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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下广播电视传输技术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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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技术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背景下，5G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会大大增加网络信息的传播速率，还会在很

大程度上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提供更大的便利。在 5G时代到来之际，我国广播电视传输

技术也会在各方面受到 5G技术的积极影响，从而产生巨大的飞跃。本文首先对 5G技术进行简要的概述，在简述

广播电视技术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 5G时代下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的转型与升级的应用，为促进新时期广播电视

传输技术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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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移动通信技术的

进步，同时也加快了 5G技术的发展进程，使我国逐渐

开始向 5G时代迈进。5G技术相较于传统的信息技术

拥有更多、更明显的优势，其与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的

融合可以大大增强传输的稳定性与便捷性，同时提高

传输的速度和质量，促进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的转型升

级，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以及给予人们更加

高品质的享受，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需求。

1 5G网络技术简述

1.1 5G技术概述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 5G技术，是一种具有

高速率、低时延和强连接特征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

技术，同时也是一种通过基础设施来实现人机物互联

目的的技术，5G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将代表着我国的通

信行业与科技行业不论是在速度还是在质量方面，都

将获得巨大的进步。5G技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技术，

而是在 2G、3G、4G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步的新

兴无线接入技术，它不仅融合了之前 3G、4G等技术的

优势，还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有意义的延伸，它有

效地提高了网络速率，从而加快信息传输速度。同时，

5G技术也将广泛运用于工业、交通等方面，在更多方

面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提升人们生产生活的品质 [1]。

1.2 5G技术特征

1.2.1 高速度

通信技术最为重要的便是速度的保障，在这个信

息传播十分迅速的时代，信息传递的及时性是进行有

效生产的重要保证。5G技术的用户体验速率为 0.1至

1Gbps，且具有 500km/h时的高可移动性能，对于有日

常通信需求和信息传播需求的用户来说，已经是达到

了非常流畅、快速的一个状态，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

人们对信息传递高速度的要求。

1.2.2 低时延

在 5G技术的应用过程中，5G技术速度加快的同

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传递过程的延时性，在

这种情况下，低时延的通信技术能够加强人与人、人

与物之间的实时联系。5G技术还拥有低消耗的特征，

使得信息传递的成本消耗与能量消耗更低，企业所消

耗的资源和成本也就越少，获取的利润也就更多 [2]。

1.2.3 多领域

5G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不仅对互联网信息传播有着

很大的好处，同时对工业控制、远程医疗、无人驾驶、

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多领域、多方面也会产生意义

深远的影响。5G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化生产与生活成

为了可能，现阶段，现代化与信息化不断被各行各业

引入，5G技术早已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不断为

人们的优质生活做出贡献。

2 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特点

2.1 光纤通信互联网技术

光纤通信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近年来

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已成为现代通信的主要应用技

术之一，在现代网络传播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光

纤通信互联网技术是指利用光波作为信息载体，使用

光纤为媒介将信息进行传输的一种通信技术，光纤通

信技术的信息传播效率与质量明显优于传统电缆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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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通信技术的传播。同时，光纤通信技术的信息传播

成本也远远低于传统的电缆与微波通信技术，因此光

纤通信互联网技术成为信息社会中各种信息的主要传

送工具是必然的。光纤通信互联网技术具有多项优点，

使得其能够在众多广播电视传播技术中脱颖而出，首

先便是其信息传播的容量大、传输距离远，可以满足

广播电视节目音像信息的大批量和大范围传播 [3]。其次

便是信息干扰小，能够保证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到较

少外界因素的干扰，切实保障信息质量，使信息能够

最大程度的展现最初的真实性。最后便是光纤这种材

料的优越性，它具有尺寸小、轻量化的特点，同时材

料的来源丰富，对环境保护友好，这就使得在铺设的

过程中不仅可以节约成本与资源，还可以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

2.2 无线广播电视传输技术

无线广播电视传播技术是相对于有线传输的一种

先进技术，常见的无线传输方式有光纤传输、网络传输、

微波传输、无线 SMARTair传输等方式，综合所有无线

传输方式的优缺点后，其中最为常用的通信传输技术

便是微波传输与无线电视转差传输，相较于其他传输

方式，这两种方式具有更为明显的稳定性与便利性，

可以保障广播电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质量。

无线传输系统在应用方面可以大致分为移动视频

传输系统与监控传输系统，广播电视台根据具体不同

的用途使用不同的信息传播系统传播信息，既能将所

要传输的内容进行有序的分类，还能够加强对广播与

电视节目的管理 [4]。这种技术之所以被大规模使用的主

要原因是其具有综合成本价格低、性能稳定、维护费

用低、操作灵活等多项优势，可以保证人们接收信息

的稳定性与便利性，同时也可以应用到除广播电视外

的其他领域，如智能制造、森林防火等实时视频监控，

是在我国大范围、多领域进行应用的一项先进技术。

2.3 微波通信网络传输技术

微波通信网络传输技术，即处于 300-3000GHz频

段内的一种通信技术。随着我国的信息化与数字化水

平的逐步提升，微波通信传播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在

现代的通信技术体系中，微波通信技术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也是广播电视常用的传输技术之一。微波通

信网络传输技术可以支持多种传输业务，如 PDH、

SDH业务等，能够很好地满足 5G网络移动通信业务的

应用需求 [5]。同时，微波通信传输技术还拥有强大的抗

灾能力，能够很好地防止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破坏，

可以有效避免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使得整个传输系统

陷入瘫痪的现象。但它也存在着易受其他微波干扰的

劣势，在使用微波频率传输信息时，经常出现相同频

率微波产生碰撞，从而导致信息传播质量降低的现象。

因此，在微波通信体系的建设中需要特别注意频率的

相撞与波束方向上的高建筑物的遮挡，尽量避免此类

现象的影响。总体来说，微波通信网络传播技术可以

很好的与 5G技术相承接，但也要注意克服种种困难条

件，不断完善和改进微波通信网络传播技术，进一步

推动我国广播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实现广播电视通

信网络的现代化建设。

3 5G时代下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的应用方式

3.1 在融合广播服务上的应用

传统的广播信息传播是单纯的音频播放形式，对

接收载体与频率都有着很多的要求与限制，但在 5G技

术发展的条件下，广播传播信息的内容也逐渐多样化

和多元化，从之前的音频到图像、文字等形式的转变，

大大加强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与空间性，大幅度提升

了观众对信息感官方面的接收，增添了娱乐性与趣味

性，使用户能够感受到更加多样的网络信息体验与服

务。电视广播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观众往往多为当地

居民，但在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广泛传播与社会共

享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信息传播发展的大方向。因此

5G技术的出现使得信息共享成为了现实，在 5G技术

的支持下，地方电视广播台可以通过网络面向全国甚

至全世界的观众进行特色节目和地方文化的宣传，丰

富节目内容，提高节目内容与服务的质量，满足广大

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受众在网络媒体发展下的

体验感，为观众提供更为贴心和具有趣味性的信息服

务，促进广播电视在新时期的发展 [6]。

3.2 在 VR技术服务中的应用

5G技术的发展使得 VR和 AR技术得以广泛使用，

在技术的支持下，为观众塑造实时的虚拟环境，使观

众能够感受到更为真实的现场体验，打造身临其境的

节目氛围，提高观众的观看体验好感。VR与 AR技术

调动了人们的多重感官，如听觉、视觉等方面，为使

用者塑造接近现场的虚拟场景，可以让使用者能够在

感官上感受到真实的现场 [7]。VR技术是一种以现代技

术为支撑，利用计算机等设备对现实环境进行模拟与

仿真的技术，通过虚拟环境的搭建满足使用者对场景

的真实体验。AR技术是指实现虚拟与现实世界的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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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的一种技术，同样依靠计算机等设备来实现，为

使用者带来基于现实又无法真实体验的感受。不论是

AR还是 VR，都是建立在高端技术的应用前提下衍生

的技术，在 5G技术的支撑下，VR与 AR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才成为了可能，电视广播信息传播的技术也有

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途径。

3.3 在远程直播与应急广播上的应用

由于远程直播的观众人数较多，且不同个体选择

不同渠道与方式进行观看，这也就要求广播电视台要

使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对这些途径进行管控。在 5G技术

的支持下，可以利用 5G技术下的多个链接与线路向直

播平台进行内容的传播，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5G

技术的高速率与低延时可以提高视频播放的画质与流

畅度，使播放效果达到理想状态，大大提高广播电视

远程直播的质量。

在大众的实际需求方面，应急广播的需求明显高

于其他广播。传统广播受到技术与模式的双重制约无

法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大范围的传播，一旦遭遇特殊情

况与突发状况，就会导致整个网络系统的瘫痪和崩溃。

在 5G时代环境下，技术方面问题可以得到完善的解决，

5G技术可以将网络承载与容量扩大，可以支持广播在

同一时间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传播，还能对用户进行针

对性通知，确保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应急准备 [8]。

4 5G时代下促进广播电视传输技术转型升级

的措施

4.1 树立创新意识，注重新功能开发

当今融媒体时代的发展下，媒体与观众的互动性

逐渐增强，用户对于节目视频的要求也有了质的提高。

大部分的年轻观众热衷于对节目内容进行评论，这也

就促使广播电视台提供良好的弹幕、讨论留言等功能，

为观众提供一个对节目进行二次加工的平台，同时还

要通过 5G技术的应用支持电视节目的下载和保存，提

升观众对节目进行编辑和剪辑的便利性，提高观众观

看节目的积极性，通过观众的宣传实现电视节目另一

种形式的传播。

4.2 优化各种资源渠道

5G技术发展需要硬件设施的支持，未来保障广播

电视台节目内容的高效率传播和画质的改善，应加强

电视节目的基础设施硬件的建设。另外，还要优化各

种资源渠道，在保障节目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资金、

收视率、收益、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尽量

对设备和各方面装备进行优化，保障节目内容的优质

与节目效果的理想化，提高观众的观看兴趣 [9]。

4.3 提升编码技术的大融合

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使得 5G与各种技术的融合

成为了必然趋势。5G技术环境下的广播电视传输编码

技术也在进行着与各种先进技术的大融合，向着多样

化、创新化的方向前进。现阶段，我国的广播电视行

业正朝着多种新型广播电视传播编码技术与移动互联

网编码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能够大幅度促进广播

电视传输技术的升级与转型。

5 结语

综上所述，5G技术在广播电视传播中的应用是新

时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广播电视进行转

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唯有针对广播电视传播的技术特

征进行研究与分析，才能对广播电视发展的趋势更加

清晰。传统的信息传播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我国

社会的需求，也逐渐落后于媒体发展的潮流，在这种

发展环境下，广播电视传播技术的创新与升级会大大

提高其信息传播的质量与效率，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

的信息传播渠道，提升广播电视的市场竞争力，促进

广播电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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