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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关键技术要点和发展
林 芳

（济宁市广播电视传输保障中心，山东 济宁 272000）

摘 要 随着广播技术的发展，中波发射较传统发射方式呈现出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低的发射成本等显著优势。

然而，当下互联网等新兴科技迅猛发展，对中波发射的冲击越来越大，中波发射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现阶段，

为进一步促进中波发射发展，有效缓解其生存压力，获得更高层次、更健康的发展，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成为业

内研发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中波广播发射机基本构成进行阐述，同时概述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发展历程及优

势特征，分析了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关键技术要点，同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与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而为数

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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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播行业发展中，中波发射以其低成本、广覆

盖等优势，实现了广泛应用。但是，在现代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过程中，中波广播发射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威胁与挑战。同时，在实际应用中，

中波信号发射机受电磁干扰作用较大，导致后期信号

发射受到影响，虽然能够运用窄波段接收机避免这一

问题，但是实际应用效果不够理想。因此，加强对现

代技术的运用，深入研究开发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是

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1 中波广播发射机构成

1.1 射频系统

在中波广播发射机中，射频系统是关键构成部分，

该系统的主要职责在于信号发射，由功率扩大器及合

成器、激励信号源等部分组成，各部分共同作用，相

互支持，最终确保系统得以安全稳定的运行。在射频

系统中，能够使中波信号逐步增强，然后实现广泛传播，

通过增强的信号可以使听觉效果得到有效保障。对于

机内网络来说，其构成包括带通滤波器和调配网络等，

其中的调配网络可以对收集信号进行合理的调配，从

而确保其在轨运行，使发射机稳定发射信号。对于带

通滤波器来说，主要作用是过滤中波里面存在的杂波，

以支持功率合成器工作。

1.2 音频系统

音频系统由编码器、音频处理器以及转换器构成。

其中，编码器主要负责进行音频信号的转换，同时负

责确定射频输出功率；音频处理器是系统关键组成部

分，主要负责对收集的音频信号进行处理，使其满足

射频系统的要求；转换器主要是负责对信号的编码进

行转换，逐步转成数字信号，从而促进信号更好地发

射和输出。

在音频系统中，其通过一定的音频信号处理，来

帮助射频系统更好地运行，满足射频系统要求，提高

中波广播的实际效果。

1.3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的主要责任是对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各

组成部分进行有效的控制，通过系统能够实现对程序

电路控制、进行故障检测等，以充分确保广播发射机

的运行安全。

因此，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控制系统属于

服务系统，服务于信号的顺利发射。

1.4 计算机系统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

机中，计算机系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通过将系统与

发射机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对中波广播的实时监控，

从而实现对信号的网络控制和远程控制，使中波广播

发射技术逐步走向现代化。

1.5 供电系统

供电系统是保证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正常运转的

基础系统，该系统能够为发射机的发射需求提供充足

的电源支持。

在供电系统中，为确保电源稳定性，还需要增设

散热冷却系统等配套辅助系统，从而防止供电设备由

于长时间使用而出现发热问题，影响发射机的稳定安

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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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中波发展历程及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

优势

2.1 数字中波发展历程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对高清广播系统等项目的研

究就已经开始，通过投入大量的资源成本，不断加强

对数字广播技术的深入研究，最终在 21世纪初，成功

研发出 IBOC数字发射系统，这一成果标志着数字广播

技术新纪元的到来。同时，研究提出的 MRSC-5C配套

技术标准也得到国际电联的高度认同。此外，欧洲在

1989年就提出了利用数字权限管理技术（DRM）来提

升中波发射技术水平，提高发射质量和效率，DRM技

术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这一规划也具有长远眼光。

随着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到 2004年，DRM技术在长、

中、短波广播发射中均实现了深入应用。尤其是当前，

DRM技术应用范围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其中印度、

俄罗斯等国家已是中波行业标准。在我国，应用 DRM

系统进行了 DRM10kW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研发，

其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实现了广泛应用。并且应注意，

在 DAM发射机中，通过增加 DRM数字基带编码调制

器和适配器板，则可以在模拟广播之上实现数字广播，

其应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1]。

2.2 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优势

2.2.1 工艺进一步优化

相较于传统的中波发射机，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

的工艺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从而得到了更好的应用效

果，发射机的性能得到全面改善，使得广播节目播出

质量达到更高水平。工艺优化与技术发展具有紧密联

系。在以前的广播系统中，所应用的各方面技术都存

在一定不足，整体性能不高，一些功能不能完全发挥

出来，使得广播行业发展遭遇瓶颈。并且在传统技术

应用中，其对于硬件的依赖性非常高，硬件设备具有

体积大、管理困难等问题，一旦发生故障，还需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成本进行维护，应用效

率低下。而通过工艺优化的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其

硬件大多更换成为电子管，不仅将设备体积大大缩小，

并且设备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维修难度和成本投入

也更低 [2]。同时，优化后的工艺方式，还能够使发射机

的使用寿命更长，运行可靠性更高，进而保证节目播

出质量。

2.2.2 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其抗干扰的能力显著

提升。在广播信号发射中，降雨、山势阻挡等自然原

因和电磁波等人为原因都可能对信号的传播造成一定

的干扰，从而导致信号传输的质量不高，直接影响广

播节目播出的质量。因此，在广播发射机中加强抗干

扰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但在广播发射机中，影响
其抗干扰能力的因素也比较多，如生产工艺方面、系

统布设方面等，都会对其抗干扰性造成影响。在传统
的发射机中，其自身的内部结构复杂性较强，抗干扰

的效果不佳，容易导致信号失真甚至丢失等情况出现。
而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不仅有效解决了这些问

题，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各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行，有
效降低电磁波对信号的干扰，提高信号传输的效率，

提升自身抗干扰能力 [3]。
2.2.3 运行的可靠性增强

广播发射机的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广播节目的质
量。在以往的发射机中，由于运行影响因素过多，导

致信号中断的问题经常出现，对用户收听广播节目的
体验造成不良影响，对广播行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

碍。而运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可以对传统发射机缺
陷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性优化自身设计，实现功能集

成，通过在系统运行中增加自我调节功能，有效提升了
广播发射机运行的可靠性，从而将发射信号中断的情况

降到最低，保障广播节目观众获得良好的收听效果 [4]。

3 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关键技术要点

3.1 控制界面切换处理技术

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控制系统中，控制接口

中包括切换处理模块，其主要作用就是对信号源数据
进行切换。通过调解模块的调解功能，可以使数据实

现自动传输与自动处理，使数字中波系统可以实时获
取数据。在切换处理模块中，还可以自由选择手动或

自动两种切换模式，以有效提升控制接口运行效率。
在光纤通信系统中，光发射机、光接收装置以及传输

继电器等都是系统的核心组件，在光纤通信模式下，
传输信号的稳定性得到有效保障，且可以有效避免数

据传播中丢失的情况，该技术是信号内容准确和信号
传输及时的重要技术保障。

3.2 多路信号源技术

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包含有多路系统信号
源，而非是限制在单一广播信号源中。当前发展中，

多路信号源的数字广播发射处理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
越广泛，充分体现出其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在中波广

播发射机中，发射接收处理装置在多路信号源技术下，
可以实现数据接收、传输、监控等各个系统模块的独

立运行，从而有效避免了各模块之间的相互干扰问题。
在发射机中，对模拟广播数据原始传输信号能够借助

D/A板将信号实现模拟转换，同时还可以完成数据的实
时采集和监控。广播数据信号通过多路信号源网络，

可以实现更加清晰的传输效果，从而有效避免了数据

失真的情况出现。在压缩传输处理技术中，压缩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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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内容是重要前提，同时可以使压缩后的数据内容

向数据接收终端进行传输，从而提高广播电视数据的

传输效率。现阶段，广播电视行业发展中，可以使用

的网络模式包括单纤双波和双纤三波两种，选择合适

的网络模式可以有效确保链路中的网关设备稳定运行，

便于对数据信号进行全面接收 [5]。

3.3 意外断电保护技术

广播信号是广播节目内容的重要载体，如果在信

号传输过程中传输设备突然发生断电，必然会导致广

播节目内容中断，严重影响广播节目播放效果。因此，

广播电视台在使用中波发射机中，必须要设置断电保

护模块。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断电保护系统具

有数字化和信息化功能，其可以与广播发射模块直接

连接，以确保广播数据传输正常。而一旦数据传输出

现异常，则会通过报警模组立即发出警报，为相关人

员及时排查发现风险提供指导，从而确保广播数据传

输的安全性。

4 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的发展

4.1 加强结构优化

优化结构可以使发射机性能更好，确保工艺选择

合适，达到一定优化深度，是加强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合理选择优化工艺。在发射机运行中，对

硬件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硬件体积可以有效反映出

发射机状态。现阶段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在降低设

备体积、提高信号发射速率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从

而实现设备功能的优化。因此，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

机未来发展中，还需要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应用，持续

优化设备结构，提高发射机性能。另一方面，要加深

优化深度。在以往的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虽然信

号发射及传输的效果大大提升，但仍旧存在一定的问

题。例如，发射机要保持长时间运行，才可以确保广

播节目的持续提供，因而设备发热问题较为突出，降

温手段效果不够理想，加剧了设备老化，缩短了设备

使用寿命，同时也增加了设备维护或更换的成本。因此，

在未来发展中，还需要加强对有效的冷却系统的应用

研究，降低发射机运行中设备发热的问题，降低过热

风险，提高设备性能 [6]。

4.2 改善系统功能

改善系统功能要从降低外部环境影响和改善内部

系统功能两个方面出发。一是降低外部环境影响。在

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运行中，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系统

运行方式，降低外部环境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在实际

研究应用中，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加强对大数据、云计

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在发射机系统中的运用研究，进一

步提高系统数字化水平，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抵御

外部环境影响，提高发射机抗干扰能力。二是改善内

部系统功能。在目前的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中，主要

依靠系统自身完成抗干扰。因此，相关技术人员可以

加强对发射机射频系统的研究，加强多种设备的运用

放大功率，同时改善系统内部性能，进而增强其抗干

扰能力。

4.3 加强智能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在数字中波广播

发射机中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实现智能控制提

供技术支持。一方面，要加强智能控制来保证运行安全。

在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运行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相互

支持、相互作用。因此，利用智能化技术可以通过对

广播信号的自动化、智能化采集与发送，有效提升系

统运行效率，并在保障运行安全的同时，降低运行维

护成本。另一方面，加强智能控制可以有效降低故障

产生。在系统运行中，人为操作的精准度难以充分保障，

并且在发射机运行中还可能会受到各种意外因素的影

响导致信号传输质量下降。虽然目前的发射机中已经

可以实现对故障的自动监测与预警，但其故障处理能

力仍旧有待提升，对故障的处理较多地依赖于人工。

而在未来发展中，通过运用智能化技术手段，可以实

现对发射机运行过程的智能控制，运用智能手段处理

部分故障问题，从而确保系统运行的稳定与安全。

5 结语

数字中波广播发射机技术在广播行业发展中占据

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转折意

义。随着现代科技水平快速提升，数字中波广播发射

机技术也必须要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不断优化完善

自身技术水平，才能够持续为广播行业的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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