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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华社网络现状与目标 
   新华社卫星广播网络主要包括: 

 国内卫星视频供稿网络 

 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卫星广播覆盖网络 

 海外多媒体卫星供稿网络 

    

    新华社网络现状 

 新华社现有网络无法满足多媒体新闻信息广播 

 互联网无法完全替代卫星广播网络 

 

    新华社目前面向全球的卫星通信网络仅有“全球卫星广播网”，作为一个单

向广播系统，面向全球 1500 余家用户提供新华社信息，目前仅发送文字、图片

等稿件。在卫星资源方面，亚太地区利用鑫诺 1号卫星(110.5°E)实现数据速率

为 8 Mbps 的广播；海外其他地区利用国际卫星 IS-702/177、IS-706/307、

IS-804/64 三颗卫星实现覆盖非洲大部分地区、亚洲、中东地区，传输速率为

2Mbps。从覆盖范围上来看，欧洲、美洲等经济发达地区不在现有卫星网覆盖范

围内，无法满足新华社多媒体新闻信息面向全球的业务需求，需要扩大覆盖范围。 
现有系统在业务容量上不能支持视频文件播发、频媒业务以及其他多媒体新兴业

务，也需要提高播发速率。 
    虽然互联网是覆盖 为广泛的网络，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欧洲、美洲等地区，

但对于视频文件等海量数据的传输，特别是多用户同时接收情况下，互联网的数

据传输速率将大大降低，从而降低了视频文件的时效性。 
而也正是由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互联网上的数据安全性、网络安全性等方面

存在隐患。因此，针对多媒体新闻信息的广播，仍然无法完全依靠互联网，因而，

需要建设多媒体全球卫星广播网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为了实现全球覆盖的战略目标，新华社在现有全球卫星广播网基础上，需要

完成以下工作： 

 调整卫星覆盖范围 

 提高现有全球广播网的传输能力 

 

鉴于现代社会高节奏、高流动性等特性，在现实客户的实际使用场景中,客户的

主管人员经常处于移动差旅的过程中，由此如何保障该类高端客户的资讯的及

时、完整并低成本的获取，以提升整个多媒体全球卫星广播网的品质，成为其中

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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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华社动中通卫星节目分组广播专网 

众所周知，卫星固定接收设施是在固定的场所，选择较好的物理地址与朝向，前

提必须确保固定天线与卫星之间没有任何的遮挡，否则是无法对星成功的。 

 

那么，对于处于移动过程中的车辆、火车、游轮、飞机等，必须具备如下特点： 

- 在有暂时遮挡（如城市高楼阴影、树叶、涵洞、桥梁等）的情况下，依旧可

以保持流畅的视频流 

- 必须适合于高速移动的状态，卫星接收装置可实现高速、实时、连续不间断

的对星跟踪，从而确保卫星数据链的实时连接。 

- 卫星接收系统必须小型化、较轻的重量、并可快速拆卸、安装，适合于小车、

越野等便携使用； 

- 内容加密 

- 在所有的用户中，可以按照优先权等级、或区域划分、或类别划分等，进行

不同种类的分组，以实现不同的客户享受到不同的服务资讯内容。 

- 成本可控，在低廉的 Ku 波段下实现卫星节目广播；系统方案整体成本可控。 

 

据此，我们提出新华社动中通卫星节目分组广播专网方案来解决以上诸多问题，

使其可以成为多媒体全球卫星广播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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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中通卫星广播系统  

很高兴向大家介绍动中通移动卫星广播的新技术，小口径天线。该系统还具有独特的防堵塞

系统，实现了即便在临时遮挡情况下的卫星视频流的流畅性。该系统采用非常小的卫星天线

通过Ku波段卫星传输到广播接收台，可以很轻易地在任何车辆安装使用。 
上行链路通道采用专有的视频编码和调制方式，更好的用在防堵塞保护系统。 

4．技术说明 
移动卫星通信技术相比其他的移动通信技术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卫星通信不需要地面基础

设施。这项服务可以每天立即对卫星覆盖下的任何地方和覆盖范围内提供相同等级的服务。

卫星通信也是一个非常经济以及高效的广播系统，将相同的信息传播给大量用户。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使用为移动应用提出了两个主要难点： 
 对保持实现无遮挡卫星地面站的高跟踪性能天线的需求。 
 缓解由遮挡，堵塞造成的频繁干扰效果。 

 
这个通过使用跟踪天线和防堵塞技术的解决方案将为以上两个难点提出答案，无论是在中心

站终端以及远程端（车）卫星接收机上都可解决。 
 
该系统的构架如图 2 所示，有 2 个主要部分：中心站设备和远端车辆设备。本节介绍这 2
个部分。系统设计主要有 2 个目标： 

 安装在移动车辆上的非常小的天线通过一个 Ku 波段地面卫星接收数据/视频信号. 
 大化的减少、乃至消除由遮挡造成的卫星链路阻塞引起的暂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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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站设备 

5.1.1 调制器和视频编码器 

主站的基础设备包括MPEG - 4（H.264）的编码器和调制器。调制器还采用了防堵塞系统

（专有系统）。调制器实现的专用调制和编码方案特别适用于小口径卫星天线. 
一个多区域视频分配系统的优化配置是将所有地区回传自己的本地的音频/视频转换器，通

过IP卫星调制解调器连接回中央站，使所有地区的音频/视频转换器集中控制。下图说明了

这个架构: 

 

图 1：集中管理的多地区的专有广播系统

5.1.2 防堵塞系统 

卫星通信所使用的波束类似于光线.它们不能穿过或者绕过固体,植物以及其他物体.这是相

对于许多地面通信系统(蜂窝,无线网络,WIMAX 技术等)以更低的频率工作的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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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专有广播系统的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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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专有广播系统的架构图 

 
其结果是，挡住了卫星视线的实物同样也挡住了进出卫星的信号。 
 
本方案架构的主要优点之一是，用户可以在多个地点安装多个分中心站，使用相同的空间部

分，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点发送视频/数据。专用的数据/视频可以直接分发到卫星的每个位

置，或者通过每个区域主站发送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中心站，然后通过卫星广播。中心站可以

使用非冗余和完全冗余的配置来适应所需的服务等级。 
本独特的解决方案可以克服由于视线遮挡所引起的中断。这个解决方案有两个主要的组件： 

 交织：交织器一般用于通信系统，将带存储频道改变成非存储频道。视线遮挡时间可以

持续几秒钟，甚至多达几十秒钟，就如在图 4 和图 5 所看到的。本独特技术采用了一种

可配置的长交织（ 多几分钟）以减少视频干扰的可能性。 
 编码：全球的几个监管机构限制了卫星传输的功率谱密度。因此，特有的阻断保护技术

充分利用了转发器的全部带宽，即使比特率相对较低（由于小天线和长交织）。该技术

通过使用非常低的码率（1/10）和时间分集，有效利用了系统带宽和比特率之间的高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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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c) 

Power 

(dB)

Power level of 0 dB is received service 

Vehicle velocity - 10 km/h, s and Satellite Elevation 240

图 4：市内的卫星移动接收的资料 
 

其结果是，在任何 2 分钟的滑动窗口，车载的天线需要不到一半的时间保证不中断的卫星视

线以提供一个中断的内容交付。不间断的卫星视线的时间可以在 2 分钟的窗口内任意散布。 

Power 

(dB)

Time (sec)

Power level of 0 dB is received service 

Vehicle velocity 60 km/h, s and Satellite Elevation 240

图 5：高速公路的卫星移动接收的资料 
图 4 和图 5 的来源：E. Lutz, D. Cygan, M. Dippold, F. Dolainsky, and W. Papke, 
“陆地移动卫星通信信道 - 记录，统计和信道模型”车辆技术电机工程学报，

第一卷，vol.40，页 375-386，1991 
 

5.1.3 有条件接收和中间件 
本系统在车辆上安装的接收器包括了有条件接收和中间件。条件接受提供了内容加密和音频

/视频信号解密，并启用先进的控制功能来确定特定车辆为授权接收目标。从中央站，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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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基于服务的服务基础上，可以对任何一个接收器，或一组接收器，或所有的接收器进行

授权或不授权音频/视频服务。接收器可以根据他们所在的地区，或者监督的身份，或者任

何其他的逻辑分组应用由运营商进行逻辑分组。接收器上的有条件接收系统是由一个高度安

全的智能卡（类似 GSM 的 SIM 卡形式），通过一个安装在安全的中央站机架上的高度安全

的密钥服务器进行通信。下图说明了整个系统的中心站，有条件接收和中间件架构。 

 
图 6：技术接口图——中央站结构 

 
有条件接收系统为（安装在每辆车上）的接收器提供了许多控制功能。有条件接收系统提供

的一些优势包括： 
 关闭管理–不同的地区可以经接收器的原始授权分配 Region_ID 到每个地区的每辆车

上。在实际中，中心站的运营商希望限制一个或多个区域收看一个未授权的频道，该地

区所有的接收器（车辆）通过包括一个或者多个 Region_ID 作为关闭项目的加密参数配

置服务所收看的频道可以被关闭（断电）。 
 强制调整–该系统支持有权命令，在中心站，该命令被操作者通过使用条件接入站发送，

它可以迫使一个接收器，接收器组，或者所有的接收器自动调到一个特定的频道，无论

他们目前正在观看什么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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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菜单式调节方式(OSD) –系统支持多达 40 个非持久性字符，可由中央站的操作者通

过条件接收器，发送到一个接收者、一群接收者或者所有的接收者。这个可以在一个弹

出式消息框上被配置为保持显示，任何秒数。 

 广播邮件 –该系统可升级（额外收费），以支持广播邮件。这是一个持久性信息，可被

中心站的操作者通过条件接收器，发送到一个接收器，接收器组，或所有的接收器，并

持续储存在接收器直到被车辆的操作者删除。 

 软件下载 –任何车辆的接收者可以在安全保障前提下，通过卫星升级新的软件。这些新

接收软件图像将被特定身份验证的安全服务器签署。软件下载可以针对一个接收者，一

群接收者，或者全部接收者。没有必要为运营商召回车辆到车库，以便升级接收器软件。

接收器智能卡将在允许它加载到接收器的内存中之前鉴证该软件的合法性与否。 

 USB插头式硬盘录像机–该系统可升级，以支持外部USB外挂硬盘驱动器作为一个DVR
（数字录像机）功能。记录到外部硬盘存储的所有内容将被加密，解密只有在内容播放

之时发生。. 

 
中间件是接收器的操作系统和应用支持平台，它支持高级应用比如EPG（电子节目菜单）和 
基于浏览器的互动应用（使用HTML 4.0 和JavaScript 1.5 标准格式）。本方案提供了一个PAL
分辨率的EPG作为用户界面。中间件也支持标准的DVB Mosaic 频道，这是在按比例缩小的

单屏幕上多个视频通道中头生成的视频通道。 
该车辆的经营者可以由遥控器按钮选择任何视频互动，只要按一下并直接调向全尺寸的通

道。 

5.2 汽车设备 

在汽车中安装的设备包括卫星跟踪天线和接收机。该天线通常安装在汽车的车顶。该天线通

常安装在汽车的车顶。该卫星接收机安装在车的内部，连接到天线和视频屏幕。在汽车上安

装的接收器是由汽车电池供电，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操作培训，无需维护。 

5.2.1 天线 
天线系统，如图 7 所示。采用了易于操作的平板阵列天线技术，当车辆在移动中运用了我们

的卫星跟踪专利算法。方位角扫描机械方式实现，而俯仰角和极化控制完全电子化。天线的

大小约为直径 25 厘米、高 12 厘米。该天线可以安装在车顶-用吸盘磁铁作为支架或者机械

支架连接到汽车的行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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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天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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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卫星接收机 
卫星接收机如图 8 所示。它包含解调器，车辆接收堵塞保护电路和一个 MPEG - 4（H.264）
的视频解码器。它全部都是从容易到达的的背部面板连接到汽车的电池，天线和视频画面，

以使安装没有那么复杂。接收机安装在一个坚固耐用的套子中，周围由防震橡胶保护，以确

保汽车运动中的高可靠性。  接收机的尺寸为 19.5 厘米（宽）15 厘米（深）5 厘米（高）。 

 

Figure 2: 卫星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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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卫星接收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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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例如电子节目菜单屏幕（尚未定制）

6.空间段要求 

传送一个高质量视频节目到小天线需要转发器功率为 48-49dBW。取决于携带服

务的卫星，这意味着转发器的功率在 50%-100%。 

结论： 
通过上述动中通卫星节目分组广播专网，可以帮助提升新华社多媒体全球卫星广播网的

服务品质，与动态覆盖范围；为塑造国际一流形象奠定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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