检查、网络安全基线检查、安全

设备基线检查； 

（5）主机安全检查：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安全基线，主机漏洞扫描； 

（6）应用安全检查：应用系统合规性检查、漏洞扫描、渗透测试 

（7）运维终端安全检查：运维终端安全策略、基线，漏洞扫描； 

（8）可用性检查：确保网络、主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应用、安全设备等可靠性及运行

情况进行检查。 

（9）针对本次目标系统中网络设备的日志记录进行检查，确认能够对访问和操作行为进行记录；明

确日志开通级别和记录情况，并对未能进行日志记录的情况进行标记，明确改进措施。 

检查完毕后，针对检查信息对照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要求及相关行业要求，进行漏洞、问题等修复以及

整改相关工作。 

（1）针对缺失、不适用的相关操作、记录、汇报及恢复流程或制度进行完善，对无法整改的问题制

定应急预案。 



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中的防守方案设计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298 

（2）威胁感知系统：威胁感知系统可使用多维度互联网数据，进行自动化挖掘与云端关联分析，提

前洞悉各种安全威胁。同时结合部署在本地的数据采集系统，进行本地流量深度分析。 

（3）安全加固实施：通过网络及系统层攻击拦截，攻击方式捕获、漏洞发现，漏洞修复，补丁管理，

系统加固，访问控制，应用隔离，威胁感知，系统资源监控，应用性能监控等加固网络安全。边界设备清

理整改，将不符合接入要求的设备、系统断开。WIFI、VPN、远程维护、远程访问等接入途径排查，必要

时应关闭相应入口。 

（4）备份有效性测试：备份策略检查、备份系统有效性检查、备份数据恢复测试；要进行至少一次

的备份数据恢复情况，并仔细检查恢复备份后系统运行情况。 

（5）安全意识培训：针对本次演练参与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培训，明确演练工作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基于以上安全自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进行安全加固、策略配置优化和改进，切实加强系统的自

身防护能力和安全措施的效能，减少安全隐患，降低可能被外部攻击利用的脆弱性和风险。有条件的系统，

可以考虑部署蜜罐，并通过蜜罐对攻击者进行研究分析，为下一步工作和攻击情况进行预判提供依据。 

2.3  攻防预演练阶段 

攻防预演练是为了在正式演练前，检验安全自查和整改阶段的工作效果以及演练参与人员、系统否能

顺利开展防守工作，而组织模拟攻击、系统瘫痪、信号中断或者内容篡改等情况，检验系统的处置和人员

的应对情况。 

可以请有资质的安全厂商通过各种规定方式进行该项测试，但需注意，应在正式演练开始前三个月进

行预演工作。 

通过攻防预演练结果，及时发现系统、人员和制度存在的安全风险，并对遗留（漏）风险进行分析和

整改，确保系统、人员和制度在正式演练前，所有发现的安全问题均已得到有效的整改和处置。 

2.4  正式演练阶段 

在正式防护阶段，重点加强防护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各参演人员各司其职，从攻击监测、攻击分

析、攻击阻断、漏洞修复和追踪溯源等方面全面加强演练过程的安全防护效果。 

（1）安全事件实时监测：借助安全防护设备（如流量分析设备、Web 防火墙、IDS、IPS、数据库审

计等）或监听监看设备（如信号检测仪、码流分析仪等）开展信息系统安全事件实时监测，对发现的攻击

行为进行确认，详细记录攻击相关数据，为后续处置工作开展提供信息。 

（2）事件分析与处置：根据监测到安全事件，协同进行分析和确认。如有必要可通过主机日志、网

络设备日志、入侵检测设备日志等信息对攻击行为进行分析，以找到攻击者的源 IP 地址、攻击服务器 IP

地址、邮件地址等信息，并对攻击方法、攻击方式、攻击路径和工具等进行分析研判。 

（3）威胁情报共享：对于经过分析已经确认的攻击事件，将攻击事件涉及的 IP 地址、攻击方式，攻

击行为和相关威胁情报等整理后进行共享，可根据提供的 IP 地址等信息进行针对性的日志或流量查询和分

析，判断本地是否发生此类攻击行为，共同打造攻击防护情报网。 

2.5  总结阶段 

全面总结本次攻防演练各阶段的工作情况，包括组织队伍、攻击情况、防守情况、安全防护措施、监

测手段、响应和协同处置等，形成总结报告并向演练组织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登有关单位进行汇报。 

针对演练结果，对在演练过程中还存在的脆弱点，开展整改工作，进一步提高目标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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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对工作注意事项 

3.1  重视资产情况自查 

信息系统资产情况自查能及时发现系统情况，对系统资产进行完整摸底有助于领导小组、信息系统

管理部门或安全部门掌握整体系统情况。资产情况自查是网络安全工作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完整排查资

产情况能够更准确和高效的建立防守方案，指导相关部门和参演人员应对攻防演练。 

资产情况自查应详细检查核对：信息系统所连接的所有软硬件设备包括主要业务系统和周边支撑系

统；使用、维护和管理的相关人员身份核对、账号密码及登陆权限；软硬件系统的固件、中间件、系

统、应用等的版本情况；信息系统的边界情况等关键信息。 

3.2  重视弱口令漏洞 

互联网可以访问的网站系统、应用系统、测试系统或管理后台等，如果其用户使用弱口令或默认口令，

可以轻易被攻击者猜测、破解，进而上传后门、获取权限，获得互联网攻击入口。 

所有用户的弱口令和默认口令都存在风险，包括系统业务用户、管理员用户以及后台管理用户、中间

件用户等。建议在演练开始前修改所有用户弱口令和默认口令，要求应用系统和中间件等开启口令策略，

口令须满足复杂度要求并定期更换。 

3.3  避免应用和中间件管理后台暴露 

网站应用系统后台或中间件管理后台对互联网开放，攻击者可对其进行攻击，利用漏洞或破解口令，

获取后台权限，进而上传后门、获取权限，获得互联网攻击入口。 

建议全面排查向互联网暴露的资产是否存在管理后台，利用防火墙等关闭管理后台互联网访问，并按

照最小化原则开放后台访问权限。 

3.4  采用合理的攻击事件处理思路 

攻击事件处理思路，应按“事件监测—初步处置—反查—处置—恢复上线”的基础思路开展防护工作。 

（1）事件监测：通过天眼、WAF、IPS、FW、云监测等各类、各厂商的监测设备对安全事件进行监

测，发现攻击行为或疑似攻击行为； 

（2）初步处置：在发现疑似攻击行为时，不管是否已经攻击成功，直接协调防火墙或 WAF 维护人员，

进行 IP（端口）封堵处理，避免进一步攻击行为发生； 

（3）攻击行为反查：在初步处置的同时，利用数据分析系统对攻击行为进行反查，确认攻击事件及

影响范围，以协调进一步处理线索，并协调人员将事件上报； 

（4）应用及主机处置：如通过反查确认有主机或应用被攻击，第一时间应用和主机下线，通过人员

分析或失陷监测工具分析的方式确认系统被攻击的情况，按照演习方案进行进一步处置； 

 

4  总结 

从整个互联网的攻防实践来看，黑客攻击和传统的渗透测试完全是两回事，黑客攻击的目的性很强

“利用一切短板、拿下目标系统”，也就是说，只要时间、人力、资源有足够投入，没有拿不下的目标。 

通过攻防演练，防守方能在可控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发现系统漏洞和问题。结合自身的系统情况、

业务特点和运营能力，能够有效提升系统安全性，各信息系统运营人员应积极配合演练，及时发现威胁。

这样才能在真正的信息安全事件发生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能力和经验做出正确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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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制播网安全策略设计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秦  斌 

 

 

网络安全是一门涉及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密码技术等多种技术的综合性学科。网络安

全包含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

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网络安全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信息安全。从网络运维

人员的角度看，就是对本地网络信息的访问、读写等操作受到保护和控制，避免出现病毒、非法存取、拒

绝服务和网络资源非法占用、非法控制等威胁，制止和防御网络黑客的攻击。 

新闻制播网有别于广电系统的其他网络，新闻制播网数据流量大，并发进程多，实时性要求高等等。

国内曾有多个新闻制播网络发生过网络安全事故，因此对于新闻制播网络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网络

的高安全性，有效防止制作、播出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下面就新闻制播网的特点分别从基础网络安全、边界安全、数据安全与备份、安全管理中心等四个方

面设计新闻制播网的安全策略。 

 

1  基础网络安全策略 

1.1  结构安全 

由于新闻制播网的特殊性，保持网络畅通和高可靠的安全播出成为制播网的首要目标，而要保证网络

的高可靠性，就需要使用到冗余技术。高冗余网络设计带来的好处，就是在网络设备、链路发生故障中断

或是变化的时候，使用工作站的记者编辑可以持续工作，几乎感觉不到发生的变化。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我们在网络的各个环节上实施冗余，这包括网络设备、链路、功能服务模块等等。 

新闻制播网选用 NAS 单网结构，NAS 网络易安装部署，管理使用方便。由于工作站不通过服务器直

接在 NAS 存储中读取数据，因此，减少系统开销，确保视频编辑的服务流畅非常重要。网络结构设计和

配置必须充分考虑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网络设备、重要服务及链路也必须冗余部署。 

如图 1 所示，制播网核心服务器都采用主备服务，提供冷热备功能，主备服务器分别交叉连接至对应

主备制播网交换机，所有主备制播网交换机都是双链路接入主备核心交换机，主备核心交换机至存储采用

多链路结构。 

中央存储使用 EMC ISILON 存储设备，ISILON 五节点（每个节点 24 块硬盘，单盘 1T），配置的安全

保护机制是“2D+1N”，即系统中每个节点有 2 个硬盘的保护空间，也就是说系统容忍最高每个节点同时

损坏 2 块硬盘和允许一个节点损坏，而不影响存储数据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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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  安全审计 

采用安全审计系统对新闻制播网业务系统的操作进行审计包括：（1）对网内非编工作站进行管控和审

计，已实现文件监控、设备端口监控、软件监视、共享监视、流量监控、补丁管理和软件分发功能等。（2）

对数据库操作进行的简单审计。（3）对系统操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抓屏记录，通过再现操作行为轨迹，并对

操作行为分析、记录、报告。（4）对所有设备的日志进行存储，分析所有日志，并形成基于资产的统一等

级的安全威胁和风险管理系统，便于用户构建集中化安全管理体系。 

1.3  设备及应用防护 

新闻制播网的设备一般包含服务器端、非编工作站以及网络设备，应用则为非编制作软件、文稿系统。

针对设备及应用的防护手段一般包含身份鉴别、权限设置、主机访问策略设置，入侵防范以及恶意代码防

范。 

1.3.1  身份鉴别 

所有设备必须设置 BIOS 密码、封闭 USB，光驱等外部存储、锁住主机箱、本地登录设置密码并规定

密码复杂度、登录失败处理，禁用“administrator”或“root”账户名登录超级管理员。 

1.3.2  权限设置 

新闻制播网内用户，包括编辑记者和运维管理员，应根据角色分配权限，实现权限分离，仅授予管理

用户所需的最小权限。通过域控组策略统一管理各类账户，避免用户的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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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主机访问策略设置 

对新闻制播网进行基础安全配置，首先，操作系统应遵循最小安装的原则，仅安装需要的组件和应用

程序，关闭 135、137、138、139、445 等高危端口及服务、采用 HTTPS、SSH 等安全的手段配合堡垒机对

设备进行远程式、集中式管理、通过 SNMP V3 及以上版本或其它安全的网络管理协议提供网络设备的监

控与管理接口。 

1.3.4  入侵防范以及恶意代码防范 

在不影响业务的情况下能及时更新系统补丁，安装杀毒和监控软件并定期升级病毒库。有条件的可以

考虑在内网关键位置部署入侵防御系统并定期升级病毒库和恶意代码库。 

网络管理规章制度的安全策略 

确保网络能够安全可靠运行，正所谓“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除了采用网络安全技术措施之外，

还需要从网络管理规章制度上来确保网络的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应作为一项核心

内容，始终贯穿于网络系统安全的生命周期。为此需要制定网络中各种不同设备安全管理等级，制定如人

员出入机房管理、用户信息更新和变更的管理、存储和服务器的管理、IP 地址管理、应急措施等有关网络

操作使用的管理规章制度。任何规章制度的意义都在于实施，只有严格按规章制度来操作和管理才能确保

新闻制播网络的安全。通常安全与方便是互相对立的，一旦安全管理与其他管理服务存在冲突时，为了图

方便，网络安全往往会作出让步，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个细微的让步，最终导致了整个网络的无法正常使用，

甚至崩溃。因此，严格执行网络管理规章制度是网络可靠运行的重要保障。 

 

2  边界安全策略 

访问控制是网络边界安全防范和保护的主要策略，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网络资源不被非法使用和非常

访问。在网管中设置相应用户的权限，让用户在自己的权限内操作相应程序，新闻制播网的安全策略主要

分成外部和内部： 

（1）来自网络外部的攻击：这是指来自局域网外部的恶意攻击，例如，有选择地破坏网络信息的有

效性和完整性，伪装为合法用户进入网络并占用大量资源，修改网络数据、窃取重要数据、破坏软件执行

的行为。对于网络外部的攻击，我们在网络中设置了高安全区，并设置主备链路相互备份，将新闻制播网

（内网）和 Internet 互联网（外网）通过安全网关和网闸进行隔离，并在安全网关部署防病毒、防木马及

IPS 模块，用指定的端口传送数据，关闭所有不使用的端口，来预防外部攻击。外部传输介质链路则由安

全工作站进行中转，安全工作站安装两套防毒软件，开启实时扫描功能，专人定期更新病毒库，由安全工

作站传输的文件通过另一套网闸加安全网关进入制播网中心存储。  

（2）来自网络内部的攻击：在局域网内部，一些非法用户冒用合法用户的口令以合法身份登录网络

后，查看重要数据，修改信息内容及破坏应用系统的运行。无论是那一种攻击，对新闻制播网都是非常危

险的，应及时升级修补系统漏洞，并对于两种不同的攻击应用不同策略进行预防。对于网络内部的攻击攻

击，可通过操作系统的域控功能将操作系统中除文稿和非编应用程序外所有的菜单（包括桌面和鼠标右键）

全部屏蔽，所有合法用户只能通过自己的口令进入系统，系统对每台工作站的机器登录、注销等行为进行

审计，让网管对用户进行有效管理，并将 IP 地址、MAC 地址与交换机接口绑定，使非本网络的计算机也

无法连接进入网络。当网络中某台工作站工作异常时，网络监控系统能进行及时提示网管，网管可暂时关

闭该工作站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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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安全与备份恢复策略 

新闻制播网中数据安全至关重要，除了高可靠的网络结构保证，还需要合理的磁盘空间分配管理维护

来确保网络中所有数据的安全进行。为了保证网络中的数据安全，特别是确保当天新闻节目制作和安全播

出，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措施。 

3.1  磁盘空间管理 

（1）新闻制播网中根据栏目节目时长，合理地进行磁盘空间分配和管理，对网络数据生命周期进行

时效管理策略，要求素材按一定比例（大约是节目时长的 6 倍）上载至制播网，素材最多保存 7 天供分配，

栏目编辑所有空间总和不超过栏目总空间。栏目完成节目制作后，成片和节目素材及时整理发主干媒资保

存； 

（2）运维人员定期删除过期的、无用的素材和临时文件，配置相应策略记者编辑不对磁盘直接进行

操作，确保磁盘中的各种数据安全，保证磁盘可用总的空间不低于 20%。系统配备有完善的磁盘空间监测

和预警机制，确保存储系统运行的高效、安全和稳定。 

（3）网络运维人员定期巡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适时实行合理调整，应对临时特别高发节目需求。 

3.2  数据库备份 

新闻制播网数据库采用双机热备和定期冷备份的安全策略。 

数据库采用双机热备：系统采用先进的 NEC 数据库管理软件，实行实时同步主备数据库，利用 IP 飘

移技术使主备数据库更加安全、便捷和稳定的在线备份和切换。 

数据库定期冷备：手动数据库导出至安全盘，备份至不同的存储，当硬件设备或者极端情况，如：数

据库出现问题时或数据库出现逻辑错误时，能够手动恢复至上一次正常的备份的状态，可将损失减小到最

小。 

3.3  日志文件备份 

系统中的各种日志文件是设备运维人员日后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的重要数据参考来源，而且这些文件

也会不断增长，会影响系统的运行速度和造成磁盘空间溢出，因此，对系统日志文件的审计和管理也显得

非常重要，根据《广播电视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定期备份、分析、和删除各类日志文

件，并保留 180 天以上，确保网络的安全、可靠、高效运行。 

3.4  垃圾文件管理 

新闻制播网各类应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临时文件和垃圾文件。若不及时清理，

会造成磁盘空间的溢出，危害网络的正常运行，影响新闻的制作与播出。为避免此类问题发生，每日安排

运维人员机房巡检时应关注各服务器的本地存储，并在系统维护时删除此类文件，处理临时文件的方式有

以下三种：（1）系统垃圾文件清除工具、（2）定时任务清理合成素材、（3）空文件夹清理工具。 

3.5  应急预案 

网络结构、服务器、交换机、存储等等网络设备，采用了高冗余的网络设计，应用多种技术手段，可

以说是非常安全的，但对于安全播出来说还是不够的，根据安全播出相关文件要求，部门编写制定了《新

闻制播网非编应急操作》，明确日常应急准备和应急工作流程： 

应急准备工作：（1）工作站提前配置好本地参数，当网络出现故障时，工作站可以随时快速切换至单

机工作模式；（2）定期备份（或更新）栏目模板、包装、空镜头素材至本地磁盘；（3）工作站桌面有简易

切换步骤和非编使用的相应管理规范《节目制作、播出管理规范》；（4）科组定期核查备份和分批考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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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实际操作能力，演练极端情况下的工作流程，确保节目的正常制作和安全播出。 

当出现严重设备故障时，则应急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严重故障应急工作流程 

 

4  安全管理中心 

针对新闻制播网设计的安全管理中心应该包括：机房环境监测、设备状态监测、统一安全管理以及审

计管理功能。 

机房环境监测系统应该由烟雾感应器、温湿度感应器、地板防水检测等设备构成，所有检测结果反馈

至环境监测主机，一旦发现情况能够第一时间报警通知运维人员。 

设备状态检测是指对新闻制播网和安全管理中心自身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监控内容包含：网络链路

状态、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等关键网络设备状态、设备端口状态、关键节点的网络流量等进行监控，

对于运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及时提供告警，并通过安全事件管理等模块协助实施应急响应机制。 

统一安全管理是指对新闻制播网和安全管理中心进行统一标记并基于标记授权管理，对安全管理中心

涉及的相关软硬件产品在统一的管理界面进行策略配置，对恶意代码、补丁升级等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保

证网内所有设备、终端、服务器及应用保持时间同步，确保组织的安全管理策略得到贯彻和下发。 

审计管理功能在上文基础网络安全策略章节中已做介绍。 

 

5  结束语 

以上安全策略和应急策略，是作者在建设运维新闻制播网多年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基本能确保新闻节

目的正常制作和播出。网络给电视制作播出提供了更高效的工作流程，但也对技术人员与网络安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网络安全需要软硬兼施，不仅要从技术上保障网络，更要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完善规章制，

才能确保新闻制播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是一条漫漫长路，网络技术在不断更新，网络威胁也在不断更新，

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与网络的发展同步前进。 

上报部门领导 切换单机编辑模式 使用本地备份模板 

使用 P2 卡送播出 P2 录像机审片 使用便携录像机配音 

 

分析总结故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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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发射台“智慧”监测管理系统设计 
 

内蒙古广播电视局  刘春龄 乌云达来 

 

摘  要：内蒙古广播电视局锡林浩特中心台承担着国家、自治区、地方多项广播电视发射任务，所辖台站

分布在 24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草原上。经过三年的台站标准化建设，各台站基础设施、环境条件

均有了很大提升，但智能化、智慧化的管理水平还不是很高，安全播出、网络安全技防上还有许

多短板需填补。本文设计的系统综合利用软件定义无线电、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虚拟专用网络

等技术，从安全播出实际出发，可实现多发射台的安全播出现代化管理。 

关键词：安全播出；软件定义无线电；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虚拟专用网 

 

Design of “Smart”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Transmitting Station 

LIU Chunling1 WU Yundalai2 

（Inner Mongolia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010050，China）1、2 

Abstract Xilinhot Central Station of Inner Mongolia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covering 240，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the vast 

grassland，undertakes a number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launching missions from the state，autonomous region and local 

areas.  Although after three years of standard construction of stations，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s far from high. As a result，

there are still many gaps to be filled in security broadcasting and network security technology. This system integrates 

software defined radio，mobile Internet，cloud computing，virtual private network and other technologies，aiming to 

realize the modern management of multi-transmitter security broadcasting. 

Keywords Broadcasting security，SDR，Mobile internet，Cloud computing，VPN 

 

 

1  引言 

锡林浩特广播发射中心台成立于 2001 年 7 月，主要承担着中央广播节目和自治区蒙汉语广播节目及

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自办蒙汉语广播节目的转播发射覆盖任务。 锡林浩特中心台下辖九个发射台（机

房），分布于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境内，配置有中波、调频、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日播出总计 1359.95

小时，无线覆盖面积约 24 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达 256 万。   

中心台下属发射台站分布十分分散，最近的毛登牧场转播台到中心台有 40 公里，最远的集宁发射台

与中心台直线距离最远达 400 公里，车程需要 500 公里，各台站分布如图 1 所示。每个发射台技术力量、

维护水平有限且中心台对下属发射台技术支持很难做到及时准确，技术管理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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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锡林浩特中心台台站分步示意图 

在长期的安全播出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实际问题。现阶段纯人工手写抄表乃至半自动化的人

工数据电子录入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我们对发射机状态管理的需求，广播电视设备普遍稳定性较强，值班人

员日复一日地对几乎相同的数据进行抄写记录，十分容易产生懈怠情绪，继而较容易发生“灯下黑”问题，

尤其是较长时间跨度的系统性能缓慢下降问题较难发现，对安全播出事件的预判也就会出现一系列盲点。 

一旦发生安全播出事件，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事件抢修是一线安

全播出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正确而及时地启动台站内“应急预案”、及时协调相关人员是将安全播出

事件影响降低到最小的最直接方法。当发生安全播出事件时，值班员会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若无对“应

急预案”的极度熟悉，有可能会拖慢处置时间，严重情况下可能触发误操作引发次生事件而造成进一步的

损失。 

“智慧”监测管理系统面向保障安全播出的相关工作人员综合利用软件无线电、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虚拟专用网络等技术对发射机系统输出状态进行非接触式监测，确保发射系统与监测系统彻底独立，确保

两者不会产生互相影响即无论监测系统发生何种问题均不会对播出造成隐患。及时准确地为相关工作人员

提供简单明了又实用的技术信息、预告预警信息及事后分析信息。  

 

2  系统架构 

系统包括用户侧，台站侧，数据中心侧三大部分。用户侧是系统使用者最直观的用户界面接口，是系

统使用者最直观接触到的内容。台站侧主要负责接收并简单处理无线信息。数据中心侧是用户侧及台站侧

的纽带，通过内部服务处理用户所需信息，是整个系统中枢。 

2.1  用户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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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播出管理工作的私密性要求系统需满足内容接入的私密性，仅保证授权的安全播出相关用户

可以访问，严禁非授权访问。要保证用户对信息获得方便性，同时满足人性化管理要求，通过手机 APP

访问公共网络资源与数据中心侧实现交互是最优的选择。APP 内嵌虚拟专用加密通道协议，系统内所有信

息将通过虚拟专用加密通道完成数据交互。 

2.1.1  用户认证 

用户打开 APP 将首先面对认证界面，用户输入用户名及密码通过数据中心侧实现认证，APP 在用户

初次成功登陆后可以实现后续自动登陆，数据中心侧会对不同类别人员完成特异性的内容推送。 

中心台相关领导、中心台技术相关负责人，会获得最全面的信息，可以访问到所有台站的所有信息。

某一基层发射台相关领导、技术负责人将只会获得本台站的所有信息。为应对突发情况，值班人员能最快

速的利用 APP 软件解决实际问题，值班人员仅可以看到日常工作和应急所必要的信息。 

2.1.2  消息提醒 

（1）发射机异常提醒 

该部分内容主要为发射机工作时段监测不到发射功率或者发射功率发射功率不达标。此类异常信息在

最显著位置展示，未读信息会通过红色着重显示。异常提醒信息内容包含：发射异常情况、发射台名称、

发射频率、发射内容、计划发射时间。 

（2）灾害预警提醒 

对于台站安全播出，除了台站内系统问题有可能引发安全播出事件，外部的极端恶劣天气也会对安全

播出产生很大的隐患。灾害预警提醒主要为转发气象部门的寒潮、强风、暴雪、暴雨、洪灾、地质灾害等

信息，及时获得信息以方便台站人员提前应对。此类消息放在次重要位置，未读信息会通过黄色着重显示。 

（3）播出预警提醒 

播出预警信息主要为转发总局、区局、中心台下发的预警信息。此类消息放在一般重要位置，未读消

息会通过蓝色着重显示。该信息会设置已读回执功能，确保预警消息不会遗漏。值班员可以在中心台下发

的安全播出任务消息会话中，通过文本回传的方式完成重要安全播出保障期“零报告”。 

2.1.3  联系人列表 

联系人列表以台站为单元包含：站内各人员联系方式、电力部门联络人联系方式、附近乡村联保联络

人联系方式、公安部门联络人联系方式。中心台人员会看到所有站点联络人联系方式，台站内人员只可以

看到本站相应的联系方式。所有联系方式需专人维护，以确保联系方式正确不过期。 

2.1.4  台站信息一览 

台站信息包含台站基础信息、发射任务信息、气象信息、信号流程图、电力配置图。 

基础信息中包含台站简介：人员介绍、发射任务梗概和台站地理位置展示。气象信息为从气象部门获

取的天气信息。发射任务信息包含：发射频率、发射功率、发射节目名称、发射机型号列表。通过发射任

务信息，还可以看到相应发射频点的动态实时功率谱密度图，以及以折线图方式展示出来的定制时间内的

发射功率历史记录。 

2.1.5  应急预案 

该部分应急预案为台站内部指定的完整应急预案中最具有操作性的如切换器、发电机、发射备机等各

类设备的应急情况下操作指南和操作视频。操作指南和操作视频遵循短小精悍实用的原则，只告知注意事

项、操作流程，尽可能是“一键式”操作说明，操作视频需要对实际场景、实际设备录制严格杜绝打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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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为值班人员提供最高效的行动指南。 

2.2  台站侧 

台站侧功能主要是对台站内发射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进行非接触式监测，其中用于接收特定频点的无

线电信号并进行一定运算处理的设备称之为无线频点监测设备。无线频点监测设备通过空收所要监测的无

线频点信息，将数字化后的无线信息通过运算处理得到对应的频谱信息，并将该频谱信息通过虚拟专用加

密通道传输给数据中心。台站侧设备组成情况如图 2 所示。 

 

 

 

 

 

 

 

 

 

 

 

 

 

 

2.2.1  综合网关 

综合网关为无线频点监测设备提供有线及无线以太网接入并提供公共互联网上的虚拟专用加密通道

以实现数据的私密性传输。 

对外可按照移动网模块的选择 4G 或者 5G 无线网络的接入并可以与通过光传输模块的运营商光缆接

入实现公共互联网的互相备份，传输具体路径将由设备内置的路由选择协议自动完成而无需人为干预。同

时，综合网关也需较小功率，与无线频点监测设备配合使用，并与无线频点监测设备搭载于相同的应急电

源之上。 

2.2.2  无线频点监测设备 

由于各基层发射台基础设施不尽相同，为能够满足发射台无线监测的特殊需求，无线频点监测设备应

满足较低的功耗、较小的尺寸等要求。考虑应用场景的特殊情况，按照频点大规模部署需求，并需要实时

与数据中心通信的要求，选择 TCP/IP 网络传输协议会极大地降低系统互联难度，也更符合现在电子设备

的传输模式。 

无线频点监测设备较低的功耗可尽可能地发挥应急电源的功效，一旦发生全台性的停电事件，无线频

点信息仍然可以正常的传输到数据中心，防止特殊情况下基层发射台站成为“孤岛”。 

（1）硬件 

较低的功耗、较小的尺寸，是较为典型的智能嵌入式系统应用领域，因此为提高设备可用度及后期可

维护性，核心处理模块采用现代智能嵌入式领域较流行的 ARM 构架的通用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而操作系

网关

无线频点监测设备1

无线频点监测设备N

无线频点监测设备2

移动网

模块

光传输

模块

图 2  台站侧设备组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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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采用 linux 内核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核心处理模块主要是通过调谐器和 ADC 为核心构成的无线点模块完成无线数据的获得，无线电模块

是实现无线电信号从高频电磁波到数字比特转换的集成电路模块。无线电模块与核心模块通过 USB 总线

完成数据的传输及控制信号的交互。该无线电模块主要实现了 RF 信号降频、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数字信息的 USB 数据传输等一系列功能，其功能框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无线电模块组成框图 

（2）软件 

处理软件为在 linux 系统环境下的常规类应用软件，软件开发过程中无需对硬件底层完全知晓，只需

注重软件算法的实现。应用软件主要完成无线信息的 FFT 得到其功率谱密度。功率谱密度信息将通过内部

程序完成协议封装，分别传输到板卡自建的轻量级 web 服务，及数据中心测得监测服务。 

轻量级 web 服务仅为监测系统脱离系统情况下的设备调试及故障排除，仅支持有限的并发数。传输到

监测服务器的数据以数据流的方式随设备运转不断输出数据。 

2.3  数据中心侧 

数据中心侧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完全控制用户侧 APP 内容显示，在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一切内容

提供及自动化的核心。要求不可间断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因此消耗功率较大且设备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支持，需要布置于专业的数据中心机房内。锡林浩特中心台机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区内，各项基础设施配置

较完善，人力物力资源较为丰富，因此数据中心设置于锡盟中心台内获取最优的人力物力基础设施资源。

电力配置双市电并带有不间断电源，网络拥有至少两家以上的网络运营商网络线路接入。通过专业设备，

内建虚拟专用加密通道，使数据中心与用户 APP 及台站无线频点监测设备实现私密性数据交互。 

为满足系统服务的扩展性、后续设备能力扩容及对系统容错性要求，数据中心系统将采用云架构实现，

将物理设备的 CPU、内存、网络、存储能力进行资源池化再分配。数据中心侧的各项服务按照系统功能需

要运行在不同的服务器实例之上。 

数据中心侧包含：用户认证服务、无线信息判断处理服务、无线信息储存服务、气象信息获取服务、

APP 消息推送服务、台站基础内容推送服务、应急预案内容推送服务、网路转换服务等服务。各服务关系

如图 4 所示。 

静电保护低噪放大 射频滤波 混频 中频滤波 中频放大 ADC USB控制器

ADC数据

及控制信号

接收控制器

时钟

产生

时钟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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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中心侧各服务关系框图 

2.3.1  用户认证服务 

数据中心接到用户侧请求首先完成用户可用性授权认证，既可以访问系统。用户将按照后台管理人员

设置被分配与三个组别之中，获得不同的访问权限。中心台管理组、基层发射台管理组、值班组。中心台

管理组包含中心台级别相关领导、中心台技术负责人等，将会获得最全面的内容，将可以访问到所有台站

的。基层发射台管理组包含发射台台长及相关领导、技术负责人、带班人员将会获得本台站内的详细内容。

值班组只针对值班人员获取必要的内容。 

2.3.2  发射机状态判断处理服务 

发射机状态判断处理作为监测系统最核心功能，负责自动发现发射机异常状态并完成发射异常信息的

生成。服务读取无线频点监测设备传输而来的无线电功率信息，按照预设功率值完成发射机异常状态判断。

异常状态信息包含错误列表，主要为播出时段未正常开机、正常播出时段播出功率不达标两项。生成信息

包含频点情况的综合信息，信息内容为频点情况+错误列表。频点情况包含：站点名称、发射频率、发射

机内容、应发射功率、计划播出时间；错误列表包括：发射功率低、发射机无功率。异常信息交由 APP

消息推送服务负责发送到用户终端。 

发射机异常状态判断流程如图 5 所示。 

2.3.3  无线信息储存服务 

该服务为日常性记录，读取无线频点监测设备回传的特定频率无线电功率信息，每 5s 记录一次该频点

功率值，并存储与文件之中。响应 APP 无线日志请求，通过台站基础内容推送服务为 APP 提供所需要的

无线电频点记录信息。 

2.3.4  气象信息获取服务 

通过网络爬虫对气象部门公开发布的天气预报、灾害信息进行获取，并将信息转换成简单明了格式化

的信息。一般性的天气信息交给台站基础内容推送服务。灾害性的信息将交给 APP 消息推送服务。 

 

 

用户认证

用户APP

发射机状态判断处理

无线信息存储

APP消息推送

台站基础内容推送

应急预案内容推送

网络转换 无线监测频点

人工导入

气象信息获取

数据中心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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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射机异常状态判断流程 

2.3.5  APP 消息推送服务 

该服务为 APP 提供消息推送。分为人工推送和自动推送两种方式。人工推送主要是管理人员发布的预

警信息，管理人员通过后台将要发布的预警信息写入系统，并主动触发向 APP 界面推送。自动推送内容主

要为：频点异常信息和气象部门灾害预警信息。 

在多个信息同时需要发送时，该服务完成消息的优先级排序，其中频点异常信息为最高优先级，人工

预警为次之，之后是气象部门灾害预警。 

2.3.6  台站基础内容推送服务 

台站基础内容主要展示台站的基本信息，包含台站简介、台站名称、位置、发射任务、发射机列表、

台站信号流程图、电力配置图、实时天气预报、站内人员联络信息列表等。用户侧用户可以通过发射机列

表检查发射机无线功率的实时发射状态。 

2.3.7  应急预案内容推送服务 

该服务首先通过后台管理人员将相应的操作视频和操作指南进行存储，对不同台站进行特异化的内容

推送。并推送仅和本台站应急预案相关的应急人员联络方式。 

2.3.8  网路转换服务 

APP 要读取无线频点的实时信息会以数据流的方式源源不断传输到数据中心，由于监测频点位于不同

台站、不同网络位置，为方便统一管理进而提供特异化内容的推送，需要对无线频点信息数据流 IP 地址进

行转换。将不同的 IP 流进行统一再分配，使得每个特定组对应一个特定台站。方便内容的分发及处理。 

开始

读取无线频点功

率

功率小于

预设值
否

是否在播出

时段

否

无线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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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发射机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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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低功率告警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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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后台维护 

系统可用性离不开维护人员的不断维护，为保障 APP 内所有用到的信息及时可用，需要台站内部管理

人员及时对台站人工写入的信息进行及时核实更新，保证通讯方式有效可用、应急预案及时准确未过期，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3  系统优势 

系统突破原有“一台一监测”的台站监测模式，利用互联网互联互通的优势、移动端随时随地获取信

息的优势，充分联动中心台的所有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扫除值机盲区，补足单个基层发射台技术不足。

特别适用于基层发射台规模小、数量多、技术力量分散的中心台的安全播出管理。 

3.1  事件发现及时 

由于部分基层发射台处于苏木（乡）嘎查（村）等地，技术力量十分有限，值班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利用本系统为台站的监测提供多重保障，将值班员在岗值班补充为“全网值班”，尽快尽早及时发现安全

播出事件。 

3.2  隐患发现及时 

由于基层发射台地理分布十分松散，且站距十分远，技术人员不可能随时对台站进行实地检查，因此

也就无法及时发现安全播出隐患。利用本系统中心台技术人员，通过远端访问足不出户就可以查看基层发

射台的发射机实时状态及历史性能，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完成隐患发射机隐患排查。 

3.3  应急妥当 

对于基层发射台，值班员应急能力有很大的差别，在安全播出事件发生时，每一秒都是极其珍贵的。

本系统为值班员高度紧张情况下提供有效行动指南，有效防止不当操作发生；同时通过应急联系人一键拨

号功能，可有效提高应急状态下联系效率，有效降低找联系方式时间，杜绝错拨号码造成的时间浪费。 

 

4  结束语 

系统将分散的台站安全播出管理进行统一处理。下一步随着系统应用的不断成熟和数据的不断积累，

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承载更多的应用，使台站的自动化播出管理更加智能。未来收集到更详

细的外部信息，可以与发射机监测无线信息进行拟合，探索出无线电在动态环境下的传播规律，进而指导

更智能的发射播出，更好地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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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网络的安全与监测监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七三台  刘  鑫 

 

摘  要：本文介绍媒体网络安全监测监管的新形势及途径。通过信息采集、语义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数

据挖掘以及机器学习等技术，不间断地监控视听网站、微信、微博、自媒体媒体等信息发布平台，

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和网络动向，从浩瀚的大数据中发掘事件苗头、归纳舆论观点

倾向、掌握公众态度情绪、并结合历史相似和类似事件进行网络视听媒体监管。 

关键词：全流程数据；区块链技术 

 

 

1  监测监管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视听媒体数据不断地向社会各行各业渗透，为每一个领域带来变革性影响，并

且正在成为各行业创新的原动力和助推器。互联网视听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

视听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视听媒体平台去接收和分享各种音视频信息数据、表达诉求、建言

献策，每天传播于这些平台上的数据量高达几百亿甚至几千亿条，这些数量巨大的视听节目数据构成了互

联网数据的重要部分，这些数据对于政府收集民意动态、企业了解产品口碑、公司开发市场需求等发挥重

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网络的安全与监测监管必须要要专注于通过海量信息采集、智能语义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以及机器学习等技术，不间断地监控视听网站、微信、微博、自媒体媒体等信

息发布平台，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和网络动向，从浩瀚的大数据宇宙中发掘事件苗头、归纳

舆论观点倾向、掌握公众态度情绪、并结合历史相似和类似事件进行网络视听媒体监管。 

近日，工信部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中国广电拿到第四张牌照。广电可以提供的智慧广电服务也能

带给用户明显的 5G 体验，比如通过大屏终端，用户可以更好地体验 AR、VR、4K/8K 等内容。随着在采

编制作单位大量采用 5G 进行数据传输，以及大量的个体通过 5G 发布高速高清晰视频，大量非特定发布

源、高清晰度、大数据量的视频信号将会发布到公共网络上，对监管提出更严峻的要求。按照广电总局相

关政策文件和要求，对 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和 OGC（职业生产内容）生产 AR、

VR、4K/8K 等高新视频内容过程中的制作、宣传、发布、运营、收视、反馈和流量等数据进行全流程采集

监测。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基于内容识别和语义分析等技术对视频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和监管，及时获取

公众关注热点、内容价值取向、突发和敏感事件等情况，为保障媒体传播安全、稳定、有序至关重要。 

 

2  系统设计与实现 

2.1  全流程数据采集 

全流程数据采集包括内容制作及宣传采集、发布信息采集、运营数据采集、收视数据采集、用户反馈

信息采集、视频流量数据采集，其中采集制作单位（电视台、媒体机构、企业、个人）、制作团队成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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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主演、制片人）、剧情内容等信息，并依据以上内容对相关单位、人员、内容等采集相关新闻报道、

用户评论、网络评价等数据信息，对获取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和推断视频内容的传播范围、影响力、

风险点等；对相关高新视频提供商（电视台、媒体机构、企业、个人）发布的高新视频采集和汇聚如发布

时间、发布单位/人员、视频内容等，实现高新视频传播内容的审核与传播过程中的内容一致性保障，对高

新视频编目信息和关键视频内容进行标注和分析；对用户端观看信息如观看内容、收视信息、用户评价、

正负面影响等信息进行采集分析以便及时掌握用户实际体验，实现对节目生产到用户链路上的关键节点、

节目输出点进行音频数据、视频数据、用户数据、网络数据的采集以保障播出安全。 

2.2  音视频节目内容层监管 

（1）业务可用监测：对采集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发布的媒体信息进行可用性拨测，并对拨测信息

进行分析，发现业务响应异常、外链接 IP 数据异常、发布错误和内容缺失等情况，实现发布的视听节目

可用性和健康度监测。 

（2）信号质量监测：对生产的 AR、VR、4K/8K 等高新视频质量监，支持信号指标分析；支持码流

格式分析；支持音频、视频故障监测。 

（3）内容合规监测：对生产的 AR、VR、4K/8K 等高新视频内容进行合规性判断的功能，内容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可具备对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进行合规检测的功能，

自动生成违规/疑似违规内容研判任务提交人工审核。可支持语音识别服务、语义分析服务和图像识别服务

等对媒体发布的全部内容进行合格监测。 

（4）内容一致监测：对生产到用户端关键节点获取的 AR、VR、4K/8K 等高新视频进行比对，可自

动匹配播出时间延时，可适应节目的不同码率、分辨率及流媒体传输协议，可实现节目信源与播发后的节

目比对，可实现播发节目，对通过网络播发节目的 URL 鉴权和防盗链检测，保障高新视频内容的传播安

全。 

（5）为了减少人工干预，提高智能性和易用性，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文本、图像、视频、音频内容

进行识别和分类，主要采用的技术包括： 

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情感分析、关键词检测和全文检索等； 

图像分析：智能鉴黄、鉴暴恐、鉴政治人物、人脸识别、OCR 文本识别等； 

音频分析：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等； 

视频分析：智能鉴黄、鉴暴恐、鉴政治人物、人脸识别、OCR 文本识别等。 

2.3  媒体网络传播舆情跟踪 

智能识别热门舆情事件、追踪和分析热点舆情事件，评估热点舆情的全网影响力等，分析随着时间变

化各类型媒体报道量的变化趋势，用于掌握事件中不同媒体的声量变化。按照不同的时间点进行热点报道

的查询，用于了解事件核心内容或观点的演变过程。分析事件中不同地域的信息数分布，用于掌握不同地

域对该事件的关注程度差异。针对热点突发事件，提供所有媒体报道观点倾向统计能力（正面、中立、负

面）的分析，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新闻的来源出处字段关联“发布媒体”和“转

载媒体”的传播关系，绘制出新闻传播力形成的全过程，同时分析公众舆论的声量、情感、传播路径、事

件态势和受众群体画像等，帮助用户清晰地把握其新闻报道状况、网络热点话题和传播受众的情况，及时

准确地衡量媒体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全网新闻传播力指数和分析报告，为

用户开展传播状态监测、效果评估、舆情监测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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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量信息中提取相关信息，获取网民针对于主体的相关观点及评价，判断观点的正负面倾向，识别

网民的情绪分布，聚类针对于关注主体的主要网民代表观点，帮助您了解网民的心声。自动聚类相关热点，

并对热点的热度、口碑、参与者、传播脉络、话题主体及观点进行梳理，清晰地还原与关注主体相关热点

的来龙去脉以及主要核心信息。对用户关注的新闻、事件、话题等在各媒体中的传播声量、来源分布及参

与媒体进行诊断。 

2.4  区块链技术实现监测数据共享 

目前国家级、省级和部分市级广电监管部门已建设了监测监管数据平台，实现了辖区内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监测数据的集中采集、处理、存储和应用。相关单位也开展了一些跨地域、跨专业的数据共享，甚

至共同合作开展一些专项综合监管业务。但总体而言，由于监管业务逐步发展而造成的监管技术系统条、

块分割的格局还没有改变，加之对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不充分、不平衡，跨地域、跨专业监管系统之间监测

数据尚缺乏共享，各级监管部门甚至是同一监管部门不同业务之间尚缺乏可支持业务协同的技术平台。随

着 5G 的发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生态化监管、综合化监管、智能化监管的趋势，这一问题逐渐凸显，

亟待加快实现全国监测监管数据共享，构建多环节、多专业协同监测监管平台。构建统一监测数据共享与

协同监管平台，主要面临的问题有： 

不同部门、不同专业监测监管系统存在系统异构、数据共享难的问题。由于传统监测监管业务在管理

上的地域、专业划分，各技术系统在建设时就针对特定业务、特定用户，受资金、技术条件限制，系统多

采取紧耦合架构、集中式部署，加之缺乏统一建设标准，造成系统难以扩展、数据难以共享，跨系统业务

协同困难。  

共享数据管理权限难以界定的问题。由于监管数据的敏感性，数据在各个状态的管理责任非常重大，

加之数据在共享及流通过程中很容易被复制，各部门、各专业都担心数据共享之后出现数据管理责任不清

晰、数据隐私保护难、数据隐私泄露风险高等问题。 

区块链技术为实现广电监测监管数据共享提供了分布式、透明平等、可追溯的数据互信解决思路和工

具，并为在此基础上构建跨部门、跨专业的协同监管平台提供了支撑，打破了“信息孤岛”，提高数据的

透明度、安全及沟通效率。基于区块链的实现监测数据共享具有以下优势： 

（1）数据使用可追溯。重要结构化数据（如异态信息、数据访问日志等）及重要非结构化数据（如

异态视频、取证素材、监管报告等）其部分摘要信息上链，上链数据涉及主体都有私钥签名，每个区块上

都有时间戳和上个区块的摘要信息，建立交叉验证的可信、可溯源、可确权的数据治理模式，让数据更加

真实可信，为各监管部门之间界定数据管理责任，提供多方互信的存证和数据追踪。 

（2）数据使用更规范。用区块链技术解决数据存储和共享问题，可有助于各监管主体间实现数据透

明共享，规范数据结构和数据调用。 

（3）数据使用更高效。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起来的透明共享、统一标准且质量高的数据，降低数据

管理和监管系统开发的复杂度，大大提升监测监管数据共享和使用效率，降低监测数据采集、存储、处理

成本。 

（4）数据更安全。区块链的本质是一个可共享，可信的，可开放查询的分布式账本，通过数字签名、

数据加密、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等技术，保证了数据多副本保存不易丢失，并使数据更不易被窃

取、攻击、篡改，从而使数据更加安全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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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广电获得 5G 牌照后，新形势、新技术、新格局给媒体网络监管带来更多可能性。建立多维度评价体

系，基于内容识别和语义分析等技术对视频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和监管，及时获取公众关注热点、内容价值

取向、突发和敏感事件等情况，为保障媒体传播安全、稳定、有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宋凌尧。浅谈新形势下融媒体建设中的网络安全。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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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建设与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九一台  郭振南 

 

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如何利用专业有线数字电视接收设备、编转码设备、采集收录系统软件实现有线

数字电视音视频信号转码、回传、收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通过本系统应用，可以有效将监测监

管数据回传到中心站点或区域节点，有利于数据后期多次开发利用。 

关键词：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采集处理 

 

 

1  前言 

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广播电视播出节目内容的日益丰富，繁荣了广播电视的受众市

场，也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监测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先后发布多份通知，规范各类广播

电视节目播出的内容审核规定，以推动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也是对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广播电视内容监测监管，提高播后审查的时效性和权威性，广播电视节

目音视频的获取和实时监控就成为这项工作的关键节点。本文主要论述了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采集处理系

统的设计原则、系统方案以及具体应用，解决了广播电视节目音视频获取这一痛点。 

 

2  系统设计原则 

业务系统是一种人机交互平台，在建设中应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设计和开发，做到简单、实用、可

靠、开放、易维护。 

2.1  实用性 

本系统遵照系统建设的实用性原则，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不同业务层次和不同用户需求。同时，充分

考虑系统的规模，在软、硬件设计上合理分配数据的处理与存储、网络带宽等，确保系统运转的高效快

捷。 

2.2  安全性 

本系统在保证技术先进的同时，确保采用的技术与设备的成熟性，以保证系统建设的成功，并把开发

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本系统是提供日常监测监管服务的信息系统，区域范围的设备和业务数据都将在系

统上实现监控，因此系统安全性十分必要。必须建立完善、可靠的系统访问准入、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

同时保障计算机系统与网络系统的安全。 

2.3  可扩展性 

有利于系统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便于与各有关信息系统和应用系统集成连接，实现数据共享。同时

本系统需平滑扩容，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当监测的频道资源增加、监控设备增加、监控站点增加、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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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业务增加时，通过增加相应的系统模块，就能方便灵活地扩大监控对象，实现扩容，而无需对现有系

统做大量的升级改造，使系统建设保持很好的连贯性。 

2.4  易维护性 

由于有线数字电视节目存在区域性落地播出的特点，为实现对监管范围内广播电视频道的全面监测监

管，本系统就需要异地部署，这就要求在确保硬件设备完好的情况下，具备有效的远程维护功能，使大部

分问题均能远程解决。 

 

3  系统设计与实现 

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的架构可以分为两级，即监测台分站点和监测中心。如图 1 所

示。 

 

图 1  系统架构图 

3.1  监测台分站点 

监测台分站点由三层交换机、有线接收机、视频转码器组成。有线接收机将欲监管的有线数字电视信

号接收下来，形成 TS IP 流，输送给编转码设备，再进行码率压缩调整，通过 IP 专线回传到监测中心。监

测分站点系统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1）三层交换机 

三层交换机用于组播发送及设备管理。共配置 2 个 VLAN，其中 1 个 VLAN 用于设备管理，通过三层

VLAN 实现，另 1 个 VLAN 用于组播传输，通过二层 VLAN 实现，配置如下： 

igmp-snooping enable 

igmp-snooping query-interval 60 

igmp-snooping robust-count 3 

igmp-snooping queri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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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线信号接收设备 

有线接收设备支持 DVB-S2/S/C/T、TS/IP 以及 ASI 等多种信号输入，配置双电源，每台机箱满配 8 路

接收模组，每路模组可插入 1 块 CAM 卡和智能卡，并取得长时间的 CA 授权配对。有线接收机的管理网

口接入到三层交换机管理 VLAN，以便于接回到监测中心进行远程管理；有线接收机组播流接入视频流 TS 

VLAN 的三层交换机。管理口及组播流 IP 配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有线接收机管理口及组播流 IP 配置表 

设备 管理口 组播流 IP 

有线接收机箱 1 

IP 板卡 1 10.16.6.101 238.1.5.11 

IP 板卡 2 10.16.6.102 238.1.5.12 

……   

IP 板卡 8 10.16.6.108 238.1.5.33 

有线接收机箱 2 

IP 板卡 1 10.16.6.109 238.1.5.34 

IP 板卡 2 10.16.6.110 238.1.5.35 

……   

IP 板卡 8 10.16.6.116 238.1.5.56 

…… 

（3）视频实时转码设备 

视频实时转码设备兼容 GPU+CPU 的编转码方案，以保障图像质量和转码效率的最佳平衡性；操作系

统需采用 Linux 系统，以减少病毒，黑客等攻击；支持双网口输入/输出，并互相冗余备份，以提高系统稳

定性；支持独立于输入/输出的双网管网口；支持转码时的 OSD 文字水印叠加；支持在网管界面上实时监

控网口的连接状态与负载状况等。转码器转码输出的码流，采用 HTTP TS IP 方式，这样监测中心可决定

回传哪些码流，HTTP TS IP 流的网口和管理网口可共用一个 VLAN。 

3.2  监测中心 

监测中心由采集服务器、收录服务器、集群管理器、管理工作站、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组成。监测

中心通过部署在硬件设备上的采集收录系统、视频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以及综合网管系统，实现监测分站点

音视频信号回传及收录、存储等主要功能，并对系统进行管理和维护。监测中心系统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三

部分： 

（1）采集收录设备 

采集收录设备内置基于实时流媒体的编转码系统，实现对监测台分站点回传的音视频流的管理，是整

个业务系统的控制中枢。包括：任务管理、模版管理、设备管理、用户管理、日志管理等，系统设计稳定

高效，界面友好，管理便捷。如图 2 所示。 

（2）集群管理 

一般而言，监测中心需要管理三个以上的分站点，承载着数百路视音频信号回传与收录，在这种情况

下监测中心采用集群架构，为系统配备集群管理服务器，内置视频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应用于多台编转码

系统的异地部署，对编转码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实现设备的实时备份和任务的无缝切换，显著提高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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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 

 

 

 

 

 

 

 

 

 

 

 

 

 

 

图 2  采集收录系统功能 

同时，该系统利用综合网管系统（HDMS）提供近程监控和远程监控的解决方案，具备较好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HDMS 系统具备简易便捷的安装、 升级与维护功能，支持 SNMP（国际标准的简单网络管理

协议）网络管理协议标准，同时兼容其它厂家的 SNMP 设备，提供强大的故障监测、故障警报和故障事件

统计分析功能；HDMS 系统平台具有极好扩展性，同时提供友好的用户使用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3  综合网管系统远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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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专线 

监测分站点到监测中心应根据具体业务需求采用合适的网络带宽。以常规 40 个频道为例（20 高清、

20 标清），高清信号可压缩到 1Mbps，标清信号可压缩到 800Kbps，总带宽需求为：20*1Mbps+20*0.8Mbps 

=36Mbps，推荐采用 100M 及以上专线，以满足转码后信号回传到监测中心的需要。同时，在确保带宽有

效性的情况下，还需留有一定冗余，以便于高效传输和后期扩容。 

 

4  系统应用 

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采集与处理系统现已在监测台部署完成，良好的系统稳定性保证其 7×24 不间断

运行。该系统能够采集到有线网内传输的广播电视节目音视频数据，并回传监测中心进行本地化存储，支

持对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和监管；能够对转码和收录任务进行批处理，在系统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随时更改欲收录节目，使得系统更加灵活高效；可实时监控系统各个节点运行状态、主机存储使

用情况以及网络使用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在线解决、高效维护；该系统还能够实现在线直播功能，汇集成

为直播信号的多画面显示等，实现实时监看功能。 

同时，随着监管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采集与处理系统在未来系统扩展上拥有成熟

的方案。监测中心建成以后，只需要在异地部署多个以“有线接收机+转码服务器”形式组成监测台分站

点，便可实现欲监管的音视频信号转码回传，在监测中心的收录服务器进行统一收录管理，在实际应用中

享有充分的灵活性与实用性。  

 

5  结束语  

建设有线数字电视音视频采集与处理系统，通过简单、高效的方式使得广播电视节目监测监管机构获

取到了大量完整的广播电视音视频节目，是广播电视节目播后监管的重要依据，为进一步对广播电视节目

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积累原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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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的应用与改善 
 

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监管中心  郑玉婷 

 

摘  要：本文介绍了湖北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的建设情况，结合监测系统应用中发现的静帧误报

问题，此问题在行业内广泛存在，本文提出了一种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技术相结合的解决

办法。 

关键词：安全播出监测；静帧报警；字幕提取；语音识别 

 

 

1  引言 

广播电视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娱乐的主要渠

道，其安全播出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既是广电系统的命脉，也是广电技术系统的根本任

务和中心工作。为了加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保障广播电视信号安全优质播出，切实维护用户收听收

看广播电视的权益，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第 62 号令《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湖北省新闻出版广

电监管中心自 2009 年开始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经过多次升级改造，该系

统已趋向成熟稳定，实现了地域和频道全覆盖。系统的建成实现对湖北全省无线发射传输、有线传输的播

出内容、播出质量、播出安全的全面管控，实现全媒体接入、全环节覆盖、全业务融合的一站式监管，确

保传播先进文化、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介绍省市县三级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

系统的建设情况，以及对系统应用中发现的静帧误报警过多而提出的一些解决意见。 

 

2  省市县三级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概况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采用分布式部署的方式，分为中心监管平台和监测前端。中心监管平台完

成监测信息的汇总分析、安播调度、内容评议、广告监管、舆情监管、运维管理等功能。监测前端负责有

线数字电视、开路电视、CMMB、调频、调幅等信号的接收、监测、录制、回传等功能。 

2.1  监管中心平台建设情况 

监管中心建有一省级监测前端，涵盖了湖北省台和武汉市台的卫星监测、有线数字电视监测、无线开

路电视监测、调频调幅广播监测、CMMB 移动电视监测，共涉及 1 个卫星频道、20 个有线数字频道、6

个开路电视频道、22 个广播频道、1 个 CMMB 移动电视频道。 

中心监管平台完成对所有监测前端的信息汇总分析、节目信息设置、监测报警参数设置、远程控制管

理、远程重启、软件远程升级。 

2.2  监测前端建设情况 

监测前端分为地市级和县级两种，全省共建有 16 个地市级前端，65 个县级前端。地市级前端装备了

完整的监测和存储设备，可对有线数字电视、开路电视和广播进行监测，有单独的存储服务器和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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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广电业务比较单一、数据量少，因此县级前端的监测设备集成了监测和数据存储功能。省市县三级广

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构架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省市县三级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构架图 

2.3  监测设备性能指标 

监测设备包括 CPCI 嵌入式机箱、监测主控板、电视信号监测板、广播信号监测板、电视解调器。 

2.3.1  CPCI 嵌入式机箱 

支持板卡的热插拔；支持 CompactPCI 标准；可配置冗余电源；支持电源热插拔。不同监测板卡（模

拟广播、模拟电视、DVB-C/T/S、QPSK、CMMB、DTMB 等）可混插于同一机箱，以减少设备体积、功

耗并方便维护。 

2.3.2  监测主控板 

（1）数据实时上传功能。将报警、指标测量与内容编码压缩录音录像等数据实时上传到监管中心平

台。 

（2）数据传输保护功能。当出现因网络故障而不能实时上传数据到中心存储系统时，系统在网络恢

复后，自动接收中心指令，将这段数据重新上传到中心存储系统。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的应用与改善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324 

2.3.3  电视信号监测板 

（1）节目异态报警功能。监测各频道出现无载波、无视频、彩条、黑场、音频静音、画面静止情况

时，系统自动报警并记录。 

（2）指标测量与报警功能。实时测量场强、图像电平、伴音电平、图像伴音载波频偏，指标超过门

限后报警。 

2.3.4  广播信号监测板 

（1）满时间、满功率、满调制、无载波停播及无音频停播监测报警功能，如出现异常，系统自动报

警记录。 

（2）新增频率报警功能，扫描出所有信号的频率和合法频率表进行对比，对新增加的频率进行报警

和监测。 

 

3  安全播出监测系统存在的问题 

湖北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自建设以来，一直运行稳定，但在视频静帧报警方面存在着误报过

多的问题，主要反映如下： 

电视频道播放的政府文件精神宣传、通知、办法条例等公布视频、文字类公益广告、股市解说等，以

下简称文字类宣传视频，导致安播监测系统发生的静帧误报。图 2 为电视频道公布法规通知的视频画面。 

  

  

图 2  电视频道公布法规通知的视频画面 

文字类宣传视频多为全屏字幕，并伴有宣读条例的语音。全屏文字的宣读时间可长达数十秒，此时间

内画面呈静止状态。系统检测到画面静止事件，且时长超过设定阈值，此时系统会发出静帧报警。这种情

况下画面确实静止了一段时间，但却属于正常播出，此时系统的静帧报警属于误报。全省共 182 个电视频

道，此类视频在各个频道全天滚动播放，导致系统每天产生数百上千次的静帧误报警。如此大量的误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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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加重了值班人员的甄别工作量，也会导致真实报警无法被及时处理，而且过多的误报也会降低值班人员

的警惕性，也会影响安全播出监测自动化智能化的实现。如将系统误报率控制到较低的水平，人工甄别的

工作量就会很小，在一定误报率的容忍下，可在报警发生时，系统自动将相关报警信息发送给电视台制播

部门、影视管理部门和监测部门的相关人员，以此确保事故事件处理的时效性，促进信息的流通共享，减

轻安播值班的人力投入。 

结合监管中心监测系统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考察过其它省市的安播监测系统，都无法有效避免上述现

象。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要么采用人工干预进行甄别，工作量很大，时效性差；要么放宽监测条件，调大

静帧触发时长，但这种办法是不严谨的，极不推荐，这会遗漏一些真实的短时长静帧事件。因此，本文提

出一种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此类误报问题。 

 

4  优化方案和实践 

方案大致思路为：当系统检测到画面静止事件时，采用 OCR 字幕提取技术将视频画面字幕转成文本

内容，同时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把视频的伴音也转成文本内容，比较这两个文本内容，如相似性较大，则判

断为文本宣传视频，属于正常播出，解除报警；如两处文本无相似性，则依然判断为画面静止事件，保持

报警。方案设计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技术相结合的静帧分析方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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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即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指的是通过电子设备（如扫描仪或者数码相

机）得到关于文本的图片，然后对图片进行字符识别处理，得到图片中的文本内容。 

OCR 字幕提取的过程是： 

（1）从视频流抽取一帧一帧的图片； 

（2）检测文字区域。判断图片中有没有文字，如果有，把文字区域截取出来； 

（3）图片二值化。将图片的文字区域进行二值化处理，突出文字信息； 

（4）文字识别。经特征提取和降维、分类器处理、语言模型校正后，完成文字识别。 

据统计，文字类宣传视频一个画面的字幕宣读时间在 60 秒左右，在监测系统检测到画面静止时，每 5

秒提取一帧进行分析。此类视频字幕画面背景多为纯色，文本字体工整，排列整齐，这为字幕提取提供了

较好的条件。图片经二值化处理后，保留了足够的有效信息，大大提高了文字识别的正确率。本文采用了

捷速 OCR 文字识别软件，经测试，识别正确率接近 100%。图 4（a）、（b）为字幕画面 OCR 文字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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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4  字幕画面 OCR 文字识别结果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的应用与改善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327 

OpenCV 的全称是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是一个跨平台的计算机视觉库。它有以下特

点：开放的 C/C++源码、基于 Intel 处理器指令集开发的优化代码、统一的结构和功能定义、强大的图像和

矩阵运算能力、方便灵活的用户接口、同时支持 MS-WINDOWS、LINUX 平台。作为一个基本的计算机视

觉、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的开源项目，OpenCV 可以直接应用于很多领域，作为第二次开发的理想工具。

OpenCV 自带完备的文字识别用例，可满足本方案的需求。 

语音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让计算机能够“听懂”人类的语音，将语音传化为文本。语音识别技术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音识别智能软件和应用走入了大家的日常生

活，苹果的 Siri、微软的小娜、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法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目前最好的语音识别系统采

用双向长短时记忆网络（LSTM，LongShort Term Memory），但是，这一系统存在训练复杂度高、解码时

延高的问题，尤其在工业界的实时识别系统中很难应用。科大讯飞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音识别框架——深

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DFCNN，Deep Fully Convolutional NeuralNetwork），更适合工业应用。DFCNN

的结构如图 5 所示，它直接将一句语音转化成一张图谱作为输入，即先对每帧语音进行傅里叶变换，再将

时间和频率作为图像的两个维度，然后通过非常多的卷积层和池化（pooling）层的组合，对整句语音进行

建模，输出单元直接与最终的识别结果比如音节或者汉字相对应，这就保证了 DFCNN 可以出色地表达语

音的长时相关性。 

 

图 5  DFCNN 示意图 

基于科大讯飞提供的语音识别 SDK，加强广播电视宣传的语音库，既可实现本系统的需求。文字类宣

传视频有以下特点：由专业的播音员宣读、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咬字清晰、音量适中、无环境噪音,这些特

点有利于提高语音识别的正确率。 

理论上，全省 82 个监测前端都有条件进行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处理。但考虑到监测点地理分布

广、软硬件升级难度较大，而且每个监测点全天候运行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算法，会极大增加系统

性能开销，容易影响原系统业务的运行，故将方案部署办法调整如下：82 个监测前端不做改变，保持原业

务运行，仅在监管中心平台增加服务器用于运用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算法。监测前端检测到图像静

止时，会实时向中心平台发送报警。中心平台接收到静帧报警时，立即调取录像进行 OCR 字幕提取与语

音识别处理，根据处理结果，对报警进行撤销或保持。该部署方案不仅减轻了系统升级难度，减少硬件升

级开销，而且不影响原业务的运行，保证安播工作不间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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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在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更要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湖北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系统已

经完成了全地域全频道覆盖，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监测工作做精做细。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是发展的必然

趋势。本文提出的 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识别技术相结合来解决静帧误报的办法，减轻了人力的投入，加

快问题处理和信息传送的效率。OCR 字幕提取与语音转写技术现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对于这些技术在广电

安播监测中的应用，本文提供了业务流程和技术架构设计，以及部分技术的选型参考，希望能抛砖引玉，

给相关从业者提供一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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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安全防护策略 

探究与实践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张  谦 

 

摘  要：本文阐述了在三网融合发展背景下，广播电视前端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化升级改造过程中面临的网

络安全问题。针对广播电视播出系统的特点，依靠现有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对系统进行防护策略

实践工作。主要介绍了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的基本框架、网络化建设所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

给出针对性措施。 

关键词：广播电视；播出系统；网络安全；防护策略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System 

Zhang Qian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The DTH Service In CHINA，NRTA，Beijing，100866） 

Absrt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twork security problem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transformation of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syste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front-e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networks 

convergence.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ystem，relying on the existing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technology，the protection strategy practice of the system is carried ou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system，the network security problems faced by 

network construction，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Keywords：radio and television；broadcasting system；network security；protection strategy 

 

 

1  引言 

广播电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群众获取信息来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经，特别是

在广大农村地区，看电视、听广播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播电视网络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地

面电视网络以及覆盖国家全境的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三种方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是国家思想宣传的重要信

息基础设施，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以及各项惠民政策实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近年来，网络技术、高速数字电路及高集成度芯片等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给各行业都带来了发展红利。

在国家政策大力推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广播电视从发展相对滞后的传统

广播电视技术向网络技术融合是大势所趋。广泛的应用网络技术在显著提高播出系统业务承载能力和工作

效率的同时，所面临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也给广播电视产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文旨在从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前端网络安全建设实践出发，探究广播电视集成前端在网络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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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网络安全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护策略与措施，促进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0

在广播电视行业的有效落实。 

 

2  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前端架构 

2.1  广播电视系统基本组成 

广播电视技术系统由节目制作、节目传送、节目集成、节目发射和节目接收五个环节构成。按节目信

号类型可分为模拟广播电视系统和数字广播电视系统，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电视系统已经全面取代模拟

广播电视系统。参见图1。 

 

图 1  广播电视系统组成 

节目集成环节主要是指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其作用是将各个电视台前端制作的节目内容进行接收

后，进行编码复用集成，将多个广播电视节目及必要数据打包成传输信号流，发送到卫星、地面发射塔及

有线电视网络前端进行节目信号发射。一套完整的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主要由节目源引接系统、编码复

用系统、信号监测监看系统、条件接收加密系统、用户授权业务支撑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电力消防等配

套辅助系统组成。参见图2。 

 

图 2  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前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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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化 

传统数字广播电视系统中节目信号制作处理过程中都是以基带视音频流的形式通过同轴线缆介质传

输的，其特点是信号单向传输，数据格式不与互联网络协议兼容；硬件设备采用广电专用设备，多为嵌入

式系统，与 x86 系统协议不兼容，系统整体安全性高。 

伴随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融媒体技术对比传统广播电视技术有着极大的优势，已经在广播电视集成

播出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技术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号制作处理全网络化 

从节目制作播出到节目传输中的以 SDI、AES/EBU 基带视音频接口，ASI 异步串行接口为信号处理传

输标准，使用同轴线缆为传输介质，过渡到使用 SDI OVER IP、TS OVER IP 等数据传输流接口标准，通

过双绞线线、光纤等 IP 网络介质传输。实现采集、制作、播出、存储、传输、分发全流程的无压缩音视频

IP 化。 

（2）视音频处理软硬件网络化。 

从传统广播电视专用硬件如解码器、编码器、复用器过渡到使用 x86 架构硬件服务器，通过运行软件

程序来处理信号数据；信号传输中使用交换机代替传统 SDI/ASI 视音频切换矩阵、信号分配器； 

（3）设备管理网络化 

在设备管理上使用 RJ-45/光纤网络接口替代传统 RS-232/422/485 等串行接口来管理硬件设备；对于机

架/刀片服务器的广泛运用，使用专用网络管理软件系统实现统一管理；通过 HTTP、SSH、SNMP 等网络

协议对播出设备进行控制管理。 

（4）辅助系统网络化 

辅助系统包括信号监测监看系统、用户授权业务支撑系统、授权接收加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已

经广泛使用 IT 信息系统架构，大量应用通用服务器、交换机来提升系统工作效率。 

 

3  网络化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 

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广泛的网络化建设，在提高系统工作效率的同时，同其他IT信息系统一样，面

临严峻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导致播出业务的连续性、完整性、安全性受到破坏，进而影响广播

电视安全播出，对社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结合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特点，在网络化建设中，主要存

在以下网络安全风险。 

3.1  设备安全风险 

（1）服务器、客户端、存储等主机采用x86架构，使用windows、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存在系统安

全漏洞风险；设备在接入USB、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时容易感染木马、病毒；登录帐号密码未配置安

全策略导致易被破解； 

（2）广播电视专用设备在使用网络协议管理时未配置安全策略，出现IP冲突或管理指令下发错误等情

况，导致安全播出风险。 

3.2   网络交换系统风险 

（1）网络交换设备未配置安全策略，导致不同系统间的访问没有限制；缺少边界防护，未部署网闸、

防火墙等安全设备或者没有进行针对性配置，增加播出系统网络安全风险； 

（2）各系统间未进行合理的网络分层、IP 规划以及 VLAN 划分，导致 IP 网段冲突，数据流量方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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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加设备处理负荷，造成网络带宽的浪费。 

3.3  非法入侵操作行为风险 

（1）缺少对人员帐号操作记录信息，在出现操作异常时无法进行追溯，给安全播出管理造成困扰； 

（2）缺少对系统软硬件日志必要的安全审计，无法对入侵行为进行有效监控排查。 

3.4  播出信号安全 

与传统广播电视相比，系统网络化建设使得播出信号由原来的单向传输变为双向传输，信号在网络交

换系统内为走向不明确，相对传统广播电视使用一根线缆一个接口一路信号，仅使用 IP 组播地址为视音频

数据接口，在实际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组播数据流量过大、叠加、冲突、数据溢出、丢包等多种情况，

给安全播出造成影响。 

3.5  播出数据安全 

相比传统广播电视系统信号的封闭传输，播出信号网络化传输使得系统可在任何能够接入该网络的位

置进行数据接入传输，增加了广播电视视音频节目、数据业务被非法插播篡改的风险。 

 

4  网络防护与安全加固措施 

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化建设兼具广播电视与信息网络双重特点，在网络安全防护策略的实施中

既要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还要从安全播出实际出发，针对广播电视系统特点进行安全策略调整

优化，从而实现网络安全、播出安全双重目的。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安全防护与加固总体架构参见

图 3。 

4.1  系统网络安全加固策略 

4.1.1  网络安全规划 

（1）在系统建设时对各系统进行统筹规划，关键设备冗余配置，如关键应用设备、核心交换机、边

界路由器、防火墙，使系统网络节点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节点设备，保障业务正常运行； 

（2）安全子域划分，对不同功能性业务系统进行子域划分，如播出系统、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监测

监看系统、辅助系统等； 

（3）对整个系统和各子域进行纵向网络分层，如划分为边界层、应用层、数据层等，在各层内部合

理划分 VLAN、规划 IP 网段，各层之间配置访问控制列表，添加防火墙规则，对关键数据进行防护； 

（4）建设一套完备的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包括日志、运维、数据库审计子系统，入侵检测子系统，

数据流量分析子系统，应用代码审计子系统，统一身份认证子系统，防病毒子系统，漏洞扫描子系统等，

强化整个系统的网络安全防风险系数。 

4.1.2  主机加固 

（1）为播出系统服务器、客户端等主机安装稳定可靠的操作系统，定期更新系统补丁； 

（2）打开操作系统系统防火墙，配置必要的入站出站规则，隔离不必要的端口与协议； 

（3）安装杀毒，防火墙软件等防木马病毒软件，遏制恶意程序或病毒传播； 

（4）禁用默认帐号，删除多余帐号，为不同操作角色配置不同的帐号，添加密码复杂度规则，定期

更换密码，并配置密码输入错误锁定退出等安全规则； 

（5）将主机接入统一身份认证安全系统，用户登录操作需要使用帐号密码/数字证书等两种以上方式

交叉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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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安全防护与加固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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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打开操作系统中必要的日志记录功能，并定时上传至日志审计系统进行安全分析； 

（7）关闭不必要的远程访问权限，关闭不必要的网络协议，如 HTTP、TELNET、FTP、SSH 等协议； 

（8）禁用 USB 物理端口，数据传输通过安全网络路由或者光盘介质。 

4.1.3  网络防护 

（1）外网边界区域增加抗 DDoS 攻击安全设备，防木马病毒硬件设备，入侵防御设备，增加外网边

界网络安全系数； 

（2）系统内使用稳定安全的网络传输设备，保证网络设备的整体性能满足业务高峰时需求，留有性

能和带宽余量； 

（3）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等网络设备配置安全策略，对系统内数据路由访问进行合理的控制，

限制不必要的访问路径； 

（4）各系统划分清晰的边界，并部署防火墙、网闸等硬件设备，配置合理的安全策略，隔离各子域； 

（5）路由器、交换机关闭不必要的功能和协议，如 HTTP、TELNET、FTP 等； 

（6）网络设备启用强密码策略，定期更换，配置密码错误锁定退出规则； 

（7）关闭未使用的网络端口，防止私接设备； 

（8）部署网络设备日志审计功能，定时上传设备日志至日志审计系统进行安全分析； 

（9）在网络设备上配置镜像端口流量复制功能，对系统内数据进行安全分析，检测非法入侵行为。 

4.1.4  应用数据安全防护 

（1）各系统应用软件在设计时可考虑采用 MD5、国密 sm2 等算法进行加密验证传输，保证数据传输

的安全性、完整性； 

（2）各系统应用采用安全的数据库系统，防止注入漏洞风险的发生，数据库冗余配置并具备同步功

能； 

（3）各系统应用具备操作日志审计功能，详细记录应用软件自身及用户的操作内容，便于问题追溯； 

（4）各系统配置完备的数据备份机制，可采取本地备份和异地备份相结合的方式，降低数据异常时

的安全风险。 

4.2  安全播出网络优化及管理 

广播电视系统与其他网络信息系统有所不同，对网络中数据信号安全可靠性要求高，要求极高的故障

收敛速度。任何网络数据流量波动都会引起视音频业务感官上的异常，如节目中断、闪断、马赛克、杂音

等情况，存在这些问题的系统在安全播出方面是不符合要求的。在广播电视技术网络化的建设中，可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优化。 

（1）网络规划拓扑结构尽量简单，降低网络复杂度，信号路由清晰； 

（2）减少网络设备间的交叉连接，可将主备系统采用不同网络拓扑，将主备系统节目信号隔离； 

（3）路由器、交换机配置上可禁用动态路由、生成树协议，进行单向静态组播配置，固定视音频组

播信号的方向性； 

（4）在交换机上开启三层组播协议，划分 VLAN，隔离冲突域，配置 Igmp-snooping、未知组播丢弃

等策略，防止组播流量在全网内泛洪； 

（5）在与监测网络、网管网络之间互联的交换机上配置 ACL 访问控制列表，在端口上配置禁收禁发、

端口隔离等策略，隔离不同网络，防止网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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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署交换系统网络流量监控系统，将系统拓扑和数据流量进行直观的展示，发生流量异常可及

时发出告警； 

（7）加强人员管理和培训，制定合理详尽具备可实施性的网络安全运维制度，编制网络系统操作规

程并严格执行，按计划进行网络应急演练； 

（8）为播出系统建立网络安全评估机制，定期对系统进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针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 

 

5  结束语 

广播电视集成播出系统网络化建设兼具广播电视与信息网络的双重特性，既包含广播电视技术传统特

点，也面临传统系统所没有的安全风险问题。广播电视在国家宣传层面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旦出现网

络安全问题，势必产生非常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广电总局于 2011 年

发布了《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总局令第 62 号），明确提出广播电视系统信息系统要开展等级保

护工作，并出台了《广播电视播出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D/J 037-2011）》《广播电视播出

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D/J 038-2011）》。各级播出单位应对照这两个标准规范查漏补缺，

做好播出系统网络安全防护建设整改工作，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参考文献： 

[1] GD/J 037-2011。广播电视播出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S]。 

[2] GD/J 038-2011。广播电视播出相关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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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监管平台的 

设计和实现 
 

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监管中心  张文华  许  扬  赵  时 

 

摘  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监管平台采用 B/S 模式，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对不同

的设备做了安全隔离和访问控制，大大提提升了后期扩展升级的能力和系统安全性。该系统的建

设有效提升了博州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的监测能力，为未来的监管体系建设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模块化；安全隔离；访问控制 

 

 

1  项目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以下简称博州）的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脚步。我省为博州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建设了一套广播电视监管

平台，并形成了一套人才交流机制。项目实施一年以来，系统运行稳定，博州的广播电视监管体系初步形

成。 

 

2  项目建设内容 

（1）实现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及所辖县市自办广播与电视节目以及地面数字电

视频道（含转播频道）播出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报警信息回传至博州监管中心平台，节目内容在监测前端

存储 1 个月。 

（2）平台具有监测发现停播、静音、彩条、画面静止、无伴音等异态报警以及相应处理流程。 

（3）监测监管范围及对象： 

自办节目（安全播出）： 

博州台：调频广播（汉蒙维）3 套，电视（汉蒙维）3 套； 

博乐市台：调频广播 1 套（汉语），电视 1 套（汉语）； 

阿拉山口市台：调频广播 1 套（汉语），电视 1 套（汉语）； 

精河县台：调频广播 1 套（汉语），电视 1 套（汉语）； 

温泉县台：调频广播 1 套（汉语），电视 1 套（汉语）。 

合计广播频率 7 套，电视频道 7 套。 

地面数字电视转播节目（安全播出）： 

博州地数发射台：38 套；6 个频点 

阿拉山口市地数发射台：12 套；2 个频点 

精河县地数发射台：12 套；2 个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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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县地数发射台：30 套；5 个频点 

（4）对博州广播电视大楼六楼监管大厅、设备间进行改造。 

 

3  项目建设要求 

3.1  项目建设总体需求 

（1）平台采用 B/S 模式，优化人机交互界面，通过浏览器可直接访问监管平台系统和所有子系统。

中心平台布设在博州局监管大厅，主要服务端系统均部署在州中心平台，便于系统升级维护。通过科学设

计角色分组和权限分配，合理布局业务和功能模块，对不同层级的业务监管部门配置不同管理权限，显示

不同业务操作界面。 

（2）操作方便。在同一页面上实现对开路广播、有线电视及地面数字电视节目内容实时监看和节目

异态报警，实时显示节目状态，提供综合分析、异态报警信息分析功能。值班员可实时浏览所有监测频道

实时广播音频及电视视频。点击相应频道播放音视频时延≤2 秒。各监测前端配置有浏览器功能，市州、

县市前端监管员可快速浏览当地开路广播、有线电视和地面数字电视中频道播出实时情况。 

（3）升级扩展能力强。系统采取模块化设计部署，本次主要实现安全播出和技术监测功能。后续可

根据需要增加功能模块，实现功能扩展，新增业务模块和原有业务模块数据标准一致，可直接共享使用。 

（4）具有较好的安全保障。系统各设备间网络结构划分合理，IP 设置有效，监管平台系统与网络设

备间具有安全隔离和访问控制功能。通过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病毒库、应用管理软件平台进行安全加固，

可充分保障本系统网络安全。 

（5）监测报警要求。对广播电视频道（频率）实时监控；对各类播出事故实时监测报警；对实时报

警的信息、异态信号和故障点录音录像进行上传处理；网络传输支持断点续传；可设置专项任务指定某时

段某频道节目录音录像内容实时回传中心监管平台存储。 

（6）网络响应良好，视频响应时间≤2 秒。 

3.2  功能需求 

3.2.1  开路广播监测数据处理 

（1）实时监测功能 

在同一界面上同时实现对广播信号射频指标测量、内容实时监听和节目异态报警显示。 

①异态报警显示功能。实时显示各站点回传的广播报警信息（故障类型、指标、时间等），可按不同

颜色、不同语音提示区分不同的故障类型（有无伴音等），同时显示故障的详细信息。异态报警可以值班

工作作界面、电子地图等多种显示方式。 

②质量监测显示功能。以数值、曲线显示的方式 ，实时显示各站点回传的广播技术指标参数测量值，

并可打印指标参数曲线图。 

③基础信息显示功能。显示各监测前端的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各广播频道的名称、频道、频

率、功率等。 

④实时监听功能。实时显示各站点任意频率的指标参数和监听任意频率的节目内容。当中心监管平台

发出音频实时监听的指令后，能够接收相应站点回传的广播节目，实时播放节目内容，并同时显示各种参

数测量曲线图，统计曲线图可打印，支持频道扫描。 

（2）数据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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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界面上同时实现对广播信号综合分析、异态报警信息分析及统计、监测数据分析等功能。 

①广播信号综合分析功能，以图形与表格方式同时对广播节目异态报警信息、射频质量监测结果、录

音播放进行查询综合分析。 

②异态报警信息分析及统计功能。以图形曲线和表格显示形式，对各节目的监测报警信息进行详细的

分析统计，打印。监测报警信息包括：节目名称、故障类型、开始时间、恢复时间、故障持续时间等。 

③监测数据分析功能。采用流媒体播放技术，按照任意设定的播放时间播放录音资料，播放时显示录

音时间，并实现即点即播。 

（3）数据处理功能 

①数据接收功能。自动接收监测前端上传的全部监测数据（包括指标参数、测量数据、异态报警数据），

并存入相应的数据库中。 

②数据处理功能。对监测报警数据进行确认，节目异态原因分析，编辑处理等。 

③数据查询功能。可按监测前端名称、节目名称、频道、时间段、故障类型、开始时间、恢复时间、

故障持续时间等自动查询或条件组合查询，可播放查询的各时段广播节目。 

3.2.2  有线电视监测数据处理  

（1）实时监测功能 

在同一界面上同时实现对数字电视射频测量、内容监看和节目异态报警实时显示。 

报警类型显示。射频报警显示（误码率、信道功率、MER、EVM、载噪比、频率偏移、符号率偏移、

星座图等）、码流（TR101290）三级报警显示、音视频报警显示（静帧、黑场、彩条、音频中断等）。报警

类型可以编辑、修改。 

射频测量参数显示。射频参数（误码率、信道功率、MER、EVM、载噪比、频率偏移、符号率偏移、

星座图等）的实时测量值显示、实时测量曲线显示。 

码流分析显示。实时码流分析显示，TS 流的基本结构信息、码流带宽、PSI/SI 表、PCR、PID 包间隔、

节目视频流和音频流、ES 流比对等的实时分析显示，MFS 流的实时分析显示。 

（2）内容监测功能 

播放功能：可回放存储的节目。可按照 2 倍速、4 倍速、8 倍速、16 倍速快放，1/2 倍速、1/4 倍速慢

放，单帧进，单帧退，单帧捕获的要求播放硬盘中的节目。回放节目时，播放器具有自动定位功能，并实

现“即点即播”功能。 

媒体库备份功能：可将电视信号手动、自动备份存储在监测前端硬盘和监管平台磁盘阵列中，形成媒

体播放库，通过平台指令，实现智能查询、检索功能。 

（3）数据分析功能 

以图形和表格方式对电视节目异态信息、射频质量监测结果、码流质量监测结果、内容层监测结果进

行实时、历史分析。 

（4）数据处理功能 

数据处理功能，对监测报警数据进行确认，节目异态原因分析，编辑处理等。 

数据查询功能，可按监测前端名称、节目名称、频道、时间段、故障类型、开始时间、恢复时间、故

障持续时间等自动查询或条件组合查询，可播放查询的各时段电视节目。 

（5）EPG 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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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显示不同频道和时间的 EPG 内容，用流媒体实时视频查看、历史视频查看、下载，同时实现对 EPG

信息的监听监看。 

（6）报表功能 

系统可生成表格及图形的报表数据，时间段可随意设定，比如：年报表、月报表、周报表等。 

3.2.3  地面数字电视监测数据处理 

（1）实时监测功能 

实时监看任意发射台站的所有电视节目内容。 

能监测显示无线监测数据：包括频率、场强、载噪比（C/N）等，以及各类无线覆盖特有的能够表征

收视（听）效果的数据，如地数的调制误差率（MER）、比特误码率（BER）、误差矢量幅度（EVM）、总

带宽，有效带宽，同步丢失，PAT 错误、PMT 错误、PID 丢失等等； 

可轮巡同一频点下传输的各套节目。 

故障报警提示：通过声音、文字、图形等方式报警，报警信息条目显示。 

（2）数据分析处理功能 

数据处理功能，对监测报警数据进行确认，节目异态原因分析，编辑处理等。 

数据查询功能，可按发射台站名称、时间段、故障类型、开始时间、恢复时间、故障持续时间等自动

查询或条件组合查询。 

（3）报表功能 

系统可生成表格及图形的报表数据，时间段可随意设定，比如：年报表、月报表、周报表等。 

 

3  系统结构及技术要求 

3.1  系统结构 

博州广播电视监管平台项目由州中心平台、州监测前端、县市监测前端组成。州中心平台、州监测前

端部署在州中心机房，中心平台包含系统管理与配置、安全播出监测系统、地面数字电视质量监管系统、

广播电视节目查看系统等五个模块。本期项目重点实现安全播出监测功能、地面数字电视监测功能、广播

电视节目查看功能。州、县市监测前端由地面数字电视监测前端和广播电视监测前端构成。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3.2  前端技术要求 

监测前端设备要求采用统一的全嵌入式、模块化、一体化的 IP 架构设计。各监测板卡可以进行混插，

以减少设备体积和功耗，方便维护。同时，在不增加设备体积的条件下，通过增加板卡很方便地扩容。 

监测前端系统应具有本地存储功能，存储容量为 4T。 

全 IP 架构网上运行，可以兼容各种调制方式的信号，简单高效，扩展方便。 

监测前端设备采用全嵌入式结构，无 PC 机。完成对开路广播节目、有线电视节目、地面数字电视节

目的监测报警、指标测量、频谱扫描，对加扰和非加扰的 RF 射频信号进行综合解扰、解调、信道监测、

传输流监测、ES 流监测，对传输流中的电视节目进行 IP 打包输出，对有线电视节目信号采用硬件直接转

码，具有千兆自适应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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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州广播电视监管平台系统结构图 

监测前端设备，扩展性强。不同监测板和不同监测主控板（模拟广播、模拟电视、DVB-C、QPSK、

CMMB、DTMB）可混插于同一机箱，具有数字电视监测业务扩展和维护更换能力。 

监测机箱（含电源）支持电信级标准，配置可热插拔 1：1 冗余电源。 

监测板卡及主控板卡支持电信级（优于工业控制级）标准，具有可热插拔（Hot Swap）、高开放性、

高可靠性。板卡结构应具有良好散热条件、抗振动冲击能力、符合高抗干扰电磁兼容性要求，具有气密性、

防腐性，高可靠性，增加负载能力。 

前端监测设备需要确保热插拔任意的监测板卡及主控板卡而不影响其它监测板卡及主控板卡的正常

运行。 

 

4  监管大厅及设备间建设 

按照监管大厅的规范对六楼现有监控室进行装修改造。购置 55 寸无框拼接屏 8 块，按照 2 行 4 列的

排列方式搭设电视架，配备操作控制台和配套操作椅。 

（1）地面工程 

如图 2 所示，机房地板采用架空地板，为使水泥砂浆地面达到不起尘、 不产尘、 保证空调送风系统

的空气洁净度，地面需要先刷防尘漆做防尘处理。活动地板的种类较多，根据板基材料可分为：铝合金、

全钢、中密度刨花板。表面粘贴 PVC 抗静电贴面。地板安装高度为 0.3M。地板与墙体交界处用不锈钢踢

博 

州 

中 

心 
机 

房

系统管理与配置

地面数字电视
监测前端

广播电视
监测前端

地面数字信号

开路广播信号

有线电视信号

地面数字电视
监测前端

广播电视
监测前端

地面数字信号

开路广播信号

有线电视信号

精 

河 

县

地面数字电视
监测前端

广播电视
监测前端

地面数字信号

开路广播信号

有线电视信号

博 

乐 

市

地面数字电视
监测前端

广播电视
监测前端

地面数字信号

开路广播信号

有线电视信号

阿
拉
山
口
市

温 

泉 

县

安全播出监测系统
1
0
M

专
网

1
0
M

专
网

1
0
M

专
网

1
0
M

专
网

地面数字电视
监测前端

广播电视
监测前端

地面数字信号

开路广播信号

有线电视信号

音视频检索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监管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341 

脚板封边。机房大门入口处做踏步铺塑胶地板。 

       

 图 2  静电地板 

（2）吊顶工程 

根据监管大厅的具体建筑结构情况，整个机房为了确保机房的保温和消防需要；全部采用规格为 600

×600×0.8mm 的微孔铝制天花板进行铺设。美观、耐用，防火、防潮，同时与机房屏蔽网一起组成一个

完整的屏蔽系统，具抗静电、抗干扰的作用。为保持机房环境整洁度和保持机房温度均衡，采用铝箔制保

温棉作天花、墙面、地面保温中间材料，使机房具有防潮、防尘、保温的性能。 

（3）墙面工程 

墙面处理是指对机房建筑物的墙面、柱面上进行防尘、防潮、防水、保温处理。同时使房屋内部平整、

光滑，清洁美观，改善采用光条件，增强保温、隔热、隔音、防尘等性能从而改善环境条件。 

（4）机房大屏及控制台 

如图 3 所示，集中展示博州本级和辖区二市二县广播电视监测监管情况。大屏系统配置 55 寸窄边框

显示器 8 块，即大屏显示系统标准为 2*4，另配一套 LED 显示屏，以及与之配套的控制台。 

 

 

 

 

 

 

 

 

图 3  监测大厅效果图 

（5）设备间建设 

可利用台内现有 UPS 电源供电；在设备间内配置至少两个标准机柜（原一个机柜可利用）。每个标准

机柜配备三个 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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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质量的重要保障、是宣传党的声音的重要渠道，也是舆论导向的重要抓

手。博州广播电视监管平台的建设，为当地广播电视管理部门打造了一个覆盖到县的监管体系。该平台能

够有效的保障博州局对广播电视行业管理，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进入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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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和新融媒的创新之路 
 

联想企业科技集团未来学院执行院长  薛永伟 

 

 

从国家有关部门给出的新基建定义来看，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

因此，新基建既是先进的智能科技，又是赋能智慧经济的基础设施。 

新基建在丰富人们生活、助力关键技术突破、促进在线经济以及赋能行业智能化转型上都意义重大，

特别是将为中国产业发展注入强大数字动力。 

 

1  新基建赋能媒体行业发展 

新基建的建设，将为媒体行业加速提供算力基础、通讯基础和智能化平台基础，加速解决媒体行业所

面临的技术问题，从而快速推动媒体行业的发展。例如，围绕内容供应链建设融媒体云平台，通过云、大

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打造融合媒体新基建，全面提高内容汇聚、生产、分发能力，统一

管理和指挥调度，从而推动新融媒新基建的全面展开。 

内容汇聚能力：以云平台技术整合现有内容生产系统、媒资系统、移动转播系统和互联网系统等相关

内容资源，内容资源汇聚，统一管理和检索，为融媒体生产提供内容支撑； 

内容生产能力：提供超强算力和通过多种内容生产工具，实现新媒体内容的快速编辑以及超高清内容

的制作； 

内容分发能力：以区块链技术解决产权问题，通过内容发布中心，实现融媒体内容向互联网的发布和

传统生产网的分发； 

指挥调度能力：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效率，通过统一入口、策划和指挥调度，确保日常新闻和突发新

闻的高效生产管理能力。 

 

2  新融媒新基建推动技术突破和创新 

领先技术将应用于新融媒新基建的建设，新融媒新基建的建设又会推动技术的研究、应用、发展和突

破,以及全新行业标准的制定。 

例如，8K 超高清技术是未来媒体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联想为了推动北京市 8K 超高清产业发展，从

2018 年起，就在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领域积极投入大量研发资源，在全球首台 5G+8K 转播车上提供了车

载超高清视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车载超高清视频数据中心方案的分布式存储采用业界领先的 polling 架

构，充分发挥 NVMe SSD 与 RDMA 网络的性能，提供可同时支持 6 路 8K 超高清视频的毫秒级存储系统，

完美解决了全数字化 8K/4K 视频实时采编播业务所需的计算、存储和交换需求。 

得益于新基建的推动，联想车载超高清视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是一套完全自主研发的，面向超高清视

频的软硬结合深度优化的高性能软件定义存储产品，处于国内存储设备的绝对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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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联想还在深入探索 8K 编转码专业技术领域，多方合作开发全球领先的 8K 超高清软编码解决

方案。联想积极探索以基于通用处理器的硬件平台及自研 FPGA 硬件加速卡,满足 5G+8K 超大带宽无线接

入的需求；以硬件服务器和加速卡作为 CU/DU 计算节点,通过云化组成资源池,使得无线网络具备灵活的扩

展性及强大的容错能力。 

 

3  新融媒新基建推进媒体与行业应用的创新 

发挥新融媒新基建的作用，利用融媒体的业务和技术优势，以“媒体+”的理念，积极推动融媒体技

术在政务、教育、电力、新媒体、石油石化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例如，在政务领域，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打造新型政府，转换政

府职能的总体战略要求下，各级政府机构都在努力思考，积极探索，采取更多信息化，数字化的措施，以

便于更加高效地发挥政府职能，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治理基础。在新使命的推动下，借助新融媒新

基建的力量，打造创新型融媒体，贯彻执行“媒体+”的理念，从单纯的新闻宣传向多元服务领域拓展,从

引导群众拓展到服务群众，增强服务的互动性,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积极采用专业视音频技术，

以其传播手段更多样化、传播效率更高效、用户体验更直观的优势，在政务信息公开、政务服务发布、舆

情信息采集分析等方面具有媒体特征属性的领域，开展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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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广电行业的应用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金  宝  黄颜辉 

 

 

1  大数据发展历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得到了广泛应用，大数据以其科学、准确、客观的特

点渗透到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成为媒体的一部分，全新的信息

传播模式，对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全面启动“互联网+”时代国家大数据战略。

肩负三网融合核心使命的广电行业布局大数据，随着各地有线电视双向网改成果不断扩大，全国有线电视

行业大数据产业环境已基本成熟。 

2015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北京歌华有线联合全国 30 余家省市有线电视网络

公司，共同成立“中国广电大数据联盟”。该联盟将以全国超过 4000 万双向数字电视用户的收视数据为基

础，搭建全国广电大数据平台并建设收视数据调查分析机构，实现数据共享、联合发布。自此，广电行业

联手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数据时代。 

2018 年，媒体融合已由媒体机构内部转型的层面，正式上升至国家主导下的机构改革层面。总台加速

推动“三台三网”加速融合、省级媒体打造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省级融媒体中心。同时，福建、山东、浙

江、广东等多个省份，都在此轮机构改革中，瞄准了“大数据”，自建省大数据局，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

型和大数据资源管理等工作。 

2019 年 4 月 30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进一步加强大数据技术在广播电视行业应用的引导与规范，

发布了《广播电视行业应用大数据技术白皮书（2018）》。 

2020 年，在国家居家抗疫的号召下，中国视听产业表现亮眼。国家广电总局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中

国视听大数据”，据统计，2020 年第一季度相较 2019 年第四季度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用户日均收视总

时长上涨 22.7%，每日户均收视时长增长半小时。 

 

2  广电行业现状与趋势分析 

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水平提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广电网络从模

拟化向数字化的升级，实现了向数据资产化的转变，并以大数据为引擎逐步推动着广电网络向 5G 人工智

能时代迈进。大数据技术在广电的快速应用和发展，为广电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1  广电行业现状分析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用户已逐渐从屏幕转移到小屏幕，用户越来越希望掌控屏幕上看到的节目，

越来越不习惯电视台的节目安排，更希望把自制的内容放到社交平台上共享，对社交圈内容越来越关注。 

广电网络传统的收入模式都是以基本收视费为主。一方面，业务模式单一，收入增长更多来自于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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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增加，而非新业务的拓展。但是随着有线电视用户基数的增大，增长幅度越来越小，新用户增长乏力。

另一方面，既有用户也开始流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 IFTV、互联网电视、网络视频等方式收看广

播电视节目，有线网的核心竞争力正在减弱，收入增长幅度放缓，有线网以收费为主的模式正在遭遇天花

板，增长乏力成为行业发展瓶颈。 

遭遇到移动互联网的强大冲击下，广电积极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成为主要任务，广电再次抓住 5G 基

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新基建”快车道，紧跟 5G、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趋势，持续加大在

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推进升级转型进程。 

2.2  广电大数据应用趋势分析 

信息海量化。广电大数据按照不同的维度可分类为媒体内容大数据和用户服务大数据，实时数据和非

实时数据，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各系统的所有和用户相关的数据，包括用户收视

行为数据，用户数据、GIS 数据，用户服务情况，用户终端的设备数据、媒资系统数据等内部数据，以及

商业报告、微信、微博等外部数据。下一步，广电在互联网+5G 的环境上，将会生产海量的图片、视频、

声音、信息等数据呈指数增长，对大数据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营销精准化。通过构建广电大数据营销分析平台，整合各方所有和用户相关的数据，建立一套完整的

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的精准营销平台，逆转传统的单一被动营销模式，推倒对用户需求了解不深入、不透

彻的壁垒，深度把握用户需求，主动与用户，促进各项业务的发展。广电行业改变营销管理模式，优化营

销渠道，提升营销能力，与大数据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平台，使其综合营销能力得以有

效提升。 

运营高效化。广电持续深化整合，对于复杂冗余的管理活动和组织进行精简优化，减免不必要的成本

开支和财政投入。在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网络建设、财务管理等方面，构建运营管理人才体系，充分运

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效管理、智能运维、节约成本的目标，保证效率不降低、服务不打折，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一体化。 

 

3  大数据关键技术 

大数据技术是指伴随着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的相关技术，是一系列使用非传统工具对大

量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获得分析和预测结果的一系列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 

大数据的基本处理流程包括数据的采集、存储与管理、处理与分析、结果呈现等环节。因此，从数据

分析全流程的角度看，大数据技术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

可视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几个层面。 

3.1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技术 

大数据采集主要通过社交网络及移动互联网等方式获取的各种类型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的

海量数据，以及通过传感器数据、视频摄像头的实时数据、RFID 数据、来自历史视频的非实时数据中获

取的大量数据。 

大数据的预处理主要是利用 ETL(Extacion-Transformation-Loading)工具将分布的、异构数据源中的数

据，抽取到临时中间层后进行清洗、转换、集成，最后加载到数据仓库或数据集市中，用于联机分析处理

和数据挖掘；也可以利用日志采集工具(如 Flume、Kafka 等)、网络爬虫等方式把实时采集的数据作为流计

算系统的输入，进行实时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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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存储与管理技术 

大数据对存储与管理技术的挑战主要在于扩容性。首先是容量上的扩展，要求底层存储架构和文件系

统以低成本方式及时、按需扩展存储空间；其次是数据格式可扩展，以满足各种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需求。

传统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为了满足一致性的要求，影响了并发性，而采用结构化数据表的存储

方式，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管理时又缺乏灵活性。 

目前，主要的大数据组织存储工具包括：HDFS，它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是 Hadoop 体系中数据存

储管理的基础；NoSQL 泛指非关系型的数据库，可以处理超大量的数据；NewSQL 是对各种新的可扩展/

高性能数据库的简称，这类数据库不仅具有 NoSQL 对海量数据的存储管理能力，还保持了对传统数据库

支持 ACID 和 SQL 等特性；HBase 是一个针对结构化数据的可伸缩、高可靠、高性能、分布式和面向列的

动态模式数据库，此外还有 MongoDB 等组织存储技术。 

3.3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是有目的的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数据，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的一个过

程。数据分析是指通过分析手段、方法和技巧对准备好的数据进行探索、分析，从中发现相关关系、内部

联系和业务规律，为决策目标提供参考。目前，主要的大数据计算与分析软件包括：Hive 是建立在 Hadoop

基础上的数据仓库架构，它为数据仓库的管理提供了众多功能，包括数据 ETL(抽取、转换和加载)工具、

数据存储管理和对大型数据集的查询和分析能力；Datawatch 是一款用于实时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和大

数据分析的软件；Storm 是一个分布式的、容错的实时计算系统。此外，还有 R 语言、D 等计算和分析工

具。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和随机的由实际应用产生的数据中，提取隐含

在其中的有用知识、信息的过程。Mahout 是一个用于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的分布式框架，基于 Hadoop 之

上，在推荐算法的实现中受到广泛的实际应用；R 语言是一个用于统计计算和统计制图的优秀工具。此外，

Datawatch、MATLAB、SPSS 等都具有强大的数据挖掘功能。利用分布式并行编程模型和计算框架，结合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算法，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3.4  数据可视化技术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直观的数据表现形式，将错综复杂的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通

过图片、映射关系或表格，以简单、友好、易用的图形化、智能化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可视化是人们理解复杂数据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可以通过数据访问接口或商业智能门户实现，以直观

的方式表达出来。目前曙光的大数据智能引擎、MATLAB、SPSS 等具有数据可视化功能。其中 XData 大

数据智能引擎自助式可视化分析系统是曙光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集数据接入、分析、可视化为一体的大数

据产品。集成业界最前沿的大数据平台，在对海量大数据整合的基础上，还实现了快速、准确的应用于多

种业务场景的查询、分析，便于深入挖掘用户行为，并以各种可视化报表的形式进行展示的功能。该系统

可有效地助力用户建设大数据交互分析平台，为大数据企业或单位的行为分析、趋势分析、企业管控等提

供有力支撑。 

3.5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 

只要存在数据，就必然会有数据泄露、数据窃取等与安全、隐私有关的问题。目前，各种数据分布在

云端、移动设备、关系数据库、大数据库平台、PC 端、采集器端等多个位置。大数据在手机、存储以及

使用过程都面临着重大的风险和威胁，对于数据安全来说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传统的数据保护方法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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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适用。 

下面谈谈数据安全与保护隐私的四种方式。 

1、CASB(云安全接入代理)技术。在企业和云端之间部署一个代理网关，对企业上云的数据进行加密，

反向则解密，保证了在云端的数据都是加密存储，防止未授权、黑客、云服务商获取数据。而负责加解密

的 KMS 功能则独立管理。 

2、令牌化(tokenization)技术。最早应用于支付行业，将敏感数据(如银行卡信息)替换成随机生成的数

据，在替换之后，原始数据和令牌的映射关系单独存放在另一个数据库中。与加密不同的是，原始数据和

随机数据之间没有数学关系，对于黑客来说，必须拿到映射关系表，才有可能拿到原始数据。 

3、大数据加密技术。当大数据被存放到 Hadoop 平台上时，这个平台就成为了风险最为集中的位置。

Hadoop 的生态系统核心是 HDFS，从 2.6 版本开始 HDFS 支持原生静态加密，可以理解为一种应用层加密

技术。Hadoop 生产集群通常都有成千上万的节点，把数据加密到 HDFS 之外的组件导致了很大的复杂性。

另外，大规模加密还有一个难点是对于密钥的管理，要考虑速度和性能、对 Hadoop 的支持程度、管理难

度问题。另外，仅仅对静态数据加密是不够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动态安全也需要加密，Hadoop 的各

种网络通信方式包括远程过程调用(Remote Procedure Call,RPC)、TCP/IP、HTTP，对应到不同的动态加密

方法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4、身份识别与访问管理技术。该技术对敏感数据的位置、权限和活动的可视性管理，能够大规模自

动化管理权限和数据，即身份和访问管理(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这个概念在很早之前就被

提出，近年来随着机器学习、物联网、云身份管理、欺诈检测等技术的发展再次备受关注。据 Gartner(高

德纳)公司预测，到 2022 年，IAM 的三分之一将由 AI 驱动。在大型的互联网企业，身份、权限、策略、

资源、行为、设备可能有上万亿的关系连接，这么多的关系连接再加上实时动态，机器学习算法将成为其

核心技术。 

目前，曙光大数据安全管控系统通过对大数据平台的统一认证管理、统一资源管理、授权管理和统一

安全审计，建立一站式安全管控机制，为大数据平台的全方位安全保驾护航。安全管控系统的产品特点和

优势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易扩展，支持集群化部署，扩展性强；二是高兼容，兼容主流大数据平台；

三是可跟踪，基于日志分析，审计用户操作行为；四是易管理，支持数据编目管理，基于角色授权；五是

易操作，操作简捷，维护便捷。 

 

4  广电大数据应用 

近年来，随着媒介经营产业化、集团化的发展，收视率调查已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无论是电视机

构运作，还是广告经营、节目评价，收视率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指标之一。 

收视率既能够为媒介经营者经营频道和节目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也是广告商评价广告效果的客观依

据。媒介经营者要想吸引更多的观众，就必须了解观众的收视习惯和偏好等，并以此为依据，制作相应的

节目内容，调整和优化频道节目的编排；而广告若想取得最佳效果，需要广告产品的目标定位与观众群体

的结构一致，保证广告投放的针对性；需要一定的观众规模，保证广告传播的范围；需要观众群的稳定性，

保证广告传播的深度；从而使观众尽量记住广告的内容，并最终购买广告所宣传的产品。 

广电企业正紧紧把握“三网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的推广，将家庭电视机

变成多媒体信息终端，为广大用户带来全新的数字媒体体验。由于众多新媒体业务的推出和普及，需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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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数据分析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收集到所有双向用户、所有业务的用户收视行为数据，建立一套

完整的数据分析及挖掘机制，用于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促进各项业务的发展。 

曙光大数据平台深入解决广电媒体企业如下关键问题： 

1、数据采集、存储和转发。通过大数据技术满足海量、多种来源、多样性数据的存储、管理要求，

支持平台硬件的线性扩展，并提供快速实时的数据分析结果，并迅速作用于业务； 

2、个性化用户推荐。不仅局限于数据本身的分析和决策价值，还通过构建大数据平台，整合业务能

力，为用户提供融合、个性化的内容推荐服务。 

3、从内容传输到内容制造。使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提前先于观众知道他们的需求，预知将受到追捧的

电视。另外，还可通过观众对演员、情节、基调、类型等元数据的标签化，了解受众偏好，从而进行分析

观测，为后续的影视制作等内容开发做好准备。 

根据曙光在广电行业的建设经验和业内其他客户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建设经验，曙光设计广电大数据营

销分析平台的整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整个广电大数据营销分析平台设计分为 4 个层次，即多源数据层、数据预处理层、数据支撑层、业务

应用层等。 

首先，多源数据层是对多方面数据由数据源经过统一的数据抽取和转换平台进行抽取、格式转换、脱

敏等操作；通过 ETL 工具，将清洗好的数据加载到大数据平台中进行存储。由于汇聚了多个源的数据，通

常数据量非常大，所以大数据平台需要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其次，数据预处理层是对加载到大数据平台中的数据被用于进行最终的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同时，

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分析和挖掘需求，设计针对用户具体业务的查询任务流及更多的应用系统。 



新基建和新融媒的创新之路 

2020.10.全国互联网与音视频广播发展研讨会暨中国 

数字广播电视与网络发展年会(2020年特辑) 

350 

然后，数据支撑层通过建模对大数据平台中经过初步加工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挖掘，通过大数据

可视化工具对分析挖掘结果进行展现；展现形式丰富多样，可以是图表，也可以是文档等易于理解的形式。 

最后，业务应用层在建设初期，需要整合机顶盒、BOSS 系统、运维系统、媒资系统等多种来源系统

数据，构建广电大数据营销分析平台，完成对用户收视行为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升用户的满意度，提

高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在建设后期，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开通实时榜单系统、个性化推荐系统和新媒体指数

分析系统等面向业务的分析应用，并提供公共分析框架，实现向大数据分析即服务（即大数据 2.0）的转

变。 

广电大数据营销分析平台采用中科曙光自主研发并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 XData 大数据处理平台，实现

了面向海量用户收视行为的及时、高效处理和响应。平台主要特点如下： 

（1）支持千万级别用户的收视热点/趋势实时分析； 

（2）支持百亿级别机顶盒日志、VOD 系统日志等信息的及时抓取和分析； 

（3）支持用户特征提取和用户群体细分，支持基于用户和节目的协同过滤，实现基于富标签的智能

化推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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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Central视频智能云管理平台 
 

上海港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顾春林 

 

关键词：UHD；5G；SEEi-Central；GUI；云管理；HEVC；4K 

专利申请号：202010438733.9 

 

 

伴随4K/8K、5G等行业的蓬勃发展，针对直播领域经常所发生的现场采集编码传输侧与后台流视频接

收管理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而导致的活动直播的失败或卡顿或不流畅等事故，特意本文与大家交流以新的

技术平台架构路线来实现前端现场与后台处理之间的协调一致性。 

SEEi-S4K HEVC视频编码器可广泛应用于广播工作室、转播车、体育赛事活动和媒体传播等领域。其

工作的领域包含了多种视频源的接入与复杂的网络环境，支持分布在不同物理地址工作的SEEi-S4K HEVC

视频编码器，适合远程制作。 

用户可通过基于web浏览器的图形用户界面（GUI）远程配置各个SEEi-S4K HEVC视频编码器和

SEEi-R4K接收服务器。作为云管理平台，SEEi-Central视频云管理平台可为用户通过网络登录，在对整个

直播过程中的编码器和接收服务器进行实时监看、远程控制和固件升级等操作。SEEi-Central视频智能云管

理平台包含了一键分发到各大媒体平台的功能，满足不同直播分发场景，保证安全播出（延时监看）。支

持多种平台直播方式，满足不同直播分发场景。参见图1。 

 

图1  SEEi-Central视频智能云管理平台框图 

 

1  实时监看 

SEEi-S4K HEVC视频编码器是专门为传输实时视频而设计的。无论设备被安装在何处，都可以快速地

查看它们的状态、确定它们运行状态、查看运行时间，并确定哪些设备已关闭或离线。通过实时查看所有

的设备，管理员可以快速解决任何性能问题，而不受设备物理位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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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程操作 

我们不断地更新软件来匹配前后端设备，引入新功能。为此，SEEi-Central视频云管理平台具有远程更

新设备的功能。通过SEEi-Central视频云管理平台，系统管理员可以快速验证每个设备的固件，而不受设备

物理地址的限制，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执行批量升级。 

 

3  操作简单 

为了更方便地对SEEi-S4K HEVC视频编码器进行编码设置，用户可以登录SEEi-Central视频云管理平

台，对已上线的设备，进行编码格式设置、分辨率设置、HDR标准选择、直播流协议设置、直播流地址设

置。SEEi-Central视频云管理平台为SEEi-S4K HEVC视频编码器设备提供了统一的实时视图，使得复杂的

工作流程简单化、易管理。参见图2。 

 

 

图2 

 

4  SEEi-S4K HEVC编码器 

应用场景： 

ADINNO上海港聚为广电行业和新媒体处理应用量身打造了SEEi-S4K流媒体编码器，该编码器采用了

最新高效的H.265超高清数字视频压缩技术，具有稳定性高，高清晰度、低延时等特点。采用了硬件编码+

软件的处理方式，系统更加稳定，图像效果更加完美，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对4K超高清视频信号进行采集

并基于IP网络传输的场合；同时内置流媒体传输分发能力，可适用于专网/局域网内部视频分发的环境，适

用于政府、公安、银行、国防、教育、医疗等信息安全等级较高场景，支持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等各

种终端。基于WEB界面进行管理，强大的可扩展性更加容易应对不同的行业及需求，可作为视直播、视频

传输等应用。设备技术参数和性能特点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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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如上所述，通过专利技术应用以云平台管理架构体系来实现前端与后台之间的统一可视化管理，包括

参数设置、指令下达、视频监看等诸多功能于一体，使得工作人员简单明了，对整个状态一目了然，提升

工作效率减少成本支出。 

可应用的场景适用于各类活动、会议、体育赛事、音乐活动等，行业分布包括：融媒体、运营商、电

视台、教育、政府活动、行业应用、国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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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超高清全流程存储系统设计 
 

DELL 科技 媒体行业架构师  连晋波 

DELL 科技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技术经理  胡渊汶 

 

摘  要：众多广电/影视行业客户正在加速构建的 4K 系统，涵盖了采集制作、媒资管理、播出等各个环节。 

4K 带来的是数据量巨大增长、视频码率的巨大提升。原有支持标清和高清的系统完全不能满足

需要，必须进行重新设计和构建，其中存储系统作为支持全流程的核心，是设计的重点。作为广

电、影视制作行业最受欢迎的横向扩展 NAS 存储 Isilon，将大有用武之地。 

关键词：4K；横向扩展存储；Isilon；ECS 

 

 

1  概述和挑战 

2019 年 2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预计到 2022 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将超过 4 万亿元。4K 

将极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转型。对于广电行业来说，需

要持续推进 4K 超高清电视内容建设、创新内容生产、丰富超高清电视节目有效供给。 

4K 不仅是分辨率（画幅）的提高，帧率也从 25P 提高到 50P，量化深度从 8 bit 提高到 10 bit 或者更

高，同时支持高动态范围（HDR）等等。从高清到 4K 超高清，视频码率有巨大提高，目前国内使用的多

是 Sony XAVC 500Mb/s、AVID DNxHR 1500Mb/s 等。对桌面处理能力、网络带宽、存储容量和性能等都

有更高要求。 

 

 2  超高清整体解决方案 

对于电视台来说，4K 全流程就是实现基于 4K 素材/节目的全流程制播存业务。涉及了了摄录直播、

编辑制作（剪辑、字幕、调色、渲染、特效、转码、打包、技审等）、媒资管理（编目、检索、上下载等）、

播出（上载、编单、播控、整备等）等流程环节。 

4K 系统，带来了从桌面到后台的全部改变。DELL EMC 已经为 4K 超高清，甚至未来的 8K，做好

了全面准备，提供从桌面工作站设备、高速 IP 网络设备、服务器、高性能存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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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ell EMC 端到端 4K 解决方案框图 

为实现 4K 的全流程，需要高性能集中共享的 NAS 存储。享誉媒体行业的 Isilon 存储产品就是整个媒

体处理流程的核心。如图 2 所示。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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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Isilon 已经发展到了第六代产品 ，具有如下领先特性： 

● 高性能，一个 4U 的机箱内，最大实现 15GB/s 的吞吐量，轻松应对一个 50 台工作站的超高清 4K

制作岛的性能需求 

● 集群最大聚合带宽 945B/s  

● 高存储密度，一个 4U 的机箱内 924TB 的容量，最大文件系统 58PB。满足电视台不断增长的媒体

数据存储需求 

● 在全闪节点、不同混合节点间实现透明的自动迁移，实现最佳性价比 

● 可以将媒体数据归档到公有云 

● 节约机房空间和供电，符合国家绿色节能的要求。 

● 最高 N+4 或者 8 副本数据保护，长期以来积累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满足电视台对于安全播出的

要求 

● 液晶面板、60 秒钟实现升级扩容等易操作特性，大大简化了管理维护 

● Isilon 全面支持 40G IP 网络连接，也为媒体客户的部署和 IP 化转型，提供了便利。 

一直以来，Isilon 就在媒体、科学计算、能源等行业表现比较突出，得到了业界充分的肯定。遍布各

大中电视台的新闻、体育、综合制作等系统。 

从 IDC 和 Gartner 的分析报告看，Isilon 也是多年来全球分布式文件存储的领导者。遍布各大广电客户、

影视制作公司。 

 

3  4K超高清制作系统 

制作系统是 4K 流程中，对性能和容量要求最高的场景。对存储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 性能：4K 码率高，要求存储有高的稳定吞吐率。对于通常几十个工作站规模的 4K 制作系统来说，

即使每个工作站进行 4 轨的制作合成，合计的带宽也达到了几个 GB/s 到十几个 GB/s 或者更高。 

● 容量：无论是从事前期或后期制作还是实时内容管理的媒体制作公司，都要处理呈爆炸式增长的

海量数据。 随着成像分辨率标准不断提高 ，视频质量从高清升级为 2K、4K 以及未来的 8K，内容资源

的大小也在呈指数级增长，容量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以 500Mb/s 码率计算，一年的节目就是近 2PB 的容量，

对于多个频道的电视台来说需要的存储量惊人，系统存储必须能够达到单个文件系统几十 PB 的扩展能力。 

● 安全可靠：今天的媒体时效性要求极高，要求业务 24 小时连续运行，对数据可靠性和系统的可用

性也提出高要求。 

● 企业特性：如 审计功能、多租户功能等，实现可追朔、用户隔离等。 

目前，IP 网络技术在服务质量 QoS 和延迟等方面有很大改进，并且 10G IP 网络造价降低，25G/40G IP

网络也开始普及。随着虚拟化和云计算的普遍接受，使用单一的 IP 网络也会为建设制作系统云化带来便利。 

同时，NAS 设备在易用性方面有巨大优势。所以，IP 的存储架构得到普遍使用。 

在高清和超高清制作领域，首选的是 DELL 科技的 Isilon 高性能集群存储系统，是 4K 时代最受欢迎

的媒体存储。Isilon 单一文件系统达到 58PB，聚合带宽超过 945GB/s，充分满足媒体制作对性能和容量的

需求。最多 N+4 或者 8 副本的保护，充分保证了数据安全和可用。 

Scale-Out 架构（如图 3 所示）成就了 Isilon，拥有强大的性能、简易的扩展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扩展容量和性能，并且存储扩展增加的同时不需要增加管理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可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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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业务创新上的高效支撑。况且这样的扩展更不需要数据移植，用户存储线性扩展的同时可以获得可预

期的 SLA 服务品质。 

 

图 3  Dell EMC Isilon Scale-Out 体系架构 

Isilon 集群存储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 前端网络：ISILON 集群存储前端网络目前采用千兆、万兆以太网、25Ge/40Ge 等，接入客户现有

环境的核心交换机内部。对于 4K 系统来说，万兆到桌面是基本要求。 

● 存储节点：ISILON 集群存储的存储节点包含内存、CPU、网络、NVRAM、高速内部接口和存储

介质。 

● 后端网络：目前 ISILON 集群存储架构采用冗余的 infiniband、10Ge 、40Ge 高速内部互联 

最终 Isilon 存储系统实现了巨大的扩展能力和无与伦比的高性能，最多 252 个存储节点，集群性能是

随着节点数量增长而呈线性增长。高性能、大容量、安全可靠， 满足４K 制作系统的需求。 

Isilon 从 2001 年研发集群存储，每一次新型号和新操作系统的发布，都大幅度的提升稳定性和性能。

借助 Isilon 容量和性能线性增长的特性，致力于提高单个节点的性能。最新一代的 Isilon F800 全闪阵列没

有任何性能瓶颈，帮助广电行业客户解决 4K 节目制作的需要的高性能问题。大量并发编辑制作任务可以

轻松运行，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全闪存 Isilon F800，具有高达 15GB /机箱性能，成为 媒体 4K 超高清制

作极端工作负载的理想选择。 

SMB3 访问协议的引入进一步增大了媒体制作的单流带宽，极大满足了 4K 制作平台的性能要求。 

Isilon 集群为用户提供 I/O 请求服务，数据并不是存在某一个节点之上，而是分散到以 Dell EMC Isilon

节点集群所组成的数据湖上，不必担心热数据和因某一个节点带来的性能瓶颈。 

需要注意的是，在 Isilon 集群存储系统中，所有节点都具备相同功能，节点与节点之前没有主备之分。

避免了因为单独设置元数据服务器、目录服务器等的性能瓶颈和单一故障点。 

目前是第六代产品，新一代 Dell EMC Isilon 所有节点硬件，都采用一样的 4U/4 节点机箱。不仅 1 台

机箱就拥有 4 组节点，每个节点有 5 个硬盘滑板（Sled），每个 Sled 最大可以配置 6 个盘，一个机箱就可

以插 15 个 3.5 寸硬盘或 30 个 2.5 寸硬盘。此外 A2000 采用加长设计，一个 Sled 可插 4 块 3.5 寸硬盘。无

论效能或储存密度，第六代 Dell EMC Isilon 都超过上一代单节点机箱。参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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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节点的基本参数如图 5 所示。 

 

图 5 

以 H500 为例，4U 机箱 5GB/s 带宽，可以支持一个近 100 台站点的高清制作系统，或者一个近 20 台

站点的超高清制作系统。 

全闪系统 F800 的性能更是达到极致，主要应用场景在对性能极致要求的 4K 电影制作等方面。 

归结一下成功的因素，Dell EMC Isilon 创新优势非常突出，其单一文件系统，易升级易管理。同时可

实现节点按需分配，60 秒可增加一个节点。特别是在数据的完整性和隔离方面，Dell EMC Isilon 做得非常

出色。 

 

4  媒资存储系统设计 

4.1  基本要求 

视音频等媒体数据，是广电行业最核心的数字资产。 

媒资系统（Media Assets Management）定位为实现全台媒体资料集中存储、管理 ；实现全台网络化送

播；同时整合总编室业务及备播系统；为新媒体等提供内容支持等。在多数场合，媒资总体和系统互连平

台是结合在一起的。还需要负责互联全台业务系统，对系统消息的传输以及对视音频文件的迁移转码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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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结构验证。实现全台制播业务子系统之间互联互通，建成标准化、规范化、开放性的媒体数据交换平台

系统，提高节目制作、播出及交换效率。 

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 建设互联互通主干平台的基础网络架构 

● 建立互联互通规范、交换标准，组织梳理并组织全台业务流程； 

● 互联互通主干平台是全台媒体数据交换平台，负责全台各业务系统之间媒体数据的交换，对交换

进行管理和控制。主要实现媒体文件迁移、缓存等功能； 

● 互联互通主干平台台面向全台相关应用系统资源，实现对所有交换处理资源的集中管理和集中调

度，实现对所有资源交换处理过程中的集中监控； 

4.2  Isilon 和 ECS 对象存储实现分级存储和数据湖 

核心分级存储，是媒资系统的核心。同时通过整合相关资源来简化工作流是也是媒资核心分级存储的

一项目标。此举旨在通过消除单独的存储“孤岛”来 降低成本，并通过支持设计人员和交付工程师共享

资源来加快生产速度。Dell 科技 使用“媒体数据湖”这一术语来描述能够支持多种访问方法和多种存储

方法的可共享型整合存储环境。Dell 科技媒体数据湖能帮助客户有效利用新技术与工作流，而不需要大费

周章地改动整个基础架构。 

媒体数据湖通过提供单个命名空间、消除专属存储孤岛以及降低复杂性的方式来简化工作流。每个项

目中的每一个文件（从接收到播放再到长期归档）均能以代理介质、中间格式及其他资源形式在同一文件

系统中有效共存。同时，各项资源亦可自动迁移至最符合访问要求的存储层（包括私有云和公共云服务）

中，从而显著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Isilon 系列有不同型号，满足不同性能、访问频度、不同成本的在线存储需求。F800/H600/H500/H400 

混合系列，可以支持在线的编辑等应用，A200/A2000 适合长期归档的需要，且可以在线访问。同时，通

过 Smartpools 软件系统，实现数据在不同存储之间的在线透明迁移。一个文件系统、统一命名空间、用户

完全透明，大大简化客户访问，可以实现多种数据迁移策略。 

 Isilon CloudPools 让 Isilon 媒体客户能够将资源从其 Isilon 群集无缝归档或分层到基于 EMC ECS 

的内部（私有）云、可选的公共云提供商（比如 Amazon AWS 或 Microsoft Azure）或是这两者的结合。

这样一来，媒体组织便可灵活简单地基于策略进行自动分层，从而扩展其现有容量和归档存储。有了 

CloudPools，出于安全考虑，传输到云的数据会被加密，并进行压缩以优化网络带宽的使用。参见图 6。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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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媒体机构保存的数据，就像冰山一样，大量数据，是以近线和离线的形式存在。 

一直以来，媒体机构近线存储使用磁带库进行存储，磁带库的缺点是明显的： 

● 磁带恢复不可靠，成功率低 

● 恢复数据，寻找离线磁带花费时间过长 

● 维护磁带可用成本过高，存储温度，湿度，防尘等 

● 磁带运输和保存成本过高 

● 磁带系统故障率高，例如：机械手故障，驱动器故障 

● 驱动器升级，老旧磁带需要转储 

● 人力成本高，出错概率大 

对象存储，是替代磁带库的理想选择。 

采用 DellEMC ECS（弹性云存储）作为存储平台以满足媒资系统海量非结数据存储的需求。ECS 是基

于横向扩展架构的分布式云存储平台，该平台构建于 X86 硬件之上，通过软件，实现单一系统的大规模扩

展。ECS 提供： 

● 通用协议支持：单一平台支持对象 S3、HDFS、NFS 多重访问方式。开发人员可以自由地专注于

自己的应用程序。 

● 简单易用的管理门户：为跨地域分布式的环境提供单一管理视图。企业可以任意进行横向或者纵

向扩展，同时保持单一的管理视图。 

● 全面的存储服务：提供管理一个存储云平台需要的所有功能，包括多租户，计量等多种功能。   

ECS 提供超大规模的存储架构，专门设计用于需要大规模扩展的应用程序，提供具有无与伦比的可用

性，数据保护，管理、数据访问的简单性以及大规模的扩展性： 

● 无限可扩展性：只需很低的成本即可满足应用程序或数据的存储要求，轻松扩展以满足 PB 级和

EB 级别的存储需求。 

● 无限的应用和用户支持：单一系统为无限的应用程序和用户提供跨地域的存储系统支持，单一系

统可以扩展到 PB 级和 EB 的规模上。 

● 高持久性、低开销的数据保护：对象存储在 ECS 中的存储容器被称为块。当一个新的对象被写入，

该对象被以块的方式存储在 3 个不同的节点上。当块存满后，使用擦除编码技术保护此块，从而将存储开

销从 3.0 倍降低至 1.33 倍，并可以复制在其他站点上，以提供更高级的数据保护。 

● 跨地域分布：跨地域多站点架构，可以让你将地理上分布式的存储环境作为一个单一的逻辑资源

进行管理，且单一的全局命名空间。ECS 是提供了强一致性，无论应用程序何时何地读取它，ECS 总会返

回该对象的最新一个版本。 

● 策略驱动的跨地理保护：通过专利技术，进行跨地域的数据复制，并能够自动感知应用对数据访

问模式，以优化数据的存储存放位置，从而实现高效的存储数据访问，优化数据保护，兼顾存储效率和访

问性能。 

最终，构建一个从 NAS（内部分层）到对象存储 ECS，到公有云的媒资分级存储系统。参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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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  播出存储系统 

对于电视台来说，安全播出是最终业务目标，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可以说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的

生命线，播出系统的建设必须符合《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软硬件都必须稳定可靠

地运行，具有完善的硬件热备份、自动的数据热备份和信号热备份，无单一崩溃点。系统应具有方便有效

的应急处理措施，能够在线维护系统设备，提供实时的系统状态监测和报警。具有多重安全防护，应急手

段丰富，应急播出时，不对正常播出频道产生影响。系统设计和选用设备规格要符合专业电视广播规范，

在实用和安全的基础上，系统设计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必须考虑应用和需求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从而

确保系统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 

● 安全性 

系统设计要以安全为前提，要综合运用各类成熟、有效的技术手段，形成完善的、体系化的安全解决

方案，确保技术安全、节目安全和信息安全。设计能实现快速故障定位、网络隔离、有纵深防御能力的网

络结构，要求选用高安全的核心存储，要求采用成熟、可靠的数据保护和校验机制，要求核心服务和应用

软件有很强的容错能力，要求实现对节目内容质量的有效管控等等，从而，保证网络化节目制播的整体安

全，符合安全播出相关要求。 

● 稳定性 

要求选用同类设备中性能优异、经同类应用长期验证过的，高标准、高质量、高稳定性产品。系统的

硬件设备、核心服务及应用软件必须能满足 7×24 小时稳定运行要求。要求系统必须具有完善的硬件热备，

自动数据热备以及软件自动切换，无单一崩溃点。软件操作简便、安全可靠，整个数据链路和关键设备有

完备的冗余备份和自动切换机制，能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 可用性 

系统总体架构和各个模块必须采用高可用的设计与实现，要充分运用不同层面的冗余技术和集群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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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确保不容易因为局部设备或部件问题，导致整个系统瘫痪和全部业务中断。系统的关键设备、数据的

关键链路和业务的关键环节都必须配置备份设备、链路和业务手段，要求实现群集并行或自动热切换，确

保系统高可用性。 

● 开放性 

系统要采用开放的体系结构、标准的技术接口和通用的访问协议 。为推进全台业务整合，系统还须

定义开放的应用接口、明确的数据交换接口、实用的流程规划，以及工程实施标准，方便升级后的播出系

统平台实现与台内业务系统进行对接。 

● 可扩展性 

要求系统采用高弹性架构和标准化接口设计，支持系统在业务产能、处理能力、存储容量、网络负载

方面，进行较大规模的升级或扩充。系统必须采用模块化框架，方便进行单个模块软硬件升级，而不影响

其他模块在线使用。所有设备可在线升级扩展，系统文件、信号格式可共享。 

● 可维护性 

支持热插拔，软件模块支持独立升级维护。要求提供有效监控手段和工具，能及时发现并处理系统故

障和隐患。提供有效业务监控手段，能实时查看系统的主要业务流转情况。 

DELL 科技 Isilon 为系统提供了关键的二级缓存。满足系统的高可用、稳定、成熟、高效等要求。 并

且与多样选择满足不同规模的需求。 

● 性能方面 

通常要达到 6 倍速以上的迁移速度。保证及时将制作好的节目迁移到播出系统。 

NAS 是主要选择，方便系统的连接和共享访问。对于中大型业务应用，建议采用业界最领先的横向扩

展存储设备 Isilon 实现。基本结构如图 8 所示。两套独立冗余的 Isilon 存储系统，作为备播缓存等，实现

最高级别的可用。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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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lon产品是业界最成熟稳定的NAS 产品，满足播出系统的要求 

其内部系统 ONEFS ，有近 20 年的的历史，在稳定性、成熟度 、安全性方面业界领先。同时有业界

最完善的软件解决方案。 

● 最完善的数据保护，保证播出系统的数据安全 

要想保证系统的高可用，数据的安全性和可用性是关键点之一。 

Isilon具有业界最高的保护机制。 所有部件冗余，在线可维护。 特别是内部的数据保护机制更是领先，

如N+4，直到最多8倍的冗余机制等。 

ISILON 集群存储的数据安全性非常高，可以提供两个级别的容错。 

● 第一个级别是节点级的容错，称为N+M保护。当集群中某1个到4个节点发生故障，通过节点级容

错，数据仍然是安全的、完整的。 

● 第二级容错是文件级的容错，ISILON集群存储可以针对某一个目录或者某一个文件，比如说自己

有独立的私人目录，那么可以针对这个目录做单独的设置，对于这个目录下 的所有文件或者某一个文件

可以做到两份一直到八份的镜像，每一个镜像都会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给数据提供足够的数据保密度。

即使节点或者是磁盘失效了，我们的数据仍然是安全的。 

FlexProtect 是 OneFS 中的一项重要创新技术，它采用特定于文件的方法来实现数据保护，为每个文

件单独存储保护信息。这种独立保护允许将保护数据连同文件数据一起散布在整个群集中，从而在需要时

大幅提高数据访问和重建的潜在并行度。在 Isilon 存储系统中存在节点或驱动器故障时，FlexProtect 能够

确定文件的哪些部分受故障的影响，并让多个节点仅参与受影响的文件的重新构建。由于 OneFS 中的 

Autobalance 功能将文件散布在整个群集中，可用来重新构建文件的磁盘轴和 CPU 数量远超过典型硬件 

RAID 实施中可用的数量。此外，FlexProtect 不需要在单个备用驱动器上重新构建数据（RAID 采用此方

法造成不可避免的瓶颈）；相反，文件数据是在可用空间中重新构建的，从而提供了虚拟“热备盘”。  

OneFS 会持续地监视群集中所有文件和磁盘的运行状况，如果组件面临风险，文件系统会自动标记问

题组件以便更换，并将相关文件透明地重新分配到状况良好的组件上。OneFS 还可以确保文件系统在写入

操作期间发生意外故障时的数据完整性。每个写入操作都作为事务提交到 NVRAM 日志，以提供针对节

点或群集故障的保护。在发生写入故障的情况下，日志使节点能够快速重新加入群集，无需进行文件系统

一致性检查。由于不存在单点故障，发生 NVRAM 故障时，文件系统在事务上也是安全的。  

 

6  统一视图 

对于媒体机构，非结构化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会继续为 IT 和用户带来许多挑战。随着创建包含数 PB 

内容的大型复杂工作流，需要推动非结构化数据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存储越来越异构，数据跨多个平

台、内部和云分布，这使得更难于洞察数据、进行扩展。 

DataIQ 可以为涵盖各种存储技术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集的企业提供简化的数据发现、管理和移动的流

程，从而极大地节省存储成本，实现更紧密的团队协作以及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可与 Isilon 、 ECS 、

第三方 NAS/Ｓ3 存储 等配合使用，在主存储和归档存储中提供统一的文件系统视图，从而使企业终端用

户能够查找、使用和组织文件，使 IT 管理员能够管理和监视存储基础架构。DataIQ 是媒体和娱乐组织的

出色协作工具。它为生产者、客户服务代表，编辑者等提供了高速搜索功能，可以在 M＆E 组织产生的大

量数据中快速找到所需的文件。参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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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7  总结 

目前，Isilon 已经应用在国内开通的几个 4K 频道的制作、媒资、播出等系统。 未来，通过技术的不

断进步、良好的服务，将更好支持 4K/8K 的生产全流程，继续支持影视客户业务发展，迎接茁壮成长的数

字内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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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Precision系列超高清编辑桌面解决方案 
 

DELL 科技 终端解决方案高级经理  周靳毅 

DELL 科技 媒体行业架构师  连晋波 

 

摘  要：超高清编辑对桌面工作站的计算和图形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往部署的适合于标清、高清

编辑的工作站无法胜任 4K 的要求， 所以迫切需要更新桌面工作站。DELL 科技能够提供完整的

４K 桌面解决方案，包括工作站、移动工作站、超高清显示器等， 让客户创作灵感充分发挥。 

关键词：超高清；编辑；工作站 

 

 

1  概要 

随着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媒体内容和数据呈几何数字扩展，沉重的工作量要求工作人员

之间的协同合作日益迫切，工作人员之间协同合作的单机与单机、单机与网络工作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另外素材共享和快速传输、拷贝在节目制作流程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素材的快

速剪辑、传输、共享、拷贝等问题随之展现出来。 

在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工信部提供数据显示来看，5G 基站正在以每周 1 万个速度在部署，中

国 5G 商业化应用逐步成熟的情况下，新闻节目外场移动剪辑、移动办公的工作模式将在未来逐步形成主

流趋势。 

2019 年 2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预计到 2022 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将超过 4 万亿元。4K 

将极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转型。广电作为 4K 内容的最

主要提供者， 4K 超高清视频剪辑设备将面临较大的技术和性能挑战。 

 

2  桌面端剪辑设备面临的挑战 

从高清到超高清，工作站的更高要求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需要更高性能的 CPU； 

 支持更多的高性能 GPU； 

 需要更高速的本地化硬盘； 

 需要更高速的数据传输通道； 

 需要更有效的长时间运行安全保障； 

 需要更有效的平台管理和快速的性能优化； 

 需要超高清显示输出设备； 

 需要高效的移动剪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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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端设备具备 4K 分辨率的画面显示； 

 移动端设备具备 4K 视频素材高速传输接口。 

新一代全功能影视后期制作工作站，基于 Dell Precision 系列硬件平台，以用平易近人的价格提供给

广播级影视后期制作产品，采用新一代“CPU+GPU+IO”加速技术，满足影视创作中剪辑、三维、合成、特

效、调色、立体应用的需要，全功能的后期制作系统使您能够从容处理从 DV 到 HDV，从 2K、4K、3D 立

体的视频制作。从此，创作将不会受到任何羁绊！享受科技、享受制作乐趣的时代已经到来。 

 

3  4K视频剪辑的利器——桌面工作站 T7920 

 用于 4K 制作的工作站，代表产品是 T7920。如图 1 所示。 

 

图 1 

3.1  强大的性能及扩展性 

为了解决桌面端 4K 超高清视频数据处理能力问题，DELL Precision T7920 塔式工作站采用全新一代双

路至强处理器，最高支持 56 核心 CPU，采用六通道内存技术最高支持 3TB 容量内存，针对高画质处理需

求，T7920 工作站最高可支持 3 张顶级 GPU 显卡，采用 M.2 超高速硬盘部署可以解决因硬盘速度问题而

带来的数据处理瓶颈问题，第三代雷电 3 扩展卡将帮助媒体行业工作者解决外置雷电存储设备扩展问题，

前置双热插拔 M.2 超高速固态硬盘最大容量可达 4TB，可快速实现视频素材的存储和移动共享问题，本机

混合硬盘最大部署容量可达 136TB，可连续存储 4K 压缩视频素材（250G/h）大约 544 小时。 

3.2  广泛的接口和软件支持 

T7920 工作站具备最全的视频接口支持，拥有可满足最高电影级质量工作要求的高性能设计。支持 SDI

和 HDMI 4K 接口，支持全 Ultra HD 4K 采集和输出，还可完成全分辨率色彩 RGB 4:4:4 采集和输出工作。

其他接口还包括模拟分量、复合、S-video 接口，还支持 AES 和模拟平衡音频、16 通道 SDI 音频等。满足

众多广电专业需求。 

T7920 专业视频工作站支持 WDM、DirectShow 和 QuickTime，在 Windows 系统上可使用范围极广的

软件！剪辑工作方面可使用 Avid Media Composer、Avid News Cutter、Adobe Premiere Pro、Sony Vegas Pro、

Corel VideoStudio、CyberLink Power Director 和 MAGIX Video Pro。视觉特效方面可使用 After Effects、The 

Foundry Nuke、Adobe After Effects 和 Adobe Photoshop。音频软件方面它支持 Steinberg Nuendo 和 Cubase。

流媒体播放方面它可兼容 Flash Media Encoder、Xsplit Broadcaster、Wirecast 和 Livestream Proc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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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长时间安全运行保障及性能优化 

4K 超高清视频素材的剪辑、合成、渲染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如何保障硬件平台能够在长时间安

全稳定的情况下运行至关重要，这对工作站核心部件-内存的稳定性有着更高的要求。DELL Precision 系列

工作站全系标配智能内存纠错芯片，该芯片可以随时随地监控内存运行健康状态，当发生内存芯片颗粒物

理损坏状态下，可实现物理隔绝损坏的扇区或内存颗粒芯片，确保在剪辑、合成渲染状态下整机使用运行

良好的内存，达到保障整机的安全稳定运行。如图 2 所示。 

 

图 2 

在专业设计软件应用期间，DELL Precision 系列工作站提供专业的 DPO 性能优化、管理工具软件，该

软件可以在设备使用期间无感状态下全自动监控工作站上所安装的 Adobe、Autodesk 等公司的专业视频编

辑软件、三维软件、特效处理软件的运行状态，针对特殊应用功能模块提供有效的性能优化，并且这一操

作均可在局域网内完成。同时，该工具软件采用友好的图形化界面可以实时监控工作站各核心部件资源消

耗状态，给后期运维和硬件升级提供快速简明的设备使用状况报告。 

3.4  打造精彩视觉盛宴——4K 超高清显示器 

戴尔 U 系列高端显示器一直致力于产品创新和引领专业领域市场应用的发展，其多款产品获得 CES

及红点大奖，U 系列显示器在超窄边框设计、技术指标、多功能应用、广色域覆盖、HDR 技术应用、防蓝

光技术等方面做到了业界极致。在 4K 视频剪辑应用方面可以根据不同编辑场景的需求选择相对应的产品

型号，同时 DELL 在 2019 年发布业界首款 8K 显示器，为媒体行业用户提供了更高端的产品选择。如图 3

所示。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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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动编辑 

在 5G+4K 技术逐渐普及的今天及未来，外场和移动工作环境增加， DELL 科技集团致力于全面打造

面向多任务、多功能、陆航拍摄及移动编辑的生态体系，这一生态系统依托性能强劲的移动工作站全面解

决外场新闻工作者的多任务工作需求。如图 4 所示。 

 

图 4 

4.1  适用于高清视频剪辑的超轻超薄移动工作站 Dell Precision5550 

我们深知媒体行业工作者需要在有限的负载能力下携带全套装备完成外场工作任务，每样设备的体积

越小、重量越轻越小、功能越完善越好。2020 年 5 月戴尔科技集团发布了全新一代移动工作站，新一代工

作站相比较上一代产品有着革命性的变化和技术创新。 

 

图 5 

 机身最薄处 7.5mm，全机重量仅为 1.8KG； 

 长达 24 小时续航时间，满足全天外场工作需求而无需额外携带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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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边超窄边框，屏占比达到 93%的全面屏，为视频编辑人员带来极致的视觉冲击感； 

 采用第六代康宁 OLED 玻璃屏，全色域 HDR 4K 分辨率； 

 根据应用需求，可定制酷睿 i7/i9 CPU 或至强处理器以及搭配 ECC 内存，确保运行稳定性； 

 最高 64GB 2933MHz 高性能内存； 

 集成智能内存纠错芯片，确保整机安全、高效、稳定运行； 

 最高 4TB，双 2TB M.2 超高速固态硬盘，支持 Raid 镜像备份技术； 

 原生 3 个雷电 3 接口高达 40Gbps 传输速度，方便连接能够支持 4K 码率的高速外设； 

 支持外接两台 4K 超高清显示器用于扩展显示； 

 原生 1 个 SD 卡扩展接口； 

 双碳纤维散热风扇、双导热管设计，散热气流强度相比较上一代产品提升 25%，高效的散热能

力将有效保障设备安全、高效、稳定的运行。 

4.2  蓝光的危害及防蓝光技术的应用 

有害的蓝光会穿透人体眼睛晶状体直达视网膜，引起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萎缩甚至死亡，导致视力

降低或失明，长期处于有害蓝光的工作环境下会导致人的眼睛引起黄斑病变，晶状体在吸收部分蓝光后会

渐渐形成白内障，而这些损害都是不可逆的损害。DELL Precision 移动工作站屏幕采用物理防蓝光面板，

在确保颜色精准的同时，有效降低了蓝光对眼睛的损害，视频编辑工作者长时间使用设备将不再会造成眼

部疲劳和伤害。如图 6 所示。 

 

图 6 

4.3  4K 超高清编辑移动工作站：Dell Precision7550 & 7750 

在 4K 超高清视频编辑领域，根据不同的素材码率及应用需求，DELL 科技集团提供 15 英寸及 17 英

寸两款移动工作站产品给到媒体行业工作人员选择，这两款产品主要区别在于：屏幕尺寸、重量及扩展性。

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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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Dell Precision7550  15 英寸移动工作站具体特性如下： 

 全新的更纤薄/更轻盈的设计； 

 相比上一代产品，占用空间缩小 19%，尺寸缩小 9% ； 

 新的 CMF； 

 Comet Lake H 酷睿 i5/i7/至强处理器/i9 CPU； 

 3200Mhz 性能的内存选项； 

 集成智能内存纠错芯片，确保整机安全、高效、稳定运行； 

 M.2 超高速硬盘存储, 多达 3 个硬盘； 

 VR 就绪，支持 RTX 3000/4000/5000 级 NVIDIA GPU； 

 VESA 窄边框、更宽大的显示屏，提供 100% DCI-P3 全色域和 HDR 支持； 

 全新的 Pro 2 键盘 - 18.55x18.05, 1.6 毫米键程； 

 触控板面积加大 21%； 

 顶部发声的扬声器； 

 指纹读取器集成到电源按钮； 

 4 个 x4 WLAN 天线； 

 已更新的 Premiere Color 和 Optimizer 应用程序； 

 Dell Optimizer 自动性能调优软件。 

Dell Precision7550  17 英寸移动工作站具体特性如下： 

 全新的更纤薄/更轻盈的设计； 

 占用空间缩小 17%, 尺寸缩小 8%； 

 新的 CMF； 

 Comet Lake H 酷睿 i5/i7/至强处理器/i9 CPU； 

 3200Mhz 高性能内存选项； 

 集成智能内存纠错芯片，确保整机安全、高效、稳定运行； 

 M.2 超高速硬盘存储, 多达 4 个硬盘； 

 VR 就绪，支持 RTX 3000/4000/5000 级 NVIDIA GPU； 

 VESA 窄边框、更宽大的显示屏，支持 100% DCI-P3 全色域和 HDR； 

 新的 Pro 2 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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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控板面积扩大 21%； 

 顶部发声的扬声器； 

 指纹读取器集成到电源按钮； 

 4 个 x4 WLAN 天线； 

 更新的 Premiere Color 和 Optimizer 应用程序； 

 Dell Optimizer 自动性能调优软件。 

 

5  总结 

目前，Dell 工作站已经同业界主要的软件和系统提供商进行密切合作，包括国际和国内厂商。完成了

大量测试和认证工作，并且针对 4K 非编进行优化，有推荐的配置建议提供。 

综上所述，戴尔科技集团 4K 超高清终端产品方案能够满足现在以及未来 5G+4K 场景下的多功能、多

任务、高负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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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架构的 5G智慧广播在应急广播 

系统中的应用探讨 
 

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振宇  刘雅浪 

 

摘  要：在 5G 通信逐步进入商用的大背景下，将 5G 移动通讯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相融合，针对广播这一

细分行业领域，研发 5G 云广播系统（即 5G 智慧广播），并将 5G 智慧广播系统应用到应急广播，

从而实现应急广播终端可以大规模、一网化的实时运营管理，进一步提高应急广播发布的时效性、

准确性、安全性；平时还可以用于农技科普、文化下乡、农村电商等面向农村地区的内容传播运

营。 

关键词：云计算；5G；云广播；智慧广播；应急广播 

 

 

1  背景 

应急广播是指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广播方式向公众提供应急信息的一种手段。当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危机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与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时，应急广播能够提供一种迅速快捷的信息传输

通道。基于应急广播发布通道，可以在第一时间把灾害消息、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对灾害的紧急措施

等传递到相关民众手中，让人民群众在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撤离、避险，将生命财产

损失降到最低。在信息传播手段如此丰富的时代，广播传播的快捷性、开放性、强制收听性，仍然是一种

难以替代的应急信息传播方式。针对社会突发事件，如 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各地的应急广播在方便党

和政府及时下达政令、释疑解惑、减少潜在危害、科学防控疫情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国内应急广播现状 

2008 年汶川的“5.12 大地震”时，我国还没有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专门针对民众开办的应急广播，当

时仅有一些宣传车辆通过喇叭对当地群众进行救灾知识普及，这提出了对应急广播要求。2013 年四川雅安

地震后，首次确定了以“国家应急广播”为呼号，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对灾区民众定向播出的应急频率（FM

广播），在四川芦山、云南鲁甸和景谷启动应急电台建设，开创了国内面向灾区民众定向播出服务性应急

信息的模式。 

经过 5 年全国多地的试点建设，2018 年 10 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发了应急广播系统的总体技术规范（以

下简称总局技术规范），首次从技术角度对我国应急广播如何建设给出了明确答案。根据总局技术规范，

我国应急广播体系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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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总体架构 

全国应急广播技术系统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组成，各级系统包括应急广播平台、广播电视频率频

道播出系统、传输覆盖网、接收终端和效果监测评估系统五部分内容。 

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从应急信息源收集、汇聚、共享应急信息，按照标准格式制作应急广播消息，并将

应急广播消息发送至所属的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和上下级应急广播平台。通过广播电

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进行直播、固定/滚动字幕播出和各种新媒体系统播出，处于开机状态的普通终端可直

接接收到应急广播节目；通过传输覆盖网将指令和节目传输至相应的接收终端，具有应急广播功能的终端

在待机状态下将被激活并接收到应急广播节目。 应急广播效果监测评估系统在应急广播平台、传输覆盖

网及接收终端等环节采集播发内容、设备响应、接收覆盖等数据，综合评估应急广播播发效果。应急广播

系统采用数字签名方式保障应急广播消息在平台、传输覆盖网和终端之间传递的安全性。 

从应急广播总体架构可以看出，传输覆盖网和终端是整套体系中所采用信息通讯技术最多样的部分，

从天上的卫星，到空中的中波、调频、DTMB，再到地面的 DVB 以及 IP 有线网络，几乎用到了当今所有

主流的远程通讯技术。在建设传输覆盖网的过程中，整套体系架构也充分考虑了对现有广播电视通讯网络

的利旧使用，但同时也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特点，专门制定了应急广播大喇叭技术规范，全新建设应急广

播大喇叭系统，用于面向农村地区的应急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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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覆盖网之所以采用这么多传输技术以及传输子系统，究其原因还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现有应急广播

最后 1 公里的信息有效播出的问题。当前总局技术规范中，应急广播系统大多基于现有的城市公共广播、

农村大喇叭、村村响等，这些系统依托的是广电有线网络和中波、调频、DTMB 无线广播频段，在应急广

播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选用相应的技术模式方案，这给项目落地过程、使用过程、维护

过程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有线网络施工成本高：偏远地区需要重新铺设有线网络，一个项目做下来，工程、线缆费用占

比高，广播终端布点有限。 

（2）无线网络架设专用天线，施工周期长：无线网络需要架设大型专用天线，需要专业化施工调试

作业以及防雷避雷措施，工程建设周期长，增加了故障点。 

（3）广播网与回传网无法复用，广播内容及设备监控难以保证：多数广播网络不具备双向通讯功能，

需要给设备配备专用回传模块，广播网与回传网双网协同工作才能实现广播与设备监控，增加设备及系统

复杂度。 

（4）设备维护不便：如果广播终端不具备回传功能，工程建设完成后难以做到大面积实时监控维护，

也就意味着设备在线率、应急信息下发直通率无法保证，等到发现大面积出问题的时候系统已基本陷入瘫

痪状态。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并非只有应急广播项目会面临，在当今大多数物联网项目中都会面临类似问题。

随着信息化技术发展，采用 4G/5G 通讯技术对原有基础设施（如电表、水表、路灯、停车场）进行信息化

改造的应用越来越多，应急广播作为信息化时代诞生的产物完全可以借鉴近些年迅猛发展的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技术，全面提升应急广播的建设、使用、运维监管能力，从而更好为民众提供平战结合的公共文化

服务。 

 

3  云计算与应急广播 

关于云计算的概念，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协会(NIST)对此有这样一个权威和经典的定义： “所谓云计

算，就是这样一种模式，该模式允许用户通过无所不在的、便捷的、按需获得的网络接入到一个可动态配

置的共享计算资源池(其中包括了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应用以及业务)，并且以最小的管理代价或最

低的业务提供者交互复杂度即可实现这些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快速发放与发布。” 

云计算的核心可以用五大基本特征、三种服务模式以及四类部署模式来概括。五大基本特征是：按需

获得的自助服务，广泛的网络接入、资源池化、快捷的弹性伸缩以及可计量的服务。三种服务模式为：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云平台即服务(PaaS)，以及云软件即服务(SaaS)。四类部署模式可以划分为：专有

云(私有云)、行业云、公有云，以及混合云。 

表 1 结合云计算的特点，对照应急广播应用场景需求，说明云计算对应急广播建设的价值。 

表 1 云计算特征匹配的应急广播需求 

序号 云计算特征 解决应急广播需求 

1 按需获得的自助服务 
支持应急广播业务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提供给各政府

部门。 

2 广泛的网络接入 
有人的地方就有网络，就可以部署应急广播，满足应急广播

部署广泛性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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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云计算特征 解决应急广播需求 

3 资源池化 

算力、网络、存储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在满足大规模的终

端数量接入的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一网化应急广播管理平

台，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应急广播设备统一运维管理。 

4 快捷的弹性伸缩 

满足应急广播项目分期、分批建设需求以及突发事件应急信

息短时间大规模下发的尖峰数据应用需求。确保不同批次建

设的广播终端无缝兼容；大规模终端同时播发不卡顿。 

5 可计量的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可计量的计费效果。 

6 

三种服务模式为：云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云平台即服务(PaaS)，以及云软件

即服务(SaaS) 

机房软硬件设施分层管理，在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也使得

应急广播服务更加灵活，便于跟现有智慧城市、智慧乡村业

务系统形成对接联动。 

7 
四类部署模式可以划分为：专有云(私有

云)、行业云、公有云，以及混合云 

满足不同客户不同的部署需求，既可公网部署，也可私网部

署。 

 

4  5G网络特点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英语：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或 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

5th-Generation，简称 5G 或 5G 技术）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也是继 4G（LTE-A、WiMax）、3G

（UMTS、LTE）和 2G（GSM）系统之后的延伸。5G 的性能目标是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

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即通常提到的大带宽、低时延、高并发。表 2 对比分析显示

5G 网络特点跟应急广播需求有着高度契合度，可以说 5G 网络跟应急广播之间有着天然的互补优势。 

表 2 5G 网络特征匹配的应急广播需求 

序号 5G 网络特征 解决应急广播需求 

1 大带宽 满足应急广播音频流媒体数据下发需求，确保不卡顿。 

2 低时延 
满足应急广播播发时效性需求，以最低的时延将应急信息下

发到位。 

3 高并发 满足应急广播大量终端同时播发应急广播的需求。 

 

5  云计算架构 5G智慧广播现状及优势 

云广播又称智慧广播，是利用计算机网络云的计算、存储、网络能力优势和设备组网方便可控的优势，

将需播发的信息准确推送到多个预选的广播终端播出，并可监控播出状态的一整套广播信息采集制作、传

输覆盖和终端播放的系统技术与设备。云广播是在 IP 广播的基础上，结合云计算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广播技

术和系统设备。通过利用云广播系统，可实现更精准、实时的应急信息播出。通过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云

的资源，能够实现广播信息的高效采编存储，广播内容的精准传输，广播终端的有效组网播放，具有可用

信息量大、保真度高、可快速连通任意在网播放终端设备的优点。图 2 为一个典型的云广播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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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云计算技术以及 4G/5G 通讯技术，使得云广播在部署、使用、维护、安全等方面跟常规广播

相比有诸多优势，详见表 3 所示。 

表 3 云广播与传统广播特征对比 

特点 云广播 传统广播 

交付 

施工简便 

网线可以利旧复用，4G 接收天线螺纹接

口，手工旋拧，通电即可接收广播内容，

无需专业技术人员，轻松安装。 

有线方案：需要铺设专用线缆。 

无线方案：需要在发射端和接收端

架设专用收发天线。 

前端机房设

备轻量化 

无需自建机房，统一运维的云端平台，

数字化节目内容的编码处理通过软件实

现，整体工程及设备复杂度低，成本较

低。 

自建机房，空调、宽带、供电、服

务器、日常运维需要投入大量专业

化资源，每一路节目要对应一个编

码器、调制器，设备复杂度高、成

本高。 

运维 

并行节目数

不受限制 

纯数字化节目内容，并行节目数不受频

率限制，数量多。 

一个节目对应一个频点，可并行广

播节目数少。 

管控能力强 

双向通信，可实时监控终端状态及播出

内容。 

单向通信，无法监控终端设备，要

监控需增加 GPRS 专用回传模块，

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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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云广播 传统广播 

插播灵活 

插播节目不受频点限制，可以通过 IP 话

筒、手机 APP、小程序等多种方式实现

插播，面临紧急情况可以快速响应，扩

展能力强。 

每一路插播对应一个频点，扩展数

量受频率限制，插播需要专用设

备，插播扩展能力差。 

扩展能力强 

开放式云平台，具有广播业务各方面丰

富的接口。 

企业级软件系统，无法承担大规模

网络请求接入，不具备大规模外部

系统对接扩展能力。 

广播音质高

保真 

数字编码传输，传输线路上不会衰减，

音质不受影响，远距离传输后终端解析

保真度较高。 

模拟调制传输，传输线路上容易出

现信号衰减及干扰，到达终端后音

质相对较差。 

抗干扰 

系统抗干扰

能力强 

数字双向传输，可校验，有丢包重传机

制，抗干扰能力强。 

模拟调制，易受外界干扰；采用无

线传输时更容易受到信道干扰。对

地形、天气等环境因素敏感，抗干

扰能力差。 

信号覆盖传

播能力强 

采用运营商通讯信号，覆盖范围最广泛，

信号稳定，受地形地貌影响较小，可以

根据需要任意选择广播点位。 

自行架设 FM 小调频发射台或复用

电台/电视台发射台站，信号覆盖范

围有限。广播位置选点容易受地形

地貌限制。小调频发射台还容易对

民航造成干扰，遭受诟病。 

安全稳

定 

系统稳定性

高 

采用互联网或云计算技术，实现集群化

部署，关键节点服务均有备份，系统整

体运行状况不受各分控设备影响，系统

稳定性高。 

系统几乎靠专用硬件设备层层堆

叠搭建实现，一旦某个前端设备出

故障，其对应分区将不能广播；关

键节点设备损坏，甚至造成全套系

统瘫痪。 

系统安全性

高 

1、系统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安全漏洞

在云端实时修补更新。 

2、网络安全：数字化指令处理，关键指

令均通过非对称加密的签名验签机制进

行安全加固，确保非法指令被识别屏蔽。

云平台供应商统一提供专业化具有等保

认证等级的网络安全服务。 

3、数据安全：正版数据库软件实现集群

化异地灾备。 

4、应用安全：用户名密、硬件密钥、软

件令牌、指纹、手势、日志留痕、内容

审听、监听等多种手段确保事前、事中、

事后均可实现安全管控 

系统安全多数通过物联链路的封

闭性来实现，一旦物理链路遭到恶

意接入或无线频点泄露后遭到恶

意攻击，系统内容安全将难以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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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及展望 

智慧广播作为一种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的全新广播系统，在公共广播领域可以被应用到众多不同场

景，这些场景包括社区、广场、景区、园区、学校等不同场合，通过与应急广播平台对接，可以作为现有

应急广播体系架构的有益补充，在实现日常广播业务的同时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接收应急广播消息，播发

应急广播内容，从而实现将应急广播消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 

中国广电作为我国第四大通讯运营商已经拿到 5G 商业运营牌照，展望未来，依托 5G 通讯的技术优

势，加上广播电视的传统业务，一定会为广大用户带来广播电视业务的全新试听体验服务，也会是中国广

电业务新的发力点和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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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4G+FM备份传输模式的应急广播 

在智慧乡村领域的应用探讨 
 

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王振宇  蔡兆云 

 

摘  要：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结合应急广播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基于 IP/4G 为主通道、FM 为备份通道

的广播传输技术模式越来越多被用户方接受，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智慧乡村建设的推

进，基于 IP/4G+FM 的广播系统不仅可以确保紧急情况下应急信息的下发，还可以在平时，基于

IP/4G 通讯技术的灵活性、开放性，通过与智慧乡村等外部业务系统对接，实现更多广播业务应

用。 

关键词：应急广播；IP 广播；4G 广播；FM 广播；智慧乡村 

 

 

1  背景 

应急广播是一种利用广播电视系统向公众播发突发事件的方式。2018 年 10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

发了《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等 11 项关于应急广播的暂行技术规范文件（以下简称总局技术规范），

从架构、形态、方案、协议层面定义了我国应急广播该如何建设。自总局技术规范发布以后，各地应急广

播建设方案基本按照这套规范开展，在建设过程中各地根据当地广播电视资源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用合

适的传输模式系统及终端设备，实现当地应急广播项目建设。 

 

2  县级应急广播总体架构 

县级应急广播系统作为国家应急广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县级广播电视台播出系统、 传输覆盖

网、接收终端和效果监测评估系统等部分组成，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各组成部分主要功能如下： 

（1）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具备与县级应急信息源和上级应急广播平台对接接口，

实现应急信息和应急广播消息的接入和采集，具备解析处理、信息存储、制作传输、资源管理、调度控制、

系统管理等功能；同时，县级应急广播平台通过与广播电视台频率频道播出系统、传输覆盖网的对接，实

现应急广播消息的播发。传输覆盖网和具备回传能力的应急广播终端需将播发状态等信息回传至县应急广

播平台，用于对应急广播播发过程的监测和评估。 

（2）传输覆盖网：县级应急广播覆盖网由调频广播、 地面数字电视、 有线数字电视、 机动应急广

播系统、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等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系统的一种或多种组成。通过在前端/台站部署应急广播

适配器和相应改造，实现应急广播消息的接收、验证、响应和播出功能； 机动应急广播系统用于在应急

时期对上述传输覆盖手段的补充。数据回传网络用于应急广播系统中关键设备和具备回传功能的接收终端

的数据的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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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县级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架构 

（3）接收终端：县级应急广播接收终端由收音机、具有应急广播功能的有线数字电视终端和地面数

字电视终端、公共接收终端和大喇叭终端等组成。 

（4）效果监测评估系统：应急广播效果监测评估系统与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对接，接收县级应急广播

平台、应急广播适配器和应急广播终端的运行数据；同时，应急广播效果监测评估系统与应急广播采集终

端对接，获取应急广播播发效果数据；效果监测评估系统汇总上述数据，对应急广播播发效果进行监测和

评估，实现运行状态监测、播发状态监测、传输覆盖资源管理、播发内容监测和播发效果评估等主要功能。 

（5）安全体系：县级应急广播安全体系应保障从应急信息接入、制作播出、调度控制、传输覆盖，

最终到达终端全流程的信息安全。系统各个环节应遵循安全播出要求和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实施

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审计安全、数据安全及系统备份恢复等通用安全保障要求。在县级应急

广播系统中， 采用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技术保障应急广播消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 

 

3  几种传输模式优势对比 

应急广播信息最后一公里的传输通达率、覆盖率、可靠性一直是应急广播建设中的难点，总局技术规

范中关于广播传输覆盖网部分之所以采用了众多的技术模式，笔者理解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通

讯技术各自的独特优势，在不同应用场景、不同基础设施条件下，尽可能提高应急广播信息通达率和覆盖

率。表 1 对比了应急广播建设过程中常见的几种传输模式之间的优劣势。 

表 1  几种应急广播大喇叭传输模式对比 

技术模式 施工容易 地域广泛 可管可控 成本低廉 

4G ★★★ ★★★ ★★★ ★★ 

IP ★★ ★★★ ★★★ ★★ 

FM ★★ ★ ★ ★★★ 

DVB ★★ ★★★ ★ ★★ 

DTM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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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主要针对 4G、IP、FM、DVB、DTMB 五种传输技术模式，从建设过程中施工容易程度，建成后

对地形地貌敏感度及信号覆盖方面，使用过程中双向可管可控监测方面以及建设运维整体成本方面进行对

比，现将对比过程简述如下： 

（1）施工容易：FM 以行政村为单位需要架设 6 至 8 米高的发射天线（如果复用县广播电台现有大调

频发射塔，则不需要），IP 和 DVB 都需要铺设通讯线缆到广播点；DTMB 需要给每一个终端架设专用接收

天线，施工调试要求较高；而 4G 广播终端即不需要架设发射天线，也不需要为每一台终端架设调试专用

接收天线，只需要标配一根短小的胶棒天线，手动拧紧天线螺旋接口即可接收 4G 广播信号。 

（2）地域广泛：4G、IP、DVB 作为手机、宽带、有线电视三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通讯方式，地

域覆盖面最广，且基本不受地形地貌影响。而 FM、DTMB 需要专用发射塔（或发射天线），遇到高山峡谷

无线信号覆盖将受到较大影响。 

（3）可管可控：4G、IP 作为双向通讯网络，在广播设备、广播内容的可管可控效果是一样的，而 FM、

DVB、DTMB 是单向通讯网络，广播信号只能下发不能回传播发状态信息。DVB 双向网改或给终端增加

回传模块，其本质也是采用 IP、4G 通讯，但广播网和回传网协同工作增加了终端和运维成本。 

（4）成本低廉：五种传输模式，以 FM 首次投建成本最低，既不需要大型发射天线，也不需要铺设

线缆，终端天线也相对简易且无需调试。IP 和 DVB 都需要铺设专用线缆，DTMB 需要为每一个终端架设

并调试专用的接收天线，随着 4G 流量费用下调，基于 4G 终端的首次投建及后期运维成本与传统技术模

式的广播方案已无太大差异。 

综上分析，获得★越多标志着该项得分越高，对比发现基于 IP 和 4G 传输方式的广播项目建设最终综

合得分是最高的。通过应急广播项目实际建设、使用和运维，总结出基于 IP、4G 传输方式具有如下优势： 

（1）最广泛的终端覆盖：充分利用运营商网络覆盖面广、互联网管控方便灵活的优势，同样的成本，

无需复杂繁重的前端设备，便可以达到更广泛的终端覆盖效果。 

（2）最快捷的安装交付：4G 网络无线覆盖，终端安装无需架线或安装大型天线，只需插卡、通电即

可上线工作。 

（3）最方便的使用体验：村级广播员只需使用 APP 即可实现安全可靠地喊话、文件播放、文本播放

等常见应急广播业务。 

（4）最可行的运营维护：4G/IP 应急广播方案天生具备互联网的开放灵活优势，在系统接入、内容承

载、受众接收方面最具灵活性，因此是最具运营维护可行性的广播方案。 

 

4  IP/4G+FM广播联动应用价值 

在应急广播项目建设过程中，通常采用 IP+FM 或 4G+FM 双模组合的方式设计应急广播方案，其中 IP、

4G 为主要广播传输通道，FM 为备份传输通道。依托 IP、4G 网络的广泛覆盖和信号稳定的网络链路，保

证应急广播的及时播发，万一遇到 IP、4G 网络故障，通过大调频发射塔或小调频应急车，激活广播终端

FM 接收通道，也能够面向目标区域播发应急广播内容。 

应急广播建设本身具有“平战结合”的要求，除了紧急情况下能够播发应急消息外，更多的在平时要发

挥信息传播的价值。基于 IP/4G 技术模式构建的应急广播系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灵活性优势，依托这

一优势，在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广播系统与外部其它系统的技术对接，实现与外部系统业务的联动

广播，甚至还可以允许有授权的民众通过手机 APP 点播广播内容。根据应急广播建设项目使用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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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4G 传输模式的应急广播在平时主要可以被用于如下几种典型场景。 

（1）农技科普：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制作农技科普广播音频内容，按早中晚不同时段进行播发，将

应急广播系统打造成一个网络广播平台。 

（2）安防联动：通过与“雪亮工程”这样的视频监控系统对接联动，实现可疑人员现场联动广播威慑，

最大程度减少危害发生几率，减少民众生命财产损失。 

（3）环境治理：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践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自然环境治理被

提升到越来越重要的高度。垃圾分类、河道治理、森林防护、健身设施监管、民宿周边环境管理等常见的

新农村环境治理场景通过与视频监控相结合，越来越多的用到广播设施，不仅可以进行常识宣传，也能在

必要时可进行联动声音的干预。 

（4）传媒平台：农村人口在我国依然占有四成多的比例，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攀升以及消费拉动内

需的经济发展诉求，广大农村地区的商业传媒开发价值越来越大。应急广播作为广电主导的媒体传播平台，

完全可以成为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建设的一套全新媒体平台，紧急时刻播发应急广播，平时播发县级以上单

位自办节目，中间穿插商业广告，所得收入还可用于应急广播平台建成后的运营维护，从而形成建管用且

越用越好的良性机制。 

 

5  结论及展望 

随着有线电视网络 IP 化、云化、智能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广电成为第四大运营商，广电网络公司将越来

越多的掌握 IP、4G/5G 网络资源，基于这些网络资源构建的广播电视业务系统除了能满足传统广电业务外，

还可以基于双向通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更多符合民众需求的全新试听服务，让人们从“看”电视、

“听”广播变成“用”电视、“用”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