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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物理层下行链路通信技术解析
罗智敏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北京 10 0 041）
摘要：NB-IoT作为物联网的主要技术，以其容量低、覆盖广、成本低和低功耗等优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文章主要介绍了NB-IoT技术物理层下行链路的一些知识点，分析了NB-IoT的物理层结构。
关键词：NB-IoT；物联网；物理层；下行链路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1
中图分类号：TN 9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码：1672-7274（2021）02-0001-05

Analysis of Downlin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NB-IoT Physical Layer
LUO Zhimin
(State Radio_Monitoring _Center Testing Center, Beijing 100041,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technology of Internet of things, NB-Io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with its advantages of low capacity, wide coverage, low cost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some knowledge points of physical layer downlink of NB-IoT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the
physical layer structure of NB-IoT.
Key words: NB-IoT; internet of things; physical layer; downlink

0 引言
N B-IoT技术作为万物互联网络的一个重要分
支，支持低功耗设备在广域网的蜂窝数据连接，也
被叫作低功耗广域网（LPWA N）。N B-IoT支持待
机时间长、对网络连接要求较高的设备高效连接，
有些NB-IoT设备电池寿命甚至可以提高至少10年，
同时还能提供非常全面的室内蜂窝数据连接覆盖。
物理层作为无线通信技术的支撑性底层对通
信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实
现 通信系统跨代的技术革命创新基本上都发生在
物理层上。本文通过NB-IoT频率部署、下行传输方
案、下行链路帧结构和下行物理信道等几个方面解
析N B -IoT物理层下行链 路通信技术，以及对LT E
通信技术进行比较，能够让读者对N B -IoT物理层
下行链路有更多的了解。

1 关于PRB的介绍
R B（Resource Block），用于描述某些物理信
道到资源元素的映射，它有两个概念：VRB（Vitural

Resource Block）与PRB（Physical Resource Block）。
在LTE中，mac层分配资源时，按照VRB进行分配，
VRB映射到PRB上。
UL

PR B即物理资源块，在时域中被定义为 N symb
个连续的OFDM符号；以LTE为例，在频域中被定
UL

义为 N scRB 个 子 载 波（ N symb 与 N scRB 的值 见 表1）。因
UL

此，一个物理资源块可以被理解为由 N symb × N scRB 个
资源元素组成，对应时域上的一个时隙或是频域
上180 kHz。
UL
symb

表1 N 与 N scRB的值
UL
N symb

配置

N scRB

循环前缀

12

7

扩展循环前缀

12

6

注：由表1可看出，一个时隙中OFDM符号的数
量取决于循环前缀长度和子载波间隔。

2 NB-IoT频率部署方案
对于频带，使用与LTE相同的频段。如表2所示。

作者简介：罗智敏（1989-），男，汉族，本科，现就职于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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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作频带
E UTRA工作频段

上行（UL）工作频带
F UL_low – F UL_high

下行（DL）工作频带
FDL_low – FDL_high

1
2
3
5
8
12
13
17
18
19
20
26
28
66

1920 MHz–1980 MHz
1850 MHz–1910 MHz
1710 MHz–1785 MHz
824 MHz–849 MHz
880 MHz–915 MHz
699 MHz–716 MHz
777 MHz–787 MHz
704 MHz–716 MHz
815 MHz–830 MHz
830 MHz–845 MHz
832 MHz–862 MHz
814 MHz–849 MHz
703 MHz–748 MHz
1710 MHz–1780 MHz

2110 MHz–2170 MHz
1930 MHz–1990 MHz
1805 MHz–1880 MH
869 MHz–894MHz
925 MHz–960 MHz
729 MHz–746 MHz
746 MHz–756 MHz
734 MHz–746 MHz
860 MHz–875 MHz
875 MHz–890 MHz
791 MHz–821 MHz
859 MHz–894 MHz
758 MHz–803 MHz
2110 MHz–2200 MHz

双工模式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
FDD4

1 ms，每个时隙包含7个符号，几乎沿用了LTE的设
计。此外，当进行带内部署时，N B -IoT与其他LT E
PRB之间的物理信道保持正交。

4 NB-IoT下行链路帧结构
在N B -IoT 技术中，下行采用15 k H z子载波间
隔，上行采用3.75 kHz与15 kHz两种子载波间隔。
对于15 kHz的子载波间隔而言，频域上包含有12个
连续子载波，时域上每个子帧包含两个时隙，每个
时隙长度为0.5 ms（此处OFDM符号数量依照正常
循环前缀数量进行示意）。如图2所示。

NB-IoT占用180 kHz的频带资源，对应LTE传输
中的一个资源块。NB-IoT支持三种频率部署方案：

（1）I n-ba nd（带内部署）：是将N B -IoT部署
在LTE有效带宽内，占用其一个PR B，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不能占用LTE的同步信道，N B-IoT只能占
用部分PR B。与现有LTE UE相似，N B-IoT UE只

在100 kHz栅格上搜索载波（满足整数倍频率栅格
的使UE初始同步的NB-IoT载波称为锚定载波），
因此，锚定载波只能位于相隔5个180 k H z带宽的
PRB内。
（2）Guard band（保护带部署）：是将NB-IoT

部署在LTE的边缘保护带内，不占用任何PR B，需
要预留和LTE之间的保护频带；

（3）St a n d a lo n e（独 立部 署）：是部 署在任
何空闲的180 k Hz频谱上，适用于部署在重耕后的
GSM频段。由于GSM带宽为200 k Hz，N B-IoT需
要在其两侧留有10 kHz的保护间隔。

图2 15 kHz子载波间隔频域结构示意图

换作时频域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

频率部署方案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频率部署方案示意图

3 NB-IoT下行传输方案
NB-IoT下行采用OFDMA多址方式，在频域中
仅使用1个LTE PR B，即12个15 k Hz子载波，共计
180 kHz。子载波间隔为15 kHz，时隙0.5 ms，子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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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5 kHz子载波间隔时域结构示意图

不同于LT E，N B -IoT中引入的无 线帧概 念，
原因 就 是 在 小 功 耗 特点 的 扩展不连 续 接 收 模 式
（e D R X），为了进一 步 省电，所以 扩展了寻 呼周
期，终端通过少接寻呼消息达到省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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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B-IoT下行物理信道
NB-IoT定义了三种下行物理信道与两种参考信
号：NB-PDCCH(Narrowband 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 NB-PDSCH(Narrowband Physical
Downlink Share Channel). NB-PDBCH(Narrowband
Physical Dow nlin k Broadcast Chan nel), NSSS
(Narrowband Secondary Synchornization Signal),
NPSS(Narrowband Primary Synchornization Signal),
NRS(Narrowband Reference Signal)。信道间时分复
用，每个无线帧的下行信道结构如表3所示。
表3 无线帧的下行信道结构
子帧0
NPBCH
偶数帧

子帧5
NPBCH

子帧0
NPBCH
奇数帧

子帧5
NPBCH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SCH

NPDSCH

NPDSCH

NPDSCH

子帧6

子帧7

子帧8

子帧9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SCH

NPDSCH

NPDSCH

NPDSCH

子帧1

子帧2

子帧3

子帧4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SCH

NPDSCH

NPDSCH

NPDSCH

子帧6

子帧7

子帧8

图4 NCCE占用子载波示意图

需要错开LTE的控制符号位。

以带内部署为例，NCCE0和NCCE1均被使用，
前三个符号位未被使用（符号起始位置的参数值由
SIB1-NB表示的资源映射区域大小决定，默认符号
位 从0开始，带内部署更改此值防止与LT E控制信
道冲突），参考信号CRS（LTE）和NRS（NB-IoT）
存在但未被使用（NCCE必须映射在NRS或CRS周
围）。资源映射示意图如图5所示。

子帧9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CCH or

NPDSCH

NPDSCH

NPDSCH

NPDSCH

5.1 NPDCCH
窄 带 物 理下行控制信道 主要用于承 载 D C I
（D ow n l i n k C o nt r ol I n fo r m a t io n），即进行调
度，包括上下行 调度信息、H A RQ确 认信息 AC K /
N AC K、随 机 接 入响 应 R A R（R a n d o m A c c e s s
R e p o n s e）调 度 信 息、寻 呼 指 示 等 。N P D C C H
通 过 一 个 或 两 个 窄 带 信 道 控 制 单 元（ N C C E ,
Nar rowband Cont rol Chan nel Element）的聚合
进行传输，一个NCC E占用6 个 连 续子载波，根据
NPDCCH两种格式的不同，NCCE的选择也有所区
分，格式对应见表4。
表4 NPDCCH与NCCE关系
NPDCCH格式

NCCE数

0

1

1

2

一个N PDCCH子帧内，NCCE0占用连续子载
波 0 – 5，N C C E1占用连 续子 载 波6 –11，聚合 等级
AL=1时，占用NCCE0或者NCCE1。如图4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Stand alone和Guard band模
式下，可以使用全部OFDM符号，In-band模式下，

图5 参考信号CRS（LTE）和NRS（NB-IoT）资源映射示意图

在随机接入过程中，每个U E都分配有不同的
无线电网络临时标识符（R N T I，R a d io Net 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RA-RNTI用于随机接入，
P-RNTI用于寻呼，CRNTI作为UR的特定标识符。
这些标识符隐式存在于NPDCCH的CRC中，因此，
UE必须在其搜索空间中找到RNTI，并对其进行解
码。为了使得U E在可行的解码复杂度条件下 获取
控制信道信息，NPDCCH配置了三种搜索空间：

（1）Type1公共搜索空间：UE通过此空间获取
寻呼消息（Paging），由SIB-NB携带的Paging消息
对应搜索空间中的配置参数进行配置。

（2）Ty p e2公共 搜索空间：U E通 过此空间获
取随机 接入响应消息（R A R），由SI B -N B携带的
RAR消息对应搜索空间中的配置参数进行配置。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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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E专属搜索空间：UE通过此空间获取专
属控制信息，由RCC Connecion steup消息携带的
MSG4进行配置。
此外，N PDCCH 最大重复发送次数可由RCC
配置，用于改善覆盖情况，取值范围为2的0次方幂
到2的10次方幂。4次重复发送示意图如图6所示。

图6 NPDCCH的4次重复发送示意图

表7 <Flag=0>
领域

位数

寻呼/直接指示区分标志

1

直接指示信息

8

总位数

DCI格式

位长度（大小）

用途

N0

23

UL授权（NPUSCH调度）

N1

23

DL调度（NPDSCH调度）

N2

15

由PDCCH命令启动的RACH
寻呼和直接指示

N0用于上行 N PUSC H调度，相当于LT E中的
DCI0，NB-IoT中DCIN0格式定义见表6。
表6 NB-IoT中DCIN0格式
领域

位数

描述

格式N0/N1区分标志

1

0–N0,1–N1

子载波标示

6

当子载波间隔为15 kHz，见3gpp 36.213
表16.5.1.1-1
当子载波间隔为3.75 kHz，n_sc=I_sc

资源分配

3

调度延迟

2

见3gpp 36.213表16.5.1-1

调制编码方案

4

见3gpp 36.213表16.5.1.2-1

冗余版本

1

重复次数

3

新数据指示器

1

DIC子帧重复数

见3gpp 36.213表16.5.1.1-2

见3gpp 36.213表16.5.1.1-3

2
23

总位数

N 1格 式 用 于 下行 N P D S C H 调 度，除了寻 呼
承 载 与 非 竞 争下 的 随 机 接 入 触 发 外，N 1可用 于
所有的N PDSCH，包括用户数据与SI Bs（Syst e m
I n f o r m a t i o n Bl o c k s）。包括R A R 调度、指 示对
NPUSCH的HARQ ACK/NACK资源、指示NPDSCH
的重传次数等。对于正常模式下、非竞争模式下的
RACH、随机接入响应，三者格式有所区别。

N2格式主要用于寻呼调度与直接指示系统更
新，具体格式定义见表7和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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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Flag=1>
领域

位数

寻呼/直接指示区分标志

1

资源分配

3

调制编码方案

4

重复次数

4

DIC子帧重复数

5.2 DCI

表5 NB-IoT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0–直接指示，1–寻呼

保留信息位（填充）

总位数

在NB-IoT中，下行控制信息存在三种格式（见
表5）。

描述

描述
0–直接指示，1–寻呼

3
15

5.3 NPDSCH
NPDSCH主要用于承载业务数据、寻呼消息、
R AR消息和系统消息（如SIB1-NB）。NPDSCH有
以下几个说明点：
（1）调制方式：QPSK。

（2）最大传输块大小（TBS，Transport Block
Size）：680 bit。
（3）时频域资源：占用连 续的12个 子 载波，
St a nd a lone模式与G u a rd ba nd 模式下占用全部
OFDM符号，In-band模式下需错开LTE控制域符号
（若是NB-SIB1使用的NPDSCH子帧，需要固定错
开前3个符号）。

（4）最大重复次数：2 ,0 48次，通过重复传送
同一NPDSCH的方式确保传输的质量。
（5）跨子帧调度：延时调度。除了通过调度延
迟之外，另一种在物理层体现延 迟传输N PDSCH
的技术是设置GAP，GAP的长度由系统消息中的公
共资源配置参数决定。

5.4 NPDBCH
NPDBCH位于无线帧的0号子帧，携带系统主
消息块NB-MIB，包括系统帧号（SFN）、SIB1-NB

图7 NB-MIB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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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度信息等。系统消息占用34 bit位，广播周期为
640 ms，重复8次发送。帧结构示意图如图7所示。

其中，深色标记为N PDBCH子帧。N PBCH子
帧的资源映射情况如图8所示。

图8 NPBCH子帧的资源映射情况

由图7、图8分析可知，MIB-NB分为8个子块传
输，每 个子块 包含8个 连续的无线帧，传输时长为
80 ms，使用连续8个无线帧的后11个符号位承载。
每个MIB-NB的传输时长为640 ms，通过时间分集
增益保证NPDBCH的接收性能。

5.5 NSSS和NPSS
窄带主同步信号仅作为小区同步使用（时间同
步与频率同步），不携带任 何小区信息；窄带 辅同
步信号用于获取NPCID（NB-IoT的物理单元ID）
等。NPSS的资源映射如图9所示。

DCW

子帧，信号周期为20 ms。由于UE在进行同步时，
对操作模式未知，因而NPSS和NSSS皆使用后11个
符号位。
注意：在NB-IoT中主同步信号传输的子帧是固
定的，同时对应的天线端口号也是固定的；另外，当在
带内部署模式下，NSSS与CRS重叠时，重叠部分不记
作NSSS，但仍作为NSSS符号的一个占位匹配项。
NPSS就是基于这样的时间累计来设计的，其原
理就是用时间来换精确性，用加权累积过程来纠正
频偏。覆盖信号越差的终端，需要的累加次数越高。

NPSS和NSSS同步完成后，终端获取了符号定
时、载波频偏和NB-PCID等信息。然后，终端获取
MIB信息，其通过位于每帧中的子帧#0的N PBCH
信道广播。NPBCH由8个自解码子块组成，每个子
块重复8次，每个子块占用8个连续帧的子帧＃0，
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处于深度覆盖的终端
成功获取信息。

5.6 NRS
窄带参考信号用于下行链 路 信道估计，为U E
的 相干 解调 和检测 提 供 参考 符 号。I n - b a n d 模 式
下，NPDCCH和NPDSCH必须传输NRS；在Stand
alone和Guard band模式下，按需传输NRS。

相比LTE，NB-IoT的下行物理信道较少，且去
掉了PMCH（Physical Multicast channel，物理多

播信道），原因是N B -IoT不提供多媒体广播/组播
服务，使得物理层下行链路简易化。

6 结束语
图9 NPSS的资源映射

NSSS的资源映射如图10所示。

通 过对N B -IoT物理层下行链 路的解 析，可以
发现下行传输方案NB-IoT下行与LTE相似，但去除
部分物理信道，使得结构简易，也能够凸显NB-IoT
通信技术所具有的特点，对N B -IoT 技术有了更深
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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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卫星通信的低噪声放大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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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频电路仿真软件ADS，结合高频电磁仿真软件HFSS，进行联合仿真，设计了一种低噪声放大器，适用于
Ku频段卫星通信接收通道。在频率11.45 GHz–12.75 GHz范围内，噪声系数小于0.80 dB，端口输入驻波小于-17.0 dB，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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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Low-noise Amplifier for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Receive
LIU Qiqiang, YU Xiang, TAO Huihua
(Nanjing Panda Handa Technology Co., Ltd.,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A Ku-band Low-noise Amplifier for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receive has been designed by ADS and
HFSS. The wave port of S11＜-17.0 dB, NF＜0.80 dB in 11.45 GHz–12.75 GHz, which is useful in practice.
Key words: noise factor; low-noise amplifier;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0 引言
在卫星通信系统中，矩形波导有较低的差损特
性。在天线溃电网络、接收机等设备中，矩形波导作
为三维结构的无源器件，得到广泛使用。有源电路如
固态芯片一般是基于二维微带电路设计，在有源电
路和无源波导集成的系统中，需要二维结构和三维
结构之间的过渡，一般采用波导微带过渡的形式。
说到卫星通信，不得不说接收机，它是卫星通
信下行链路建立的关键设备，接收机的噪声系数指
标和天线的增益指标，直接决定系统的G/ T值。而
G/T值是衡量卫星通信系统下行链路的关键指标，
决定系统接收信号的好坏，决定系统接收质量的好
坏。接收机设计的关键就是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
而低噪声放大器设 计的关键，就是噪声系数指标
和输入驻波特性。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需要根据低噪声管的管芯
阻抗特性参数，设计相应的输入匹配以及相应的噪
声匹配。设计一种匹配，设计起来比较容易实现，
难就难在怎么把输入匹配和噪声匹配都设计好 [1]。

实现噪声匹配的时候，输入匹配也不差，这是一个
矛盾的两个参数，往往把一个指标匹配好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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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要变差，反之也是如此。所以设计时需要找
到一个平衡点，让两者离最佳匹配点尽可能近，两
者的指标都可以接受。
本文给大家介绍一种适用于卫星通信的Ku扩
展频段低噪声放大器，采用波导到同轴再到微带线
的形式设计无源过渡部分；采用最佳噪声匹配，同
时优化输入匹配，设计有源放大部分。

1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原理图如图1所示。它由两
部分组 成：一个是无源电 路部分 —— 波导同轴微
带 过渡；另外一个是有源电 路部分 —— 低噪声放
大。无源电路实现波导三维结构与微带平面二维结
构之间的过渡；有源电路实现对高频微弱信号的低
噪声放大。

图1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原理图

在三维高频电磁仿真 软件H FSS里，建立了一
种波导同轴微带探针过渡的HFSS仿真模型，如图
2(a)所示，波导选用W R-75标准波导。该模型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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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E面中心插入同轴探针，通过调整同轴探针距
波导短路面的距离、同轴探针插入的深度、同轴探
针的尺寸等参数，优化端口输入驻波。

建模时，选用20 m il厚度的RO30 03作为基 板
材料，选用聚四氟乙烯作为绝缘子，选用铜作为导
体材料。将绝缘子的高度设置为2 m m，绝缘子的
直径设 置为参 数fe i1，将 探 针的直径设 置为参 数
fei2，探针的高度设置为参数h1，将波导短路面与
探针的距离设置为参数s。在HFSS中，改变各参数
值，优化端口输入驻波。
优化后的端口输入驻波曲线如图2(b)所示。在

频率11.0 GHz–14.0 GHz的频带范围内，端口输入
驻波小于-2 0.0 d B。该模 型可以将矩 形 波导中的
T E 10 模过渡到微带线的准T EM波，性能良好。表1
列出了优化后的各参数值。

DCW

常用的功能控件，如稳定性因子、频率扫描等。该
低噪声放大器采用3级低噪放管的结构形式：第一
级的输入采用最佳噪声匹配，第一级和第二级间考
虑最佳噪声匹配同时兼 顾输入匹配，第二 级和第
三级间考虑最大增益匹配同时兼顾输出匹配，第三
极输出匹配考虑最佳输出匹配 [2]。在设计输入匹配
时，把波导同轴微带转换、输入匹配网络在HFSS中
建模，仿真优化结果导成s2p文件 [3]，在ADS中建模
引用，进行联合仿真。在高频，尤其到Ku频段或Ka
频段，必须把影响输入匹配的各种因素考虑进去，
包括结构的、空间耦合的等因素。根据以往的设计
发现，这样设计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的测试结果吻合
度较高。

在频率11.45 GHz–12.75 GHz的频带范围内，输入
驻波小于-19.8 dB，如图3(b)所示；噪声系数小于0.60
dB，如图3(c)所示；增益大于34.25 dB，如图3(d)所示。
从仿真曲线看，该设计能够很好的满足使用要求。

图2(a) 探针过渡模型

图2(b) 端口输入驻波曲线
表1 各参数值（单位：mm）
参数名

fei1

fei2

h1

s

优化值

3.1

0.7

5.7

5.7

在电 路 仿真软件A DS中建立低噪声放大器的
仿真模型，如图3(a)所示。添加低噪声放大器设计

图3(a) ADS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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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Ku扩展频段低噪声放大器实物图
图3(b) 输入驻波曲线

2 测试分析
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构建测试环境、测试增益
和输入驻波特性。在卫星接收Ku频段内，端口输入
驻波小于-17 dB，增益大于29.3 dB，如图5(a)所示。
利用噪声系数分析仪，构建测试环境，测试噪声
系数特性。在接收频带内噪声系数小于1.03 dB，减去
接头损耗0.2 dB，真实值小于0.80 dB，如图5(b)所示。

图3(c) 噪声系数曲线

图3(d) 增益曲线

根据仿真模型进行结构设计，绘制PCB图。进
行结构设计时，考虑腔体的独立性，为了防止信号
从一个腔体串扰到另一个腔体，防止自激产生，应
该采取如下措施：
（1）设计3个小腔，每个腔体里放置一级放大
器；腔体之间通过隔直电容连接；腔体盖上贴吸波
材料。
（2）上下层分腔，电源板置于上层腔体，射频
板置于下层腔体。
（3）腔体的自有频率尽量高，远离有用频率。
根据以上仿真模型和PCB、腔体设计的注意事
项，制作出了实物，图4给出了Ku扩展频段低噪声放
大器的实物图。该实物的外形尺寸是：60 m m×38
m m × 3 8 m m 。输 入 采 用 标 准 矩 形 波 导，型 号
WR75；输出接口采用玻珠烧结，外接2.92-K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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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测曲线可以看出，设计的Ku扩展频段低噪
声放大器具有带宽大、噪声低、端口输入驻波优的
特点。

图5(a) 矢网实测曲线

图5(b) 噪声仪实测表

3 结束语
本 文设 计的 扩展频段低 噪声 放大器，适用于
Ku 频段 卫星通信。在卫星接收Ku 频段内，端口输
入驻波小于-17 dB，噪声系数小于0.80 dB，实测值
和仿真值吻合度较好。该设计频带宽大、噪声低、
输入驻 波优，在 卫 星 通信地面接 收 系 统中，具 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该设计可以用于Ku 频段 卫星通
信的接收机、收发信机等产品中，有一定的推广价
值；本文介绍的设计方法，对Ka频段的低噪声放大
器的设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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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G协同组网下网络容量提升方法研究
侯建民，郭兴军，黄

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山西 大同 0370 06）
摘要：随着5G网络的快速建设，网络结构愈加复杂，4/5G长期共存、协同优化将是无线网面临的一个长久局面，短
期内网络容量仍是影响用户感知的焦点问题。研究了4/5G协同组网下网络容量提升方法，详细阐述了5G反开3D-MIMO，
4/5G均衡优化以及现网资源动态调整等具体提升举措，并通过现网实施验证了其有效性。
关键词：4/5G；协同组网；网络容量；提升方法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3
中图分类号：TN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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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Improving the Network Capacity under 4/5G
Cooperative Networking
HOU Jianmin, GUO Xingjun, HUANG Shuai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Group Shanxi Co., Ltd., Datong Branch, Datong 037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5G networks, the network struc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long-term coexistence and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4/5G network will be a long-term situation
for wireless network. In short term, network capacity is still the focal issue affecting user percep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the network capacity under 4/5G cooperative networking, and elaborates on
speci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5G reverse opening 3D-MIMO, 4/5G equalization optimiz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existing network resources. Finally, the existing network implementation verified the
validity of this method.
Key words: 4/5G; cooperative networking; network capacity; improve method

0 引言
随着5G全面商用及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无线网
络正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大建设、大调整、大优化”
周期，2/3/4/5G多制式、5模13频的复杂无线网络成
为常态。在5G网络建设初期，一方面由于5G频率和
现网D频段重复，5G建设需进行D频清退，同时由
于天面资源受限，为了不增加租赁成本，5G天面安
装大部分为替换原有D频设备，对现网4G网络造成
巨大影响，网络厚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5G套
餐大量发展，而5G网络仍不完善，未能形成有效分
流，加上用户办理5G套餐未使用5G网络占比较高，
大量业务回落到4G网络上，造成4G业务量持续上
涨，高负荷小区日益增长，容量问题引起的投诉占

比持续升高，解决容量问题已成为当前提升用户体
验的重中之重。鉴于以上问题，本文聚焦用户感知，
研究了4/5G无线网络协同发展下网络容量提升策
略，并通过现网实施验证，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提升策略
网络容量工作重点是通过负载均衡、扩容、新
建站点等手段来提升基站承载能力，降低站点利用
率，解决网络拥塞，提升用户感知。本文主要研究
了5G反向开通3D-MIMO、4/5G网络间负载均衡及
深挖现网资源，提升4/5G资源 利用率等容量提升
策略，推动容量工作全面向5G演进，进一步完善了
4/5G协同组网下容量保障体系。

作者简介：侯建民（1988-），男，汉族，山西大同人，通信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4/5G无线网规划优化。

郭兴军（1988-），男，汉族，山西大同人，通信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4/5G无线网规划优化。
黄 帅（1986-），男，汉族，山西大同人，本科，研究方向为4/5G无线网规划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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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G反开3D-MIMO
5G建设时期，为有效节约天面资源，同时避免
干扰，需拆除现网D频段来安装5G A AU，导致4G
容量承载力下降。根据5G频谱划分，中国移动获得
了160 M（2515 MHz–2675 MHz）的频谱资源，其
中4G的D频段已使用了中间的60 MHz（D1/2/3频
段2575 MHz–2635 MHz）。为实现5G连续100 M
组网，需将前100 M腾出来用于5G建设，后60 M可
反向开通4G来补充容量。如图1所示。

图1 频谱示意图

5G BBU+AAU支持双模开启NR和LTE 3D-MIMO，
利用5G反向开通部署3D MIMO具有组网灵活、有
效降低选址难度、增强覆盖、降低干扰、提升容量
等优点。同时3D MIMO相较于传统的8T8R具有明
显技术优势：一是具备3D立体赋形能力提供更多
空分维度；二是多天线收发提升用户体 验，下行窄
波束精准赋形，能量聚焦，上行多天线接收，提供
更高的分集接收增益，进而提升用户体验及小区容
量。数据分析，3D-MIMO较传统8T8R小区上/下行
承载能力提升约2–3倍。

图2 3D/8T/FDD1800单PRB承载能力对比

1.2 4/5G负载均衡

4/5G负载均衡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1）4G各频段间均衡调整。针对高负荷小区首
先从站内同覆盖小区间进行均衡，站内小区间均衡
手段以负载均衡策略为主，互操作策略为辅，负载
均衡策略由于具备实时性，能够及时有效地将高负

10 DIGITCW

2021.02

荷小区业务均衡到同覆盖其他小区；针对站内同覆
盖扇区间业务已经均衡，但是仍然高负荷的小区，
需要进一步排查该扇区中各小区覆盖的合理性，主
要从越区覆盖、天馈位置及覆盖分布是否合理等方
面进行现场排查，通过跨站均衡策略及R F调整等
手段实现站间均衡。站间负荷均衡策略主要是将负
荷均衡候选小区从同覆盖扇区扩大到周边站点异
频小区，在异频插花组网及密集区域效果显著，均
衡策略如图3所示。

图3 4G各频段间负载均衡

（2）5G NSA组网下锚点及非锚点的驻留和负
载均衡。基站通过终端上报的UE能力识别NSA终
端或普通LTE终端，需对NSA终端、普通终端重选
及切换策略差异化设置。针对NSA终端优先驻留锚
点频点，当NSA用户占用非锚点频点，则通过锚点
优先功能重选或切换到高优先级锚点频点。
锚点优先级配 置策略如图4所示，针对NSA用
户，F DD18 0 0为NSA锚点，设 置为高优先 级7；在
FDD不连续区域配置TDD-F作为锚点补充覆盖，用
户优先级配置为6；其余频段配置为非NSA锚点，
则设置NSA锚点优先级为0，表示不能作为NSA锚
点。针对4G普通用户，使用原有LTE载波优先级。

图4 锚点优先级配置策略

（3）5G SA组网下4/5G 载波共享调度。LT E
TDD和NR动态频谱共享通过NR重配置激活BWP
（Bandwidth Par t）带宽以及LTE的小区静默，支
持LTE TDD和NR制式间进行动态频谱共享，同一
时间内共享载波只能用于一个制式：当N R网络的
话务量低于门限值时，NR网络可以向LTE TDD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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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共享出频谱资源；当LT E T DD网络话务量低于
门限值时，LTE TDD网络可以向NR小区共享出频
谱资源。以2.6 G的160 MHz频谱，LTE和NR频谱
共享示例如图5所示。

DCW

区可整合下挂至少量基带板下，从而节约基带板资
源；高能力基带板浪费是指某站点存在高能板件但
下挂小区较少，另外存在部分站点下挂多块低性能
基带板，可调整对换从而节约低性能基带板。
对于无下挂小区的基带板即空置基带板，直接
资源回收；同站多配 基带板的，进行小区整合，腾
挪出基带板；高能力基带板浪费的，可与下挂多块
低性能基带板站点对换。

1.3.3 D频段搬迁
图5 4/5G频谱共享示意图

1.3 深入挖潜盘活现网资源
随着5G网络建设快速推进，4G网络的投资必然
会有所减少。为有效提升现网资源利用率，以最少的
资源实现最大化的效果，对现网软件、硬件资源进行
深度挖潜，最大化资源使用效率。主要包括低流量小
区整治、基带板挖潜、D频段搬迁等措施。

1.3.1 低流量小区整治

开展 低 流 量小区 整治工作，在减 少多层网低
利用率的同时，可腾出软件资源用于高负荷小区扩
容。首先要 排查设备故障、干扰问题、覆盖问题和
参数配置等问题，避免减容或小区合并后出现高负
荷问题，总体处理思路如图6所示。

5G建设时由于天面资源受限，为了不增加租赁
成本，5G A AU安装大部分替换原有D频设备，将
替换下的大量的D频设备，搬迁至农村、厂矿等单
网热点区域，用来快速解决农村高负荷问题及补充
覆盖，最大限度的挖掘无线资源能力。

2 应用实施
2.1 5G反开3D-MIMO
（1）问题描述：某地市棚户区常驻人口超过30
万，移动用户占比达70%以上，楼宇密集，容量需求
旺盛，日均流量57 TB，占全市全网流量超过10%，
但是由于楼宇密集，宏站建设困难，弱覆盖及高负
荷问题较为突出，用户感知相对较差。
（2）实 施情况：借助5G全面部 署契机，利用
5G反向开通65个3DM I MO站点，有效缓解了高负
荷问题，高负荷待扩容小区由35个降低至16个，其
中3DM I MO日均吸收流量超过57.38 T B，占比达
到38%，感知类投诉由月均331单降低至44单，整体
成效显著。
（3）效果评估：实施效果如图7所示，3D开通
后，流量上涨明显，日均业务量增长20.5TB，压抑

图6 低流小区处理流程图

1.3.2 基带板挖潜

基带板挖潜主要针对“未下挂小区基带板”、“同
站超配基带板”、“高能力基带板浪费”三类站点进
行梳 理，其中未下挂小区基 带板是 指基 带板下未
下挂任何小区；同站超配基带板是指同站点下的小

图7 3D开通后业务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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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得到有效释放；同时3D -MI MO承载了约38%
的业务量，有效缓解区域内容量问题，上行PR B利
用率下降10.51%，下行PRB利用率下降6.89%，日高
负荷小区比例下降0.5%，区域内容量问题引发投诉
量下降50%。

2.2 4/5G负载均衡
（1）问题描述：某地市高校共有师生47,000余
人，人员高度集中，业务量长期居高不下，网络容量
压力巨大。其中4G日均业务量达35.4 TB，高校区域
内4G网络规模站点104个，小区数767个，高负荷小
区101个，占比13.2%；5G站点18个，小区数53个。
（2）实施情况：为缓解4G网络容量压力同时充
分挖掘5G网络资源，在学校区域内开展4/5G负载均
衡，主要从4/5G邻区调整及互操作参数调整着手，
提升5G驻留及分流能力，缓解4G网络容量压力。

一 是 进行4 /5G 邻区核查，点对点邻区精 细化
添加，累计完成4/5G邻区添加198调整，5/4G邻区

添加122条；二是进行4/5G互操作参数调整，总体
原则是让5G用户更多向5G网络迁移。具体参数设
置为：LT E侧开启E - U T R A N至 NG - R A N系统间
业务移动性开关、NR切换开关、NR重定向开关、
E-UTR A N至NG-R A N的快速返回开关，N R 频点
重 选优先 级设 置为7，重 选N R 小区定时器时长设
置为1，异系统切换事件采用EventB1，基于覆盖的
E-UTR AN切换至NR B1事件RSR P触发门限设置
范围为-108 dBm–102 dBm，基于业务的E-UTRAN
切换 至 N R测量定时器设 置为10。5G 侧系统间业
务移动性算法开关、切换方式开关-重定向、VoNR
开关开启、非同频测量RSR P触发门限设置为-110
dBm–-104 dBm，服务频点低优先级RSRP重选门限
设置为-114 dBm–-108 dBm，异系统切换A1 RSRP
门限设置为-105 dBm–-100 dBm，EPS FB等待定
时器建议值20，基于覆盖的切换至E-UTR A N B2
RSRP门限1设置为-115 dBm–-105 dBm，基于覆盖的
切换B1 RSRP门限设置为-110 dBm–-103 dBm，EPS
FB B1 RSRP门限设置为-113 dBm–-105 dBm。

图8 4/5G业务量变化图

络利用率，后续随着5G终端渗透率及5G用户的不
断增长，4/5G业务均衡需持续跟踪优化。

2.3 深挖盘活现网资源
（1）问题描述：通过对某地市全网低效小区全
量分析，发现存在多数低效副载波未及时减容，高
负荷区域由于扩容资源不足未能及时扩容，部分站
点存在基带板空载，以及高能力基带板浪费等诸多
问题。资源调度不灵活，资源利用率不高，未能充分
发挥现网资源能力。
（2）实施情况：为有效提升现网资源利用率，
开展了现网资源核查及灵活调度。一是低零小区整
治，及时对无业务需求副载波进行减容，减容后资源
调整到高负荷区域，累计完成小区减容3,768个，扩容
2,344个；二是基带板调整，核查现网空载板件，及

时拆除调整到需扩容区域，同时核查超配置板件进
行及时替换调整，累计完成空载板件132块拆除，超
配置板件替换221块；三是D频段搬迁，将5G安装替
换下来的D频段设备搬迁到农村高负荷区域，解决容
量问题，累计完成231个D频段小区搬迁。
（3）效果评估：通过低效小区治理及现网资源
调度，取得显著效果，全年低效小区指标由26.21%
下降到18.32%，降幅7.89%，高负荷待扩容小区比
例由1.7%下降到0.38%，降幅1.32%。如图9所示。

（3）效 果评 估：参 数部 署后一周4/5G业务量
对比如图8所示。

参 数部 署后效 果明显，学校区域内4 G总业务
量下降近3.6 TB，5G总业务量上涨2.25 TB，实现
翻倍增长，有效缓解4G网络压力，同时提升了5G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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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承载的配网通信网ICT测试平台设计研究
吕建祥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 0 01）
摘要：信息通信技术在测量和控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动通信网络平台发展的进程中，尤为关键的工作方
向便是承载配网的综合业务，需要兼顾通信和信息融合两个层面的要求，探讨形式多样的通信网络方式以及综合业务形
式，精准掌握业务需求，进而高效设计，提高通信水平。重点对配网通信网ICT测试平台的设计工作展开探讨，阐述关键内
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业务承载；配网通信网；ICT测试平台；设计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4
中图分类号：TN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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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search of ICT Test Platform for Distribu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Network Based on Service Carrying
LV Jianxiang
(Shandong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Jinan 250001,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platform, the key work direction
is to carry the comprehensive business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quiremen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fusion, explore vari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 modes and comprehensive
business forms, accurately grasp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and the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It ca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level. In this paper, it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ICT test platform for distribu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network, describes the key content, in order to play the role of casting a brick to attract jade.
Key words: service carrying; distribu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network; ICT test platform; design

0 引言

设计内容均具有可行性 [1]。

智能电网是现代化 发展形势下的全新电网形
式，“智能化”是其显著的特征，涵盖各类电压的传
力传输功能，可以延伸至包含发电、输配电在内的
各项工作中，依托于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融合信息
流和业务流，提高整体的运行水平。

1.1 设计测试功能

1 信息通信技术一体化总体架构
实际业务需 求是 通信网建设 工作以及设备配
套的关键依据，因此，需制定详细的、准确的通信
通道和业务内容。但纵观智能电网的发展趋势，通
信方式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在创建通
信网和业务平台时需充分考虑各自的独立性，加大
对业务和通信网的隔离测试力度，以保证各部分的

在 线测 试平台是 重要的测 试 工具，其能 够用
于评定业务承载能力 [2]。具体至现阶段主流的光域
控制网中，尤为关键的评定指标当属实时性和可靠
性，要求被控站和主控站协同作业，将测试数据快
速传输至在线测试平台，依托于预设的计算程序，
针对字节数和传输包数目展开分析，此外，还可统
计传输数据包数据，针对各项指标展开量化分析，
与既定标准加以对比，用于反映实时性和可靠性两
方面的实际表现 [3] 。在设计测试功能时，需用相应
的指标作出量化分析，关键指标以及计算方法有：
（1）丢包率的计算。基本 参 数为接收数据 包
数目和总数目，按特定公式计算后可求得丢包率，

作者简介：吕建祥（1966-）男，汉族，山东莱芜人，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通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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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法如下：

2 实例化设计
（1）

（2）吞吐率的计算。基本 参 数为数据 包中的
字数（此处指的是接收数据包内的字数）和业务秒
数，按特定公式展开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2）
（3）传输时延的计算。首先需确定时延值，此
方面的计算采取的是添加时间减去当时时间的方
法，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3）

2.1 软件平台设计
现阶段，配网通信网ICT测试平台普遍应用的
是SOA服务架构，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根据C/S
模型，可以采用C# 语言，在此基础上兼容M VC思
路，创建测试软件平台，其主要涵盖的是客户端和
服务器 [7]，图1是具体的模块化设计框图。
结合图1可知，业务规约模块所包含的核心内
容为物理和逻辑通信规约库，同时业务通信的应用
范围较广，功能丰富，可作为系统规约插件而使用，
以满足删减、增添、基于既有内容的修改等相关操
作要求 [8] 。根据各业务流的规约，传输解 析模块可

以作出特定的解析操作；测试指标模块的核心功能

1.2 模型设计
（1）突发性业务流。通过
开关模型的应用，可以针对关
键 突 发 业务源展 开 仿真 模 拟
分析，将输入排队调度系统设
定为离散时间系统，将固定时
间间隙设为基本时间单位 [4]。
在开关模型运行阶段，核心考
虑 指 标为 开启和关闭两 种 状
态各自所对应的时间，其均会
对业务流带来影响，具体影响
对 象体 现 在 报文时间和传 输
时间两个方面。
（2）随性业务流。不受时
间的限制，可随之通过概率值
产生信息单元，同时前后到达情况具有相对较好的独
立性，换言之，两者无显著关联[5]。Poisson分布能够

用于反映随性业务数据的产生和达到状态，借助泊松
流的可加性原理，可以在多个数据业务源的基础上作
出相加操作，此时所得的结果依然属于泊松流。

基于λ 参数的Poisson分布，可在较大程度上决定
数据报文到达概率，其达到时间间隔符合的是1/λ 参
数的负指数分布特征 [6 ] 。根据此关系，可提出其密
度的关系式，即：
f (x, λ ) ={λ e − λ x , x ≥ 0;0, x < 0

（4）

结合所给公式可知，时间间隔的分布函数为：
t

P{x ≤ t} ∫ λ e − λ x dx = 1− λ e − λ 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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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1 模块化设计框图

在于测试，以便对业务通信和传输两方面的性能作
出判断；软件模型的核心为访问数据库，业务交互
方法采用的是业务规约标准等。通过多层面的协同
运行，可满足测试方案所提出的各项要求 [9]。

2.2 执行流程设计
测试系统架构的核心内容为通信平台、主控站
等 。其中，被控站和主控站间具有密切关联，利用
业务源完成业务的同步传输操作以及对现状模型的
优化操作，同时以测试需求为导向，对测试时间、业
务类型作出合理的选择，也可适时增添辅助业务类
型。在报文统计工作中，完成对业务报文的解析操
作，相应结果可及时呈现，供工作人员分析[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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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CT一体化测试平台工程测试应用

混合组网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具有参考价值。

3.1 工程测试应用

4 结束语

在本次研究中，取用PLC和PON混合组网，在
此基础上展开工程测试工作。测试环境的主要考虑
因素包含标准时钟源、测试及被测试的设备等，服
务器位于间隔层，于站控层布置客户端，按流程依
次将测试配置工作落实到位 [12]。测试全流程中，模
拟业务设备灵敏响应，及时主动上报业务，并根据
需要适时增添背景流、叠加业务流，通过配套化的
操作，高效获取主控站侧的测试结果。

以配网通信网ICT融合要求为立足点，展开相应
测试平台的设计工作，结果表明，该测试可以满足资
源优化配置、电网安全运行、经济高效等多个层面的
要求，可以为之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以此构建完善
的信息通信一体化平台。纵观未来发展趋势，对于移
动语音、视频监控等业务的开发而言，也能够为之提
供技术层面的参考，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意义。■

3.2 ICT一体化测试平台工程测试应用分析
分析通信性能数据是核心工作，利用ICT一体
化测试平台全方位采集通信性能数据，针对各项关
键指标做针对性的分析，并将所得结果与配网通信
网建设指标加以对比，得出指标实测值与设计值的
差值，以客观的方式评定业务承载性能。
（1）时延分析。时延 所包含的 指标主要有三

项，即最小时延、平均时延、最大时延，从测试结果
来看，各自依次为0.010 ms、0.012 ms、0.197 ms，
将所得结果与设计要求中的时延展开对比分析，可
知其均满足要求（规定的是4 s，所得结果均小于该
值），表明PLC和PON混合组网通信系统在控制时
延方面具有较佳的性能。
（2）丢 包率分析。信息流的稳定性 主要 借助
丢 包 率指 标而反 映，在 整 个I C T一 体 化测 试平台
中，所产生的数据包总量共计14,248个，所产生的
丢包数目为110 个，经计算后可以确定其丢包率为
0.77%，吞吐率为979 kb/s，通过与设计要求的对比
分析可知，丢包率能够控制在许可范围内，可以满
足配网通信业务的传输要求，所提出的PLC和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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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ython的运营商风险操作分析工具
沈

昀，张岩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江苏 无锡 2140 0 0）
摘要：运营商在网络风险操作之前需要统计受影响的网络设备和用户，并通知相关人员。探讨了人工割接分析的方法
和缺陷，并从分析流程出发，通过基于PYTHON的pexpect、urllib、pandas等模块，设计并实现了一种网络设备配置收集分
析，专线用户Web接口提取的风险操作分析工具。
关键词：割接分析；Python；爬虫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5
中图分类号：TN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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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ol Based on Python for Risk Operations of Telecom Operators
SHEN Yun, ZHANG Yankai
(Wuxi Branch of China Telecom Co., Ltd.,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Telecom operators need to find out affected nodes, users and notify the users before network risk
operation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 and defects in manual mode. It aslo gives out a tool which can analysis
the configure files of network devices and private circuits through the web socket based on pexpect, urllib and
pandas modules of Python language.
Key words: risk operation; python; spider

0 引言
当数据网中的设备或者业务配 置不能满足 业
务发展需要，影响到网络的健康运行，就需要对网
络进行物理结构或者业务逻辑上的修改，也称为风
险操作。风险操作时会影响到承载业务，所以需要
提取受影响设备以及接入号，并 提前通知用户。以
2019年为例，某百万规模城域网一年风险操作总数
为849次，其中数据专业145次，光缆专业597次，动
力专业87次，其他专业20次，每天平均2–3次。

1 问题背景和工具目标
1.1 问题背景
城域网风险操作流程大致分为4步，具体如下：
（1）风险操作内容 整理：包括名称、原因、设
备和网络现状、影响范围、执行时间、割接时长、人
员安排、实施步骤、测试方案、回退方案等。

作者简介：沈

（2）风险操作审批：根据风险等级，提前7–20
天发起风险操作审批。
（3）风险操作发布：通过网站、电话、营业厅、
短信、报纸等方式提前3天发布风险操作公告，通知
政企客户。
（4）风险操作实施。
其中，风险操作分析占据了风险操作内容整理
的大部分时间，以XL局7750设备主控板升级为例，
数据专业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整理XL-7750设备的上下联拓扑结构，
其中下联方向需要包含汇聚层和接入层2个层级。
步骤2：将拓扑中的设备名称，转换为网管告警
屏蔽系统可以识别的IP地址清单。
步骤3：导出拓扑的中的专线交换机下的专线
接入号码。

昀（1984-），男，汉族，上海人，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IP通信。

张岩凯（1986-），男，汉族，无锡人，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IP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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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单台导出Web界面）。

以上涉及业务端口805个，交换机15台，OLT72
台，专 线 用户1, 357个。从设备清单 整 理，到通 过
Web界面导出专线用户整理成表格，共需花费时间
约2小时。
除分析时间长，消耗大量人力外以外，人工方
式还存在错漏隐患。一旦发生，目前检查手段不直
接，人工重查过程繁复。

1.2 功能目标
在风险操作分析4的步骤中，拓扑结构整理需
要 半小时；We b 接口导出72台OLT 对应的专线 用
户，每台需要1分钟，总共需要1小时12分钟左右。这
两个环节占据了总时长的85%左右。而在目前的城
域网设备中，接口下有规范化的描述字段，字段包
括了连接方向、对端设备名称、对端设备端口以及
光路编码。通过规划化端口描述，理论上可以推导
出网络拓扑结构。因此，风险操作分析工具关键功
能需求设定如下：
步骤1：根据目标设备以及端口描述，实现上下联
拓扑结构的自动发现，下联方向需要发现到接入层。
步骤2：设备名称和IP地址自动匹配，如果涉及
到物理交换机和虚拟交换机，需要对它们的名称进
行转换。

步骤3：OLT专线用户通过Web接口批量，免人
工干预导出。
步骤4：根据拓扑表生成风险操作影响范围屏
蔽表。

2 割接分析工具介绍
2.1 风险操作原始输入介绍
以某南方电信分公司为例，风险操作原始输入
一般有两种形式：
（1）形式1：电子表格形式。在一般的光缆割接
中，缆线维护部门通常提供一张光缆割接表。表中
包括风险操作涉及的光路编码、光路名称、对端设
备名称、对端端子、线缆名称，、缆段编码等。其中，
光路编码和实际光路一一对应，其他字段由于人工
更新不准确、不及时等关系，不能作为参考字段。
（2）形式2：设备IP形式。当设备版本升级、替
换，此时风险操作分析的起点就是某台特定设备的

DCW

IP地址。

2.2 表结构设计
（1）城 域网设备总表。端口描述 表用来存 放
城域网所有设备的名称、IP地址、端口以及端口描
述。表结构设计如下：
device_name：设备名称；device_ip：IP地址；
interface：端口编号；description：端口描述。
（2）拓扑表。拓扑表用来存放设备的上下联拓
扑信息，表结构设计如下：

f _ n o d e：父节点设备名称；f _ p o r t：父节点接
口名称；d e s c r i p t i o n：端口描 述；p e e r_ n a m e:对
端设备名称；peer_ por t：对端设备I P地址；peer_
interface：对端设备端口；f_no：光路编码；level：
设备层级。
（3）影响范围表。影响范围表 是 拓扑表的一
个子集，表结构设计如下：

device_ip：被影响设备IP地址；interface：被
影响设备端口。

2.3 城域网设备总表和拓扑表的生成
2.3.1 生成城域网设备总表

首先通过专业网管导出各型号设备清单，其次
利用py thon的pexpect模块依次采集设备名称，端
口，端口描述并保存。

2.3.2 生成拓扑表

步骤1：采集风险操作目标 设备的端口和端口
描述，存入风险操作拓扑表，层级设置为0，代表此
设备本身。
步骤2：分析端口描述，获得连接方向（上联、
下联、同级），对 端 设备名称等信息。同时 根据设
备名称判断该设备的层级（核心层、汇聚层、接入
层），上联设备层级设置依次加1，下联设备层级设
置依次减1。

城 域 网 端口描 述：“ u T: X X -X X -X X - C R - 1 .
MAN.NE5000E:(F1303281XXX)10GE1/9/0/17”，
正 则 表 示 式 ：“ r e . c o m p i l e ( r ' . * [ u p d ] T : ( . * \ .
MAN\..*):(\(.*\))(.*)')”。其中组1–3分别匹配了设备
名称，光路编码以及端口。
步骤3：以城域网业务控制层设备为例，首先保
存三个连接方向的端口描述，通过描述获得设备名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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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次查找城域网设备总表，获得设备IP地址。

步骤 4：比对每一条描述的设备层级，跳 过接
入层，继续采集汇聚层设备的端口描述，存入割接
拓扑表，返回步骤2，直至产生一张以某台风险操作
目标设备为根，与其下汇聚层，接入层设备组成的
树型拓扑表。

2.3.3 生成影响范围表

首先，根据风险操作需要，根据设备名称、层
级，挑选出影响范围内的设备；其次，根据相关规
范清洗端口编码，并和设备IP组合成可导入网管的
割接屏蔽表。

2.4 通过Web接口获取专线用户信息
2.4.1 接口程序的编写

根据需求，需要编写两个接口程序：第一个用
于导出光路编码对应的线路信息（包括光路编码，
光路两端设备IP，光路两端设备端口）；第二个用于
导出IP地址对应的专线用户信息（包括专线用户接
入号，专线所属设备IP和专线所属设备端口），涉及
urllib, requests, http, json等模块，大致步骤如下:

步骤1：根据抓包结果或者网页源代码，获得目
标url。
步骤2：获取网站cookies。

步骤3：将目标 u rl、cook ies、以及请求头封装
并提交，获取结果并保存成字符串。由于Web接口
响应存在超时几率，每轮需要新建一个临时列表，
保存非20 0返回代码的请求，并循环发送，直到临
时列表为空。
步骤4：分析结果字符串并提取可用信息，一般
为json格式。

2.4.2 专线用户信息的获取

口提取到的端口字段（光路两端设备端口，专线所
属设备端口）清洗，去除多余前置零和前置端口类
型，并将四段式端口编码转换为标准的三段式。清
洗后，关联查找得到被风险操作影响到的专线用户
信息。
（2）在涉及设备上联链路的风险操作场景下，
如果风险操作涉及某台设备的所有上联，此时设备
存在业务全阻可能，此时需导出整台设备下的专线
用户信息，解决方法如下：
步骤1：根据城域网设备总表中的设备名称，端
口描述，提取出所有设备上联方向的端口编号和光
路编码；
步骤2：根据风险操作原始表中提供的光路编

码或者设备名称+端口编号，与步骤1得到的设备上
联表进行关联查找。如果某台设备的所有上联的光
路编码，均出现在风险操作原始表中，则认为该设
备存在业务全阻可能，并导出其下所有专线用户。

2.6 效果展示
（1）风险操作拓扑表。程序会根据端口描述，
提取其中的设备名称，并尝试找到设备的IP地址，
如果没有找到，则提示“not found in total_df ”；若
描述本身不合法，则提示“des not match ”；若找到
I P，则把I P写入。“ level 1”代表为割接设备的直连
设备，“level 2”则代表为割接设备的二级设备。
（2）风险屏蔽结果列表，拨号设备列表，专线
用户信息列表效果展示。程序输出每台OLT的IP地
址以及关联专线用户的数量。并把所有专线号码全
部存入一个列表。最后将设备屏蔽，拨号用户屏蔽，
专线用户存入电子表格，该表格可直接导入告警系
统，起到告警屏蔽作用。部分结果如图1所示。

若原始输入为电子表格形式，第一步根据光路
编码，通 过接口获取编码对应的设备I P，端口；第
二步获取IP对应的专线用户信息。
若原始输入为IP形式，第一步遍历端口描述生
成下联网络拓扑表，第二步根据拓扑表中的IP获取
专线用户信息。

2.5 专线用户数据清洗和提取
（1）在涉及部分端口的分险操作场景中，专线
的提取需要精确到设备端口。此时需要对从Web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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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设计和实施
黄铭峰
（福州董凤山发射台，福建 福州 350 0 07）
摘要：介绍了基于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长乐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扩展设计和实施，从节
传系统的方案设计、台站编转码复用前端系统的实施、地面覆盖网络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总结建设和播出过程中
积累的经验。
关键词：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节传系统；AVS+；EMR；无线覆盖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6
中图分类号：TN 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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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MB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 Changle Transmitting Station
HUANG Mingfeng
(Fuzhou Dongfengshan Transmitting Station,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DTMB system extended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radio digital
coverage project of CCTV in Changle Transmitting Station. It expounds emphasized on the aspects of programme
transmitting system design, implementation of station transcoding multiplexing front e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ground coverage network.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broadcasting.
Key words: DTMB; programme transmitting system; AVS+; EMR; wireless coverage

0 引言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计划实
现12套中央电视节目的无线数字化覆盖，长乐发射
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拟增加4套省市本地数字
电视节目，实施共计16套地面数字电视节目的无线覆

图1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构架图

盖。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主要包括前端系统、传输
链路和地面覆盖网三部分。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前端系统主要由AVS+编码器、复用器、节目监测
系统和网管系统组成，对数字电视节目进行AVS+编
码复用。传输链路以卫星为主用，地面传输链路互相
备 份。地面覆盖
网络通过安装两
套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发射系统，
分别以单频网和
多频网的组网方
式，在两个标准
电视频道中播出
清流信号。单 频
网实现同一业务
采用相同的频率
在较大区域内进

作者简介：黄铭峰（1984-），男，汉族，福建长乐人，工程师，大学本科，工学学士，长期从事广播电视发射台工程实施和技术升级，主持过中央广播电视
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配套技术方案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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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覆盖；在多频网中，发射机不需要遵守同步发射规
则，对本地或者区域性业务的配置更为简易灵活。

1 系统设计
长乐 发 射台位于福 建 省长乐区高山，实 施 建
设两张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覆盖网及配套
系统。单频网使用DS- 41频道，发送CCT V-1、2、
4、10、12、13、14、15央视8套标清节目；多频网使
用DS-14频道，发送CCTV-7（已改为17）、9、11、
news（更名为CGTN）央视4套标清节目和FJTV-1、
FJTV-2、FZTV-1、FZTV-3省市本地4套标清节目。

1.1 节传系统
国家广播电视无线覆盖的主要传输手段为卫
星、光缆和数字微波，各有特点：卫星上没有地方
电视节目源，且存在日凌 影响；高山台站架设光缆
成本高，故障节点多，常有人为和自然因素的意外
发生，检修时效性偏低；微波通信的特点是视距传
输，抗灾能力强，超过视距后需要通过中继转发。
本次节传系统设计的核心为实现节目源的两路不同
路由传输：央视12套节目通过CCTV前端系统由卫
星和国干网两路 传输，本地4套节目由广电中心通
过光缆和数字微波传输。
（1）主用信源：央视12套节目以卫星传输链路
为主用，由长乐发射台的中星6A卫星天线接收，通
过同轴电 缆 将 信号源 经功分 器 分为两路 信号，经
AVS+卫星接收解码器分别输出一路央视8套节目和

一路央视4套节目。本地4套节目以广电中心微波链
路为主用，通过数字微波传输至长乐发射台，经微
波收发信机解调输出4套本地节目传到AVS+编转码
复用器。央视8套节目TS1（主）直接送往码流切换
器1；央视4套节目送往复用器与本地4套节目通过
AVS+编转码复用为TS2（主）送往码流切换器2。
（2）备用信源：央视12套节目通过国干网传输
至省节点，与本地4套节目在广电中心汇聚后，通过
光缆CATV传输至长乐发射台，经有线电视大卡机
解调输出16套电视节目传到核心交换机。央视8套
电视节目通过AVS+编转码复用器并经单频网适配

后输出一路TS1（备），送往码流切换器1，另外一路
央视4套和本地4套电视节目通过AVS+编转码复用
器后输出一路TS2（备），送往码流切换器2。

1.2 发射系统
TS1（主）与TS1（备）通过码流智能切换器1后
输出至41频道发射机，TS2（主）与TS2（备）通过
码流智能切换器2后输出至14频道发射机。由于发
射塔天线数量的限制，两台1KW数字电视 发射机
通过U H F多工器进行功率合成，采用SD -50 - 80 -3
馈线和U HF四偶极子电视发射天线进行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发射，实现单频网覆盖和多频网覆盖。系
统结构图如图2所示。

2 系统项目实施
地面数字电视广 播 采用 D T M B 标准体系，系

图2 长乐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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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视频编码采用AVS+标准，码率：2.2 M b/s/套节
目；音频编码采用DR A标准，码率：128 kb/s/套节
目。在单频网无线覆盖中，所有的发射机都以相同
的码流信号调制，并在相同的时刻以相同的频率进
行发射，以保证网络中所有调制器的工作模式保持
一致。以央视主用节目源特点，DS - 41频道单频网
应适配为卫星传输模式，采用多载波模式C=3780，
帧 头P N9 45，交织深度 7 2 0，F E C 编码 效率 0 . 8，
16QAM调制，系统净荷为19.251 Mb/s。

码卡，实施光缆央视4套和本地4套的AVS+编转码
复用，输出TS2（备）到码流切换器2。

2.1 长乐发射台前端系统

2.2 智能应急切换系统

在长乐发射台，通过中星6A接收的央视8套和
央视4套节目在CCTV前端系统已经完成了AVS+编
码复用；通过光缆和数字微波接收的数字电视节目
的视频格式为M PEG -2，音频格式为M PEG -1。为
此，TS2（主）中4套本地节目（微波链路）的AVS+
编转码+4套央视节目复用和TS1/2备路电视节目的
AVS+编转码复用，是台站前端系统实现的关键。

考虑到系统冗余量，码流切换器配有6个ASI接
口，实现输入节目源3切1分2输出。同时搭载智能应
急切换系统，实时监测主、备、辅三路传输流中的
码流故障，出现码流故障可进行码流自动/手动切
换和节目替换等；还可以支持主备两路信号监测与
切换，作为二选一切换设备使用。

卡。EMR平台为1U设备，机框及主控板自带主控网
管接口、CA接口和4个千兆接口，设备后面板具有6
个无差别功能板卡槽位，可实现个性化定制方案。
按系统功能设计，需要用到以下功能板卡：ASI五
输入输出卡，提供5个BNC接口，每个接口可以自定
义为输入或者输出接口；AVS+多路编码卡，可以对
两路标清数字视音频信号进行编码为相应标准的
TS；单频网适配卡，提供5个75 Ω BNC接口，包含
一路ASI输入和两路DTMB标准的适配输出，以及
GPS 10 MHz和GPS 1PPS信号输入。

断电直通功能作为应急保障。

新 一代的 媒体综 合处 理平台（简称 E M R）通
过插卡式结构和模块化设计，集成了IP输入输出、
编码解码、调制解调、复用、适配等多种功能，可根
据数字电视前端的各种需求灵活配 置多种功能板

数 字 电 视 发 射 机 的 输 入 端 为 异 步 串 行 接口
(ASI)。我台采用3台EMR设备来实现节目源AVS+
编转码复用和ASI输出。EMR1配备2张AVS+多路
编码卡和1张ASI五输入输出卡，实施4套本地节目
（微波）的AVS+编转码和4套央视节目复用（如图
3所示），输出TS2（主）到码流切换器2。EM R 2配
备1张ASI五输入输出卡、4张AVS+多路编码卡和
1张单频网适配卡，实施光缆央视8套AVS+编转码
复用，单频网适配后输出TS1（备）到码流切换器1。
EMR3配备1张ASI五输入输出卡，4张AVS+多路编

DCW

图3 TS2(主)电视节目复用界面

实践中，在自动切换模式下，当主用播出信号
出现异常情况时，码流智能切换系统会自动切换到
备路信号；当主用信号恢复正常时，码流智能切换
系统会自动切回主用信号。手动切换模式可视情况
固定选择播出信源链路，同时码流切换器具备主路

2.3 地面数字电视无线覆盖
41频道和14频道发射机经多工器功率整合后，
通过天馈线系统发射，建成8套央视数字节目的单
频网无线覆盖和4套央视+4套本地电视数字节目的
多频网无 线覆盖。通 过使用DT M B标准的数字电
视机顶盒（2015年后生产的国产电视机内置有支持
DTMB的模块）和外置接收天线，可搜索对应频道
免费收看总计16套标清数字电视节目。

2.4 远程监控系统
构建远程监控系统，在完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体系和实现发射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具
有重要的意义。在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的重
要节点进行数据采集和实时监测，快速获取主要信
息，科学开展数据分析，是确保播出质量和覆盖效
果不可或缺的手段。
多画面显示监测报警系统如图4所示，值班人
员能够及时清晰的知晓我台广播电视节目的信源
和播出情况，在处理问题时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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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前端机房增加专业干线放大器；二是在发射台使
用无源功分器来优化链 路减 少损 耗，有源功分器
底噪太大不推荐使用。
（4）基于IP化组网的节传系统已经非常成熟，
通过EMR设备上自带主千兆卡，即可进行灵活的功
能板卡扩展配置或输出。数字电视传输系统使用全
IP组网改造拥有很多优点和特性，可使系统架构简
洁明了，网络系统更加灵活、后期业务嵌入更加方
便，设备连线大幅减少，系统更加稳定可靠。

4 结束语
图4 多画面显示监测报警系统(多频网节目)

3 几点经验分享
在本次成套系统的建设播出中，我们有以下实
践经验分享。
（1）发射台周边电磁环境日益复杂，若卫星接
收的信号质量不佳，可使用窄带高频头或者在高频
头下方加装带通滤波器加以改善。

（2）数字微波的I P化升级改造。以往数字微
波系统已经不能满足广播电视灵活 和高质量的要
求，IP微波应用自适应编码调制技术、具有接口丰
富、高带宽利用率、可靠的端到端业务管理等多方
面特点，是一种部署周期短、成本收益高的信息传
输手段。我台8G频段IP微波改造后，提高了主用信
号源节传系统稳定性，增加了IP微波链路的电视节
目源辅路备份，同时为广电中心远程监控提供业务
支持。随着市区高层建筑的不断耸立，微波天线的
选点要谨慎长远的考虑，方向上应适当避开发展中
的城区。
（3）有线网络电视节目在乡镇 机房接入点的
信号质量不佳，作为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的信号
源前端，往往需要进行信号放大等处理：一是在广

长乐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结合了中央
和省市地面数字电视节目的特点，设计并实施了两
套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的无线覆盖，系统方案适
用于将来地方节目地面数字电视的无线覆盖建设。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具有信息传播安全可靠、覆
盖面广、频率利用率高、建设维护成本低、抗干扰能
力强、支持移动便携接收等特点，系统项目完成以
来，稳定优质播出，用户免费收看到16套中央和省
市标清数字电视节目。
随着社会和无线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线频
率资源日益紧张，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在一个模拟电

视频道（8 MHz）可以传送几套甚至十几套电视节
目，解决了地面电视节目无线覆盖的发展瓶颈，又极
大的节省了不可再生的无线频率资源，推动新一轮
电视广播、无线通信网络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促使
信息消费产业升级，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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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本 文 从风 险操作 流 程出发，分析了各环 节 耗
时，针对其中风 险操作 拓扑 整理以 及专 线 用户提
取环节，开发了基于Python的风险操作自动分析工
具。相比人工方式，将分析时长从1小时缩短到了5
分钟，同时提高了分析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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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施降低OLT设备脱网率
李

明，刘

涛，刘

喻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江苏 徐州 2210 0 0）
摘要：OLT属于网络接入层的核心设备，是用户接入的第一个环节。由于线路成本原因，绝大多数的用户只接入到一
台OLT，OLT设备的稳定性关乎用户的使用体验。OLT设备脱网率指标是衡量光接入网品质的一个客观指标，根据电信公
司提升基础维护水平和用户感知的要求，全年光接入网设备脱网率指标不大于0.5%，通过分析OLT脱网的原因，找出影响
OLT设备脱网的关键因素，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OLT；光接入网；直流供电；设备脱网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7
中图分类号：TN 9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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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Approaches for Reduction of OLT Device Network Offline Rate
LI Ming, LIU Tao, LIU Yu
(Xuzhou Branch of China Telecom Co., Ltd.,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OLT is an essential device for the network access layer and serves as the endpoint for connecting
users to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Due to line cost concerns, most users only connect to one OLT device. Good
user experiences depend on the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of OLT devices. OLT device network offline rate is an
objective metric to measure the access quality of passive optical networks. In order for telecom companies to meet
the basic maintenance standards and user perception needs, the annual device offline rate for an optical access
network must be ≤ 0.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of OLT device network detachment, identifies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the offline, and suggests target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offline rate metric.
Key words: OLT; optical access network; DC power supply; device network offline

0 引言
随着宽带网络技术的演进，用户对大带宽业务
需求的增高，以OLT（optical line ter minal，光线
路终端）为核心的接入网设备大规模部署，全民进
入高速互联网时代。与传统的承载单一宽带业务的
xDSL（x Digital Subscriber Line，各种数字用户
线路）以及小区LAN（局域网）接入网不同，OLT网
络承载全业务：语音、宽带、I PT V（交互式网络电
视）如图1所示。

据统计徐州本地网宽带用户约120万，ITV用户
约23万。本地网OLT在网设备1,374台，设备类型主
要有华为5680T、5800T，中兴C300、烽火A N5516
等。受OLT背板带宽能力限制，平均每台OLT的承
作者简介：李

刘
刘

图1 OLT承载全业务示范

载用户数需要限制在4,000户左右。
由于OLT设备集中度高，承载用户数多，所以
单台设备故障影响的范围就特别大，严重影响了用
户感知。
在2020年上半年省公司OLT脱网率通报中，徐
州本地网脱网率呈上升态势，6月竟高达5.82%（如
图2所示），远超0.5%的指标。

明（1980-），男，汉族，数据维护工程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宽带接入网，网络安全。

涛（1976-），男，汉族，高级数据维护工程师，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宽带接入网，数据通信。
喻（1987-），男，汉族，动力维护工程师，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机房电源，能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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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至BR AS间的传输。徐州本地网大多数OLT设备
的上联都下沉到了同机房的汇聚交换机下面，所以
汇聚交换机的上联光路中断会导致批量的OLT脱
网，影响业务范围巨大。
另外研究发现也有上行光路未中断，但是上行
光路光功率不达标、上行端口光模块异常，也有可
能造成设备中断。这一类可以归并到光路障碍中。
图2 本地网OLT设备脱网率

设备集中度的提升，业务集中度的提升以及用
户对使用体验要求的提升，决定了OLT设备的稳定
运行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尽最大可能地降低OLT设
备的脱网率。

1.2 电源类障碍
市电停电、机房供电系统故障、蓄电池供电能
力差等电源类故障，是导致OLT脱网的第二大主要
原因。全区机房 按照 承载业务的重要程度分为A ,
B, C, D四类，机房供电系统原理如图4所示。

1 OLT设备脱网的原因
我们对 徐州本地网上半 年的OLT设备脱网障
碍工单进行了汇总分析，据维护人员反馈障碍原因
主要集中在光路类故障、电源类故障、主动性维护
以及设备本身故障等方面。

1.1 光路类障碍
从图3光接入的拓扑结构来看，城域网核心层
的MSE（Multi-Service Edge，多业务边缘路由器）
和BR AS（Broadband Remote Access Ser ver，宽
带 接 入 服 务 器）设备用于承 载 用户业 务，相应 的
OLT的设备管理地址也配置在核心层上。从OLT至
BR AS间共有2个传输环节会影响OLT设备脱网，
分别是OLT设备至汇聚交换机间的传输、汇聚交换
图4 机房供电系统原理图

引起电源类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 市电供电质量不稳定，线路过长，导致压降
过大，电流增大，交流空开跳闸。

⊙ 5G等高耗能设备的上线，负载 加大，导致
电池放电的后备时间缩短。
⊙ 蓄电池老旧，性能下降，可靠性降低。
⊙ 维护人员发电不及时，导致电池耗尽，设备
掉电。

1.3 人为因素引起的设备脱网
图3 光接入网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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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主动性维护引起的OLT设备脱网也是不
容忽视的，主要包括 OLT设备割接、版本升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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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链 路调整扩容、批 量修改用户V L A N（Vi r t u a 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资源以及更换
设备管理地址等。

1.4 设备自身故障引起的脱网
由于设备本身故障引起的脱网较少发生，但仍
然 存在。比如OLT主控 板故障，导致OLT脱网；再
比如OLT设备当上行板卡故障时，将造成OLT设备
脱网。还有机房环境恶劣：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
过大等原因引起的OLT设备宕机等。

DCW

（2）严格确保OLT的双路直流供电，保证单路
电流小于熔丝额定电流值的二分之一。尽可能减少
机房施工（设备加电下电等操作）影响OLT的动力
系统。如果开关电源有下电功能，尽量保证OLT设
备接在直流屏二次下电端如图5所示，在OLT动力
保障出现问题，抢修期间保证OLT不掉电。

2 降低OLT脱网率
2.1 光路类故障引起的OLT脱网
（1）加强光缆维护。对于光缆使用年限过长、
接续次数过，而导致部分线路传输质量过差的光路
及时调整更换；上行链路尽量采用波分链路承载。

（2）OLT实现双上联LACP（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链路汇聚控制协议）链路保护：
确保OLT、汇聚交换机开通双上联链路。双上联链
路的定义为：物理双路由和负载分担。OLT设备、
汇聚交换机需要实现跨板多上行，MSE, BR AS需
要实现跨板多下行。通过双路由检测系统，对双上
联光路路由段进行逐段核查，尤其对不同缆但重人
井和重管道的路由段进行重新规划和调整。
对 O LT 设备实 行双 地 址管 理，采用不同的管
理VLAN，将管理地址配置到汇聚交换机上联的2
台不同的BR AS上，并且利用静态路由的方式将管
理地址和监控系统打通，一条路由中断，不影响对
OLT设备的管理。

（3）对全程光 路光衰 进行监控，利用监控 程
序对设备上联端口进行全网扫描，对光衰不达标的
进行整治，包括纤芯的调整、光模块的替换、ODF
架灰尘清理、更换法兰等。

2.2 电源类故障引起的OLT脱网
（1）做 好机 房日常的后备电源 维 护工作，定
期做放电测试，更换落后电池。蓄电池浮充电压范
围53.52 V-54 V（2.23 V-2.25 V*24）。市电停电
时，对直流电压进行监控，当低于门限值（A类机房
<51.5 V，B类机房<50.5 V，C类机房<49.5 V，D类
机房<49 V）进行障碍工单派发，及时通知维护人
员发电。

图5 直流屏低电脱扣开关

（3）同电力部门做好沟通及时获取停电信息，
按区域配备移动发电机组用于应急发电。
（4）定期开展机房发电应急演练，加强维护人
员技能培训。

2.3 人为原因引起的OLT设备脱网
对光缆中继优化，设备版本升级、设备割接等
人为操作加强管控，尽量避免OLT双上联光路的同
时 调整，设备版本升级和割接尽量安 排 在夜间非
忙时段，并及时通知用户。减少因割接操作引起的
OLT脱网，同时对维护人员加强培训，尤其是对新
型技术和设备的学习和操作，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2.4 设备问题引起的OLT脱网
由于设备故障有偶发性和不 可控性的特点，
需要关注和做好OLT和上联设备的主动性维护工
作，主动巡检发现隐患，尽量减少故障发生的可能
性。做好新增设备上线前设计方案会审、上线中的
随工、上线后的验收等环节，加强备件的配置和管
理，做到防患于未然。对机房环境进行检查，减少
机房环境对设备的影响，对偏远、动力保障不足、
双物理路由不健全且环境较 差的局点OLT设备 进
行撤并，将OLT业务割接至附近条件更好的局点。

3 结束语
根据最近的一期巡检报表系统统计，徐州本地
网OLT双上行合格率为98.97%，出局光路同路由率
3.2%，但是双电源合格率仅为80.35%，上行同板卡
达标率仅为65.47%。这些隐患还需要进一步处理。
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徐州本地网11月份OLT
（下转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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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河航天首发星在轨测试分析低轨宽带卫星通信的优势
李建成
（银河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 0 089）
摘要：LEO星座网络由许多卫星和地面设备组成。旨在为终端提供具有全球覆盖，高数据速率和灵活部署能力的系统
服务。作为目前国内估值最高的商业航天企业之一，也是我国商业航天及卫星互联网领域第一只独角兽企业，银河航天于
2020年1月16日发射了第一颗低轨宽带通信卫星，到目前为止，该星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一系列测试和验证。这些测试涵盖
卫星跟踪能力，卫星通信信道特性和呼叫处理以及相关的性能和容量。同时，基于用户波束的覆盖范围，尝试了针对恶劣气
候和地形灵活部署的一些尝试。基本上，通过现场验证场景可以看出，LEO具有广泛的服务覆盖范围和较低的延迟，并且
具有较宽的带宽和良好的适应性，因此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正成为非地面网络（NTN）的新机遇。
关键词：Ka频段；测量；信噪比；大带宽；低时延；广覆盖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8
中图分类号：TN 927+.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码：1672-7274（2021）02-0026-04

Analysis on the Advantages of LEO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Satellites Based on the
Ongoing Verifications of Galaxy Space First Satellite
LI Jiancheng
(Yinhe Hangtian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LEO constellation network is constructed with numerous satellites and ground segment equipments.
It aims to provide system service with global coverage, high data rate and flexible deployment ability for the
terminals. As a startup valued unicorn company in the commercial space industry, Galaxy Space launched the
first satellite on Jan 16th, 2020, Which supports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Till now, a series of test
and verifications have been executed for nearly one year. These test covers satellite tracking ability,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channel characteristic and call processing and associated performance and capacity. In the
meanwhile, based on the coverage of user beam, some trials for the flexible deployment against the terrible climate
and landform have been attempted. Basically it is highlighted with field verification scenarios that the LEO
demonstrate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because of broad service coverage and low latency, and also broad bandwidth,
good adaptability. It is becoming a new opportunity for Non-terrestrial networks(NTN).
Key words: Ka band; measurement; SNR;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low latency; broad coverage

0 引言
低轨卫星互联网是通过一定数量的低轨宽带
通信卫星形成组网模式，旨在覆盖全球，为部署在
地面、海洋和空域的用户终端提供宽带互联网数据
接入服务，其 具备覆盖区域大、传输速率高、传输
时延低、环境适应性好等优点。2020年4月20日，国
家发改委首次将卫星互联网和5G、工业互联网等
一起列入信息基础设施，明确了建设卫星互联网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演进上的重大战略意义。在3GPP
R A N主导的5G N R（新空口）网络标准中，非地面
网络（NTN）技术也将卫星和高空平台作为重要的
研究方向，已经有众多参与方提交并形成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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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技术报告，并积极推进相关的技术规范制定
工作。星地融合的通信时代已是渐行渐近。
银河航天作为国内民营 商业航天的独角兽 企
业，在2020年1月16日成功发射首发星，该卫星是
一颗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目前，该星已成功开展了
近一年的星地通信联试，完成了信关站信标跟踪对
比测试、卫星信道特性测试、通信业务呼叫流程以
及相关的通信性能验证等一系列测试用例，同时基
于信关站和卫星用户波束的覆盖范围，开展场景场
地适应性测试，验证了低轨宽带卫星的通信能力，
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测试方
法，为后续低轨卫星星座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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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撑。在此期间，银河航天选择了绵阳市北川
县山区（7月中旬）和唐山市曹妃甸滨海高湿度环境
（9月中旬）进行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试验，实测证
明首发 星的链 路预算指标能有 效 对 抗中雨、大雾
等水汽环境，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数据通信服务。
本文结合银河航天首发星通信系统在不同环境条
件下的测试情况，分析了低轨卫星通信在带宽、时
延、覆盖等方面的特点，并探讨了低轨卫星互联网
在未来服务应用中的优势。

1 卫星通信环境适应性
卫星互联网的独特性在于不受地面环境影响，
因而成为灾难应急、偏远区域通信等场景下的重要
选择。随着低频段频谱资源的日益拥挤，拥有更高
可用频谱带宽的Q/ V/ Ka频段成为卫星空口使用的
重要资源。然而高频段信号由于频率较高，在空间
的损耗较大，受降雨、大气中的水凝物以及大气湍
流等影响更为严重，降雨甚至可以引起高达10 d B
以上的信号衰减，导致信号中断，进而影响通信系
统的可用性等重要指标。有关雨衰的理论研究以及
相关的试验验证较为复杂，美、英、日、意等国早在
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结合本国气候特点，利用辐射
计法、雷达法、卫星信 标法 等，做了大量的实验与
理论研究，利用实验实际的测试数据和统计方法建
立了诸如Assis-Einloft Improved、ITU-R等模型系
统。为对抗雨衰带来的影响，通常的做法是在原有
链路计算的基础上，引入链路余量，随之而来的是
设备配置等级、链路自适应动态运行与无线资源调
度以及设备成本预算等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应对局
部小范围的高强度降雨而
保留过高余量的做法，显
得极为不合理、不经济。
为探索合理的系统设计方
法，银河航天的工程开发
人员在测试过程中积累气
象数据，并且选择在滨海
区域进行了降雨中及降雨
后高湿度条件下的通信测
试并取得成功。
就场地适应性而言，
地面光纤作为传输网络的
重要媒介，可以光纤到户，

DCW

图1 信关站的气象仪采集的气象信息

其优势是通信带宽大，其劣势是在偏远山区、海洋等
区域铺设受到地形地貌的限制，成本高昂。卫星终端
能够以固定、便携、车载、船载或者机载等多种站型
快速部署并提供服务，在部署成本和使用便捷性上
优势显著。银河航天在山区环境下开展的通信试验很
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图2 部署在绵阳市北川县山区的固定式低轨卫星终端

承担以上环境 适应性通信试 验任务的银河航
天首发星，是中国境内首颗通信能力达24 Gb/s的
低轨宽带通信卫星。

2 银河航天首发星试验系统
银河航天首发星系统由在轨卫星、信关站、测
控站、卫星终端和卫星运控中心组成，其中，在轨

图3 银河航天首发星试验系统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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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使用Q/V频段信号与信关站进行连接，使用Ka
频段信号与卫星终端进行连接。同时，卫星系统与
多种制式的地面网络实现对 接连 通，如5G, LT E ,
GSM, Wi-Fi等，可开展各种星地融合网络试验。整
个试验系统全景如图3所示。
在滨海环境通信测试中，信关站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卫星终端位于唐山市曹妃甸，临近渤海湾，测
试过程中用户段区域有中等强度降雨。此次测试是
国内首次利用在轨低轨宽带卫星验证高频毫米波在
雨区海洋等气候环境下的通信能力。如图4所示。
图6 信号接收强度和信噪比（降雨条件下实测数据）

（20 Ms/s），信息速率超过80 M b/s，足以支持现

行大多数的卫星互联网业务应用场景。

图4 滨海环境通信测试

3 在轨测试分析
3.1 环境适应性
图5为持 续降雨条件下，在信关站采用频谱分
析仪按秒采集信 标信号强度及信 标 锁定情况。排
除快速过顶时产生的2个失锁样本点，在中雨条件
下信标信号锁定正常，满足通信条件。

如图7、图8所示，在晴好天气条件下进行的基
于卫星链 路的5G基站回传测试中，回传链 路 数据
吞吐量达到了500 Mb/s以上。这一测试结果表明，
银河航天的低轨通信卫星在信关站和卫星覆盖范
围内实现的大带宽传输，可为LTE或者5G蜂窝网络
提供卫星链路回传，为现有的电信运营商提供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图7 卫星终端接收情况（晴好天气条件实测数据）

图5 信标信号接收和锁定指示

3.2 通信带宽
图6实测数据表明，在降雨条件下，卫星终端接
收信号信噪比（信号与噪声强度之比）依然能达到
20 dB左右，且保持稳定。参考ETSI EN 302 307-2
规范文 档中关于 解调性能仿真 结果，此信 噪比可
支持比较高阶的编码率，结合前向配置的信号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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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信关站接收情况（晴好天气条件实测数据）

3.3 通信时延
如图9所示，在银河航天首发星测试中，对通信
时延进行了统计，典型值在20 ms – 40 ms，可与地
面光纤相比拟。在长距传输的情形下，低轨卫星传
输跳数相比地面光纤网络更少，时延优势将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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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一低轨卫星通信的重要特征，对于金融交易
等对低时延有强烈需求的场景尤为重要。

DCW

银河航天基于覆盖的测试需求，以北京信关站
为中心，在唐山（210 km左右）、石家庄（300 km）
等多地开展了异地通信测试，为验证信关站服务区
域、服务时间、多区域连续服务能力以及可能的卫
星工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试验数据。图11为以信关
站为中心的覆盖区域示意图。

图9 通信时延实测结果

3.4 地域覆盖
相比于地面通信基站，低轨星座天然具备广覆
盖的特性，地面基站天线高度和低轨卫星轨道高度
及覆盖方式对比如图10所示。
图11 以信关站为中心的覆盖区域范围

4 结束语

图10 地面基站与低轨卫星覆盖对比示意图

卫星的波束覆盖范围远远大于地面蜂窝基站，
低轨卫星覆盖宽，在满足低容量密度区域的通信需
求时具有优势，地面蜂窝基站则可以用于覆盖城市
地区等容量密度需求大的区域。

受益于火箭发射技术、卫星批产、HTS高通量
卫星等产业技术进步，低轨卫星通信星座正在迎来
发展热潮。凭借广覆盖、低时延、大通量和环境 适
应性强等显著优势，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获得广阔
的发展空间。国内外正涌现出一批致力于低轨卫星
系统建设的企业，卫星互联网产业也将随着卫星制
造、测运控技术和星地通信等诸多技术突破，成为
关键的基础设施，为全球越来越多的用户提供通信
应用服务。■

（上接第25页）

设备脱网率已降至2.26%，其中，割接引起的OLT
脱网几乎占到脱网总数的一半（如图6所示），虽然
距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仍有很大的压降空间。

目前的统计还是采用单管理地址验证的方法，
如果仅仅是管理地址不通，对于OLT多条上行的情
况下，只是影响设备管理，不影响OLT设备承载的
业务。如果给每条路由都配上管
理地址，可以更精确的定位是否
影响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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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OLT设备脱网率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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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嵌入式视频流的口罩佩戴检测仪
刘紫馨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北京 10 0 024）
摘要：针对现有口罩检测系统存在的不够全面等识别问题，设计的检测仪基于嵌入式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搭载卷积神
经网络，具有良好的便携性和可拓展性，同时运用深度学习技术，识别准确度高，识别速度快。系统在对人是否佩戴口罩进
行识别时，可以第一时间将识别结果反馈出来，并弥补了现有系统存在的识别度不高的问题，具有较好的可实施性。
关键词：卷积神经网络；嵌入式；口罩识别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09
中图分类号：TP 3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码：1672-7274（2021）02-0030-03

Mask Wearing Detector Based on Embedded Video Stream
LIU Zix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cognition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mask detection system, the detector designed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embedded platform and equipped with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which has good
portability and scal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which has high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fast recognition speed. When recognizing whether a person is wearing a mask or not, the system can feed
back the recognition results at the first time, and make up for the problem of low recognition degree existing in the
existing system, which has good practicability.
Key words: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embedded; mask recognition

0 引言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为有效阻止疫情
的传播与蔓延，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大家日常出行
均须佩戴口罩。疫情初期，市民自觉佩戴口罩的意
识较弱，曾多次出现人员聚集性感染现象。随着秋
冬 季节 的来临，以及 防止境 外 病例 输入带来的影
响，在人流密度较大的公共场所，均应设有工作人
员对 行人进行体温检测以及口罩佩 戴的监督提醒
工作。由于人工检测存在人力资源浪费、效率低下
等问题，可以使用口罩佩戴识别技术，自动识别行
人的口罩佩戴情况，实现高效无接触式检测。
口罩佩 戴识别技术是由基于特 征融合和分割
监 督的目标检测以及口罩属性类别识别两大模 块
组成的。目标检测是神经网络中较为重要的一门领
域，卷积网络本身具有的权值共享的特点可以降低
时间复杂度，提高识别速度。
现阶段深度学习的主要实现方式是在GPU平
台上完成，由于GPU具有高带宽以及高效率的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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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 单元等特点，通常 被 用于 进行 卷积神经网络
的分类和训练。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着高端
GPU价格昂贵、体积巨大、位置固定且仅能在服务
器上安装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算法的应用场景；
而嵌入式平台体积较小，可拓展性强，部署方便，
可接入平台多，具有良好的硬件适应性，方便移植，
可以针对特定应用灵活设计。

1 系统整体方案
本文设 计的口罩佩 戴 检测仪可以实现 对 行人
是否佩戴口罩的实时检测，具有实时性、便携性、
可拓展性强、识别准确度高等特点。系统前端采用
深度相机进行视频流的采集，同时选择嵌入式设备
作为硬件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搭载卷积神经网络作
为基础核心算法，是基于深度学习对图像图形的处
理方式和方法。
本系统的工作流程为：由前端摄像头采集目标
对象视频流，接着由O pen CV算法对视频流进行
处 理，并将处 理 后的图片帧 输入到网络中进行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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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当返回的识别结果显示有人未佩戴口罩时，系
统将作出警报、禁止通行等反应。
在研究 过程中对目标对 象的检测和定位的相
关技术进行分析，合理选择适合于口罩佩戴识别系
统的算法框 架。针对现有开源数据集 存在的问题
进行修正补充，创建新的数据集，对数据集进行训
练，并对训练所得模型进行相关的性能评估。考虑
到GPU体积巨大、位置固定、不易移动等问题，选
择适宜的嵌入式平台对算法进行移植。
本文将研究并实现基于 嵌入式系统的口罩佩
戴识别系统，选 择 卷积神经网络 作为核心理论 算
法。对算法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构建口罩佩戴检
测数据集，在初始算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优化，并
将算法移植于嵌入式系统中来解决应用场景受限
等问题。

2 系统设计
2.1 硬件平台介绍
现阶段深度学习的主要实现方式以GPU为主，
口罩佩 戴识别系统往往应用于人流 量密度较大的
公共场所，而传统主机由于存在体积大、移动不方
便等缺点，极大地限制了算法的应用场景。而嵌入
式平台体积小、扩展性强、便于部 署，可以实现并
行计算的需要，更加满足对系统的整体要求。
在本次研究中嵌入式平台的作用是完成 处 理
视觉系统采集到的图片，并输出检测结果的任务，
其中嵌入式平台的CPU和GPU性能将极大地决定
主机的图像处理性能。考虑到口罩佩戴识别系统需
要对输入的图片或视频进行实时的检测和反馈，所
以选择在NVDIA Jetson TX2平台上实现。

N V D I A J e t s o n T X 2是 一台基于 N V I D I A
Pascal架构嵌入式设备，模型外形小巧，节能高效，
长宽87 mm×50 mm，其功耗也仅约为7.5 W，在大
多数场合下都可以实现超长的待机，适用于对带宽
和延迟要求高的应用的实时处理过程。Jetson TX2
平台在此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在处理720
p彩色图像时的每秒帧数可达30帧以上。
由于口罩佩戴识别系统主要应用于视频目标检
测，TX2额外提供的高级高清视频编码器和1.4 Gpix/s
的高级图像信号处理器，可以通过硬件加速静止图像
和视频捕获路径，更有利于对动态目标的检测。

DCW

2.2 算法选择
由于口罩佩 戴识别系统对 检测的实时性要求
较高，因此处理速度快，计算精度准是在选择合理
的算法框架时主要的评 价指标。现阶段 基于深度
学习技术的目标检测算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双阶段
目标检测算法，另一类是单阶段目标检测算法。其
中，双阶段目标检测算法在对特征进行提取的基础
上，需要有额外的网络产生候选区域来确定目标所
在的具体位置，处理时间较长，不满足对实时性检
测的要求，而单阶段目标检测算法则可以在产生候
选区域的同时进行分类和回归。所以在本此研究中
选用单阶段目标检测算法。

本系统采用的YOLO v3是一种以Da rk net-53
结构为基础的网络，通过F PN（Feat u re P y r a m id
Network）进行多尺度特征融合的端到端目标检测
方法。其中，Dark net-53结构是用来对输入图像进
行特征提取的，Darknet网络由C语言实现，没有依
赖项，容易安装，便于移植，十分 适合在嵌入式系
统中使用。
目标检测需要完成目标识别和目标定位两个任
务，为了评 价 预测的准确程度，YOLO v3的损失函
数包括置信度损失函数，中心坐标损失函数，宽高
大小损失函数和类别损失函数。

3 模型训练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训练
初始的口罩佩戴识别数据集来自于网络爬虫，
共6,120张图片。通过对人脸口罩佩戴照片的观察
发现，围巾、头纱、手等对于面部的遮挡情况和口
罩类似，图片所处环境的光照和明暗变化都容易对
预测结果产生相应的干扰，所以额外添加1,0 0 0张
图片针对遮挡和光照情况对现有的开源数据集进
行相应的补充，累计共7,120张图片。利用图片标注
工具对图片进行标注，利用矩形框将人脸标出，并

图1 标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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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类别：wea r（佩 戴口罩）、u nwea r（未佩 戴口
罩）。将数据集图片拷贝到JPEG Images目录下，将
标注好的数据集拷贝到Annotations目录下。

的易混淆图片的检测准确率有了明显提高，对于照
明环境较差，面部光线较暗的图片在召回率上也有
了明显改善。

在数据集中随机选取90%（6,408张）的图片作
为训练集，10%（712张）的图片作为测试集，生成
train.txt, val.txt, est.txt, trainval.txt共4个文件。
训练时安装并编译d a rk net源码，并加入已创建好
的数据集进行训练。训练设置如下：学习率设置为
0.0 01，动因子设置为0.9，重衰减正则系数设置为
0.0005。

在TX2平台上进行训练，检测精度与在传统主
机上的结果近似，能够满足在不损失精度的基础上
实现便携式口罩佩戴识别系统的要求。同时实验结
果证明，在TX2平台上的运行效率高于在传统主机
上的运行效率，能够实现高效率高精度的佩戴检测
结果。而对于视频内容的识别，也能够更好地进行
动态捕捉，适用于在人流量密度较大的公共场所进
行快速准确的人脸口罩佩戴识别。

3.2 识别结果
在19,000次迭代后，损失值基本保持稳定。使
用20,000次迭代后的权重文件在测试集上进行测
试。使用TP表示正确检测到是否佩戴口罩的人数，
FP表示错误检测是否佩戴口罩的人数，FN表示漏
检测行人的人数。引入准确率和召回率来对检测结
果进行 评 价，其中准确率用于 评 估预测的准确 程
度，召回率用于评估预测的全面程度。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设计一款针对口罩进行检测的系统，
前期在对现有数据集的处理和补充后，改善了系统
对于面部遮挡以及光线变化下的口罩佩 戴识别的
检测效果。在算法上对YOLOv3卷积神经网络进行
改进，在TX2平台上对修改后的数据集进行训练，
最终在检测任务上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检测效果，说
明此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同时发现当处
于复杂场景下，若同时出现多个目标且目标面积较
小时，检测的效果较差。未来将针对该场景进行下
一步的改进，提升检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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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博网络宣布完成对Apstra的收购
2021年1月29日，瞻博网络宣布完成对意图网络和自动闭环保障领域领导者Apstra的收购。此次交易的完成标志着瞻博网络在为
所有客户，包括企业、服务提供商和云提供商提供无与伦比的数据中心产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Apstra团队现在是瞻博网络数据中
心业务的一部分。Apstra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David Cheriton加入瞻博网络，任首席数据中心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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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信息以及新媒体的发 展是十分快速的，情感性的评论能极大地反映出网络用户的各自意见，对其搜
集进行情感分析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从观影者对某部电影的评论上面进行情感分析。基于Word2vec技术与
LSTM相结合对电影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实验结果表明，LSTM在情感分析上有较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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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motion Analysis of Film Reviews Based on LSTM
LIANG Yiming 1 , SHEN Ying 2 , ZHAO Yongyi 1
(1.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oftware College, Shenyang 110034, China;
2.Shenyang Art Infant Normal School,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new media is very fast. Emotional comments
can greatly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network users. Emotional analysis can obtain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Emotional analysis is applied to the audience's comments on a film. Based on word2vec algorithm and LST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vie review tex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LSTM has high accuracy in emotion
analysis.
Key words: emotion analysis; film review; LSTM

0 引言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通信工具的兴起，导致
网络用户的信息交互渠道大量增加。网络用户通过
各种方 式 来表 达自己对 热点事 件的观点，这使得
在互联网上充斥着大批的由网民所参与的，对于事
物、事件等有重大研究性的评论。但是这些观点以
及评论信息大多数都基于个人的主观意见，因此，
情感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可以提取与情
感相关的信息。伴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群
众 对自己身心的 放 松，极大多 数的人会 选 择 在闲
暇时间去观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然而，面对逐
渐扩大的电影市场以及众多但 质量参差不齐的电
影，消费者们通常难以抉择，他们对影片的期望值
越大往往失望值也越大，花钱看“烂片”的现象不在
少数。因此，在 选择电影之前，消费者们通常会关

注已经看过该影片观众的评论，这些评论主要涉及
到评论者对电影本身表达的情感信息，以及评论者
对电影中的人物态度观点等。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喜
好不同，过度的自我观点会对其他消费者造成潜移
默化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对有价值信息的获取难
度。所以快速并且有效地获取、处理这些电影的评
论是极其重要的。

1 相关工作
情感分析又称作观点发掘，隶属于数据挖掘，
因其当前的巨大数字量形式记录，文本情感分析的
研究工作发展十分迅速。情感分析属于自然语言处
理中的一个 子 领域，且 通常是 对 携 带主观性的文
本进行处理，并且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意见或者
个人态度等。对于情感分析，国外研究起源较早，

作者简介：梁一鸣（1996-），女，辽宁锦州人，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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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翼（1972-），男，汉族，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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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loff等通过构建了一些情感词典为之后的情感分
析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国内对于情感分析也做了众
多的研究，常晓龙等通过融合中文语义特点来构建
中文的情感词典；梁军等人尝试使用机器学习的方
法进行特征提取，在降低了人工成本的同时也极大
地提高了准确率。群众对于各种热点事件有着各自
的观点，对其进行情感分析可以有效解决所带来的
问题，尤其当前的互联网环境当中充斥着大量的文
本数据，对其进行情感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2 Word2vec词向量
训练词向量的模型称作为Word2vec（word to
vector）。训练词向量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词语从高维
空间映射到低维空间当中，良好的词向量可以通过
在词向量的空间里聚集语义 近似词的方式来提高
文本分类的效果。Word2vec依赖于CBOW和Skipg r a m两个模型来建立神经词嵌入，其两个模型是
根据3层的神经网络语言模 型N N M L的基 础上 提
出来的。CBOW主要是根据前后文来推测当前词，
Skip-gram模型和CBOW模型思路是相侼的，是通
过当前的文本来推测前后文，但当两者的前后文相
似的同时，目标词汇也是相似的。因Skip-gram模型
不利于大规模数据模型的训练，因此本文采用的是
CBOW模型。CBOW模型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并且转换成词序列，转换后的词序列转换成为数字
序列并且将词的编号序列中每一个词表 示成为词
向量。信息抽取则是一个标注问题，主要是从文本
数据当中使用提取算法来提取信息。

3.2 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
LST M（Long Shor t Ter m Memor y）是长短
期记忆网络，主要由三个门来控制，分别为遗忘门
（Forget Gate）、输入门（Input Gate）以及输出门
（Out put Gate）。门（Gate）是一种可选的可以让
信息通过的方式，LSTM三个门对记忆单元进行更
新以及控制细胞的状态。遗忘门可以丢弃无用的信
息，主要通过一个遗忘门层完成。遗忘门会读取前
一时刻的输入单元h t -1和当前的输入向量x t，给每个
前一时刻的细胞状态C t -1输出一个0到1之间的数，
其中，1代 表 的是 完 全 保留，而 0 代 表 的是 完 全 舍
弃。输入门在被遗忘部分之后，从当前的输入当中
添加新记忆，当前的输入向量 x t 、前一时刻的细胞
状态C t -1和前一时刻的输入单元h t -1决定了当前的细
胞状态C t 。输出门通过计算后得到一个新的细胞状
态C t，且当前的细胞状态C t 和前一时刻的输入单元
h t -1以及当前输入向量x t 决定了当前单元的输出h t 。
LSTM单元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2 LSTM单元结构示意图

图1 CBOW模型结构示意图

3 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
3.1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在分析极性之前，通过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可以
去除掉对我们判别极性没有帮助的噪声。数据预处
理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数据预处理方法可以划分
为数据清理、数据集成、数据变换以及数据规约。
数据预处 理主要将原始的文本 数据进行清洗，再
去除掉文本数据中的停用词，之后将文本进行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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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T M在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变动，GER S提
出了增加了“peephole connection”，让门也接受当
前状态的输入。LSTM单元的计算公式如下：

f t =σ (W f ∙[C t -1,h t -1,x t]+b f )
i t =σ (W i ∙[C t -1,h t -1,x t]+b i )

C t =tanh(Wc ∙[h t -1,x t]+b c )
C t =f t*C t -1+i t*C t

o t =σ (Wo ∙[C t ,h t -1,x t ]+b o )
h t =o t* tanh(C t )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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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t 为前一时刻的细胞状态；f t 为遗忘门，
用于来决定哪儿些信息要增加到LSTM的记忆细胞
状态；i t为输入门，用于来决定哪儿些信息从LSTM

的记忆细胞状态删掉；o t为输出门，用于来决定哪儿
些信息从LSTM的记忆细胞状态输出；W f 、W i 、W o
为各自的链接；b f 、b i 、b o为各自输入链接的权重。

4 实验与分析

DCW

由图3可知，模型的准确率随着迭代次数增长
而增长，在达到最高点86.94%之后开始下降。本文
使用同一个数据集，与不同的模型进行实验对比，
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实验结果对比
模型

SVM

CNN

本文模型

准确率

83.02%

83.65%

86.94%

由表3可知，LSTM模型实验效果较好。

4.1 数据集资源
本文采用了大规模的电影评论数据集IMDB，该
电影评论数据集IMDB中包含了5万条电影评论。将
5万条电影评论平等地划分为训练数据以及测试数
据，表1统计了训练数据以及测试数据的划分分布。
将其划分为“positive”和“negative”两个标准，表2展
示出了“positive”和“negative”两个标准的数据集样
例。因将中性评论去掉，所以划分的准确率为一半。

5 结束语
本文 通 过基于LST M模 型对电影评论文本实
行情感分析，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发现，LSTM模型
在对电影评论文本的情感分析中的可行 性以及有
效性，望之后可以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更为复杂的
模型对情感进行分析。■

表1 训练数据以及测试数据统计结果
种类

训练数据

测试数据

总数

参考文献

数量

25,000

25,000

50,000

[1] Bo Pang, Lillian Lee. Opinion Min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2007, 2(1-

表2 数据集样例
positive

negative

看到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在没有变形
和设计的情况下被转换成另一件艺

这部电影作为喜剧和一般电影都是失败的

术品，真是令人欣慰
如果你把僵化的历史观点排除在外，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相当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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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07):2033-2037.
[3] 梁军，柴玉梅，原慧斌，昝红英，刘铭．基于深度学习的微博情感分
析[J]．中文信息学报，2014,28(05):155-161.
[4]杨奎河，赵萌萌．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分析技术[J]．信息通信，

虽然有着原始的对话，但是这部电影很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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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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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固定站天线控制系统改造的探讨
陈

涛1，徐

平2

（1.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 0 04；2.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 0 094）
摘要：卫星固定站是指在特定站点的卫星通信地球站，通常是通过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进行卫星业务的通信。卫星固定
站大多使用的是2.4 m–7.3 m静中通天线，早期的工程施工中大部分天线未安装自动控制系统，靠手动控制驱动电机进行对
星。文章对Ku频段卫星固定站天线控制系统改造进行探讨，提出更好的改造方案。
关键词：卫星；固定站；天线；控制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11
中图分类号：TN 828.5，TN 927+.21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码：1672-7274（2021）02-0036-04

Discussion on Modification of Satellite Fixed Station Antenna Control System
CHEN Tao1 , XU Ping 2
(1.Nanjing Panda Handa Technology Co., Nanjing 210014, China;
2.Chin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Satellite fixed station refers to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earth station at a specific station, which
usually communicates satellite services through synchronous orbit communication satellites. Most of the satellite
fixed stations use static and mid-pass antennas from 2.4 m to 7.3 m. In the earl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ost
antennas were not equipped with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and were aligned by manually controlling the driving
moto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ification of Ku band satellite fixed station antenna control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a better modification scheme.
Key words: satellite; fixed station; antenna; control

0 引言
随着卫星通信高速的发展，它从一个异乎寻常
的备 选手段 发展为主流传输 技术，通 过 通信卫星
进行中继，卫星通信不受距离限制，可广泛用于传
输语音、视频和数据等通信业务，随时随地向用户
提供高质量、高可靠通信服务。
卫星固定 站是 卫星通信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站
型，它站址固定通过同步静止轨道卫星接入整个卫
星通信网络，建立与网内其他站点的通信连接。卫
星固定站静中通天线口径在2.4 m –7.3 m 之间，一
般采用环焦天线，其日常的性能直接影响卫星固定
站的通信 效 果 和传输质量。初期的大部分天线特
别是口径在2.4 m– 4.5 m之间的天线都未安装天线
自动控制系统，而是靠人工手动调整驱动电机进行
对星，严重影响了卫星固定站天线跟踪对准通信卫
星的精准度，操作相对复杂。
本文对Ku频段卫星固定站天线控制系统改造
进行探讨，提出更好的改造方案。改造后的天线控
制系统将控制与驱动电路高度集成，以DSP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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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天线位置检测和控制，通过继电器驱动交流电
机，支持本地及远程控制。改造后的卫星固定站天
线可通过天线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实时的天线跟踪，
无需人为干预。

1 原卫星固定站组成
卫 星 固定 站 的 组 成，简单来说包 括：天 线 单
元、射频设备单元、信道设备单元、终端设备单元、
监控设备单元、电源设备单元等。如图1所示。

图1 卫星固定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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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单元组成如表1所示。
表1 天线单元组成
序号

名称

数量

1

主反射面组合

1套

备注

2

副反射面组合

1套

3

馈源系统

1套

4

中心筒

1个

5

方位传动组合

1套

含方位电机

6

俯仰传动组合

1套

含俯仰电机

7

天线立柱

1个

8

立柱斜撑

2个

9

天线控制盒

1个

DCW

⊙ 立柱 斜 撑作用是对天线立柱进行支撑，由
两根撑腿组成，每根撑腿是 通过钢管与钢
板熔接而成。
⊙ 天线控制盒由本控开关、方位继电器、俯仰
继电器以及380VAC的空气开关组成。

本控

⊙ 主反射面组合是由中心筒（馈源系统安装在
内）、若干单片面板和若干辐射梁、支架组
装而成。

天线单元组成具体如图2所示。
卫星固定 站天线单元与其他设备及天线控制
系 统 的 连 接 关系 根 据图3所 示。采用三 相 五 线制
380VAC电源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方位与俯仰电机带
动相应丝杆进行天线位置的调整。

⊙ 天线副面组合由若干副面支撑杆、支架、副
面和若干调节丝杆组成。
⊙ 馈源系统包括波导、喇叭、双工器、活动法兰。
⊙ 中心筒对上 连接天线 反射面、对下连接天
线座架。
⊙ 方位传动组合主要为方位调节丝杆、方位电
机，丝杆采用钢板焊接件，安装时直接与基
座固定。
⊙ 俯 仰传动组合主要为俯 仰调节丝杆、俯 仰
电机，丝杆为钢板焊接件，安装时直接与天
线立柱固定。
⊙ 天线立柱为圆筒结构，对上 通过钢板焊接
与中心筒相连，对下立柱管身上 通 过钢 板
焊接与立柱斜撑及方位转动座相连。

图3 卫星固定站天线单元连接关系

2 卫星固定站天线控制系统改造
原卫星固定 站的天线单元能够满足在一定专
业水平的人员操作下借助专业仪器、仪表进行天线
的对星操作。操作人员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相当多不
便之处：
⊙ 无界面明确显 示当前天线状态及参数，影
响操作人员对天线的状态判断和操作。
⊙ 无自动跟踪功能，无法精确对星，需要专业
技术人员干预且借助专业仪器、仪表。
⊙ 一旦遇到换星等需要天线大范围转动时，
操作耗时耗力，且转动精度不够。
为改善以上缺点，对天线控制系统进行改造，
改造后的天线控制系统可直观显示天线状态及参
数，并可远程自动控制天线，根据反馈的信号电平
值实现实时自动跟踪且可存储多颗卫星天线位置，
实现自动换星对星。

图2 卫星固定站天线单元组成

天线单元改造组成如表2所示。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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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天线单元改造组成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方位角度显示及限位装置

1套

含旋变电压器

2

俯仰角度显示及限位装置

1套

含旋变电压器

3

天线控制与驱动设备

1台

4

信标接收机

1台

天线控制系统如图4所示，天线控制系统集成
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及信标接收机。控制电路是控
制中心，以DSP芯片及相应的软件为核心，实现天
线的位 置检测与各种 模 式的控制、故障 检测与保
护、与站内监控设备交互等功能。
旋 转变压器作为传感 器输出的信号经DSP进
行A / D转换、运算处理及校正后，得到当前天线位
置。该 位 置 参 数 除 显 示外，还 与天 线目标位 置 比
较，获得天线转向的具体参数。集成在驱动电路中
的继电器对转向的具体信号进行放大，从而控制方
位电机及俯仰电机驱动天线转动。

改造后的卫星固定 站天线单元具体连接关系
如图5所示。现场连接线如图6所示。
操作人员通 过天线控制系统较方便的控制天
线找到目标卫星。下面分具体举例说明寻找目标卫
星的天线控制方法。
（1）寻找未知信标的目标卫星，控制方法如下：

a.根据目标卫星经度，用预置卫星模式将天线
转到理论位置。

b.通过仪器观察卫星信标，在无明显信号时，
采用自动搜索模式大范围搜索卫星，收到信标信号
后停止搜索。
c.用手 控 转动 模 式控制天线使接收信号接 近
最大。
d.通过仪器查找卫星信标或其他跟踪信号，调
整好跟踪信号回路。

e.在参 数表中设置 好“跟踪 信号频率”及“信号
电平最大值”。
f.置步进跟踪状态使天线对准卫星。

g.退出跟踪状态，通过仪器观察信号，调整极
化使接收信号最佳。
h.在卫星表中存储该卫星对应的天线位置。

图4 天线控制系统

天线控制系统具有完善的限位、故障告警及自
动保护功能。限位主要分为软限位和开关限位。故
障类型有：驱动电路故障、检测位置回路故障、控
制位置回路故障、交流电源不正常等。检测到限位
或故障后，天线控制系统除显示报警外，会立刻采
取保护措施封锁有关控制功能，确保设备及被控天
线运行安全，同时上报站内监控设备，提示操作人
员方便维修。

（2）寻找已知跟踪信号的目标卫星，控制方法
如下：
a.根据目标卫星经度，用预置卫星模式将天线
转到理论位置。
b.调整好跟踪信号回路。

c.在参 数表中设置 好“跟踪 信号频率”及“信号
电平门限值”。

d .当收到的卫 星信 标 达 到预设信号电平门限
值，进入自动跟踪状态；否则，通过手控 转动或自
动 搜索模式找到卫星后，置步进 跟踪状态使天线
对准卫星。
e.退出跟踪状态，通 过仪器观察信号，调整极
化使接收信号最佳。
f.在卫星表中存储该卫星对应的天线位置。

（3）寻找已存储的目标卫星，控制方法如下：

a.根据目标卫星经度，用预置卫星模式将天线
转到目标卫星位置。
图5 改造后的卫星固定站天线单元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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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调整好馈源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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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调整好跟踪信号回路。
d.在参数表中设置好“跟踪 信号频率”及“信号
电平最大值”。
e.置步进跟踪状态使天线对准卫星。

3 结束语
卫星固定 站天线控制系统改造后天线的操作
更简便，跟踪精度更高。操作人员在室内可进行天
线的控制，调整到位后，可进入自动跟踪状态实现
自动操作。天线状态、天线信号出现异常时，界面自
动提示操作人员。卫星通信系统固定站的业务通信
保障效果在天线控制系统改造后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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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5G的人到底香吗？
根据GSMA智库的调查，2019到2020年，打算升级到5G服务的人数从30%增加到37%，而不确定升级到5G的人数则从45%下
降至36%。其中，74%已升级5G的用户表示，5G达到或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普通智能手机用户来说，在选择新手
机时，支持5G目前并非最优先考虑的选项，但体验过5G网络的用户认为5G是首要必选项的比例是普通用户的2倍。由此可见，用过5G
的人，还是觉得挺香的。
消费者们对于5G服务的极大好奇，由2019年火爆微博的何同学5G测速
视频可见一斑。至少在5G超高速下载速率这方面，普通用户大多已经深谙于
心。不过，正如不少行业人士所分析的，5G的应用场景中约20%是2C，剩余
80%是2B。除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交互、信息和通信之外，5G更大的应用还
是在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方面。
以“和合共生”为主题的2021 MWC上海大会，将是一个充分展示5G在
2C和2B领域能力的全球盛会。2021 MWC上海期间更将首次推出“5G创新地
带”展区，全面展现5G在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探索、跨界合作和投资方面最新发展与实践。在这里，所有关于5G的黑科技、酷应用、
硬趋势，都将一览无余。
作为疫情背景下国内首场重量级科技盛会，2021 MWC上海已经吸引了包括华为、爱立信、中兴通讯、新华三、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上海诺基亚贝尔、高通、浩鲸科技、思特奇、长飞、OPPO、亚信科技、京信、三星、NREAL等众多行业领先企业确认参加。毫无
疑问，经历了2020年全球尤其是中国市场的5G飞速发展后，不少公司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其最新产品服务和实践成就。
实际上，因为疫情的关系，这将是MWC上海首次将举办时间调整至2月份——先于MWC巴塞罗那举办，也就意味着许多原本的
旗舰或重磅发布，很有可能将会发生在2021年的MWC上海，十足令人期待。
你想知道的5G，都在2021 MWC上海，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下，5G是不是真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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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无线宽窄融合通信应用研究
马志伟，孙

岩

（嘉兴市公安局，浙江 嘉兴 3140 0 0）
摘要：警用无线通信由窄带向宽带化演进已是势在必行，通过宽窄带融合的方式实现警用无线通信系统的平滑演进
已成为主流共识。利用多媒体融合通信平台实现宽带系统与窄带系统的互联互通，利用双模同号、宽窄互通加密等关键
技术延续窄带用户拨号习惯，保证宽窄系统间语音传输的安全性。搭建宽窄融合通信实验局实现了宽窄融合的多类型业
务应用，为我国公安的专网通信宽带化演进提供指导借鉴作用。
关键词：宽窄融合通信；双模同号；加密技术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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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e Wireless Narrowband-broadband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MA Zhiwei, SUN Yan
(Jiax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Jiaxing 314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imperative for polic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o evolve from narrowband to broadband. I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consensus to realize the smooth evolution of polic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narrowband and broadband.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habit of narrowband users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voice transmission, we use the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narrowband and broadband networks
with the same number and end-to-end encryption. The experimental bureau of narrowband-broadband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uilt to realize the multi type service application of broadband and narrowband
convergence,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broadband evolution of public security private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arrowband-broadband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narrowband and broadband networks with
the same number; encryption technology

1 我国警用无线通信发展历程
我国的警用无线通信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
当时从捷克、苏联等国家购买了少量的便携式无线
通信装备。1988年，我国从芬兰的NOKIA公司引进
第一批模拟集群通信系统，其使用的M PT-1327信
令协议作为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
MPT-1327的大区制特性和相对较低的建网成本能
很好地满足了我国警用通信需求，该标准成为我国
警用通信的行业标准。随着通信业务的不断深入，
模拟集群系统的频谱利用率低、抗干扰能力弱、语
音容易被 监听等种 种弊 端 逐渐显现，而以数字调
制技术、数字话音编码、多址技术、抗衰落技术以
及数字语音终端和数字信令控制等数字技术为代
表的数字集群通信系统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能，完成
了无线通信由模拟到数字的华丽转身。国际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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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数字集群通信技术有Tetra、DMR、P25等，
但受到建网成本、专利门槛、安全加密等客观因素
的制约，均不能完全适合我国公安行业应用。2010
年，由公安部牵头，国内有良好技术基础的十多家
集群通信领域的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成立了“专业
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制定了符合
我国国情的警用数字集群标准（以下简称PDT）[1]。
PDT具有高效利用频谱资源和大区制组网的特点，
实现了从模拟MPT1327到数字集群的平滑过渡 [2]。
其业务功能丰富，可扩展，向后兼容，同时系统和终
端成本较低，网络建设速度较快，总体运维成本较
低。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级别端到端的安全加密技
术可支持鉴权、空口加密、端到端语音和数据加密，
能提供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密算法、完整的
安全加密子系统以及全国联网安全加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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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公共安 全 部门对系统终端 安 全 性的特 殊需
求 [3-5]。
如 今 的 警用无 线 通信已不 满足于 语 音、短消
息、卫 星 定位等窄 带业务功能，对 视 频、图像、物
联网数据、互联网数据等宽带传输业务需求日益增
多，警用无线通信由窄带向宽带化演进已是势在必
行。但完全弃用现有已建成的窄带网络、采用宽带
专网承 载 所有业务的方 式，又会将 公 安无 线 通信
专网的未来发展引向歧途。一方面，全面建设宽带
网络的高额基 础设施投入与后期运维的庞大开销
公共安全部门是否能够承担值得商榷；另一方面，
PD T 技 术更 趋成 熟，同时经 过多年部 署与实战 考
验，其安全性与可靠性更令人放心。特别是遭遇重
特大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时，PDT窄带系统保证了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语音通信，是重大安保、反恐
处突、应急救 援、抢险救灾的“最后一道屏障”。因
此，窄带专网系统与宽带专网系统长期共存发展有
其合理性与必然性，通过宽窄带融合的方式实现专
网无线通信系统的平滑演进已成为主流共识 [6 -9]。

2 宽窄融合通信系统设计
宽窄融合通信系统包含宽带P-LTE基站、窄带
PDT基站、模拟常规中转台、融合核心网设备、融
合网管、统一指挥调度中心、终端设备以及公网站
点，实现了公安宽窄带融合通信组网方案。其不仅
可以实现窄带系统与专网宽带系统的互联互通，在
宽窄带专网无法覆盖的地方，还可以通过公网进行
补充，解决专网业务连续性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消
息转发和融合的效率，组网方案如图1所示。

DCW

融合核心网通过多媒体融合通信（Multimedia
Unif ied Communication，简称MUC）平台实现宽
带系统与窄带系统的互联互 通。M UC平台是多种
复杂 技 术的集成 应 用，它可以 屏蔽底 层复杂的异
构网络组网细节，将传输管道透明化，打破窄带系
统、宽带专网系统和宽带公网系统等各类异构通信
系统间的通信壁垒，构建一个具有强大兼容性的一
体化融合通信系统 [10]。
指挥调度系统融合模拟常规、数字集群、公网
宽带和专网宽带等系统，实现不同制式系统间的互
联互通，提供远程统一调度与管理的数字调度解决
方案。指挥调度系统可以实现对PDT终端用户和多
模终端用户的统一指挥调度，包括单呼、组呼和短
信等功能。
融合网络管 理系统支 持同时 接入窄带系统和
宽 带系统，可以统一 管 理 PD T 终端 和多模 终端用
户，支持对用户开户、开组和混合编组管理，可以管
理网络内的设备，监控网内告警信息。

3 宽窄融合通信关键技术
3.1 双模同号技术
智能多模终端融合了窄带DMR /PDT、TETR A
等技术和宽带3G/LTE、Wi-Fi等技术，是一款宽窄
带结合的产品，具有专网和公网双通特性，既能与
专网对讲机 通信，也能与公网电话通信，语音业务
和数据业务能够同时进行。多模终端具有接入PDT
窄带系统和宽带公网对讲系统的双重能力，在PDT
窄带系统和宽带公网对讲系统中可以采用相同号码
接入，系统根据业务类型自动寻呼终端，不论多模
终端登记在PDT窄带系统还是宽带公网对讲系统，
终端号码始终惟一。如图2所示。

图2 双模同号技术方案

图1 宽窄融合通信系统架构图

在PDT窄带系统覆盖盲区，多模终端会侦测窄
带信号的强弱，自动切换到覆盖范围更广的公共移
动网络，保证应急 通信的畅 通。同时，多模终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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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传输功能将极大提高公共安全人员处 理应
急事件的能力。多模终端利用双模同号双通策略充
分发挥自身宽窄融合的优势，可以在窄带系统与宽
带系统之间实现语音无缝对接，双模同号双通策略
如下：
⊙ 多模终端采用一个号码，归属在窄带系统。
⊙ 多模终端的注册分为语音业务注册、多媒体
业务注册。
⊙ 多模终端处于纯窄带覆盖区（仅有窄带信
号，没有宽带信号）时，多模终端 仅向窄带
系统注册语音业务。
⊙ 多模终端处于宽窄重叠区（既有宽带信号，也
有窄带信号）时，多模终端向窄带系统注册语
音业务，并向宽带系统注册多媒体业务。

成。双模终端 通过插入加密T F卡实现对宽带音视
频媒体流的加解密，宽带系统及PDT系统对加密后
的音视频媒体流进行透传。密钥管理则通过K MS
系统根据加密策略实时更新密钥，并经过M DM系
统下发到各双模 终端的 T F卡上，从而实现 密钥创
建、更新、删除等操作。
软加密技术方案如图4所示。整个软加密系统由
密钥加载客户端、MDM服务器和加密Lib库组成。
双模终端通过加密Lib库实现对音视频媒体流的加
解密，宽带系统及窄带系统对加密后的音视频媒体
流进行透传。密钥通过加载客户端下发到M DM服
务器，MDM根据终端管理策略下发给各终端。

⊙ 多模终端处于纯宽带覆盖区（仅有宽带信
号，没有窄带信号）时，多模终端向宽 带系
统同时注册语音业务和多媒体业务。

3.2 宽窄互通加密
语音的端到端加密是指窄带终端、双模终端、
宽 带 终端 之间传 输语音 信息时，始 终以密 文形式
存 在 和传 输，信息在 被传 输到达目的 终端 之前不
进 行 解 密，在 整 个 传 输 过 程中均受 到 保 护，即发
送终端加密，接收终端解密，网络和系统均不参与
加解 密 过 程，只负 责 透 传。端 到 端 加密 一 般分为
硬加密方式和软加密方式，硬加密技术方案图3所
示。整 个硬加密系统由K M S（Ke y M a n a ge m e nt
System，密钥管理系统）、M DM（Mobile Device
Ma nagement，移动终端管理系统）、加密T F卡组

图3 硬加密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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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软加密技术方案

4 宽窄融合实验局应用
宽窄带融合实验局落地在某市交警大队，覆盖
太阳岛景区、冰雪大世界、湿地公园、市政府、万宝
大道、润恒批发市场等交警勤务量大、业务集中的区
域。另外，在某省公安厅也建立演示站点。实验局共
部署5个宽带站点和3个窄带站点，宽带站点分别是
省公安厅站点、太阳岛1号塔、太阳岛3号塔、某企业
站点和某区交警大队站点；3个窄带站点分别是交警
大队站点、某企业站点和省公安厅站点。另外部署了
网管客户端2套，调度台客户端3套，实验局核心网部
署在某企业。实验局通信覆盖情况如图5所示。
通过对实验局宽窄融合通信的深入研究，实现
了宽窄系统间的混合语音单呼、混合语音组呼等语
音集群业务，实时短数据、组播短数据等集群数据
业务，还实现了紧急呼叫、组播呼叫、动态重组等集
群补充业务，以及宽带系统侧的视频上拉、视频组
（下转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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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防护策略探讨
向立莉
（湖北省气象局机关服务中心，湖北 武汉 430 074）
摘要：如今，在社会各领域中均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它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
重要技术。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过程中，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是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避免发生信息泄露，对使
用者的信息安全形成损害，就必须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应制定和落实有效的防护措施。文章对影响计算机网络信息
安全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详细分析了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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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XIANG Lili
(Service Center of Hubei Meteorological Bureau,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in all fields of society, and it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technology to integrate into people's life and work.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computer technology,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a problem worthy of people's high attention. In order to avoid information leakage and damage
to the user's information security,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for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strategies of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detail.
Key words: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0 引言
信息化时代的进程不断推进，计算机网络技术
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创造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强化了
社会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问题。计算机
网络信息安全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可能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形成不利影响的因
素有很多，为了将不利因素所带来的计算机网络信
息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必须要加强对计算机网络信
息安全的有效防护，营造良好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
全环境，为信息化时代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保障。

1 影响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分析
1.1 黑客恶意攻击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是科学时代的产物，是推
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网络应用下可能
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造成的影响的因素较多，体
现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存在的黑客恶意攻击是

不可避免的。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时刻面临着不法
分子带来的威胁，电脑黑客恶意攻击可以分为主动
型攻击和被动型攻击两个不同的种类，黑客采取一
定的措 施与方 式对 计算 机网络系统 进行破坏，是
一种主动型攻击，破坏目标信息的有效性。而被动
型攻击则是盗取和截获系统中的目标信息，并不会
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以此达到
获取机密信息的目的。黑客利用这样的网络攻击方
式，会使得用户的隐 私信息发 生丢失、泄露，严重
威胁着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1]。

1.2 计算机病毒
计算 机病毒对网络安 全 形成的影响是不 可忽
视的，因为 计 算 机病 毒 具 有 较 强的 执 行 性、存 储
性、隐秘性，用户在使用计算机网络的过程中受到
病 毒 攻击的几率 很高，尤其是 近 几 年来我国的网
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系统、软件等逐渐向着复杂
化、多样化的方向转变，给用户带来了更便利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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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同时也使得计算 机病毒 有了平台得以传播。计
算 机病毒可以趁用户使用计算 机 执行程序时入侵
计算 机，接触数据文件，损伤计算 机 运行系统，扰
乱了计算机的正常运行，计算机程序被攻击时，就
会使 程 序出现 根 本性的变化，无法正常运行 计 算
机，通过硬盘、光盘等途径，病毒能够进行传播。复
制计算机中的文件，传送文件和执行程序的过程中
都可以传播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系统中有计算机病
毒运行时，计算机的运行效率和信息安全就会受到
严重的不利影响，计算机内的文件数据会被病毒破
坏，用户面临数据丢失、数据泄露所带来的经济损
失风险[2]。如图1为常见病毒类型。

性和完整性提供切实的支持与保障 [4]。维护计算机
网络信息的安全，通过设置防火墙能够加强对网络
之间访问问题的有效控制，避免外部网络用户的非
法访问对内部网络形成影响，将可疑的外部网络用
户阻止和控制在内部网络外，为内部网络的环境安
全提供保证，强化内部网络环境的稳定性，避免发
生非法入侵问题。除此之外，设 置 防火墙之后，还
可以利用防火墙的报警系统功能，及时发出异常警
报，用户在使用计算 机网络的过程中，一旦受到外
部网络的入侵，防火墙的报警系统就会及时向用户
发出通知，使用户提高警惕。防火墙还具有判断功
能会根据自身的判断，决定内部网络是否允许外来
访客进入，有效地隔绝了病毒的侵害，降低了内部
网络受到病毒入侵发生网络安全问题的几率 [5]。

2.3 及时安装漏洞补丁程序

图1 病毒分类

2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护策略
2.1 提升用户账号安全性
用户在使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过程中，通
常需要设置相应的账号密码，以此达到区分用户的
目的，保证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因此要加强对用
户账号的安全防护，将其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加强
对账号和密码的有效管理，设置账号和密码时，应
选择复杂一点的密码，避免账号密码过于简单，应
通 过字母、数字、符号相组合的方式，避 免使用相
似度高的账号或密码。提高对自己账号和密码的保
护意识，避免泄露给他人，也应避免借给他人使用
的情形，对密码进行定期的更换 [3]。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具有较强的先进性，但是
其中仍旧存在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有待完善，例如，计
算机网络安全会受到系统漏洞的影响而发生网络信
息安全问题，因此，为了提高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
的保护效果，应及时的进行漏洞补丁程序的安装，当
出现漏洞问题时，计算机病毒就会形成攻击作用，损
伤计算机网络系统，甚至可引起系统瘫痪，采取科
学的漏洞修复措施是阻止病毒入侵的关键环节 [6]。
及时的将漏洞补丁程序安装到计算机中，以达到修
复漏洞、保证计算机系统安全性的目的。供应商发布
补丁程序后，用户可以通过这一补丁程序的及时安装
修复系统，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真正实现
预防大于治理，为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提供切实
的保证。用户需要对检测漏洞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

2.2 安装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保证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措施中，安装杀毒
软件和防火墙是关键的举措之一，杀毒软件能够全
面的查 杀计算 机系统当中的病毒，保 护 计算 机安
全，用户将特定的杀毒 软件安装在电脑中，利用软
件检查 计算 机系统，当杀毒 软件发现有可疑的文
件、漏洞存在于计算 机系统时，就会对目标文件展
开杀毒，通过补丁修补等方式为计算机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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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结合各大网络运营商开发出的漏洞检测软件、
病毒检测软件，全面检测计算机的系统程序和相关
文件，及时发现和处理计算机内部的漏洞风险[7]。目
前常用的程序较多，如较为常见的360软件，应用下
可快速完成漏洞补丁程序修补。如图2所示。

2.4 文件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
为了强化计算机网络用户信息的安全性，可采
取数字签名技术文件加密技术，文件加密技术能够
避免用户的信息被 监听、破坏和盗取，而数字签名
技术则可以加密处理需要传输的用户数据，为数据
的传输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8]。加密技术分为两个类
别，分别是线路加密和端对端加密，线路加密保护
的是 数据 传输的过程，通 过密钥加密的方 式实现
对数据的安全防护。端对端加密是用户通过密钥设
置，可以转换成密文向接收端传输，接收端再通过
密钥，将密文最终转换成明文进行使用。这两种不
同类型的加密技术可以有 效的防护计算 机网络 信
息数据的传输不被盗取或破坏，计算机网络用户需
要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落实相应措施，保障计算
机网络信息安全 [9]。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计算

DCW

机技术是被应用最广泛的科学技术手段，包括社会
人们生产活动、生活等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信息技
术。现阶段我国对计算机网络愈发重视，更加关注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传播性、共享性特征，针对其中
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隐患问题，使计算机网络信
息安全威胁因素得以消除，落实可靠的防护防范措
施，为营造和谐、安全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环境
贡献力量，推进现代化社会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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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窄融合实验局的成功建设为我国公安的专网通
信宽带化演进提供指导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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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验局通信覆盖范围

呼等多媒体集群业务。完成了窄带集群和宽带集群
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宽窄带资源互补，综合发挥两
种通信系统优势，在广域覆盖于区域重点覆盖相结
合的需求中节约成本。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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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解决 公 安机关对 移动宽 带业务的需 求，在保 护
现有窄带网络基础建设的同时，提供宽带网络的补
充覆盖和业务升级，充分发挥宽、窄系统各自优势。

[1] 刘洪玉．PDT警用数字集群技术发展及应用[J]．信息安全与技术，
2013(7):13-17.
[2] 季亚屏．数字集群与公安应急通信网络平台[J]．警察技术，
2005(6):13-16.
[3] 王长嵩．PDT数字集群基站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D]．天津：天津大
学，2015.
[4] 蒋庆生，刘文静．PDT数字集群系统的宽带演进技术探讨[J]．数字通
信世界，2010(11):31-34.
[5] 张莹，孙鹏飞．PDT与Tetra业务能力比较[J]．无线电工程，2015,45
(6):12-15,91.
[6] 孟江生．公安PDT+LTE宽窄带融合通信系统应用思考[J]．警察技术，
2016(3):30-32.
[7] 张力航，翟恒，罗锋．公安宽窄带融合应急通信方案研究[J]．数字通
信世界，2019, (3):25,42.
[8] 张力航，管鲍．警用宽带公专融合通信的研究[J]．数字通信世界，
2019,(11):35-36.
[9] 焦立彬，刘心，于洋．警用统一通信平台研究[C]．2019年全国公共安
全通信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10] 孙红，孙鹏飞，于洋，等．融合通信平台在抗议处突中的应用[J]．移
动通信，2020,44(12):1-5.

数字通信世界

2021.02

45

D

产业
IGITCW 观察
Industry Observation

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设计与开发
王

林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 0 01）
摘要：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的设计与开发是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 展进程中的重要工作方向，作为电子通信领域的
关键载体，切实提高其设计水平和开发水平至关重要。在电子通信保护政策日趋完善的发 展背景下，加之社会各界需求
的促进作用，我国的电子通信事业也应当取得突破式的发 展。以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为主体，组织设计与开发工作对
于推动电子通信行业的发展而言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值得广大技术人员予以高度的关注。
关键词：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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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iddleware for ICT Communication Server
WANG Lin
(Shandong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Jinan 2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ICT communication server middlewar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As a key carrier 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its design level and development lev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policy,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needs, China'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ndustry should also make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Taking ICT communication server
middleware as the main body, organizing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ork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ndustry, which is worthy of high atten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echnical personnel.
Key words: ICT; communication server; middleware; design; development

0 引言
在ICT通信服务良好发展的大环境下，电子部
门的工作人 员需 要紧跟 行业 发 展 趋 势，高度 重 视
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的应用价值，探究其设计与
开发的思路及工作方法。通过合理的设计手段与开
发模式，在传统基础上打造形式更加新颖、功能更
加可靠的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发挥出其在电子
通信系统中的衔接作用。在本文中，则以ICT通信服
务器中间件为基本对象，重点从设计和开发两个角
度展开探讨，希望所提的内容可作为大家的参考。

1 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的设计
中间件是各类系统软件实现稳定对接、高效沟
通的关键“桥梁”，其中，ICT通信服务器则是较为关

键的体系，其涵盖的组件类 型丰富、数量多，能够
向外提供服务接口，以满足多元化的业务需求 [1]。中
间件则是构成ICT通信服务器的核心部分，其功能
在于解决通行服务协议标准问题，利用中间件实现
内外部的高效对接。在实际运行中，若中间件接收
到该请求，则会遵循路由原则，对该请求作出分析
以及消息适配操作，依托于解析器完成对各类适配
消息的深度处理，经转化后，通过服务组件提供特
定的服务。前述操作的实现均建立在中间件内部各
功能协同运行的基础上，较典型的有数据的缓存、
分发及转换，构成流程化的数据处理及应用模式。
从组成的角度来看，中间件有其特定的缓冲区，可
完整地缓存数据（源自于两部分，即客户端、内部组
件），由此规避数据丢失的问题 [2]。在得到数据后，

作者简介：王林（1970-），男，汉族，山东临沂人，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研究方向为通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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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件先对其作出区分，再转至特定的解析器中，
经由相应的组件传送数据至媒体服务器 [3]。数据的
格式转换是重点环节，由中间件完成，确保其能够
与外部客户端的消息格式相一致 [4]。根据前述所提
的运行机制，提出中间件的设计要点，主要有如下
几方面：
（1）中间件通常采取总线结构，内部的各组件
沿着总线排列，彰显出高内聚、低耦合的特点。在该
排列方式下，可避免模块交接的问题，各模块既可
独 立运行，又可协同作业，同时信息可以高效地传
递至固定模块组件中，延伸性更佳，也可更好地满
足维护要求。
（2）ICT通信服务器系统连接服务接口，进而
保证系统整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外部消息进入系

统内的组件后，能够以自动化的方式完成对其格式
转化操作，生成的消息真实可靠，通信系统的运行
状态较佳 [5] 。在应用TCP输入输出的设计方式后，

路由器可以更快速地完成信息优化配置工作，解析
器可以处理接收的信息，完成对其解析操作，进一
步将其向外部客户端传递，整个过程中，中间件均
是重要的参与者，能够充分发挥出其科学架构的应
用优势。

2 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的开发
开发工作主要需考虑如下几点内容：
一是Windows系统结合TCP测试工具，通过软
硬件的结合，完成对TCP通信连接状态的检测以及
对信息收发能力的判断，以所得结果为依据，组织
后续的开发工作。二是针对ICT的中间件展开功能
层面的检测，例如连接认证、呼叫管理等[6]。三是引

入U DP测试工具，利用该装置向ICT通信服务器发
送信息，从中采集反馈信息，对其展开分析。四是针
对中间件的性能展开测试，经测试后采集到如下数
据：CPU每0.01 s、每0.1 s所占用的资源量分别约为
32.8%、14.6%；中间件MEM每0.01 s、每0.1 s所占
用的资源量均为2%左右 [7-10]。随着用户发送消息总
量的增多，虽然中间件M EM资源占有率有变化的
趋势，但幅度较小，总体趋于稳定，但对于CPU的资
源占有率而言，则具有增加的变化特点。可以发现，
中间件运行阶段的稳定性表现较佳，适用于绝大部
分的通信软件系统。

3 ICT通信服务器中间件的功能实现
在中间件业务体系中，用户端的连接登录为典
型的功能，通过中间件的应用，可对外提供基本接
口，在完成组合操作后，可随之衍生出具有逻辑功
能的典型业务模块 [11] 。在该条件下，若将客户端接
入中间件，先会对其作出认证 操作，通 过后方可进
入后 续的处 理流程 [12] 。认证阶段共 涉及到多次交
互，较为主要的有：第一，首次交互。数据包仅涵盖
客户端账号信息，并未包含密码 信息，在中间件接
收到认证请求后，将对该数据包作出判断，发现其
没有密码，在此条件下，中间件将向客户端发送认证
挑战，对应一个随机数，以便进入下一阶段。第二，
二次认证。经过前述流程后，客户端接收挑战，随
之发起二次认证，此时会将前述的随机数与密码结
合，共同进行MD5加密，并将其发送至中间件，此时
可触发中间件，使其将密码与随机数组合，再将所
得的结果与加密字符串对比，若两者具有一致性，
则意味着认证成功 [13]。此外，部分电话话务分配业

务的实现也需建立在中间件的基础上。在电话话务
分配流程中，共涵盖呼叫、转移、回振等内容 [14]。在
存在外部主叫电话呼入时，将会触发话务总机，其
随即产生振铃，并且该运行状态将及时向上级系统
汇报。在完成手动摘机后，可以联接总机与总叫，在
两者间创建通话关系[15]。应用客户端会向中间件发
送盲转指令，话务总机催挂后，进行手动挂机。若存
在外部主叫电话，此时将进一步转至分机，并于该
处产生振铃，此时分两种情况考虑：若能够在40 s
内接听，则意味着分机与主机可通话；若时间超过
40 s，此时主叫将回振话务总机。对于主叫和被叫
而言，一旦有某一方挂机，则意味着通话结束。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ICT通信服务器的发展进程中，中
间件始终是重点内容，对于优质的中间件而言，其
具有优化服务器资源配置的作用，构建具有稳定性
与高效性的交流平台，从而大幅度缩短对接时间，
保证对接的质量，即便在相对复杂的环境中，也能
够维护服务器的稳定运行状态，依托于软硬件的协
同优势，可以减轻人工的工作量。此外，在实现客户
端的连接登录等功能时，也充分彰显出中间件在通
信领域的应用优势。作为业内人士，在后续需加强
设计与开发，切实提高中间件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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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感知的物联网云平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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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智能设备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且广泛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小到音影娱乐、智能家居以及穿戴设
备，大到警务应用、建筑监测、交通监管控制以及农业生产等。首先介绍了系统的核心特征，然后探究了智能感知下的物
联网云平台设计策略，最后提出了系统应用场景。
关键词：智能感知技术；物联网；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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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he1 , PAN Wei 2 , ZHANG Yun 3
(1. Jiangsu Tong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Lianyungang 222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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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re smart devic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our daily
lives, ranging from audio and video entertainment, smart homes and wearable devices to police applications,
building monitoring, and traffic supervision 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tc.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core features of the system, then explores the design strategy of the IoT cloud platform under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d finally proposes the system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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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借助于“云”以及“数据”的核心力量，
对内能够完善自身产品功能，对外能够把自身的功
能或数据A PI化，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获得发展，强
化物理世界的相互连通，推动有关应用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 [1] 。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探究了智能感知
下的物联网云平台设计策略。

1 系统特征
（1）连接“物”。支持将生态系统里面的平台和
设备进行连接，更好地实现协议适配器、远程代理
（EdgeAgents）等能力。
（2）构建“物”。消除复杂性，进一步提供了IoT
应用程序以及解决方案，建立应用程序的“物”设计
工具，快速的应用程序以及解决方案开发体 验，开
展了全面化的设备管理以及完善，实现了一体化的
作者简介：李

流程管理。

（3）分析“物 ”。借助于平台内置 的A I 机 器 学
习、流计算以及规则引擎工具等模块，对传感器与
数据的关系进行充分挖掘，开展大数据分析，使预
测建 模与计分、异常与信号检测、警报与通知、机
器学习技术实现了自动化。
（4）“物物“协同。经过平台统一化的管理以及
研究，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共同配合，共同定时、定量
地执行任务。

2 基于智能感知的物联网云平台设计策略
2.1 系统设计
在智能感知下的物联网云平台将对使用人员提
供一个综合性平台，将处理产品构建、数据展示、设

哲（1987-），男，汉族，江苏泰州人，中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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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管理、智能分析以及协议适配方面的需求问题[2]。
云平台借助于hub获取到物理世界的相关数据，利
用数据解析获得有关数据，凭借机器学习、流式计
算以及大数据等模块计算进一步获得数据，触发规
则引起，开展相应的控制、预测以及警报等策略，反
馈到使用人员。

2,2 功能模块设计
（1）用户管理。平台重点分为企业用户、普通
用户以及管理员等角色，普通用户能够对自己账户
下数据、产品以及应用、设备 进行管理；管理员能
够对普通用户以及企业用户实施管理；企业用户下
能够扩增普通用户，企业用户下能够查看普通用户
的应用、数据以及设备，还有对态势图进行查看。
（2）产品管理。普通用户能够在云端不断加入
新产品，并且选取相关协议（HTTP、MQTT等）。普
通用户能够对产品实施增删改查，然而一旦选择产
品所用的接入协议，就无法对其进行编辑 [3] 。现如

今关于产品的删除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用户选取删
除产品，产品内全部的信息将无法恢复。
（3）设备管理。这个页面进一步列出该产品下
已经建立的全部设备，针对某一个设备，提供删除、
编辑、添加触发器、管理数据流、查看详情和发送
命令功能。当开发人员需建立很多设备的时候，为
了防止手动建立过程的复杂化，平台利用“注册码”
的创建方式来接入平台批量设备。在开发设备端的
时候，开发人员仅仅需要把这个页面里面的“正式环
境注册码”进一步写到接入代码中，接入顺利后，平
台上会对这个新设备进行自动生成 [4] 。设备有关操

作说明：数据展示：能够展示以及管理这项设备下
的数据流；查看详情：能够对这项设备下的核心信
息进行查看；添加触发器：能够设置单个设备的触
发条件，也能够限定控制范围，能够选择这项产品
下所有设备，也能够选取单个设备。同时还能够采
取URL或者邮箱的方式来反馈触发后的消息。
（4）数据流模板管理。这个页面进一步列出了
该产品下设备的全部数据流模板，涵盖其符号、单
位、名称以及“删除”与“编辑”操作。用户能够建立针
对这项产品下全部设备的数据流，对“添加数据流”
按钮进行点击，就能够添加数据流。
（5）触 发器管 理。用户能够 借助于触 发器来
监控数据流，进一步实现特定条件的事件告警；按

DCW

照提前设定好所要监控的事件触发条件、数据流以
及告警信息的接受方式，如果监控的数据流数据进
一步满足设定条件，触发器就能够采取邮件的方式
向用户进一步发送告警信息。对“添加触发器”进行
点击，进入添加触发器的页面，对触发器的触发条
件、数据流名称、控制范围、接受信息方式以及名称
等进行输入，添加触发器 [5] 。用户能够对已经建立

的触发器有效开展编辑以及修改操作，每个触发器
能够关联若干个设备，关联到同一触发器的每个设
备一定要拥有相同名称的数据流。
（6）外部 接口。用户能 够经 过添加应用来查
看、比较以及分析数据流。现如今单个应用能够对
多个数据流进一步显示多个以及多种表单。用户也
能够对数据流有效开展大数据分析 [6]。平台会对生
成的智能分析与开发完的应用提供发布链接。

（7）智能分析。借助于机器学习技术深入分析
传感器数据，在若干种维度上有效创建数据模型，
开展 融 合关联 分析，对 数据的 相关 性 进行准确判
断，进一步得出数据趋势，进而对数据的应用以及
展示情况提供大量的参考维度，便于使用人员将应
用的具体用途结合起来使用数据。

（8）规则引擎。使用人员能够经过在平台上采
取配置以及拖拽等方式，对业务流程以及数据流转
方式进行配置，进而减少应用程序的维护成本，对
业务逻辑以及技术数据流转逻辑进行分离，进一步
延伸平台自身的业务能力。

2.3 系统页面与交互设计
（1）产品页。产品页面对产品数据列表、产品
统计数据与产品热点图进行展示 [7]。建立产品的时
候需要采取设备接入方式。
（2）设备展 示页。一 是 对产品的详情按 钮 进
行点击，能够进入产品页面，点击“设备管理”页面
对设备有效开展增删改查。二是设备的添加进一步
包含两类模式，“设备管理”页面上方的添加设备选
项，或是自动添加设备。
（3）数据流以 及数据点页 面。一 是将 信息流
上传到平台；二是在“设备”的“数据流展示”页面能
够发现设备下全部设备流的相关情况；三是在 “数
据流管理”页面下能够发现产品下全部的数据流情
况，点击详情能够进一步看到数据流图。
（4）应用管理。一是普通用户能够在应用管理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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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选取“新建应用”来添加应用；二是相同图表内
支持显示不同设备的最新数据点；三是支持提供数
据点的简单公式计算（平均数、方差、中位数等）和
智能预测补图功能以及异常点标注等功能；四是对
应用详情进行点击以及查看的时候，图标上方会明
确显示“发布链接”，可供外部使用。
（5）触发器管理。一是普通用户能够选取“新
建触发器“来添加触发器；二是按照需求填图，点击
确定就能够添加触发器；三是在触发器管理界面，
能够进入触发器的关联设置界面。在此界面能够把
触发器与若干个设备联系起来以及设置触发后执
行的动作，实际运行时触发条件时按照设置进行执
行（报警、调用外部接口等）。

享，产生规模效应。
（3）工业生产。经过传感器直接、快速测量产
品质量指标（如：黏度、硬度、表面光洁度、成分、颜
色及味道等），对指标间的内在变化关系进行联合
判断，实现生产手段的准确调整。

4 结束语
总 之，本文 从系统设 计、功能模 块设 计、系统
页面与交互设计等方面入手，以更好地实现物联网
云平台的设计。传统设备维护以及升级面临着各种
各样的问题，于是，设计一种基于智能感知的物联
网云平台就变成相关人员的核心任务。■

3 系统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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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5G网络建设及5G频率使用率研究
邓丽莉（通信作者），骆

骁

（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重庆 401336）
摘要：结合5G基站建设数据定量分析了重庆市5G网络建设进 展，并通过5G频率使用率测试分析了重庆市5G网络
使用现状，客观反映了当前5G网络 使用特点以及 覆盖发 展规律。同时，分析了重庆市5G发 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
性提出了发展的措施建议，对于加快重庆市5G网络发展、抢占5G产业发展制高点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5G；网络建设；使用现状；频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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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5G Frequency Utilization Rate in Chongqing
DENG Lili, LUO Xiao
(Chongqing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6,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5G base station construction data, it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progress of
Chongqing's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5G network usage in Chongqing through
5G frequency utilization test, which objectively reflects the current 5G network usage characteristics and coverage
development laws.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Chongqing's 5G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It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s 5G network and seiz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5G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use status; frequency utilization rate

0 引言
5G 是 新 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的代表，是 新 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载体 [1-2]。近年来，我国高度
重视5G发展，将5G发展提高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
层面，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快5G网络建设，推
动5G在远程医疗、公共监控、智慧教育、远程办公
等领域的应用[3- 4]。近期，我国更加强调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同时，深化5G融合应
用，加快实施“5G +工业互联网”512工程 [5] 。在国家
层面上，推动5G发展已进入实质性阶段。目前，我
国5G 试验正处于城市规模组网阶段，各大基础电
信运营商正全力开展5G网络建设与应用试点，推动
5G商用规模化开展。
重庆市作为第一批5G网络推广试点城市之一，

在5G发展政策制定、5G基站建设、5G应用推广各
方面一直走在全面前列，5G发展已步入全国第一梯
队。但是，重庆市在5G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
题，如用频干扰 协调、网络建设 进度缓慢、应用不
够深入等。2020年是5G网络规模建设的关键年份，
也是5G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
期，有必要进一 步摸清重庆市5G建设 及应用的实
际情况，理清5G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为下一步
抢占5G发展先机，推进重庆市“智造重镇”和“智慧
名城 ”建设，缓解新冠疫情 影响、培育经济增长新
引擎奠定基础。

1 重庆市5G网络建设现状
5G发展需要网络 基 础 设施的支 持，网络建设
快、覆盖范围广的地方将在“新基建”大背景下抢占
先机。自2017年11月工信部无管局公布5G系统使用

基金项目：重庆市政府咨询服务项目：频谱特征与某些经济指数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19C1248）。

作者简介：邓丽莉（1990-），女，中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现任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无线技术与管理业务部无线技术
与应用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无线电管理、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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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起，三大电信运营商积极在 重庆开展5G 试 验
网建设，2019年6月获得5G牌照后，建设规模和试
验范围不断扩大。据重庆市经济信息委无线电管理
局统计，截止2019年7月，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中
国移动三大运营商已在重庆市建设5G基站907个。
2020年是重庆市5G网络规模建设的关键之年，5G
网络建设明显提速。到2020年2月，重庆市5G基站
数量达到5,778个，相比去年增加5.37倍。截止2020
年8月，重庆市5G基站数量达21,559个，相比年初
增加2.73倍，相比去年增加22.77倍，如图1所示。可
见，重庆市5G基站建设持续推进，5G网络建设正
加快推进。

图1 重庆市5G基站建设数量

从地域 覆盖上 来 看，重庆市5G网络建设已覆
盖全市38个区县，其中，对主城九区（渝中区、大渡
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
区、渝北区、巴南区）以及其他区县核心区域已实现
深度覆盖。

2 重庆市5G频率使用率分析
2.1 频率使用率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频谱资源的规划和使用监管，掌
握重点频段无线电频率使用现状，自2016年始，工
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连续3年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各省市开展了频谱使用评估工作，对重点频段
进行了测试分析。频率使用率评价主要通过频段占
用度（Frequency band occupancy，简称FBO）、
年 时间占用度（A n n u a l t i m e o c c u p a n c y，简 称
ATO）、区域覆盖率（A rea coverage，简称AC）三
个指标的测试分析来体现 [6 -7]。

2.2 重庆市5G频率使用率测试分析
2019年底，重庆市经济信息委无线电管理局和
重庆市无线电 监测站组织开展了重庆市大数据智
能化重要频段专项监测活动，采用固定监测站和移
动监测站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市范围内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 三大 运营 商的5G 频段 进行了
专项监测。监测频段为三大运营商获批的5G频段，
包括：中国电信3400 M H z –3500 M H z、中国联通
3500 MHz–3600 MHz、中国移动2515 MHz–2675
MHz、4800 MHz– 4900 MHz。通过数据采集分析
对5G 频率使用情况进行 评 价，将重庆市分主城九
区、万州片区、涪陵片区和黔江片区四个区域，主要
分析了无线电频率使用率评 价的三大指标，即：频
段占用度（F BO）、年时间占用度（ATO）、区域覆
盖率（AC），具体如表1–表3所示。
表1 中国电信5G频段3400 MHz–3500 MHz使用情况
区域

频段占用度

年时间占用度

主城9区

99.08%

19.27%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覆盖情况

万州片区

18.92%

5.45%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涪陵片区

11.77%

4.31%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黔江片区

16.42%

3.02%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表2 中国联通5G频段3500 MHz–3600 MHz使用情况
区域

频段占用度

年时间占用度

主城9区

98.23%

19.55%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万州片区

42.99%

8.01%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涪陵片区

12.3%

5.89%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5.32%

城区核心地区覆盖

黔江片区

3.21%

覆盖情况

表3 中国移动5G频段2515 MHz–2675 MHz和4800 MHz–4900 MHz使用情况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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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占用度

覆盖情况

96.03%

76.43%

万州片区

41.49%

82.89%

城区全覆盖，全区覆盖率60%以上

涪陵片区

41.84%

58.3%

城区全覆盖，全区覆盖率60%以上

42.43%

49.88%

城区全覆盖，全区覆盖率60%以上

黔江片区

图2 重庆市5G基站区域覆盖图

频段占用度

主城9区

主城区覆盖达90%以上

中国移动5G频段4800 MHz–4900 MHz基本未被占用

Industry Observation

产业观察
由测试结果可知，在实际应用中，从频段占用的
角度来看，重庆市主城九区的5G频段占用度较高，
三大 运营 商的5G 频段占用度均在96%以上。而 万
州、涪陵和黔江片区的5G频段占用度较低，均不超
过43%，其中，中国移动在用的频段占用度约为电信
和联 通的2倍以上。总体而言，三大运营商的5G频
段占用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化差异，呈现主城区高周
边区县低的规律；从时间占用的角度来看，总体 存
在主城区年时间占用度高于周边区县的规律，并且
大多数区县的年时间占用度均不超过50%，说明重
庆市5G用户渗透率仍不够，5G用户还较少。中国移
动的年时间占用度明显高于中国电信和联通，说明
移动的5G用户远高于电信和联通；从区域覆盖的角
度来看，重庆市主城区以及各区县的城区核心地区
均实现了深度覆盖，其中，中国移动的覆盖率较电
信和联通较高。综上所述，重庆市5G频率使用总体
还不够充分，城区核心区域发展较快，呈现城区辐
射带动周边的发展态势。

3 重庆市5G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5G与卫星地球站等重点台站的干扰协调难度大
虽然工信部发布了《30 0 0 -50 0 0 M H z 频段第
五代 移 动 通 信 基 站 与卫 星 地 球 站 等无 线 电台站
干扰协调管理办法》（工信部无〔2018〕266号）、
《3000 -5000 MH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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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无〔2019〕136号）等一系列5G干扰协调相关文件，
但运营商、广电等相关责任单位对文件学习程度不
够，对我国5G发展战略认识不足，对5G干扰协调工
作重视不够，相关单位协商不主动、改造不积极，
造成当前5G干扰频繁。并且，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
南丘陵山地区，具有地势起伏大，层状地貌明显等
特点，导致5G 基站和卫星地球 站的隔离情况分析
复杂，卫星地球站的技术改造工作难度巨大。

3.2 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不够深入
由于5G微基站密集部署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
求十分突出，基站选址难问题日益明显，同时，5G
基站与卫星地球站等重点台站干扰协调难等问题，
重庆市5G基站尚未实现广域深度部署，5G网络尚
未达到广泛商用的规模。另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
重庆积极在无人驾驶、远程驾驶、智慧旅游、超高
清视频应用、医疗、安防、环保和A R / V R等诸多领
域开展了5G应用示范，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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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试点示范，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离商业化
运作还有很长距离，5G用户培育仍然 处于初级阶
段，5G在垂直行业领域的应用仍不深入。

4 重庆市5G发展措施建议
（1）建立健全5G干扰协调保障机制。认真贯彻
国家无线电办公室发布的关于5G系统与卫星地球
站干扰协调一系列相关文件精神，积极落实相关措
施，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明确受保护台站清单，建
立受保护台站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各相关单位积极
配合，构建干扰双方统一协调机制，明确具体协调
事宜，根据5G干扰协调程序进行协商和技术改造。
（2）加快 推进5G基站广域深度部署。加强统
筹指导和规划引领，有序推进5G网络 基础设施建
设。将5G网络基础设施规划纳入相关控制性详细
规划，推动存量通信杆塔资源、社会杆塔资源以及
其他公共设施资源开放共享，从政策 上保障 5G网
络部署。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以及社会资
本作用，加大5G网络建设投入，加快推动5G基站建
设从城区覆盖向郊区、农村地区发展，尽快建成覆
盖完善、质量稳定、资源节约的5G网络，为发展5G
应用提供强大的基础设施保障。
（3）加快培育5G用户推进规 模商用。鼓励支
持多元市场主体平 等进入，培育壮大5G相关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5G产业生态加快
壮大。推动5G各类应用与5G产品研发试验深度结
合，扩大试点示范效应，以试代用，进一步扩大5G
应用的宣传和影响，加深用户对5G应用的理解，吸
引更多行业参与5G应用创新 [8]。积极拓展5G业务应
用领域，加快推动5G与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远程
医疗、智慧教育等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发展，加快5G
商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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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值班岗在平台化下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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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以业务运维值班岗的诞生、成长、变革的历史脉络为主线，以中国卫通业务运行中心值班员的视角，阐述了
该岗位所经历的每一次改变，重点论述了工作平台化的优势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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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ost under Platformization
XIE Dong
(Chin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birth, growth and reform of the
operational and maintenance duty pos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ty officer of China Satcom business
operation Center, this paper expounds every change of this position. The advantages and importance of working
platform are emphasized.
Key words: platformization; transformation

0 引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科技成果倍出的时代，任何行
业只要有了科 技的加持必将带动一大批的产业革
新。而作为卫星业务的运维售后岗位已经存在了几
十年，工作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客户来电依然是交
互的惟一通道，处理业务的流程也是手递手的传统
方式，企业的减员增效与卫星业务大发展等诸多矛
盾无时无刻不在挤压着这个岗位。业务运维岗该如
何摆脱这种困境？早有言“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而
被科 技成果武装起 来的各种平台已经被众多公司
企业见证了它的有效性。业务运维岗该如何构建自
己的平台，且平台又能带来哪些改变和优势呢？

1 运维值班岗简述
运维值班岗是一个与卫星 产业共 生共 存的重
要岗位。我国的卫星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而
全国最早的卫星公司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也是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立的，运维岗也同时诞生，

作者简介：解

24小时制值班制度是该岗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后因
卫星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普及而慢慢地完善壮大
起来，值班岗在业务部门因工作需要是非常普遍的
存在，而且业务部门里九成的员工包括一些领导都
从事过这个岗位。它是所有新入职员工了解卫星行
业，积 累业务知识，丰富工作经验的重要岗位，经
过此岗位磨炼几年后再走出去，稍加培训便可胜任
多个岗位。

2 运维值班岗的发展和瓶颈
最初值班岗并不像现在这样细分，那时卫星测
控和业务监测都是在同一部门设立的岗位。由于那
时的卫星数量不多，客户数也是屈指可数的，所以
业务量和工作强度并不算大。但随着卫星行业和公
司的发展，中广卫先后与中卫公司、鑫诺公司合并，
2009年并入航天科技集团，并于2019年成功上市等
重大事件的发生，值班岗也早已在这变革发展的大
潮中改变了原有的模样。因为中星6B、中星9、中星

东，男，工程师，业务运维督导，从事过卫星测控和20年的业务运维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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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星12、中星6A、中星11等10多颗卫星的陆续加
入，业务量和客户数也成几何量级的增加，原有的
值班规划早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变革随之
而来。值班岗细分成两组，一组为卫星测控，另一组
为业务监测，也因此拆分成两个性质不同的部门。
值班人数也有原来的1–2人/班既管控星又管业务监
测，变成卫控值班3–4人/班，业务监测2–3人/班的人
员配置。
“重保”这个概念在2004年以前的工作活动中根
本无从查找，但随着某干扰类活动的频繁，2007年后
广电业务的大发展，国家重大会议、重大活动越来越

受到重视，“重保”这个词就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工
作中，部门除了日常工作外，便会全部以“重保”任务
为核心。值班岗也在这种趋势中，渐渐从365天无差
别的工作转变成可分为“轻、重、缓、急”的有等级工
作。“重保”期间，值班岗调整到加强状态，值班人员
由2人增加至3– 4人，人人承担不同的职责，确保“重
保”期间通信业务和设备及生产安全的正常运行。
近些年，由于公司提倡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业务
的不断涌现，为了适应这一环境，不断有运维岗人员
被补充到经营性岗位，值班力量由原来巅峰时的等
效13人降至现有的等效7、8人。然而值班工作量和
重保压力却逆流而上，白天各种“五花八门”的电话
和业务从全球各地涌向机房，夜里各地球站的设备
维护和切换、因时差原因的境外用户、突发的干扰、
各种告警等工作不断冲击着值班岗。就在值班人数
和业务量都已达至极限时，中国卫通孙京总经理在
部门新主任任职会上的讲话为缓解这一矛盾提出了
思路—— “在业务部门，人人都要是多面手，人人都
能值班，都会值班”。在总经理的启发下，部门迅速
作出调整，将30岁以下刚出班不久的年轻人再次以
大循环的方式轮入到值班队伍中，充实值班力量，
这样基本可以做到本职工作和值班工作两不误。

3 平台化下的运维值班岗
3.1 平台化思想的初成
与值 班 相 关 的办 公 平台可说 在 5 年 前 都还 是
个陌生的概 念。以前的值班，不管是《每日值班日
志》，还是各卫星的相关资料、巡检业务等，全部是
纸质的。随着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值班工作记录已
经堆满了几柜子，导致寻找历史记录过程费时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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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直至2015年时，原卫通业务运行中心陈文胜主
任在上任之初，就已深刻认识到纸质办公的落后与
低效，随即便在内网上建立了集办公、资料查询、部

门工作规划等功能的综合服务平台，值班员的纸质
值班日志也变成了用EXCEL方式呈现，两年后值班
记录又并入到了OA系统中。至此，办公电子化、信
息化、平台化思想认识已经渐渐形成。

3.2 平台化正式启程
在这个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方兴未艾的时代，
给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018年，中国
卫通李忠宝董事长对公司现有的工作模式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工作要平台化”，简单扼要的几个字
却为中国卫 通发展中遇到的瓶 颈和挑战提 供了新
路径。业务运行中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必然也对
原有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改革。部门栗欣主任即刻成
立了平台建设小组，鼓励、动员部门所有人员积极
参与协助平台的建设，两年后平台出具规模并开始
试运行。平台下值班模式的改变是彻底的，所有的
日常工作记录全部工单化并分类留档，为所有客户
来电建档，所有需要提交处理审查的工单全部在平
台上 发起流程，临时业务申请也是 平台自动分配+
人工审核的方式处理，所有卫星的可公示资料全部
在平台可查询等改变。

3.3 平台化的优势
平台化办公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值班员的工作方
式，可以说办公平台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纸质办
公方式，重新定义了部门的新工作模式。
通过大波束平台的建设，可以有效推动部门的
基础管理朝着“管控、变革、规范、高效、”的方向发
展。例如，通 过岗位操作的规范、工单审查处 理流
程的规范等，全面规范部门的管理流程，帮助部门
实现制度的行为落地。通过将纸质的单据电子化和
模板化，将业务督办催办网络化、不同业务数据的
关联智能化、历史数据的自动统计分析等，实现智
能化办公场景。
全面提升业务工单审批效率，帮助部门优化工
作岗位、减少人员投入，提升部门办公效率。平台化
的优点不仅如此，还有：规范 工单流程、提高工单
审查效率，杜绝拖延；任务、工单有迹可查，避免消
极怠工和推诿 扯皮；提 供 便 捷的数据 储存和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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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打破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孤岛和应用孤
岛，实现信息在各系统间的共享和调用。
平台是资源、是起跑线，决定了我们能站多高、
走多远。而对于运维值班岗来说，平台化的意义就
是在于以客户为中心，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而要
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平台做支撑。
卫 通的大波 束平台可分为前 端 和后端两个平
台：企业和客户直接使用的交互系统称为“前端平
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大数据和算法）称为“后端平
台”。前端需具备对接客户，应对业务变化的快速响
应能力；后端也可称为“数据 平台”，需具有很 好服

务前台规模化创新和响应服务、持续对接用户和企
业需求的能力。后台的功能性、计算能力、数据库
越强大，越能为前台（客服平台）提供更强大的技
术支撑，为前台值班人员减压，并缓解一线人员不
足的矛盾。而且平台化后，客户的求助不再像以前
那样事事都要联系运维值班员，在访客的权限下，
很多内容完全可以从平台数据库自助获取。

4 平台上的眺望
如 今，值 班 岗已 正 式 站 在了平台化 办 公 的起
点，完成初步的培训，正在适应平台办公带来工作
方式的转变。
我国的科技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5G和
人工智能上更是领先世界。值班由纸质办公到平台

化办公用了20余年，相信未来卫通的大波束办公平
台在不断涌现的高科技成果的加持下，必定会越来
越智能和高效，使平台化办公进入科技智能发展的
快车道。因此，可以大胆畅想未来的值班场景、入网
测试、卫星信息咨询、载波监测等很多模式化的工
作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且值班机房或许已经不
是惟一的办公地点，在家、在景区或在路上都有可
能成为临时办公地。如果未来业务监测数据库做得
足够全面且算法强大，或许可以真正做到人工全智
能的客户服务，值班员可能会彻底告别售后服务的
岗位。基于大数据平台的重要性，那时值班员的主
要工作也许就彻底转换成对平台数据库的更新、维
护和保障工作了。

5 结束语
业务监测运维值班岗，是一个与卫星产业同时诞
生、最亲近客户的岗位。它是中国卫通业务能力和精
神面貌的体现，也是公司优质服务的载体和旗帜。在
未来科技与变革大潮的冲击下，我们将会继续以平台
化发展战略为指引，与卫星通信行业各位同仁一起做
好转发器业务服务，推动本行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OA品牌九思协同．九思OA系统是如何推进企业办公管理机制实行的
[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928f9250102yn3l.html

GSMA宝石计划曝光，5G IN有大动作（一）
2019年9月24日，GSMA联合移动运营商，产业伙伴和专业投资机构联合成立了5G创新与投资平台（5G IN），并随后开展了多轮
的创投对接与创新企业拓展工作，也广泛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应用产业方阵等机构探索领先的5G行业应用，取得了很好的
反响。目前已经有100多家初创企业和60多家投资机构参与了平台发起的各类活动。
基于中国市场5G在垂直行业和消费互联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5G IN在中国联合资本和多方积极推动的创新项目，GSMA大
中华区将在2021 MWC上海期间首次推出5G创新地带，全面展现5G在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探索、跨界合作和投资方面最新发展与实
践，并首次将连接向善主题纳入展区，向世界展示中国市场精彩的5G画卷。该项目被称作GSMA大中华区的“宝石计划”
（Jewel in
the Crown）。
重磅发布5G创新地带。GSMA将在2021年2月首发的MWC上海展期间专门划拨了最高光展区-5G创新地带来支持中国市场的创
新展示并向世界发声。5G创新地带位于N5馆入口，是参加开幕式、每天主题演讲、各类会议以及进入VIP休息区和去其他展馆的必经
之处，人流量和关注度将爆棚。
“宝石计划”的使命是助力5G创新探索中的佼佼者和新势力。我们将通过5G IN为那些先行者和积极
5G创新地带的商业价值。
探索者提供更好的、更开放的平台，介绍更多商业合作伙伴，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吸引更多投资关注。面对每一家企业和伙伴，我们强
调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分明不是在做一个展，这是企业融资、对接客户、商谈合作、对外宣传的最短路径啊！
5G IN发起一年来由GSMA投资并组织各种活动，这次上海的亮相将依据上海展的商业游戏规则，尽管已有国际国内知名厂商
和一些创新企业预定了展位，但对于更多的新伙伴，难免还是要反复沟通参加这个特殊展览的意义和价值。这像极了5G发展初期的
模样，大家都觉得概念挺好，却也将信将疑，给5G泼点冷水甚至抹黑（好像只是国外）也偶有发生。但总有一群有情怀的人坚持不懈
的在这个方向上认“死理”，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困难多。今天看5G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已经从去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到如今的
欣欣向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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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军事通信网络中的应用：基于“零信任”方法
王仓红，胡才双 通信作者
（广东隆源光电有限公司，广东 中山 528415）
摘要：军事团体对Ar tif 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网络安全及遭遇威胁时的弹性作业能力的关注以应对敌方的
全新网络攻击，以AI驱动的自动武器系统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基于“零信任”方法的审查，以迎接全新挑战并开创智能武
器的新局面。应用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以期为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使用提供一定的
参考意见。
“零信任”方法；智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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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ilitary Communication Network: Based on
"Zero Trust" Method
WANG Canghong, HU Caishuang
(Guangdong Longyuan photoelectrics Co., Ltd., Zhongshan 528415,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group's foc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network security, and the
elastic operating capacity in the face of threats to respond to new cyber attacks by adversaries. Automatic weapons
systems driven by AI will face stricter scrutiny based on the "Zero Trust" method to meet new challenges and open
up new prospects for smart weapon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lastic design; "zero trust" method; smart weapons

1 军事领域大量应用智能技术
高超音 速 武 器的研发应用与网络攻击手段的
叠加，加快了战争的速度，换句话 说，速度成为战
争取胜的决定因素。这里的速度不仅仅指通过物联
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等科技手段能够
将战机类武器或军需品快速投放到军事前线，而且
还关系到突 发事 件的重大决策。远 程 遥 控 系统在
军事领域的应用，战机可以由人工智能（Ar tif 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操控，而无需人类战机驾驶
员，这摆脱了由人类驾驶员操控战机的诸多限制。
在防空领域，应用AI系统能够在敌方导弹饱和攻击
时能够更高效预警和拦截 [1]，极速发现并摧毁敌方
的导弹，从而更高效的保护军事设施和人员，进而
保护我们的城市 [2]。例如，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
（"Iron Dome " defense system）和美国的萨德系

统（Ter 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简称
THAAD）。而人类的反应速度在面对这种饱和式攻
击时将不堪一击。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简称AFRL）所应用的“忠诚
僚机”（Loyal Wingman）作战概念，即将研制和设
计的A I模块应用在无人战斗机 上以增加其自主作
战的能力，并将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有效集成来协
同作战从而提高作战效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AI
并非武器，它通过机器模拟和学习人类的智慧和行
为，通过一定的算法设计，在海量数据的处理速度
上超越人类，能给军事武器装备提供一种快速解析
图像或机密数据库处理的助力，能够提高军事决策
者的决策速度和决策精准度 [1]，从而提高军事行动
中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以保持其军事优势，同时，能
够消减军事支出和降低士兵在作战中的风险[2]。

作者简介：王仓红（1983-），男，汉族，甘肃礼县人，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价值医疗、卫生技术评估。
胡才双（1976-），男，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轻工电器、工程管理。

数字通信世界

2021.02

57

D

产业
IGITCW 观察
Industry Observation

1.1 “零信任”方法
为了保护智能武器系统的通信网络免受来自敌
方网络攻击的威胁，首先要了解网络漏洞可能出现
的地方，而网络漏洞大多都出现在网络节点，这些
风险将不停的传递，从一个节点到另外一个节点。
那么，一个可以保持网络各节点安全的协调方式就
显得尤为重要 [3] 。技术的发展是一把 双刃剑，敌军
和其他犯罪分 子也在利用这种发展优势从事 破坏
活动，因此，灵活变通的协调防御方式就显得尤为
重要。在智能武 器和5 G网络的生 态中，所有的军
用智能武器参与方包括器件制造商、网络供应商、
系统集成商和终端用户，应该在其允许被接入、组
装和测试之前，优先识别、测试和查证各器件的健
康状况，这可以通过“零信任”（“Zero Tr ust”，简称
ZT）方法来实现 [3][4] 。对所有应用在智能武器上的
硬件、软件和感应系统，从端到端 进行可靠的、可
检验的和基于证据的安全查证，这有助于减少智能
武器生态系统的风险，尤其对其感应系统及网络通
信系统，在接入到设备前，需要对其安全级别进行
估算，估算合格后才能将其接入资源。

1.2 通用加密技术
为了保 护A I的 指令系统所发出的 指令数据泄
露或被截获或损坏，指令系统应该用强大的加密方
法来保护信号发出端与接收端之间的通信，这种加
密方法不能太死板，应该随着技术标准的进化而改
进，有效增强其加密系统。集中式密钥的管理应该
被采纳 [5]，这种密钥有助于减少“中间人”的攻击（即
通信双方建立的联系被攻击者干预，而通信双方毫
无知觉）。为了防止军事网络通信数据在传输过程
中的数据完整性被敌方黑客破坏，在军事网络通信
中应用数字签名技术，并结合主流的加密技术，形
成新一代军事通信网络生态，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基
础上保证通信数据安全，这也需要在每个加密节点
进行安全和效率验证，“ZT”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在军
事通信加密系统，降低在数字化时代数据传输的安
全风险。

1.3 AI安全编排
A I 和机器学习将在智能武器系统方面发挥重
要 作用，它们能够极速识别时刻变化的风险，并通
过设定好的程序消除或降低这种风险。因为他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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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供杰出的响应速度，精准的洞见和超越人类的
智慧决策，以管理海量数据和超密集的信息传输，
超低 延 迟响应 速度 来实现安 全策 略。机 器 学习和
AI在指令系统的安全构架中发挥着安全编排的作用
（主要包括流量分析、深度数据检测、威胁识别和
感染隔离）[6] 。A I将在自动武器系统中发挥重要作
用，因为机器学习和AI为武器系统组织提供了强大
的新型工具以保护武器系统自动处理来自敌方的恶
意攻击，也能够为军事组织系统提供日益复杂的抵
御工具。例如，首先利用A I对数据进行分类，将分
类后的数据接着进行初步分析，在自动初步分析的
基础上再结合人工分析，然后再将人工分析的结果
数据反馈给AI来改善对未来的预测，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为最关键的自动武器系统提供最佳的防御策
略。这样即创新了一个可靠的防御基础，将速度的
广阔前景发挥到极致。当然，我们还需要应用“ZT”
方法，对AI的作业流程进行必要的验证，对其作业
的每个节点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和查证，保证在安全
的情况下提高效率。

2 弹性设计
弹性设计将AI自动武器系统在预防、或者安全
度过极度破坏力的网络通信系统攻击时，能够在攻
击后自动恢复安全的网络通信的速度。通过不断改
进军事策略，大力提高在军事行动中决策者对数据
资产的可见性，不断完善在预测风险方面的容忍度
持续增强弹性，使网络通信系统在能够自觉适应正
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变化 [7]。为了确保通信数据
安全，我们必须使用新技术提升自己的弹性能力，
当然，对于核心资产性能的监控将依靠专业团队执
行，同时还需要监控对IT的依赖性，因为网络中断
所导致的问题不能忽视，并且要吸取网络中断所获
得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能够持续的重新设计其军事
策略。对于先进的通信网络威胁，我们要对其拥有
捕获能力，这些捕获能力的实现可以通过流程编排
和自动化路径来实现。基于此，军事组织应该从传
统的灾难恢复转向作业持续模式，最终转向弹性设
计。弹性设计可以保护军事通信网络组织和运营系
统在遭受黑客攻击后迅速恢复。

2.1 改进数据可见性
高弹性军事组织一直在 追 踪其数据资产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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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分析这些资产和流程如何影响军事行动的核
心作业。这就需要军方在业务合作方面，尤其是在
与一系列的非军方供应商的合作中，在弹性方面落
后的军事组织要加快追赶步伐，构建组织自动化模
式并实时监控其资产清单去映射过程，提高其网络
的持续性和精准方面的可见性，进而解决自动化武
器系统在运营中的漏洞[8]。

2.2 测试容忍度
我们应该着眼大局，评 估风险等级并了解自己
在处理风险时候的容忍度。如果关键作业在遭受黑
客攻击而中断时，我们要利用冲击的容忍度，评估攻
击造成的最大影响以便保护自己。当然，在面临黑
客攻击时，甚至关键作业也会陷入危险境地。这就
需要我们通过识别关键作业，运用指标定义其在应
对风险时候的容忍度，进而通过测试关键作业的容
忍度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相关作业以应对持续变化
的威胁。针对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对AI系统编程或改
编，这将反应了A I系统行为的不确定性，也超出军
方的容忍范畴。所以，在可靠性方面，AI应用于军方
的实现会更加困难。同样，可解释性也是A I系统应
用于军事当中的一大挑战。特别是对于军事组织系
统，可靠性与使人相信的可解释性同等重要。例如，
AI系统以它独特的方式可以躲避敌方雷达，但是不
能解释为什么会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人类自
然不会相信它。战争是高度竞争性行为，不论和平
还是战时，情报机构无不试图入侵并摧毁潜在的敌
方行动。至于军方何时会启用A I系统？答案是除了
完成某一特定任务，军方对以AI为基础的系统缺乏
信任。在技术开发阶段，测试揭示潜在的安全，但是
在特定条件下，有些安全风险是可以接受的，这就
需要权衡。例如，在某一特定冲突时，如果军方认为
有更大的失败风险时，就自然会接受AI优势系统；
然而，如果冲突风险较低时，或者更大概率的能够
在低技术风险下获得胜利，这样AI系统就会被延迟
部署，直到军方认为AI系统比现有系统更可靠。每
当新技术诞生，人们都会担心其可靠性，但是AI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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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经来临并将会重塑全球军事。

2.3 完善网络安全和实施
持续改进我们的作业路径，通过改进数据资产
使其更加可见和测试容忍度，持续增强我们的组织
弹性，同时，技术在持续的变化，我们要适应这种变
化。毫无疑问的是，任何系统都有其潜在的漏洞，
这并非AI系统独有，AI智能引擎有可能会遭到入侵
或破坏，这并非AI本身导致，网络安全也发挥这种
作用，这也是我们采取的基于“零信任”弹性设计的
原因，目的是将网络安全置于AI系统的核心地位。

3 结束语
AI在应用于军事领域时，需要关注构建AI系统
安 全的基 础，零信任构架将 推动A I网络通信系统
安全措施时采用；弹性设计将AI自动武器系统在预
防、或者安全度过极度破坏力的网络运行系统攻击
时能够在攻击后迅速恢复；完善和实施能以极速的
行动力解决 来自对系统攻击的潜在和正在 发 生的
威胁。这三点将构建了AI自动武器通信网络系统可
靠的战略基础，确保军方能够部署较为可靠的AI自
动武器系统，体验这一强大技术的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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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推出5G RAN切片解决方案，助推5G业务增长
爱立信推出了面向无线接入网（RAN）的5G网络切片解决方案，助力电信运营商提供具有优质性能保障的定制化5G服务。爱立信
5G RAN切片解决方案现已全面上市，它可以在1 ms的时间间隔内在不同的网络切片间分配无线资源，并支持多维服务差异化处理。全
新解决方案可增强基于动态资源管理和编排的端到端网络切片能力，以确保通过多元化用例为最终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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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助力大数据 大数据促进融媒体发展
殷唯杰
（邯郸广播电视台，河北 邯郸 0560 04）
摘要：当下社会已进 入大数据时代，无论从生活、学习到工作都离不开大数据的应用，它正带领人类进 入到一个崭
新的纪元。计算机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大数据集成分析的先进性并决定了大数据的发 展速度及方向，从硬件来说，计算
机是大数据的载体，网络是传输通道和空间，它们的先进性和成长能力决定了大数据的发 展空间；从软件来说，大数据
最终要 依赖算法技术的发 展来决定它的“智慧”水平，并依靠具体应用来体现自身价值。传统媒体的走向是媒体融合，
在融媒体中计算机技术方便了数据的采集和识别，曾经的电视收视率概念有可能会进入“博物馆”，模糊的时代已经过
去，融媒体中的每件产品的收看和阅读量都会有一个精准度数字，大数据会收集每个阅读量数字背后的关系，为融媒体
产品的生产提供信息支持。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大数据；助力；融媒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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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Technology Helps Big Data, Big Data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Media
YIN Weijie
(Handan broadcasting and TV station, Handan 056004,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s inseparable
from life, study and work. It is leading mankind into a new era. Computer technology is a symbol of social
digitalization. The progres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advancement of big data 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speed and direction of big data. From the hardware point of view, computers are the
carrier of big data, and networks are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spaces. Their advancement and growth ability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big data; As far as software is concerned, big data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to determine its "intelligence" level, and depends on specific applications to
reflect its own value. The trend of traditional media is media convergence, in which computer technology facilitates
data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former concept of TV ratings may enter the "museum". The vague era has
passed, and the watching and reading volume of each product in the media will have an accurate number. Big data
will collect the relationship behind each reading volume number, providing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dia products.
Key words: computer technology; big data; empowering; media development

如今，计算 机 技术迅猛 发展，在大数据应用日
新月异，社会对 于 计 算 机 技 术 革新的要求与日俱
增。因此，计算机行业应与时俱进地拓展对技术的
研发，保证其在大数据发展中做好保障性的基石作
用，它的厚度决定了大数据发展的高度和广度。

1 大数据理论与计算机科学技术
（1）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如今
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一项项新技术正在改变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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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它的进度并不遵循生物的出生、成长、衰退
规律，我们也无法预知未来数年后计算机科技会达
到何等境地。但在当下，人工智能、网络通信、大数
据等正在实实在在地对社会产生着影响。
（2）大数据理论。大数据技术的先进性在于它
可以在传统数据处 理技术上完成数据的整合和后
期优化分析工作，通过大数据处理可以使得各项数
据得到较高配 置 [1] 。它是 数据应用的拓展，是对数
据价值的最大化挖掘。对数据的分析能力决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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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应用空间，大数据改变了传统数据的使用方
式，使之前更多“无用”的数据信息价值得以体现。大
数据的特性之一是体量在10 TB~1 PB之间，第二特
性就是它一定以特定信息作为载体，特定信息载体
将大数据提供给特定用户。在传统媒体发展到融媒
体时代，大数据的信息载体就是一条条新闻，一段
段视频，一部部影视剧，它的每一次上传，每一次点
击，每一次播放都会被大数据精准记录下来。
（3）计算机技术对大数据的作用。可以说计算
机技术决定了大数据的发展速度及发展方向，从硬
件来说，计算机是大数据的物理载体，网络是数据

传输通道和空间，它们的发展水平和成长能力决定
了后者的智力水平；从软件来说，大数据最终要 依
赖算法技术的发展来决定它的“智慧”程度，要依靠
具体应用来体现自身价值。大数据每得出的一个结
论都是计算机技术的直观体现，是计算机技术的进
步带动了大数据科学的前进。其需要处理的数据信
息不止停留在传统的文字和图片，还会包括声音、
图像等 数据，要求计 算 机 具备大体量 数据吞吐能
力。大数据的发展速度反过来促进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速率，不再墨守“摩尔定律”成规。

2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数据的
影响

2.1 计算机科学技术如何面对大数据的发展
大数据正逐渐渗透到生产与生活的各个角落，
它对社会行为决策的养成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政
府机关、企业或个人在作出分析时，都受到大数据
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是绑架，而是一种科技进步
的体现，人类已经再也不会回到模糊判断的时代。
计算机技术对人类的改变有目共睹，现在人们已经
清楚地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性，并且在可见的未来
能预见到它强大的作用。我国伴随着巨大需求的是
巨大投入，在技术上除了自身研发外还需要引进国
外先进科 技，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才能直面大数
据需求的增长。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资源
分配 方 式，如果是 站在信息 获取的角度 上 进行分
析，信息获取属于信息处理流程中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在获取到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数据存
储与传输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2]。以前电视媒体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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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节目做质量评判时，靠的是收视率数据以及群众
满意度调查结果，它是一个粗略的数字方向。在融
媒体时代，客户端对每条新闻的浏览量很精确地以
数字统计出来，新闻生产方很容易对新闻产品的优
质作出判断。

2.2 计算机技术助力大数据发展
大数据迅猛发展的结果，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
随之而来，这就是安全性与准确性。数据安全的重
要性 近些年不断被 提 及，一些重要 数据的泄 露 在
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个人数据的泄露为人身安全
带来隐患。准确性原是大数据必须具备的素质，但
这种素质的提高远远赶不上大数据生长的速度，因
此，计算机技术在解决这两项问题的能力上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计算机技术如何保证数据不被泄露，应该在储
存 技术、数据传输 技术，信息技术上做文章，提高
保密层级，设置权限。相关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软

件技术应用，强化运行信息保护，通过建立防火墙
防止大量信息流失。再应用功能完善的加密技术，
对各项信息与隐私数据进行保护，避免信息被随意
盗取 [3]。
计算 机 技术对 数据筛选的准确性 直接决定了
数据的价值，对于筛 选 结果有很多种算法可以达
到，计算机技术的精密性就在于此，它应该将多种
数据进行对比，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甄别最准
确的数据，只有开发出针对某一特定需求的特定算
法，即个性化算法，才能得到最准确的数据结果。

3 计算机技术应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1）云端技术的开发。我国互联网正在跨越飞
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包括手机用户在内我国互联网
用户已经达到8亿，居于世界首位。如此庞大的规模
肯定会带来巨大的数据存储空间的需求，云技术是
解决这一需求的根本途径，云存储是由许许多多个
存储单元组成的一个整体，它能够使得各种功能相
互配合工作，从而实现对信息数据的存储要求[4]。在
云平台上可以将很多项存储技术融合应用，使存储空
间的利用率最大化，存储效率增加，为大数据提供了
挖掘技术，实现了多种数据的综合处理。不仅能满足
基本的存储要求，还可以在存储客户之间实现有效
互通，在用户之间实现共享交流，凸显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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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 拟技 术的研发。现 在虚 拟技 术 得到广
泛应用，它的升 级 更 新成 为下一 步 计 算 机 技 术进
步的重点。在虚拟技术下，软件共享、数据共享存
储空间共享成为可能，计算机的实际使用效率大大
提高，在此项技术应用普及之后，人们担心的不再
是“自己有什么”，而是关注别人有什么、网络上有什
么，因为所有网络上存在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
用，自己只要有基本的应用单元就可以拥有查阅海
量数据的能力，虚拟技术实现了所有数据的高效配
置与管理。

4 大数据技术影响融媒体
（1）融媒体的普及。后多媒体时代提出了融媒
体概念，融媒体可以实现以下功能：一是数据多样
信息的融合，包括文字、图像和声音在内，多种数据
交织组合，以全新的感官呈现出来，使数据的使用
多样化、复杂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二是传输介质
的融合，多种传输介质可以互联互通，相互使用，数
据在其间无障碍传输，不受格式和介质特殊性的阻
碍，使数据流转更加通畅便利。政府机关与企事业
单位已在逐步利用此项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今后的
视频会议及文件传输已不再拘泥于电视和电脑，手
机的使用，云端的应用，融媒体技术使一切身边的
传输数据和设备进行沟通成为可能，万物互联的时
代已经到来。
（2）传统电视行业 进军 融 媒体。传统电视行
业提出的“决胜新战场”，其意志已向融媒体方向发
展，之前电视行业往往要靠收视率说话，但收视率
是一个模糊的数字，不精准，它以采样户数的手填
结果作为统计依据，并不能够真正有效统计每个人
的收视情况，具有很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融媒
体时代，计算机网络使用IP地址筛查技术，对新闻
产品的每一次点击都会有一个记录，最终的点击收

看量会得到一个精确的数字。
（3）大数据技术影响融媒体的发展。大数据的
优势在于归纳、分析、筛选，这一特性在融 媒体的
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融媒体中每个产品的收看
人群各有不同，大数据技术会对每个“终端”个体点
击收看的喜好作出判断，选择相似产品加以推送。
这是双向的，大数据会用动态规划、贪心算法、回溯
法、迭代法、分支定界法 等技术，还会将个体信息
进行计算归类，包括收视个体的学历水平、年龄段、
男女比例等信息提供给融媒体生产方，使其根据数
据提供结果进行有效识别，针对不同个体提供个性
产品。

5 结束语
综 上 所 述，在 大数 据 是时代不断发 展的背景
下，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各个行业中实现了非常广泛
的应用，对于行业 发展 起 到了非常 重要的促 进 作
用。传统电视行业已进入融媒体时代，对大数据技
术的应用尚处于初始阶段，今后还留有很大的开发
空间，这就首先要求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在这
前提下大数据的深度、厚度、广度才会加强，然后这
些数据在电视行业在融媒体平台加以利用，只有三
者有机结合，才会相互促进，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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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无线电管理局快速排查1起无线网桥干扰移动5G基站案件
2021年1月26日，新乡无线电管理局收到新乡移动公司干扰投诉函，称其在长垣市兴隆国际小区的5G基站存在通信信号干扰，上
下行速度较慢，请求排查。
为了保证移动通信网络质量，保障群众正常通信需求，1月27日新乡无线电管理局安排技术人员
前往受干扰区域监测排查。经监测查明，河南省瑞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计40部电梯利用无线网桥
设备传输视频监控数据。监测数据显示，这些无线网桥发射频率均在2300 MHz–2370 MHz之间，
占用带宽70 MHz，恰好对移动公司通信信号造成干扰。查明原因后，新乡无线电管理局对该物业公
司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设备，消除通信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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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防护措施
巩宁波
（宿迁市宿豫区教师发展中心，江苏 宿迁 22380 0）
摘要：阐述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以期为计
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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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GONG Ningbo
(Suyu District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Suqian, Jiangsu, Suqian 2238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curity hidden danger of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ecu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the normal use of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ystem.
Key words: big data era; the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ve measures

为了有 效地确保计算 机网络 信息技术的安全
应用，保障计算机用户网络的信息安全，避免给个
人或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就必须要结合实际
情况，分析现阶段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存在的安全
隐患，并提出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以保障计算机
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1

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防护的
必要性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下，各种先进的现代化
技术开始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中，这使得现代化技术
对于数据和信息资源的共享要求不断增加，信息资源
共享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由于
信息资源共享导致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在
不断的增加，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到计算机
用户的网络信息安全，甚至导致企业或个人产生经济
损失。因此，就必须要分析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存在
的安全隐患，并提出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2

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防护的
要求

（1）安全性要求。可分两类：计算机系统和硬
件的安全性要求，计算机所处网络环境的安全性要
求。因此，计算 机网络 信息相关管理人员，就必须
要结合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的实际情况，针对以上
两个安全性要求进行网络信息的安全防护。可定期
排查计算机系统和硬件的性能，定期对计算机网络
的安全性进行检测，排除计算机网络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安全漏洞，确保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性。
（2）完整 性 要求。确保网络 信息的完整 性是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如果该完整性遭到了破
坏，就会导致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等问题，不仅给
网络信息安全应用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会导致个
人或企业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失。此类完整性破坏主
要由于计算 机系统硬件问题以及计算 机网络 信息
外部攻击等因素引起的，必须要加强对于计算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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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信息安全防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以促进计算机
网络信息防护水平的提升，确保计算机用户网络信
息的完整性。
（3）保密性要求。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
以及相应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应用也使得网络 信息
的保密性有所下降。导致数据保密性问题出现的因
素有两个：一是由于计算机用户个人的不合理使用
导致网络信息的泄露；二是由于计算机网络信息遭
到了黑客的恶意攻击。因此，在计算机网络信息应
用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于计算机网络信息保密
性的安全防护。

3

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
隐患

（1）自然因素。计算机是由多个电子器件组合
而成的，但是电子器械对于自然环境的抵抗能力较
差，这就会导致计算机网络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受到
温度、湿度以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如果计算 机
网络用户不注重计算机系统硬件的维护，也没有对
于计算 机网络应用的环境 进行相应的防护处 理，
就会在计算 机网络应用的过程中引起计算 机系统
或硬件的损坏，而导致计算机出现运行不稳定、工
作效率下降的问题，严重时会引起计算机系统的崩
溃，从而导致计算机络信息遭到破坏。
（2）人为因素。这是最常见的安全隐患，可以

分为主动因素 和被动因素。其中，主动因素是由于
计算 机用户在使用计算 机网络 信息的过程中被黑
客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网络信息的恶意攻击；被动
因素是指在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的过程中，由于整
体网络系统运行问题以及整体网络系统安全遭到
破坏而导致的计算机用户网络信息安全遭到破坏。
这两种因素均属于外部人为因素造成的计算 机网
络信息破坏，但是不管是主动因素还是被动因素，
都会导致计算机用户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问题。
（3）操作失误。在计算 机网络 信息应用的过
程中，要想实现信息的接收、处理和传输就必须要
通过计算机用户的实际操作。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
程中，由于计算机用户的主观意识会受到环境因素
以及自身因素的影响，会在网络信息处理的过程中
出现操作错误的现象，比如在网络信息获取的过程
中，由于信息量较大会存在疏漏、遗忘或丢失的现
象。由于计算机用户主观操作错误的存在使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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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过程中，
由于不同的用户对于信息防护的理念和方法各不相
同，这也为网络信息的安全应用留下了隐患。
（4）恶意攻击。一般指的是不法人员针对计算
机用户的网络信息进行恶意攻击，可以分为主动进
攻和被动进攻。主动进攻是指黑客对于某一个计算
机用户进行网络信息的攻击，而被动攻击是指由于
黑客对于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攻击，从而导致
计算机用户网络信息丢失泄露。通过计算机网络信
息的恶意攻击可以使黑客获取计算机用户的重要信
息，从而通过交易获得利润。黑客的恶意攻击严重
威胁着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不利于社会正
常秩序的维护。
（5）病毒入侵。计算机病毒入侵是严重影响计
算机网络信息应用安全性的重要因素。由于病毒入
侵具 有潜伏性、隐藏性、可触 发性等特点，一旦计
算 机 遭 到病毒的入侵，就会 影响到计算 机的硬件
系统以及计算机的网络系统，影响计算机的正常运
行，使计算 机的网络 信息遭到破坏或丢失。目前，
病毒主要通过光盘或者硬盘进行传播，由于病毒具
有极强的隐蔽性，一旦爆发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因
此要十分重时病毒的安全防护。此外，病毒的入侵
还会侵占计算机的系统空间，破坏计算机的软件系
统，从而导致计算机网络信息的丢失。

4

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
防护措施

（1）增强网络信息应用安全意识。首先，计算
机用户必须要意识到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重要性，
要具备计算机安全防护意识，并掌握一定的网络信
息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说可以定期修改网上银行密
码，不随意点击不安全的网络链接，以降低网络信息
丢失泄露的风险。其次，网络服务提供商要加强对于
网络信息的安全防护，要主动担负起网络安全防护
的责任，并定期对整体网络信息运行的安全性进行
检测，对于异常的网络信息应用进行及时管理和监
督，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合理开发网络信息数据，
以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最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要
着重培养一批具备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技术的
专业人才，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水平。
（2）创建良好的信息安全环境。在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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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应用的过程中，通过创建一个安全的信息用环
境可以确保网络信息的安全应用，比如说在进行计
算机网络信息存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据库的形
式来加强算机网络信息的存储和管理，要定期的，
对于数据库进行全面性、专业性的安全维护，以确
保信息存储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在对于重要的计算
机网络信息进行存储管理时，也可以通过分布式存
储管理来确保数据信息的安全。此外，要建立相应
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安全评价标准，对于计算机
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性进行判定，以确保网络数据
中心的稳定可靠的运行。
（3）合理应用防火墙和杀毒软件。防火墙和杀
毒 软件可以通 过对于网络的交流控制来阻 止计算
机网络非法入侵、盗取网络数据、破坏网络结构等
行为的发生。因此，为了有效提升计算机网络信息
的安全防护水平，计算机用户可以通过合理的应用
防火墙技术和杀毒 软件来提升计算 机网络 信息的
防护能力。比如，用户可以将防火墙和杀毒 软件进
行配合使用，在使用电脑自带的防火墙的同时结合
360杀毒、金山毒霸、火绒等杀毒软件来进行病毒入
侵和恶意攻击的安全防护。通过合理的使用防火墙
技术和杀毒软件可以有效的阻止黑客的攻击，为计
算机网络信息的安全应用提供较大的安全保障。
（4）安装漏洞补丁和安全监测系统。由于计算
机网络系统自身存在的漏洞也会导致计算 机网络
信息的丢失和泄露，并且给黑客恶意攻击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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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机会。因此，为了有 效提升计算 机自身的网
络信息安全防护水平，就可以通过安装补漏洞补丁
和入侵检测系统来确保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性。其
中，漏洞补丁系统是软件生产商为了更好地维护软
件正常运行、确保计算机用户使用软件信息数据的
完整性和安全性而制作的补丁程序，补丁程序可以
有效解决系统软件自身存在的漏洞，确保网络信息
的安全应用。而入侵检测系统可对违反安全防护的
行为进行及时检测和预警，入侵检测系统可以实时
监测计算机网络信息应用的安全性，可以为网络信
息的安全应用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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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宝石计划曝光，5G IN有大动作（二）
六场会议及五大主题展示
5G IN · 5G 创投
六场会议

5G创新地带
五大主题
黑科技、酷应用、硬趋势，尽在5G创新地带

01 5G创新与投资峰会
02 小基站峰会
03 体育赛事中的5G毫米波应用论坛
04 智能自治网络峰会
05 移善至美峰会
06 数字政府峰会（数据经济与5G频谱）
中兴通讯作为本次5G创新地带的合作伙伴，中兴通讯总裁徐子阳表示：
“作为GSMA 5G IN创始成员， 中兴通讯秉承开放合
作的理念，在将创新融入自身DNA的同时，广泛联合创新企业及垂直行业合作伙伴，共同探索5G B2B领域，为助力、引领未来数字经
济新十年打好坚实的基础。”
同时，高通公司也是5G创新地带的合作伙伴，高通技术公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表示：
“5G创新处于数字化变革的中心，能够连
接数十亿终端，并支持更具沉浸感和参与感的下一代应用及服务。我们正携手广泛的生态合作伙伴释放5G潜能，在加速5G创新和
扩展的同时，让5G惠及更多消费者和行业。2020年，全球5G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的5G‘成绩单’尤为亮眼。我非常期待5G创新地带为
2021年开启5G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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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域下党建工作创新路径探析
曾宪忠
（中共莆田涵江区委党校，福建 莆田 351111）
摘要：随着我国信息技术水平的全面提升，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至各行各业之中，这也让党建工作的开展环
境以及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转变。在此背景之下，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对党建工作进行创新，不但满足日趋变化的时代需
求，也符合自身良好发 展的相关标准，不同级别的党组织应当加强大数据技术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从而有效增强党建
信息化能力。基于此，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及挑战，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了党建工作的创新策略，以求
为提升党建工作信息化水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大数据；党建工作；创新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21
中图分类号：TP 3，D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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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on Path of Party Building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ZENG Xianzhong
(Party School of CPC Putian Hanjiang District Committee, Putian 3511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vel,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which also make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of Party
building work chang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context, the innovation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rough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times, but also meet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their own
good development. Party organiz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Party construc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formatization ability of Par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gives the innovation strategy of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Key words: big data; party building; innovation

1 大数据时代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机遇
在传统党建模式之中，管理流动党员，沟通众
多党群服务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如若仅仅依靠线下
党建的方式是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这类顽疾。因此，
相关人员应当在党建工作全过程之中合理 且科学
地应用大数据技术，真正实现对线下党建以及线上
党建的有机联动。在大数据时代，党建工作所面临
的机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够实现对传统党建工作理念的有效转
变，达成用数据说话这一根本目标。通过大数据技
术的应用，能够让党建工作人员树立以数据为基础
的工作意识，养成动态性、整体性以及精准性的良

好的行为习惯 [1] 。具体而言，在应用了大数据技术
之后，党组织以及党员相关数据会转变至具备较高
数字化水平以及标准化水平的信息资源，并利用相
关数据库完成储存与统计分析，这样一来就能够有
效发现党建工作中所存在的风险并及时进行干预。
第二，能够通过数据来完成决策，增强党建研
究判断水平。相比于传统技术手段，大数据技术能
够将相关数据信息的内在联系直观地呈现出来，通
过先进的关联规则、神经网络、聚类分析、空间分
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式，可以给党建工作人员的
决策提供科学且准确的参考建议。
第三，能 够通 过 数据管 理 模 式 来 增强党建 工

作者简介：曾宪忠（1970-），男，汉族，福建省莆田市人，讲师，本科，研究方向为大数据。

66 DIGITCW

2021.02

Industry Observation

DCW

产业观察
作的质量与效率。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党建工作之
中，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来完成相应
的工作任务，相比之下其工作压力大幅降低，能够
让党建不同要素得以深度整合、网络共享、协同发
展以及有效利用，极大地增强了党建工作的质效。
第四，能够对党建工作管理模式进行改良与革
新。通过大数据技术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能够多
层次管理与控制党员的实际行为，跨越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对党员进行实时跟踪，便于上级党组织对下
级党组织进行党建工作方面的督促与指导。同时在
大数据信息平台之中会收集党员群体在日常工作、
生活以 及学习等不同层面的需 求，并及 时 给 予反
馈，以此来让党员群体感受到党组织对他们的深切
关怀，有效提升其对我党的归属感。

2 大数据时代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2.1 工作对象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传统党建模式之下，党组织可以利用集体文
娱、学习活 动来对党员的工作 状 态以 及 生活状 态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通过其直属工作领
导以及相关同事的口述之中掌握相关信息。但在步
入了大数据时代之后，各类虚拟社交平台以及网络
媒体的兴起，让党员的行为方式以及思想理念产生
了一定幅度的变化，党组织不能够与党员构建一个
紧密的联系，传统的方式也无法深入了解到上述信
息，由于工作对象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导致大数据时
代党建工作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2.2 社会环境复杂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移动互联网得到了较为广泛的
推广与普及，这也让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
但让党员的工作模式以及社交手段出现了变动，也让
社会文化氛围以及民众精神世界截然不同。党建工作
的本质在于开展文化宣传以及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
必须要深刻了解到工作对象的实际理念以及相关价
值观，这样才能够有效培养出符合党建目标的人才。
因此，在社会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之下，党建工作面临
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一是大数据时代有着更为开放以
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氛围，人民群众能够跨越时间与
空间的限制了解到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这就让民众
在兴趣爱好以及思维模式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

党建工作人员就无法准确预见到民众的实际思想动

态以及发展趋势，使得党建宣传以及思想工作方面
欠缺一定的前瞻性。二是人民群众在价值取向方面
显得较为多元化，这也导致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应运而
生，民众对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需求显得独具
个性，因此，在进行党建工作计划的制定时，无法有
效迎合所有人的多样化需求。

2.3 对党建工作人员工作理念及方法所提出的挑战
当前，我国部分党建工作人员并未系统地学习
信息传播学相关理念，不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的应用
技术，故而在面对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以及差异化的
信息交流习惯时就会显得难以适应，不能够把握住
党建工作中的重点。哪怕这类党建工作人员着手对
宣传方式进行革新，但也会受到技术水平不足的制
约。同时，部分党建工作人员研究沿用了传统的工
作理念及方式，这和大数据时代的形势背道而驰，
在对上级所下达的指示进行传 递以及对 相关文件
精神进行解读时，仍旧使用了传统的单方面宣讲或
集中讨论模式，很容易与相关党员干部在时间方面
出现冲突，也不契合大数据时代员工自由安排学习
时间这一习惯。

3 大数据时代党建工作创新策略
3.1 完善党建工作人员知识结构，熟练掌握必
备技能
上级党组织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到党建工作的实
际形势，结合基层岗位的实际人员配置，明确基层
党建工作人员应当掌握的理论基础以及必备技能，
并为其量身打造相应的培训课程，为其营造充足的
学习条件，让其能够在学习过程之中完善自身的知
识结构，熟练掌握大数据时代的必备技能。同时要
对党建工作岗位绩效考评机制进行改良与优化，鼓
励党建工作人员能够抽时间完成技术类资质认证，
努力向熟练运用信息技术、掌握新型信息传播工具
的人才发展方向迈进。

3.2 构建信息化平台，促进党建工作信息化建设
通过信息化党建工作平台的构建，能够让党建工
作人员在联系工作对象时有更为丰富的渠道，充分打
破来自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党建工作平台之中，应
当设置丰富多彩的内容板块，以此来让员工能够获取
更多服务，利用不同的形式将员工日常生活、工作、学
（下转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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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微波在广播电视信号传输中的应用
王

涛

（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 昆明 650 0 0 0）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广播电视技术向数字化发展。微波数字技术有许多优势，其
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广播电视数字化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数字微波传输网络在广播电视信号传输中的应用。
关键词：数字微波；广播电视；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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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icrowave in Broadcast and TV Signal Transmission
WANG Tao
(Yun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radio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towards
digitalization. Microwav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ignals. Its application has further promoted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On this basi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icrowave transmission network in the transmission of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signals is discussed.
Key words: digital microwav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ignal transmission

1 数字微波通信的概述
1.1 微波通信的概念
微波是波长从1 m到1 mm，频率从300 MHz到
30 0 GH z的电磁波，也被称为“超高频电磁波”，因
为频率比通常的电波高。微波具有频率高、带宽大、
信息量大等长处，与卫星、光缆相比，微波具有自然
影响小、可靠性高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电
力、电信等行业的信号传输业务。
微波通信是一种基于微波的通信方法，它包括
地面微波 通信、对流层散射通信、卫星通信、空间
通信和移动通信。微波可以像光波一样在自由空间
传播，容易点亮或反射，但是由于其波长和衍射能
力差，因此，微波传输距离有限（一般为50 k m）。
微波点对点的通信就是视线，如果传输需要超过视
线，则需要多个站点连续传输，即微波中继通信。

1.2 数字微波技术的特点
仿真 和数字是微波系统中最常用的两种信号
传输方法。微波数字传输系统是用来传输数字信号
的，大致可分为PDH和SDH，其特点可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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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微波通信具有高频和短波长的特性，
因此有必要设 置一个抛物面天线来发 送和接收信
号。在给出天线开口面积的情况下，可以制作高增
益天线，这是因为增益与波长的平方成反比，从而
获得高度定向的天线。
（2）多路。是指微波本身的超大通信容量，这

意味着可以使微波设备的频带足够宽，也可以分成
几个载波频点。

（3）接力。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接力是一种交
流手段。地形的特征决定了地球上两点之间的距离
非常有限，为了确保通信和传输的可靠性，通常需

要在微波线路上设置一些中继站，数量通常由线路
的总长决定。

2 数字微波通信的主要技术
SDH数字微波是SDH与数字微波相结合的通信
技术，具有SDH和数字微波的优点，已成为未来微
波传输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同时，为了满足新业务
传输的需要，增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提高系统的网
络管理能力，SDH数字微波主要采用以下技术：

Industry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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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编码调制技术

出，以减少衰落造成的影响。

PSK 和QA M主要用于SDH微波 通信。数字基
带信号是未调制的数字信号，在微波信道中发送基
带信号之前，必须将基带信号转换为频带信号。换
句话说，基带信号被基带信号数字调制，并且调制
信号是中频信号。在调制过程中，相移键控（PSK）
具有抗干扰性能好、调制方法简单、性价比高的优
点。目前，QPSK被广泛用于中小型数字微波通信系
统，QA M是大容量数字微波 通信系统中使用的主
要载波加密方法。

2.3 集成电路（ASIC）技术

多电平编码（M L C M）主要用于S D H 微 波 通
信。在数字微波系统中，为了传输数字业务等信息，
有必要在SDH复用设备的主数据流中插入一些额外
的比特，即，微波帧的额外开销（R fcoh）。微波开
销和ST M-1原始数据由块状复杂帧组成，每帧有6
行，每行为3,564位；每个复帧被分为两个子帧，每
个子帧长1,776位，其余12位用于帧同步码FS。

2.2 抗衰落的技术
微波在有限的距离（视 野）内直线传播，传输
路径可能受到气象变化、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使得无线电波在传输过程中会随着时间逐渐衰
减，有两种现象：无线电波多径衰落和无线电波通
过地面反射引起的微波频率衰落、大气折射和气流
散射的变化。为了减缓衰落，一般采取以下措施：
（1）自适应均衡技术。为了补偿多路径衰落引
起的信号失真和缩短中断时间，自适应均衡器广泛
应用于SDH微波。根据工作频率和位置，均衡器可
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频域均衡器（AFE），在接收机
的中频（if）级实现，用于控制信道传输功能；另一
种是时域均衡器（ATE），在时域中工作，可以直接
减少不完美传递函数引起的符号间干扰（ISI）。
（2）自动增益控制（AGC）技术。该技术大部
分 时间在 正常（或 最 小）级 操 作发 射 机 的 输出功
率，只有在远程接收机的电平下降时，发射机的反
馈环路配置才能通过反向通信信道进行控制，输出
功率逐渐达到最大值。由此，可以降低邻接系统在
同一路径上的干扰，降低衰落对系统的影响，降低
功率损失和非线性失真。
（3）分集技术。它是选择或合成两个以上相关
度较低（即传输质量不会同时恶化）的接收机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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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H编码微波调制、自适应均衡和交叉极化干
扰补偿等技术需要大规模电路，因此需要大型集成
电 路（ASIC），以减 少设备占用空间，增强设备功
能，并有效提高系统和系统的整体稳定性，降低了
维护强度。

2.4 同步技术
SDH微波 主要由SDH复用设备、微波设备和
网络管理组成，因此，与SDH光纤传输系统一样，
SDH数字微波网络的运行必须具有高度稳定的同
步定时，各中继和交换节点的所有数据信息准确有
效地进行中继和交换，避免帧丢失，此外，SDH微
波网元件还需要迅速地判断现在时钟源是否有效，
如果出现，应及时清除。

SDH微波设备主要有三种同步定时方法：一是
外接同步定时信号，此时设备的同步信号由外部定时
源提供，常用的有2 048 kHz和2 048 kb/s；二是从接
收信号中提取定时信号，设备从接收到的微波侧或线

路侧的STM-N信号中提取时钟，作为同步信号；三是
内部同步时钟源，目前所有的SDH微波设备都具有
内部定时元，以便在外部时钟源丢失的情况下可以使
用内部自身的同步源。同时，SDH开销字节中的同步
状态字节S1用于发送时钟源，根据ITU T-tg.703的建
议，其b5-b8位用于表示同步状态信息SMM。SMM
是指用于表示同步网络中时钟质量级别的一组代码，
每个网元根据SSM的解释获取上游网元的时钟同步
状态信息，并根据该信息进行跟踪、切换或维护本
地网元时钟的特定操作，发送时钟同步状态信息，本
地网络元素到下游网络元素的距离。在实际应用中，
SDH微波网络应充分利用S1字节来防止定时环路。

3 广播电视传输中数字微波的应用
3.1 信号系统配置
在微波站的设置过程中，有必要配置更好的传
输信号以形成上下过程。微波站的设置必须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选择备用设备，并注意应急手动跳线端
口的配置，不仅要进一步保证信号交换设备具有较
好的干线报警功能、科学合理的选配功能，还需要
利用本地数据接口来实现信息处理和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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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输网络系统
一般来说，SDH是使用微波技术进行信号传输
的传输电路，应在主干上建立相应的保护通道。在
骨干网建设过程中，传输电路可以成环，通过光缆或
接触式传输网络连接，形成一个传输网络，满足相互
备份的需求，通常采用星型和树型组网方式，可以大
大提高传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设置电路通道的
过程中，确保通道符合相关规定，网管中心配有微波
中继传输电路，对网管系统进行备份，网络管理信息
被安排在主要服务信道中，如果主业发生变化，网络
管理也会发生变化。此外，微波站应配备应急系统，
并使用公共通信网络达到电路的完整性。同时，应建
立相应的通信设备，所有微波站应确保离线电话。

3.3 电源系统配置
通常，使用微波传输 技术传输信号时，必须在
微波 站外部连接两个或多个电源并 使用不同的路
径。在信号传输阶段，电源系统的设计必须确保电
源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电源系统的配置和设计符
合要求和规定。

3.4 监测系统应用
结合当前的编程标准，有必要在后续信号应用

中预先设置关键链接。在满足配置条件的前提下，
对监控系统进行全面检查，以确保微波信号设计系
统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在监控系统中，微波的应用
可以使监控系统具有查询功能、记录功能和自动报
警功能。为了确保后续设计能够满足要求，有必要
根据现有干预措施对基本表格进行分类，以确保后
续监测设计系统的特殊性。

4 结束语
总之，今天广播电视的功能和服务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过渡已经是大
势所趋，网络数字电视系统将占据主导地位，微波
数字 技术不仅在广播电视信号的广播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广播电视在数字化方向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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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相关信息直观地呈现出来[3]。同时也可以在线进
行政策宣传以及党员教育这类活动，打破传统的集
中讨论模式桎梏，通过讲座视频、专题PPT这类方式
为党建工作人员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3.3 创新党建宣传形式，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在 大 数 据 时代，党 组 织 应 当充分 利用移动 通
信、新媒体平台资源所带来的优势，让党建宣传形
式以及传播渠道更为多样化，以此来有效提升党建
宣传工作的覆盖面积。具体而言，党组织可以通过
开设党建公众号这一方式来进行宣传，让员工可以
在熟悉的社交平台上浏览宣传内容，并且参与互动
和表达个人的建议和诉求。同时也可以集思广益完
成应用于PC、手机这类智能终端的软件，面向党建
工作对象提供信息咨询等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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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综上所 述，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党建工作
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革新，党建工作人员应当树立
正确的意识，熟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相应的
理论知识，通过对知识结构的完善、信息化平台的
构建以及党建宣传形式的创新来有 效提升党建工
作在大数据时代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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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创新之路：从互联网时代到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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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宝宝树从PC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到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之路进行阐述，对互联网时代和大数
据时代下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的延续与改变加以梳理，进而提炼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在载体、盈利模式、资源基础、战略思
维和消费者需求等五个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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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rom Internet Era to Big Data Era
--Case Analysis Based on Baby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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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bytree from PC Internet era, mobile Internet era to the era of big data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road to elaborate, to sort out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enterprise value creation logic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 era of big data.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carrier, profit
model, resource base, strategic thinking and consumer demand are extr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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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商业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企业带来成功
光环的同时，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隐患或危机。一方
面，商业模式难以在企业间简单复制，有利于保持企
业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家必须
保持警惕，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对企业的商业模
式进行创新，以免陷入“商业模式刚性”的陷阱[1]。
信息时代的变 迁不 仅 提 供了通信的便 利和普
及，其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用户的生活方式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在不同的信息技术时代，主导的商业
逻辑必然不同：工业经济时代以供给为导向，互联网
时代转向需求，且细究之下又有不同。PC互联网时
代的商业模式满足所有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隐含的
假设是消费者的需求是相同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侧
重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大数据时代要求企业
能从海量数据中去预测消费者需求，进而对其个性

化的需求予以满足。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如此迅猛，
企业必须学会顺势而为，因而有必要对商业模式在
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异同进行梳理，帮助企
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进而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本文以宝宝树为案例对象，通过对其十年发展
路径的回顾和总结，试图梳理宝宝树从互联网时代
到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之路，理解其价值创
造逻辑的延续与改变，通过对典型性案例的分析，
探索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企业在载体、盈利
模式、资源基础、战略思维和消费者需求等五个方
面的差异，以期能够为互联网时代下企业的商业模
式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1 文献回顾
“商业模式”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随
后逐渐引起学 者们的关注。早 期 研究多采用静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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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集中对商业模式的概念、意义、要素、分类和
功能等方面展开讨论，有的学者将商业模式泛化为
包罗万象但层次不清的概念，也有学者简单地把商
业模式等同于盈利模式或营销手段，但基本认同的
是：商业模式是一个多元素组成的系统。
互联网迅猛发展，商业模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并
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点。近年对商业模式的研究逐
渐采用动态视角，开始关注商业模式各构成要素之
间的变化及其互动、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以及商业
模式与企业内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商业模式创新
往往源于管理者对内外部环境认知的改变，进而改
变对商业逻辑的认知。
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国内外学者采用了扎根理
论、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刘丹等 [2]以国家电网为例，从大数据视角对商业模

式创新阶段进行分析。罗珉及李亮宇 [3] 认为互联网
时代的商业模 式追 逐的是 连 接 红利，后者是 互联
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来源动力。王雪冬 [4] 采用探索性
案例研究的方法，以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
和同行业原领导者作为对比案例研究对象，重点探
讨了“商业模式创新中顾客价值发现过程是什么”问
题。基于对尚品宅配转型的案例分析，荆浩及刘垭 [5]
提出“互联网+”商业模式转型的关键因素是大数据
与信息化。然而，在商业模式的概念和要素都没有
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进展相
对滞后。从动态视角分析，商业模式应该与外部环
境相适应，并且应该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
或者转变。本文尝试分析在外部信息技术环境发生
变化的时候，企业如何以商业模式创新加以应对。
王雪冬及董大海 [6 ] 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一种系统
性创新，要求企业在顾客价值 主张、运营模式、盈
利模式、营销模式等多个环节上实现新的突破，最
终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进行系统性变革，企业可通
过商业模式创新来构建系统层次的竞争优势。基于
此，本文从载体、盈利模式、资源基础、战略思维和
消费者需求等五个方面探讨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
代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2 案例分析
Yi n认为，案例研究是对现实环境中的现象进
行考察的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回答“为
什么”以及“怎么样”的问题 [7]。本文采用的是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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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对具 有代 表 性的案例对 象进行深入分
析，更容易理解内在关系。本研究试图探索当外部
信息技 术 环境 发 生 重大变 迁的时候，企业是如何
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并进一步实
现企业自身的壮大。因此，需要选择一个经历过PC
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研究
对象，并且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顺应互联网发
展，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有所变化或创新。宝宝
树具备以上特征，富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以之作为
案例研究对象。

2007年3月8日，王怀南与邵亦波创立的宝宝树
上线，为中国的年轻爸爸妈妈们提供育儿经验交流
平台。2008年，宝宝树完成A轮融资1,000万美元，
随后获得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在之后的几年时间
里，宝宝树潜心于做大做强母婴社区，成长为国内
最大的母婴社区。2014年，宝宝树分别获得好未来
教育机构、千合资本以及聚美优品等多家机构的跟
投。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PC互联网
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及大数据时代，宝宝树商
业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

2.1 PC互联网时代：母婴社区
宝宝树成立之时，定位为一个可供年轻的爸爸
妈妈交流的在 线平台，目标用户覆 盖有6岁以下小
孩的妈妈们。中国母婴市场巨大，但是母婴行业存
在用户更迭的问题，孩子长大以后，爸爸妈妈就会
离开这个市场。因此，母婴社区的发展存在一个挑
战，就是要培养流量，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留住
原来的用户，另一方面在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加入。为
了吸引和留住用户，宝宝树从一个图片分享网站，
发展为集合了社区、知识、记录、硬件、导购等诸多
功能为一 体的母婴 社区，妈妈 们在 这 里不 仅可以
获得育儿知识，记录孩子的成长点滴，和同龄/同城
的妈妈进行交流。在日积月累的发展中，宝宝树在
用户群体中培养了信任，网站流量持续增长。2013
年4月，Alexa数据显示，宝宝树超越美国母婴社区
Babycenter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最
受欢迎的母婴网站。
在 P C互联网时代，通行的商业模 式 是 获取用
户，把控网络流量，通 过流量变现 盈利。宝宝树也
采用了类似的商业模 式。宝宝 树虽然 发 展 速度 很
快，用户增长迅速，但其当时的盈利模式却相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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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和单一，只有网站广告和在线教育产品出售两种
方式。2012年，宝宝树的线上广告收入已经超过亿
元，至少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网站广告。

传统工业时代，渠道为王；PC互联网时代，PC
成为流量入口，流量为王。这个时期的宝宝树，以母
婴社区吸引流量。虽然同时存在线上广告和在线教
育业务，但后者实现的收益比例并不显著，广告收
入是宝宝树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时的宝宝树就是传
统媒体的替 代品—— 为大企业提 供广告宣传的平
台。在PC互联网时代，宝宝树以母婴社区为载体，
流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基础，他们所能满足用
户的需求是单一的，缺乏“个 性化”产品的特色，此
时宝宝树还是供给方思维，认为所有用户的需求是
没有差异。

2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母婴社区+母婴工具+母
婴电商平台
在 移动互 联网时代 的到来 之 际，尽管 宝 宝 树
在PC端已经处于业界领先的地位，但是 创始人 王
怀 南认为，移动设备将 会成 为爸爸妈妈 们的主要
浏览和交流工具。于是，宝宝树从用户不同时期的
需求出发，将其PC端的产品细化后做成2款独立的
A PP：一是知识交流型应用“宝宝树孕育”，可以伴
随准妈妈从孕期到宝宝成长的伴随式应用；二是针
对妈妈们的社交产品“宝宝树时光”，定位为育儿记
录及个人云存储平台。现今，宝宝树的用户和流 量
超过60%是来自移动设备的，宝宝树的这两款移动
应用牢牢稳居用户量的前列。比达咨询（BigDataResearch）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孕期育儿类
APP活跃用户数方面，“宝宝树孕育”位居榜首，月活
跃用户近600万人，“宝宝树时光”以124万人的活跃
用户数排名第四。宝宝树顺势而为推出的这两款应
用不仅成功地将PC端的用户延续到移动端，而且由
于功能细化、界面友 好、操作简单，吸引了更多偏
好使用移动设备的潜在用户。
社区和工具都是宝宝树吸引和沉淀用户、扩大
流量的手段，而电商是衍生盈利的有效方式。宝宝
树于2014年9月开始组建电商团队，2015年2月推出
母婴电商平台——美囤妈妈，主打特卖活动。“美囤
妈妈”成功地将宝宝树社区积累的口碑和用户信任
承接到母婴电商平台上，完成零成本导流。
PC互联网将企业“搬”到了互联网上，给企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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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供了直接接触的可能性，而移动互联网对经济
生活的影响更加明显，移动端的消费者可以随时下
单，他们的需求变得碎片化，对企业的生产方式、
营销策略和供应链管理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两款母
婴工具能够迅速响应用户的需求，有助宝宝树维护
和吸引更多用户。宝宝树在保留原有广告业务的基
础上，拓展了价值创造渠道，“美囤妈妈”将母婴 社
区的粉丝用户开发为母婴用品消费者。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宝宝树价值创造的基础虽然仍是巨大的流
量，但 盈利模式开始多元化，母婴产品制造商不仅
仅是宝宝树的广告主，更是宝宝树母婴平台的合作
伙伴，它们共同打造的母婴电商平台为不同偏好的
母婴用品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2 .3 大数据时代：母婴社区+社会化电商平台+
开放式母婴生态圈
宝宝树起家于母婴社区，用户在母婴社区长期
互动中对宝宝树网站品牌建立了信任，进而会在社
区的引领下购买产品。在大数据时代，宝宝树更加
开放从母婴平台转型为社会化电商，将社区流量导
入社会化电商平台，将原来的母婴用品消费者升级
为全品类的消费者，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5年
8月，宝宝树宣布启动中国母婴开放平台战略，即全
面开放PC端、移动端等所有平台资源，接收其他企
业和品牌成为该战略的合作伙伴，开放平台战略旨
在构建母婴行业的良性生态圈。
在大数据时代，流量依然重要，但大数据的重
要性凸显。宝宝树的大数据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
数据是母婴社区和母婴工具注册用户的相关信息，
如宝宝的出生日期；第二类数据是用户产生的内容
数据，用户在宝宝树社区网站的交流、互动产生的
数据；第三类 数据 是浏览 型 数据，即用户在 P C 端
和移动端浏览网页留下的痕迹，社会化电商大平台
和开放式母婴生态圈提供给宝宝树更加丰富的浏
览数据。基于对母婴领域的深度理解，结合对大数
据的透彻分析，宝宝树可以基本锁定90%用户的需
求。从2013年开始，宝宝树把大数据作为内部运营
平台，不仅所有需要的岗位员工都可以使用，而且
采用了新的算法，对数据应用进行升级。宝宝树通
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用户行为和体验进行统计，可
以对用户进行非常精准的商品推送。
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源基础是“流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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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大数据时代的资源基础是“大数据”。社区、
工具，甚至平台，都在为宝宝树吸引和维系流量，为
电商平台积攒人气；与之同时，社区、工具和平台又
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大数据，数据类型越丰富，数据
量越大，宝宝树的资源基础就越牢靠，越有能力分
析和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在“开放式”的战略思维之
下，宝宝树可以与跨界的供应商合作，共同为宝宝
树的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

2.4 研究结论
通过对宝宝树的案例研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已经有了本质
的变化（见表1），具体体现在：一是从载体来说，互
联网时代的企业依赖于消费者-企业之间双向的社
区，而大数据时代的企业依赖于更加多元化的多方
平台和层次更丰富的生态系统；二是从盈利模式来
看，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统一的产品或
服务，本质上还是强调规模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企
业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的产
品或服务，强调范围经济；三是从企业的资源基础
来看，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依赖于消费者的数量（流
量），大数据时代的企业更看重消费者产生的大数
据，拥有大数据以及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将成为企
业的战略资源；四是从战略思维来看，大数据时代
对企业的开放性思维要求更高，消费者、供应商、竞
争对手甚至行业之间的界限都已经混合，跨界合作
成为新常态；五是从消费者需求来看，互联网时代
的企业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大数据时代的企业
依靠大数据是预测进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表1 不同信息时代下的商业模式创新要素
商业模式
创新要素

PC互联网时代

载体

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时代
多方平台、生态圈

社区

工具、双方平台

盈利模式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

资源基础

流量

流量

范围经济
大数据及大数据分析能力

战略思维

以企业为中心

以消费者为中心

消费者需求

满足消费者的

满足消费者的

预测、挖掘和满足

跨界合作

共同需求

个性化需求

消费者的需求

3 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大数据企业”，
但要在大数据时代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企业必须理
解时代的价值创造 逻辑并适时 调整企业的战略方
向。基于对宝宝树案例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互联网
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企业在载体、盈利模式、资源
基础、战略思维和消费者需求等五个方面的差异。
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提 供一个 理 解大数据时代商
业模式的基础，进而为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向大数据
时代的企业转变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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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换上5G手机成为5G用户了吗？
数据显示，自2019年10月底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宣布商用5G服务以来，截至2020年9月底，国内5G用户规模量已超过1.1亿人，位
居全球用户规模第一位。
需要看到的，在国内5G用户数迅速增长的背后，有着运营商5G基站建设步伐加
快和5G可用终端数量快速增加及5G智能手机价格大幅下降的双重加持。
工信部表示，截至2020年9月底，国内已累计建设5G基站69万个，累计5G终端连
接数超过了1.6亿户。而随着苹果发布iPhone 12系列手机，智能手机已全面进入5G时
代。国内Android手机阵营更是早已将5G手机价格大幅拉至3,000元以下档位，目前
行业最低的价格已经做到了千元级别。可以说，消费者切换至5G服务的最大掣肘因素
已经消除。
事实上，疫情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网络互通
互联的重要性，而5G更是在这次疫情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并坚定了其推动整个社会
数字化转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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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5G远程热成像
体温筛查系统（图片来源
于GSMA智库数据）

Radio Wave Guard

电波卫士

DCW

DRM数字广播在应急预警中的应用研究
唐

艳，吴文博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哈尔滨监测站，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要：在介绍DRM（Digital Radio Mondiale）数字广播技术标准及优势的基础上，对其EWF（Emergency Warning
Functionality）应急预警功能进行概述，分析了DRM在危机和灾难时期可发挥的应用价值，最后从DRM在应急预警中的
应用与发展情况出发，对我国DRM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DRM；数字广播；EWF；应急通信
doi：10.3969/J.ISSN.1672-7274.202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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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RM Digital Broadcasting in Emergency Warning
TANG Yan, WU Wenbo
(State Radio Monitoring Center Harbin Monitoring Station, Harbin 15001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advantages of Digital Radio Mondiale (DRM),
then summarizes Emergency Warning Functionality (EWF)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RM in crisis
and disaster. Finally,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RM in emergency warn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RM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DRM; digital radio; EWF;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1 应急广播

2 DRM数字广播技术

现阶段，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高速发展，但
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依然呈上升态势 [1]，
这就需要更全面更完善的应急公共服务体系。应急
广播是应急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及时发布
信息、引导舆论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和不可替代作
用。传统广播具有覆盖范围广、抗毁性强、通信费用
低廉、适合大众接收等优点，一直作为应急广播的
重要手段。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广播领域
已由模拟逐步转向数字，采用数字技术是一种全球
趋势。DRM（Digital Radio Mondiale）数字广播有
效提高了模拟广播的通信可靠性、数据传输率和抗
干扰能力，并且支持多媒体和数据应用，还可提供
应急预警服务。

2.1 技术标准

本 文 在 介 绍 D R M 数 字广 播 技 术 标准 及优
势的 基 础 上，对其 E W F（E m e r g e n c y Wa r n i n g
F u n c t i o n a l i t y）应 急 预 警 功能 进行概 述，分析了
DRM数字广播在应急预警中的应用与发展情况。

DR M数字广播提供了覆盖长波、中波、短波以
及甚高频的完 整 广 播 数字 化方案，是 一 种可为本
地、区域、国家和国际听众提供服务的全球标准[2]。
DRM技术标准具有DRM30和DRM+两种模式，具
体工作频段如图1所示。DR M30应用于30 M H z以
下的广播，覆盖长波、中波及短波的全波段；DRM+
则主要针对VHF频段。

图1 DRM数字广播的工作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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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M 是 通 用 的、公 开 标 准 化 的 数 字广 播系
统，被国际电信联 盟（I T U）和欧洲电信 标准协会
（ETSI）等相关国际组织建议和认可。国际电联无
线电通信部门ITU-R在ITU-R Rec.BS.1514建议书
中已批准在30 MHz以下的所有广播频段中定期广
播DR M信号。I T U-R Re c.BS.1615建议书通 过利
用现有的模 拟调幅服务 规 划 协议为30 M H z以下
DRM在全世界的部署提供规划参数。对于30 MHz
以上的广播频段，ITU也发布了关于DRM的建议，
如ITU-R Rec.BS.1114和ITU-R Rec.BS.1660。

2.2 技术优势
对于传统模拟广播接收业务单一化严重、传输
容易受到干扰、传输质量差等问题，DRM数字广播
技术在听众收听、广播发射和频率管理等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如下：

（1）听众收听。DR M运用数字音频压 缩与编
码 传输 技术有 效的改善了数字广播的音质效 果，

DR M 30能够达到高品质立体声音质，DR M+提供
了CD级音质。支持数据传输，例如文字、图片甚至
新闻的发送。听众在收听数字广播的过程中无需自
主调台，自动调谐模式能够自主推送高品质广播信
息，提高了听众的收听体验。
DRM无线电接收器可以使用长寿命电池供电，
不依赖于互联网或电力供应。DR M 可以在更大的
无线电屏幕上给听众带来互联网的内容。

（2）广播发射。与调幅广播相比，同样的覆盖
效果，使用DR M可以减少40% –50%的发射功率。
DRM涵盖了包括中波、短波和调频几乎所有的广播
频段，更有利于技术的统一管理。

DR M系统提供了许多标准化的多媒体和数据
应用。这些服务包括两类，一类是简单的低比特率
DR M文本服务，用于提供与节目相关的信息，如当
前广播呼号；另一类是Jour naline交互式按需文本
应用服务，可用于传输与节目相关的以及与节目无
关的信息，如新闻、体育或天气信息服务。
（3）频率管理。传统模式下的频率管理耗能较
多，而DR M数字广播技术的有效应用，降低了电力
成本，实现“绿色广播”。DR M标准允许最多三个音
频信号和数据在一个频率内传输，而模拟系统每个
频率只允许一个节目。这意味 着DR M系统可以减

76 DIGITCW

2021.02

少频谱资源使用，有效缓解频率极度紧张现状。

DR M具 有很 强的应 急广 播能力，能够以多种
语言或方言同时提供包含音频和文本的应急预警，
可以在重大灾害灾难以及重大事件发生时，及时、
快捷、有效地为应急广播系统服务。

2.3 传输模式
DR M采用OF DM正交频分复用传输 技术，为
保证信号传输质量，DRM系统定义了适应不同传输
条件的5种工作模式 [2]。如表1所示。

DR M30具有4种不同的健壮性模式。其中，模
式 A被设 计用于在地波或 视 距覆 盖范围内提 供可
能的最高比特率传输；B模式通常是天波传输的首
选；在传播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例如有多跳的
长路径或可能发生强反射的垂直路径，需要使用模
式C或模式D。对于DR M+，30 MHz以上的VHF频
段使用E模式。
表1 DRM传输模式
模式
A

QAM调制
16,64

带宽(kHz)

典型应用

4.5,5,9,

低中频地波，

10,18,20

26 MHz频段视距传输

B

16,64

C

16,64

10,20

短波信道质量恶劣下的天波传输

D

16,64

10,20

近垂直入射天波（最高多普勒

E

4,16

100

30 MHz以上频段的甚高频传输

DRM30

4.5,5,9,
10,18,20

中短波天波传输

和延迟扩展）
DRM+

3 EWF应急预警功能
3.1 功能概述
DR M数字广播支持并提供灾害和早期预警服
务，该功能称之为EWF应急预警 [3]。EWF作为DRM
系统规范的一部分，接收机不需要额外的接收硬件
或传输网络实现该功能。
任何应急预警系统的任务都是尽可能快地、在
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向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发布即将
发生的危机或灾难预警信息。灾难或危机发生时，
DR M可以利用内置的EW F功能发出灾难警报。即
使 在当地 基 础 设 施瘫 痪 的情况下，通 过使用外部
DR M发射机对其覆盖，也能确保应急预警信息及
时发布。在紧急情况下，DR M接收器被命令切换到
并呈现紧急程序，甚至可以从待机模式自动打开，
进入接收状态。DR M数字广播标准中的EW F应急
预警功能应用示例如图2所示 [3]。

Radio Wave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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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WF应急预警功能应用示例

3.2 预警信息
当预警信号由权威机构触发时，所有运行中的
DRM接收器从当前已调谐的DRM服务接收预警信
号，并切换到紧急广播。
听众收到紧急广播信息包括：
⊙ 音频节目(每次提供一种语言)。

⊙ DR M文本信息(屏幕上会出现短文本行，每
隔几秒自动更新)。

⊙ Journaline高级文本服务(同时提供多种语言
的详细说明，可为听力受损用户提供服务)。

结构化的文本功能使用户能够在DR M数字广
播 接收 机 屏幕上快 速 查找 相关 信息，相比音 频提
供更为详细的内容，例如EWF的目标听众可以通过
Jour naline接收应急预警的原因、紧急避难场地的
位置和描述、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紧急联系方式以
及应对措施等。

DCW

DRM圆桌会议，加快推动了DRM数字化进程 [4]。截
至2017年底，印度已经实现广播数字化进程第一阶
段目标，完成了全国DR M中短波数字广播的构建，
同时印度国家广播机构与国家灾害管理局协调，在
德里架设的DR M发 射机 上 成 功测 试了E W F应 急
预警功能；目前，正在完成广播数字化进程第二阶
段，在现有DR M数字广播网络 基 础上，逐步 开通
Journaline高级文本服务以及DRM文本信息服务；
第三阶段的发展目标是通过DR M数字广播向用户
传送多媒体信息和EWF应急预警服务。

印度 政 府 十 分重 视 D R M 具 有 的应 急 广 播 能

力，认为DRM应急广播能力对市郊、农村及欠发达
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使用DR M数字广播建立应急
预警系统，逐步实现基于DR M的应急广播，将大大
提高印度应急预警服务体系能力。

4.2 具备EWF功能的DRM接收机
DRM系统的开发目标是促进低成本、面向大众
的接收机的发展。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厂家推出了内
置EWF应急预警接收功能的DRM终端产品，如图3
和图4所 示。这两 款 收音机支 持所有 DR M 特有的
功能，包括Jour naline高级文本和EWF应急预警功
能，可以在EW F报警时自动打开接收器，并且提供
更大的LCD屏幕。

3.3 危机和灾难时期的应用价值
传 统 模 拟广 播应 用于应 急 预 警，通常的 方 式
是 使用应 急节目取代正常节目。DR M数字广 播的
EW F应急预警服务能够在提供音频预警信息的同
时，提供文本乃至多媒体预警信息。且在灾难发生
时，DR M接收机能够自动调谐到应急节目频道，处
于待机状态的接收机能够自动开启，这都是传统模
拟广播无法实现的。DR M技术可以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利用多种方式将应急预警信息传递出去，从
而避免或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成为应急广播系统数字化发展的有效手段。

图3 GOSPELL推出的DRM收音机

4 基于DRM的应急广播发展
4.1 印度成功开展EWF功能测试
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广播数字化发展，2017年印度
召开的以“数字推动，实现总理数字印度梦”为主题的

图4 STARWAVES推出的DRM收音机

由于价格较高、体积较大等因素影响，DR M收
音机实际推广存在困难，但在印度市场上，另一种
数字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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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数字广播接收机却增长迅速。印度的汽车接
收器行业已经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在国内开发DR M
数字无线电接收器和芯片组。印度道 路上超过150
万 辆 汽 车配备了 D R M 数字广 播 接 收 机，图3为马
恒 达（印度汽 车品牌）T U V30 0配备的DR M接收
机。印度的大多数汽车厂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具有
DR M接收器的汽车，越 来越多的国际汽车品牌加
入了DRM。

提供新的方向。基于本文上述分析，对我国DRM发
展进行思考并提出三点建议：

（1）我国仍处 于 短 波D R M 广 播 试 验 播出阶
段，建议在试播基础上，加大力度开展DRM技术在
应急预 警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组织实施 EW F应急
预警功能相关测试。

（2）我国市场上支持DR M的接收终端较少，
建议监管机构考虑强制要求将DR M作为数字广播
接收机和汽车行业标准的一部分，推动厂商为用户
提供适用于收音机、电脑、移动电话或汽车等多种
方式的收听选择，方便用户体验，逐步提高DRM数
字广播听众数量和基础。
（3）数字接收机除了收听音质的改善，能否为

听众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内容是消费者真正关注的
问题。建议深入挖掘DR M提供的多媒体信息可能
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关注DR M技术带来的相
关产业发展。
图5 车载DRM数字广播接收机

随着DR M接收终端的普及，成 本也会进一 步
降低。生产推广具备EW F功能的DR M接收机，将
有助于推动DR M在应急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实际
价值。

在全球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DRM数字广播发
展极为重要，是促进我国应急广播发展的重要方向。
开展深入研究，切实发挥DRM在危机和灾难时期发
挥的重要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5 我国DRM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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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大中华区战略合作总经理庞策在近日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目前来看，疫情之下，全球5G建设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截至2020年9月，107家运营商在47个国家和地区商用了5G网络。预计2020年底，149家运营商将在57个国家和地区商用5G网络。预计
2025年底，410家运营商将在123个国家和地区商用5G网络。
就中国市场而言，预计在2020年，中国将以2亿个5G连接数全球领先，在全球5G连接数占比超过85%。
与此同时，国内电信运营商正加速5G NSA网络向5G SA网络的发展过
渡。在11月初的“2020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上，中国电信宣布正式启动5G SA
全球率先规模商用；在2020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
杰表示，中国移动目前已为所有地级市和部分重点县城提供5G SA服务。
从NSA向SA的切换，意味着将能够实现更加强大、更加全面的5G功能和
服务。这些功能和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将会是超高清视频、云游戏、移动云、
VR等个人应用场景的落地；对于企行业垂直市场来说，则将是智慧医疗、智慧
能源、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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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行波管功放

香港总部
TEL：(852)28932181
Email：info@wellbecom.com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恒基中心办公楼 1 座 602 室
电话：010-65186282
维修中心：（010）65186283
http：//www.sywk.com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肇嘉浜路 798 号坤阳国际商务广场 1901 室
电话：（021）64678822

广告

广告

亚太地区卫星资

Asia-Pacific Satellite R

《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

邮寄地址：北京市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电话：+86-10-51662120 / 8825

国家无线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The State Radio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交信集团账务结算机构 机构代码（AAIC）CN03
—— 目前中国大陆唯一合法的国际船舶通信账务结算机构
CN03 具有办理和代理下列国家或地区船舶账务结算的资质：
中国、香港，巴拿马，塞拉利昂，帕劳，多哥，多米尼加，圣基茨和尼维斯，斐济，蒙古，
库克群岛，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萨摩亚。
选择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AAIC：CN03）作为账务管理机构的优势：
年度管理费、通信费押金、结算手续费低；
支持人民币或美元结算；
本地化快捷服务，便于沟通和交流；
ѣളӚ䙐䙐ؗؗᚥѣᗹ
ѣളӚ䙐䙐ؗؗᚥѣᗹ
365*7*24 全天候服务；
ᇎ㖇
ᇎᯯᗤޢؗՍਭ
提供专业的通信业务咨询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外馆后身一号 邮编：100011
电话：10098 010-65293800
网址：www.cttic.cn www.bjmcn.com

亚洲五号卫星
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设计制造

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卫星平台

SS/L 1300

卫星平台

SS/L 1300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

15年

极化方式

线性双极化

极化方式

线性双极化

轨道位置

东经100.5度

轨道位置

东经105.5度

覆盖范围

C波段
亚洲、中东、
俄罗斯、澳大利
亚、非洲东部等地
区

™

实时动态载波分配

转发器

Ku波段
东亚、南亚、中亚及中东地区，
移动波束覆盖中国海域或其他
指定区域

26个

覆盖范围

转发器

16个

亚洲六号卫星

INTELLIGENCE
EFFICIENCY
HORSEPOWER

C波段

Ku波段

Ka波段

亚洲、中东、
俄罗斯、澳大利亚
等地区

东亚、南亚、中亚及中东
地区，移动波束覆盖中国
海域或其他指定区域

中国部分
地区

28个

17个

设计制造

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设计制造

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卫星平台

SS/L 1300

卫星平台

SS/L 1300E

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

15年

极化方式

线性双极化

极化方式

线性双极化

东经120度

轨道位置

东经122度

C波段

转发器

覆盖范围

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

转发器

28个

CTTIC WECHAT

中星9号

C波段

Ku波段

Ka波段

亚洲、俄罗斯、
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家和地区

东亚、印尼、缅甸、
蒙古、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部分
地区

28个

32个

1个

中星10号

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设计制造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

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

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

卫星平台

Spacebus 4000

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

15年

极化方式

线极化

极化方式

圆极化

极化方式

线极化

轨道位置

东经125度

轨道位置

东经92.2度

轨道位置

东经110.5度

覆盖范围

中国及亚太地区

覆盖范围

中国

覆盖范围

转发器

C频段

Ku频段

24个

8个

中国及亚太地区

Ku-BSS频段

转发器

中星6B

稳定方式

覆盖范围

1个

亚洲九号卫星

轨道位置

总部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中国无线电检测大厦 (100041)
电
话：010-57996000/6219/6197
传
真：010-57996388

中星6A

亚洲七号卫星

设计制造

Heights

CTTIC WEBSITE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SRTC）是我国 CNAS、CMA、CAL“三合一”
认证国家级质检机构，是国家认监委授权的“国家无线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目前在北京、河北、深圳、上海、湖南建有检测实验室，已经形成“检
测认证、产品研发、科研标准、行业咨询、政府支撑”五位一体的业务结构体系。
SRTC 具备国内外权威授权资质 30 余项，可开展包括无线电监测设施
测 试 验 证， 无 线 电 设 备 检 测、CCC 认 证、 国 推 RoHS、 北 斗 导 航 认 证、 欧
盟 CE、 美 国 FCC、 加 拿 大 IC、 日 本 TCM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政 府 性 认 证， 以 及
GCF&PTCRB、CCF、蓝牙组织、Wi-Fi Alliance、CTIA、VDE 等产业联盟认证
检测业务，可开展复杂环境电磁环境测试及仿真测试。
SRTC 研发的智能化频谱监测系统，如“黑广播”智能识别系统、反考试
作弊系统、蓝牙 5.0 测试系统、SDR2000 数字信号监测系统等产品，为无线电
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C频段

转发器

22个

中星9A

30个

中星11号

设计制造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

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

卫星平台

Spacebus 4000

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

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

15年

极化方式

线极化

轨道位置

东经98度

覆盖范围

亚太地区

设计寿命

15年

极化方式

线极化

极化方式

圆极化

轨道位置

东经115.5度

轨道位置

东经101.4度

覆盖范围

中国、蒙古、亚太地区、印度洋地区及
澳洲

覆盖范围

中国（新增南海波束）

C频段

转发器

Ku-BSS频段

转发器

38个

C频段

转发器

24个

26个

美国Comtech EF Data公司
(86)10 68080081/82
sales@comtechefdata.com
www.comtechefdata.com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建威大厦8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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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东方红3B
东方红3B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劳拉FS-1300
劳拉FS-1300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Spacebus
Spacebus
4000 C2
4000 C2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双线极化双线极化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线极化 线极化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线极化 线极化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138度
东经138度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76.5度
东经76.5度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87.5度
东经87.5度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圆极化 圆极化

四号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Spacebus
Spacebus
4000 C2
4000 C2

定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Ku频段 Ku频段
16个

15年

15年

16个

15年

C频段 C频段

转发器 转发器34个

中星6C
中星6C

中星15号
中星15号

Ku频段 Ku频段

34个

32个

32个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
东方红四号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
东方红四号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

定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8度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15年
15年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线极化 线极化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正交线极化(Ku频段)、
正交线极化(Ku频段)、
圆极化(C频段)
圆极化(C频段)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130度
东经130度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51.5度
东经51.5度

区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非洲、欧洲、
非洲、
中东、
欧洲、
亚洲
中东、亚洲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19个

19个

C波段 C波段
转发器 转发器
20个 20个

18个

C频段 C频段

转发器 转发器28个

3个

Ku频段 Ku频段

28个

28个

28个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卫星平台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
稳定方式稳定方式
三轴稳定三轴稳定
设计寿命设计寿命
15年

15年

15年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线极化 线极化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142度
东经142度
C频段 C频段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134度
东经134度

Ku频段 Ku频段

(1)东南亚加强波束：
(1)东南亚加强波束：
印尼、马 印尼、
马 (1)三个波束提供自西太平
(1)三个波束提供自西太平
Ku频段 Ku频段 Ka频段 Ka频段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洋至东印度洋的海域覆盖
洋至东印度洋的海域覆盖
(2)亚太宽波束：
(2)亚太宽波束：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
(2)一个可移动点波束
包括南太平洋岛国等
包括南太平洋岛国等 (2)一个可移动点波束

C频段 C频段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亚洲、澳大利亚、
亚洲、澳大利亚、
新西 新西
中国、中南半
中国、中南半
东亚地区东亚地区
兰、太平洋群岛、
兰、太平洋群岛、
夏威夷 夏威夷
岛、蒙古岛、蒙古

C频段 C频段
转发器 转发器
25个 25个

18个

3个

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双线极化双线极化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中国及周边、
中国及周边、
澳洲、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地区
澳洲、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地区

Ku波段 Ku波段

15年

亚太9号卫星
亚太9号卫星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Ku频段 Ku频段

Ka频段 Ka频段

亚太6C卫星
亚太6C卫星

四号

研究院
间技术研究院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

中国、蒙古、
中国、
中南半
蒙古、中南半
亚洲、澳大利亚、
亚洲、澳大利亚、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亚洲、中东、
亚洲、
非洲、
中东、非洲、 中国、中东、
中国、
中亚、
中东、
非洲
中亚、非洲
岛、北太平洋、
岛、北太平洋、
印尼、 印尼、
东亚地区东亚地区
新西兰、新西兰、
太平洋群太平洋群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欧洲 欧洲
一个可移动点波束
一个可移动点波束
澳在利亚及新西兰
岛、夏威夷
岛、夏威夷 澳在利亚及新西兰

中国、亚太地区、
中国、亚太地区、
中东、非洲、
中东、
欧洲、
非洲、
澳欧洲、澳轨道位置轨道位置
东经110.5度
东经110.5度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洲和中国海域、
洲和中国海域、
印度洋区域
印度洋区域
覆盖范围覆盖范围
中国中部、
中国中部、
东南部及近海海域
东南部及近海海域
C频段 C频段
Ku频段 Ku频段
转发器 转发器
卫星总容量
卫星总容量
20Gbps20Gbps
24个 24个
23个 23个

区亚太地区

亚太7号卫星
亚太7号卫星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
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

0.5度

亚太5C卫星
亚太5C卫星

中星16号
中星16号

中星12号
中星12号

研究院
间技术研究院

转发器 转发器32个

32个

20个

20个

2个

转发器 转发器32个

2个

32个

16个

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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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通信系统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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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评测服务提供商
专业助力全国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建设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SRTC）是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
中心下属的独立事业法人机构。
2015 年，经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评审，取得了软件评测的资质；2017 年具
备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测试能力。
立足无线频管行业 , 为各类无线电管理软件、
一体化平台接口开展软件评测服务；
辐射工业、通信和办公自动化等领域，为各
类软件开展功能、性能、易用性、可维护性
和可移植性和一体化平台接口规范符合性等
评测服务。

服务领域

01

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
超短波设备操作服务
无线电管理软件
自动化控制
信息系统集成
政企办公自动化
物联网

业务内容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华平台管控系统，超短波监测管
理一体化平台设备操作服务接口能力验证、接口性能
验证、异常情况验证与各类无线电管理软件的功能、
性能、易用性、可维护性和可移植性等方面的验证

02

参考标准

03

GB/T 13622 《无线电管理术语》
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 51 部分：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 10 部分：
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YD/T 3700.1-2020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总体架构》
YD/T 3700.2-2020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服务设计》
YD/T 3700.3-2020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设备操作服务》
YD/T 3700.4-2020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数据服务》
YD/T 3700.5-2020 《超短波监测管理一体化平台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管控系统》
YD/T 3699-2020《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体系架构及应用规范》
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集成规范第 2 部分：服务治理

SRTC 专注于无线电技术领域的权威检测认证技术研究机构
欢迎来电咨询：010-57996000
单位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15 号楼 中国无线电检测大厦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