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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播技术的特点及其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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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数字电视广播技术与互联网网络信息等技术实现融合发展，由此推动了广播电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了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无数字广播技术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信号质量高、传输速度快、资源利用率高等方面。
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信号质量、提升信号传输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率仍然是这一技术的研究重点。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开始研究设备小型化及微型化技术，将会为便携广播技术设备的开发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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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television broadcast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achiev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hich has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created
mor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digital broadcast technology mainly focus on high signal
quality, fast transmission speed, and high resource utilization.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further improving
signal quality, signal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re still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is technology. Moreover,
as more and more technicians begin to study the miniaturization and miniaturization technology of equipment, it will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rtabl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equipment.
Keywords: digital broadcast;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Discussion
引言：

部分广播电视台数据广播、声音传输以及网上传播等业

数字广播时代已经全面到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

务难以通过广播技术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并且，受众

了对传统模拟广播技术的创新优化，也极大的扩展了我

在收听节目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例如信

国广播传播事业的功能范围。数字广播时代与我国数字

号干扰因素、电视台网络宽带对收听频率造成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直接关系，人们的日常娱乐、生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信息传输稳定性受到不良影响。无论

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传统的电视节目已经很难

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目前广播设施所处的环境相对复

满足现阶段人们的实际需求，这就需要将数字化广播技

杂。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风雪、高温、低温、高磁环境

术落实到千家万户。数字广播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

等都会对信息传输硬件设施造成不良影响 [1]。对于多运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使人

用电子元件的信息传输硬件来说，这些因素会造成电子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国数字广播技术的应用

元件老化加速，影响设备的运行稳定性，进而导致信息

前景非常广阔，已经开辟了一条广播电视媒体事业的新

传输稳定性不强的问题日益严重。
1.2 信息量不足

道路。
1

广播技术的现状分析

信息是互联网相关服务的基础，同时在新媒体时代，

1.1 信息传输稳定性不强

信息传播的速度、数量处于核心地位。同时视频、图片

声音媒体多运用广播技术，并且普通广播电视台要

等在传播信息中也有了更多地应用，尤其是在以新媒体

求音频信息的输出具有较好的效果和质量，因此目前有

为主的平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目前很多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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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仅仅将节目上传到互联网平台上，并没有对信息服

成熟，其技术指标也更为完善。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

务进行改进，因此上传到网络平台的信息量是不足的， 中，数字多媒体接收机成本较高等因素成为其发展阻碍，
这也体现出单位需要对信息量的提升进行改革，积极应

这导致应用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的活动质量得不到有效

对相关的挑战。目前，很多媒体单位并没有结合新媒体

提升。但是，在一些具有较大优势的项目上，工作人员

发展现状，对自身媒体内容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导致

更愿意选用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 [4]，以达到进一步提升

信息量不足问题加重 [2]。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则会转向

项目传播效果与内容质量的作用。

接受其他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内容，应用广播技术的新媒

3

体平台的收听率、收视率将受到直接影响。长此以往，

3.1 手机电视

用户将对媒体单位失去信心，也不会主动接收其发布的

近年来，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较之前相比获得

内容。

数字广播技术的应用

前所未有的发展且跻身于世界前列，由此极大的促进了

1.3 网络普及率相对较低

数字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发展方向日益靠近移动通讯。

目前对于受众来说，移动手机、笔记本电脑已经成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手机更加智能化，各种

为生活工作的必需品。但是，虽然移动终端、网络的普

移动终端产品大量涌现出来，如平板电脑等，从而促使

及率相对较高，但是二三线城市的受众对于运用数字化

电视广播部门的发展方向与移动网络终端更加接近，如

广播平台收看相应的节目，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认可，因

手机电视等。同时，手机电视主要包括两种，即智能手

此在二三线城市，传统方式仍然是大部分受众主要选择

机、非智能手机，值得一提的是：若构建的手机电视能

的节目收看模式。所以，想要真正提高网络普及率就需

够为智能手机服务，则需要高度重视构建视频功能、操

要重视互联网渠道在新媒体广播技术中的作用，并对相

作系统等；反之服务于非智能手机，则在手机电视的构

关渠道进行优化和完善。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

建过程中需要强化开发与应用 HTTP/RTSP 技术 [5]。手机

现阶段媒体广播节目收听群众尚不稳定。

电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突破传统电视节目的时空界限，

2

数字广播技术的主要特点

方便用户随时随地的观看自己想看的节目，且能够为相
关部门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2.1 数字调频广播
目前，电子信息技术在数字广播技术中也有十分广
泛的应用，很多电子、音像企业都将数字电视、数字音
频广播技术、机顶盒技术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国外很多

3.2 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
数字多媒体广播是数字广播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从数字声音广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门技术。对数

企业也对数字调幅广播技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同时， 字多媒体广播技术进行合理应用可以让户外活动者、交
移动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也让数字调幅广播技术有了

通工具使用者等用户接收到高质量的音频以及视频节目，

更大的应用空间。相比其他技术，数字调频广播技术的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有信号品质的提升。数字多媒

绕射力和穿透力都比较强，因此其信号传输速度相对更

广播技术的应用还实现了对信息的可移动接收，即使接

快，能够有效抵御外界对信号造成的干扰，进一步保障

收终端处于高速移动的状态下，其接收效果也不会受到

信号传输的可靠性，因此用户接收的信号质量更高，自

明显影响，所以此项技术也尤其适合在室外应用。电视

[3]

然也能享受到更好的音质 。此外，在利用模拟信号传

用户等传统固定用户开始应用数字多媒体广播，使数字

输的过程中，通过运用数字调频技术能够实现音频信号

多媒体广播的受众群体逐渐扩大。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

和视频信号同时传输，并且仅需一部发射机便能实现对

开展的服务项目较多，主要包括音频服务、经济信息服

这两种信号的同时传输。因此，这种传播技术的应用简

务、移动视频服务以及互联网服务等，数字多媒体广播

化了传播方式，也起到进一步控制成本的作用。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发挥出了良好的效果 [6]，并保证了

2.2 数字多媒体广播

服务项目的综合质量。数字多媒体广播接收器可以在固

在实际应用及研究过程中，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已

定或者移动的环境中接收数据信息，接收的稳定性也不

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在系统构建以及业务开发方面都

会受到明显影响。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随着相关企业开始广泛应用

3.3 车载电视

多媒体技术，各个城市已经获得相对成熟的多媒体广播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的日

技术应用经验。总而言之，当前的数字多媒体技术更为

常出行过程中家用汽车逐渐成为一种主要方式，确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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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h 的速度下可以稳定的接收电视信号，更好的观看

市场，其受众群体也会不断扩大，这标志着我国在卫星

电视节目，创造良好的观看效果。同时，随着信息化技

数字声音广播行业市场方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其能够创造良好条件来更好的开

4

结束语

发与利用移动车载，且人们越来越重视移动车载，提出

综上所述，数字广播技术有较多的优点，如耗能较

的要求日益严苛，对于其时效性日渐重视。另外，当前

少、覆盖面积较大等，数字广播技术在我国行业内部应

交通工具日益多元化，在各种交通工具中都能够为人们

用广泛。数字电视作为现代化的数字电视技术，在具体

提供更为优质且良好的电子服务。

的运行中，需利用量化、抽样、编码转换等各种方式，

3.4 数字卫星声音广播技术

推动传统模拟电视实现信号转换，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了

数字卫星声音广播技术在国际上属于先进技术，美

二进制的数字式信号，推动电视信号实现良好的处理、

国是目前在此项技术研发以及应用中走的最远的国家， 传输、保存。为了保障电视信号传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美国开办的数字卫星声音广播主要有两家电台，一个是

相关部门实现了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良好应用，并让

XM 电台，还有一个是 Sirius 电台。这两家电台已经正式

信号传递实现实时检测及控制。

向全美提供数字卫星广播业务，XM 电台主要为人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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