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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文件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技术文件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归口。 

本技术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德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工信光电子有限公司。 

本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春江、李晓鸣、郭沛宇、王磊、丁森华、马艳、张乃光、张智军、肖辉、

高力、高杨、赵镜平、栗志国、周锡福、兰奎千、章惠来、张振兴、蒋金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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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技术文件规定了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系统的应急广播消息传输和指令安全保护机制、应急广播

消息封装协议、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协议和管理配置协议，以及有线数字电视前端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

要求和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的终端对应急广播消息处理与展现要求。 

本技术文件适用于有线数字电视的应急广播系统的设计、生产、使用和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12—1980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GB/T 4880.2—2000  语种名称代码  第2部分：3字母代码 

GB/T 13000—2010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 

GB/T 15273.1—1994  信息处理  八位单字节编码图形字符集  第一部分：拉丁字母一 

GB 16959—1997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GB/T 17975.1—2010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息的通用编码  第1部分：系统 

GB/T 18030—2005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GB/T 21669—2008  信息技术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编码字符集 

GB/T 28161—2011  数字电视广播业务信息规范 

GD/J 079—2018  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GD/J 080—2018  应急广播系统资源分类及编码规范 

GD/J 081—2018  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数字签名 

GD/J 082—2018  应急广播消息格式规范 

GD/J 083—2018  应急广播平台接口规范 

GD/J 089—2018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定义、缩略语和约定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突发事件  emergency event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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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应急信息  emergency information 

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发布，应急广播系统接收的源信息。内容包括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各类信息。 

3.1.3  

应急广播  emergency broadcasting;EB 

一种利用广播电视系统向公众发布应急信息的方式。 

3.1.4  

应急广播消息  emergency broadcasting message;EBM 

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之间，以及应急广播平台到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各类应急广播传输覆盖

资源和终端之间传递的播发指令等相关数据，包括应急广播信息主体文件、应急广播信息主体签名文件、

应急广播节目资源文件、应急广播消息指令文件、应急广播消息指令签名文件。 

3.1.5  

应急广播系统资源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resources 

应急广播系统所涉及的相关资源，包括应急广播平台、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应急广播传输

覆盖网、接收终端和效果监测评估系统等。 

3.1.6  

应急广播适配器  emergency broadcasting adapter  

接收、解析、验证应急广播消息，并向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和传输覆盖网进行协议转换的设

备。 

3.1.7  

应急广播数字证书  emergency broadcasting certificate 

由数字证书签发编号和数字证书编号唯一标识,包括数字证书格式版本号、数字证书签发编号、数

字证书编号、数字证书有效期、公钥信息、数字签名信息等，用于应急广播各级系统之间、系统与终端

之间的认证。 

3.1.8  

数字签名  digital signature 

附加在数据单元上的数据，或是对数据单元所作的密码变换，这种数据或变换允许数据单元的接收

者用以确认数据单元的来源和完整性，并保护数据防止被人（例如接收者）伪造或抵赖。 

3.1.9  

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列表  emergency broadcasting certificates authorization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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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应急广播数字证书管理系统签发的证书授权列表，包括：接收端编号、证书授权序列号、证书数

量、证书编号列表、数字签名，用于规定应急广播各级系统和接收端的信任关系。 

3.1.10  

应急广播索引表  emergency broadcasting index table 

一种在传送流中使用特定PID进行传输的用于对应急广播消息进行索引的表结构。 

3.1.11  

应急广播内容表  emergency broadcasting content table 

一种在传送流中使用特定PID进行传输的用于对应急广播消息内容进行传递的表结构。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CD  二进码十进数（Binary Coded Decimal） 

bslbf  位串，左位在先（bit string,left bit first） 

CRC  循环冗余校验（Cyclic Redundancy Check） 

PID  包标识符（Packet Identifier） 

UTC  世界协调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imsbf  无符号整数，高位在先（unsigned integer，most significant bit first） 

3.3 约定 

下列约定适用于本文件。 

3.3.1 关系运算符 

<   小于 

==  等于 

3.3.2 算术运算符 

++  递增加1 

3.3.3 赋值操作符 

=   赋值操作 

3.3.4 保留位默认值 

除非另有说明，本技术文件中所有的“reserved”位都应被置为“1”。 

4 概述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系统架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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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系统架构图 

应急广播平台将应急广播消息通过应急广播平台联动接口传送给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的应急广播适

配器，应急广播适配器对应急广播消息中的指令数据进行验签，验证消息合法性后，依据本技术文件封

装形成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传送流，通过有线数字电视复用播出系统进行处理、复用和播

发。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的终端对应急广播消息进行验证、处理，并通过字幕、图片、音视频方式播

放。具备数据回传功能的终端将状态信息、播放结果等数据回传至本级应急广播平台。应急广播适配器

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应符合GD/J 079—2018和GD/J 083—2018的相关规定。 

5 应急广播消息传输和安全保护机制 

5.1 应急广播消息传输机制 

基于有线数字电视的应急广播系统中采用全频点指定PID透传的方式传输应急广播消息。 

5.2 应急广播消息安全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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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消息在有线数字电视系统中传输时，需要具备防插播、防重放、防篡改攻击等安全措施

和安全防护能力，采用数字签名技术实现对应急广播消息指令的安全保护。安全保护机制详见 GD/J 

081—2018。 

6 应急广播消息封装协议 

6.1 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的关系 

通过应急广播索引表可所引导应急广播内容表，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内容表的关系见图 2。 

应急广播索引表

table_id=0xFD

索引表版本

应急广播消息数量

应急广播内容当前频点指示符

应急广播消息索引

应急广播消息1

应急广播消息2

应急广播消息N

应急广播内容
消息标识符
EBM_id=1

消息内容版本

多语种内容数量

语种1内容

语种2内容

语种N内容

消息标识符
EBM_id=1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消息类别

消息级别

消息覆盖区域

指定频道播放参数

应急广播内容表
table_id=0xFE

应急广播内容子表1
EBM_id=1

应急广播内容子表2

EBM_id=2

应急广播内容子表N

EBM_id=N

语种内容

语种代码

编码字符集

文本内容

发布机构名称

辅助数据集合

辅助数据1

辅助数据2

指定频道播放参数

传输流标识

节目号

PCR_PID

节目描述符集合

流信息集合

视频流信息

音频流信息

有线数字电视
系统描述符

Stream_type=0x02

Elementary_PID:指示详情频道

视频传输流分组PID

ES_info

应急广播消息参数
多语种内容集合

数字签名数据

数字签名数据

 

图2 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的关系图 

6.2 应急广播索引表封装格式 

应急广播索引表在传送流中使用特定的PID（0x0021）进行传输，应急广播索引表可以被分割以占

用一个或多个段。应急广播索引表的语法定义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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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应急广播索引段 

语法 位数 标识符 

EB_index_section（）{   

table_id 8 uimsbf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 bslbf 

‘1’ 1 bslbf 

reserved 2 bslbf 

section_length 12 uimsbf 

table_id_extension 16 uimsbf 

reserved 2 bslbf 

version_number 5 uimsbf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 bslbf 

section_number 8 uimsbf 

last_section_number 8 uimsbf 

EBM_number 8 uimsbf 

for (i=0;i<EBM_number;i++){   

EBM_length 16 uimsbf 

reserved 4 bslbf 

EBM_id 140 uimsbf 

EBM_original_network_id 16 uimsbf 

EBM_start_time 40 bslbf 

EBM_end_time 40 uimsbf 

EBM_type 40 bslbf 

EBM_class 4 bslbf 

EBM_level 4 uimsbf 

EBM_ resource_number 8 uimsbf 

for (j=0;j<EBM_ resource_number;j++){   

reserved 4 bslbf 

EBM_resource_code 92 bslbf 

}   

reserved 

details_channel_indicate 

if（details_channel_indicate==1）{ 

details_channel_network_id 

7 

1 

 

16 

bslbf 

bslbf 

 

uimsbf 

details_channel_transport_stream_id 

details_channel_program_number 

16 

16 

uimsbf 

uimsbf 

reserved 

details_channel_PCR_PID 

3 

13 

uimsbf 

uimsbf 

reserved 4 bslbf 

details_channel_program_info_length 12 uimsbf 

descrpitor1()   

stream_info_length 16 uims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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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语法 位数 标识符 

for (j=0;j<n;j++){   

stream_type 8 uimsbf 

reserved 3 bslbf 

elementary_PID 13 uimsbf 

reserved 4 bslbf 

ES_info_length 12 uimsbf 

for (k=0;k<p;k++){   

descrpitor2()   

}   

} 

} 

  

}   

signature_length 16 uimsbf 

for (l=0;l<q;l++){   

signature_data()   

}   

CRC_32 32 rpchof 

}   

 

表标识号  table_id 

8位字段，值为0xFD。 

段语法指示符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位字段，值为“1”。 

段长度  section_length 

12位字段，指示紧跟在段长度字段后且包括CRC_32的字节数，其值不能超过4093（0x0FFD）。 

扩展表标识  table_id_extension 

16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索引表的扩展表标识，即子表的ID，当前未使用。 

应急广播索引表版本  version_number 

5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索引表的当前版本，当应急广播索引表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该字段的值应

递增1，并对32取模。 

当前下一个指示符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位字段，置“1”时表示传送的应急广播索引表是当前适用的，置“0”时表示传送的应急广播索

引表当前还不适用。 

当前段序号  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索引表的当前段序号，第一个段序号（section_number）应为0x00，应急

广播索引表每增加一个段，该字段的值将递增1。 

最后段序号  last_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整个应急广播索引表中最后一段（即有最高section_number）的段序号。 

应急广播消息数量  EBM_number 

8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索引表当前包含的当前有效应急广播消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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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消息长度  EBM_length 

16位字段，指示紧跟其后的一条应急广播消息索引的字节数。 

应急广播消息标识符  EBM_id 

140位字段,应急广播消息的标识，用以区别其他的应急广播消息，采用BCD编码方式标识的35个数

字码，每4比特表示1个数字。编码规则：应急广播资源编码 (23个数字)+日期（8个数字）+顺序码（4

个数字），日期格式为YYYYMMDD，YYYY表示年，MM表示月，DD表示日，应急广播资源编码详见GD/J 080

—2018。 

应急广播原始网络标识符  EBM_original_network_id 

16位字段，给出发布应急广播消息的原始传输系统的网络标识符（network_id）。 

应急广播消息开始时间  EBM_start_time 

40位字段，表示该应急广播消息开始播放的时间。前16位表示MJD日期码，后24位表示时间，精确

到秒,时间表示方法详见附录A。 

应急广播消息结束时间  EBM_end_time 

40位字段，表示该应急广播消息结束播放的时间。前16位表示MJD日期码，后24位表示时间，按4

位BCD编码，共6个数字，精确到秒, 时间表示方法详见附录A；当播发的应急广播消息为不确定结束时

间的实时传送流时，该字段取值为0xFFFFFFFFFF,同理，当接收机检测到该字段为0xFFFFFFFFFF，应将

应急广播消息作为实时节目流进行处理。 

应急广播消息类别  EBM_type 

40位字段，5个ASCII字符，应急广播消息的类别，按照《国家应急平台体系信息资源分类与编码规

范》中对突发事件的分类和编码要求，该字段的取值范围和对应类别描述见《国家应急平台体系信息资

源分类与编码规范》。 

应急广播消息分类  EBM_class  

4位字段，指明该条应急广播消息的分类，具体字段定义见表2。 

表2 应急广播消息分类表 

应急广播类型 4 

0000：保留 

0001：发布系统演练； 

0010：模拟演练； 

0011：实际演练； 

0100：应急广播； 

0101～1111：保留； 

应急广播消息级别  EBM_level 

4位字段，该字段的取值范围和定义见表3。 

表3 应急广播消息级别 

字段取值 对应级别描述 

0 保留 

1 1级（特别重大） 

2 2级（重大） 

3 3级（较大） 

4 4级（一般） 

5～15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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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系统资源编码数量  EBM_ resource_number 

8位字段，给出了紧跟在该字段之后的资源编码的个数。 

应急广播系统资源编码  EBM_ resource_code 

92位字段，标识应急广播系统资源编码，采用BCD编码每4位表示1个数字，共计23个数字，包含了

需要响应本条指令的应急广播资源的级别、地区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型及顺序号，其取

值详见GD/J 080—2018。  

指定频道有无标识  details_channel_indicate 

1位字段，“0”表示应急广播消息无指定频道，“1”表示应急广播消息有指定频道。 

网络标识符  details_channel_network_id 

16位字段，指示该应急广播消息对应的指定频道网络标识号。 

传送流标识符  details_channel_transport_stream_id 

16位字段，指示该应急广播消息对应的指定频道传送流标识。 

节目号  details_channel_program_number 

16位字段，指示该应急广播消息对应的指定频道节目号。 

指定频道PCR标识  details_channel_PCR_PID 

13位字段，指示该应急广播消息对应的指定频道节目有效PCR字段所在传送流分组的PID。若该应急

事件无指定频道，或该指定频道节目没有相关联的PCR，那么该字段取值应为“0x1FFF”。对该字段PID

值的限制见GB/T 17975.1—2010的2.4.4.1中对PCR语义的相关要求。 

指定频道节目信息长度  details_channel_program_info_length 

12位字段，起始两位应为“00”，其余10位给出了紧跟在该字段之后指定频道的所有1类描述符的

字节数。若该应急事件无指定频道，该字段置0。 

1类描述符  descrpitor1() 

该类描述符包含指定频道的传送流所在频点的有线数字电视传送系统描述符和节目信息描述符，有

线传送系统描述符的语法定义具体内容参照GB/T 28161—2011中6.2.10.3的有线传送系统描述符；节目

信息和节目元素描述符的语法定义和语法结构详见GB/T 17975.1—2010中2.6。 

流信息长度  stream_info_length 

16位字段，给出了紧跟在该字段之后的所有流信息的字节数。若无流信息描述，则该字段置0。 

流类型  stream_type 

8位字段，给出了传送流分组中节目元素的流类型，该传送流分组的PID由基本PID（elementary_PID） 

指出。该字段的取值范围和定义见GB/T 17975.1—2010中表37。 

基本PID  elementary_PID 

13位字段，给出了承载相关节目元素的传送流分组PID。 

ES信息长度  ES_info_length 

12位字段，起始两位应为“00”，其余10位给出了紧跟在该字段之后的基本流信息的字节数。 

2类元素描述符  Descriptor2（） 

2类元素描述符主要包括节目和节目元素描述符等多个描述符，用于扩展节目和节目元素定义的结 

构，所有描述符的格式均以一个8位标签值为开始，后跟8位描述符长度及数据字段。该描述符具体语法

和内容的具体结构见GB/T 17975.1—2010中2.6。 

数字签名长度  signature_length 

16位字段，用于指示应急广播索引表数字签名数据的长度。 

数字签名数据  signature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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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数据包含应急广播索引表的数字签名信息，数字签名数据的长度由数字签名长度字段

signature_length确定，应急广播索引表计算出数字签名之后，再进行段的封装。数字签名数据的格式

详见GD/J 081—2018中6.2.2定义的数字签名数据语法。 

CRC_32字段  CRC_32 

32位字段，包含了 CRC值，在处理完整个段之后，附录 B定义的 CRC解码器的寄存器输出为零。 

6.3 应急广播内容表封装格式 

应急广播内容表与应急广播索引表同样使用PID为0x0021传送流分组传送，应急广播内容表包含应

急广播消息的一个或多个多语种内容，每个多语种内容可包含语种代码、消息文本、消息发布机构名称、

辅助数据。应急广播内容表可以被分割以占用一个或多个段，应急广播内容表定义见表4。 

表4 应急广播内容段 

语法 位数 标识符 

EB_content_section（）{   

table_id 8 uimsbf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 bslbf 

‘1’ 1 bslbf 

reserved 2 bslbf 

section_length 12 uimsbf 

table_id_extension 16 uimsbf 

reserved 2 bslbf 

version_number 5 uimsbf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 bslbf 

section_number 8 uimsbf 

last_section_number 8 uimsbf 

 reserved 4 bslbf 

EBM_id 140 uimsbf 

reserved 

 

 

4 bslbf 

multilingual_content_number 4 uimsbf 

for (i=0;i<multilingual_content_number;i++){   

multilingual_content_length 32 uimsbf 

language_code 24 bslbf 

reserved 5 bslbf 

code_character_set 

 

3 bslbf 

message_text_length 16 uimsbf 

for (j=0;j<message_text_length;j++){   

message_text 8 uimsbf 

}   

agency_name_length 8 uimsbf 

for (j=0;j<agency_name_length;j++){   

agency_name 8 uimsbf 

}   

reserved 4 uimsbf 

auxiliary_data_number 4  

for（j=0;j<auxiliary_data_number;j++）{   

auxiliary_data_type 8 bsl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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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语法 位数 标识符 

auxiliary_data_length 24 uimsbf 

for (k=0;k<auxiliary_data_length;k++){   

auxiliary_data  uimsbf 

}   

} 

 

 

 

  

}   

signature_length 16 uimsbf 

for (l=0;l<q;l++){   

signature_data()  uimsbf 

}   

CRC_32 32 rpchof 

}   

 

表标识号  table_id 

8位字段，值为0xFE。 

段语法指示符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位字段，值为“1”。 

段长度  section_length 

12位字段，指示紧跟在段长度字段后且包括CRC_32的字节数，其值不能超过4093（0x0FFD）。 

扩展表标识  table_id_extension 

16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内容表的扩展表标识，为保证每条应急广播内容表的唯一性，此处

table_id_extension字段的取值为对EBM_id进行CRC-16校验计算后所得的16比特校验值。（校验算法

采用CCITT-FALSE算法，校验码生成多项式为x
^16 

+ x
^12 

+ x
^5
+ 1，初始值0Xffff。） 

应急广播内容段版本  version_number 

5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消息内容段的当前版本，每条应急广播消息对应一个版本，当该应急广播

消息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该消息通过EBM_id对应的应急广播内容段的version_number的值应递增1，并

对32取模。 

当前下一个指示符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位字段，置“1”时表示传送的应急广播内容表是当前适用的，置“0”时表示传送的应急广播内

容表当前还不适用。 

当前段序号  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内容表的当前段序号，应急广播内容表的第一个段序号（section_number）

应为0x00，应急广播内容表每增加一个段，它将递增1。 

最后段序号  last_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整个应急广播内容表中最后一段的段序号。 

应急广播消息标识  EBM_id 

140位字段,应急广播消息的标识，用以区别其他的应急广播消息，采用BCD编码方式标识的35个数

字码，每4比特表示1个数字。编码规则：应急广播资源编码 (23个数字)+日期（8个数字）+顺序码（4

个数字），日期格式为YYYYMMDD，YYYY表示年，MM表示月，DD表示日，应急广播资源编码详见GD/J 08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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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内容数量  multilingual_content_number 

4位字段，给出当前应急广播消息的多语种内容数量，取值范围1～5。 

多语种内容长度  multilingual_content_length 

32位字段，指示紧跟其后的一个语种内容的字节数。 

语种代码  language_code 

24位字段，指示当前应急广播内容的语种代码，该代码应符合GB/T 4880.2—2000中3字母语种代码

要求，每个字符按GB/T 15273.1—1994编码为8位。 

示例： 

汉语的 3 字符代码为“zho”，经编码后相应的语种代码为“0111 1010 0110 1000 0110 1111”。 

编码字符集  code_character_set 

3位字段，指示该应急广播内容采用的编码字符集，本字段的取值范围和定义见表5。 

表5 编码字符集 

字段取值 对应编码字符集标准 

0 GB/T 2312—1980 

1 GB/T 18030—2005（可选） 

2 GB/T 13000—2010（可选） 

3 GB/T 21669—2008（可选） 

4 GB 16959—1997（可选） 

5～7 预留 

文本内容长度  message_text_length 

16位字段，给出了紧跟在该字段之后的应急事件文本内容的字节数。 

文本内容  message_text 

8位字段，用于描述该突发事件内容的文本字符串，该字符串需要根据“编码字符集”

（code_character_set）字段指定的编码字符集进行编码和解析。 

消息发布机构名称长度  agency_name_length 

8位字段，给出了紧跟在该字段之后的应急事件发布机构名称的字节数。 

消息发布机构名称  agency_name 

8位字段，用于描述该应急事件发布机构名称的字符串，该名称字符串需要根据“编码字符集”字

段指定的编码字符集进行编码和解析。 

辅助数据数量  auxiliary_data_number 

4位字段，给出该应急事件的辅助数据数量，取值范围0～2。 

辅助数据类型  auxiliary_data_type 

8位字段，标识该条辅助数据的类型，定义见GD/J 082—2018。 

辅助数据长度  auxiliary_data_length 

32位字段，给出该条辅助数据的长度，单位为字节。 

辅助数据  auxiliary_data 

本字段承载着一个完整的辅助数据文件，包括文件头和数据主体。 

数字签名长度  signature_length 

16位字段，用于指示应急广播内容表数字签名数据的长度。 

数字签名数据  signature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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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数据包含应急广播索引表的数字签名信息，数字签名数据的长度由数字签名长度字段

signature_length确定，应急广播索引表计算出数字签名之后，再进行段的封装。数字签名数据的格式

详见GD/J 081—2018中6.2.2定义的数字签名数据语法。 

7 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协议 

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协议用于将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列表发布到相应各级应急广播设备,应急广播证

书授权协议通过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在传送流中使用特定的PID（0x0021）进行传输，应急广播证书授

权表的table_id为0xFC，应急广播证书授权段见表6。 

表6 应急广播证书授权段 

语法 位数 标识符 

EB_ CertAuth _section（）{   

table_id 8 uimsbf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 bslbf 

‘1’ 1 bslbf 

reserved 2 bslbf 

section_length 12 uimsbf 

table_id_extension 16 uimsbf 

reserved 2 bslbf 

version_number 5 uimsbf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 bslbf 

section_number 8 uimsbf 

last_section_number 8 uimsbf 

CertAuth_number 8 uimsbf 

for (i=0;i< CertAuth_number;i++){   

CertAuth_length 16 uimsbf 

CertAuth_data  uimsbf 

}   

cert_number 8 uimsbf 

for (j=0;j< cert_number;j++){   

cert_length 8 uimsbf 

cert_data  uimsbf 

}   

signature_length 16 uimsbf 

for (l=0;l<q;l++){   

signature_data()   

}   

CRC_32 32 rpchof 

}   

 

表标识号  tabl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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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字段，值为0xFC。 

段语法指示符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位字段，值为“1”。 

段长度  section_length 

12位字段，指示紧跟在段长度字段后且包括CRC_32的字节数，其值不能超过4093（0x0FFD）。 

扩展表标识  table_id_extension 

16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的扩展表标识。 

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版本  version_number 

5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的当前版本，当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该字

段的值应递增1，并对32取模。 

当前下一个指示符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位字段，置“1”时表示传送的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是当前适用的，置“0”时表示传送的应急广

播证书授权表当前还不适用。 

当前段序号  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的当前段序号，第一个段序号（section_number）应为0x00，

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每增加一个段，该字段的值将递增1。 

最后段序号  last_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整个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中最后一段（即有最高section_number）的段序号。 

证书授权列表数量  CertAuth_number 

8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当前包含的有效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列表数量。 

证书授权列表长度  CertAuth_length 

16位字段，指示紧跟其后的一条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列表的字节数。 

证书授权列表数据  CertAuth_data 

证书授权列表长度指示的当前应急广播证书授权列表数据。 

证书数量  cert_number 

8位字段，给出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当前包含的当前有效应急广播证书数量。 

证书长度  CertAuth_length 

8位字段，指示紧跟其后的一条应急广播证书的字节数。 

证书数据  Cert_data 

证书长度指示的当前应急广播证书数据。 

数字签名长度  signature_length 

16位字段，用于指示应急广播内容表数字签名数据的长度。 

数字签名数据  signature_data() 

数字签名数据包含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的数字签名信息，应急广播证书授权表计算出数字签名之

后，再进行段的封装。数字签名数据的格式详见GD/J 081—2018中6.2.2定义的数字签名数据语法。 

8 管理配置协议 

8.1 管理配置表格式 

管理配置协议主要用于将应急广播系统应用中需要的时钟校准、资源编码设置、回传方式/回传地

址以及回传周期设置等指令的传输。管理配置协议通过管理配置表在传送流中使用特定的PID（0x0021）

进行传输，管理配置表的table_id为0xFB。管理配置表定义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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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管理配置表 

语法 位数 标识符 

EB_configure_section（）{   

table_id 8 uimsbf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 bslbf 

‘1’ 1 bslbf 

reserved 2 bslbf 

section_length 12 uimsbf 

table_id_extension 16 uimsbf 

reserved 2 bslbf 

version_number 5 uimsbf 

current_next_indicator 1 bslbf 

section_number 8 uimsbf 

last_section_number 8 uimsbf 

configure_cmd_number 8 uimsbf 

for (i=0;i< configure_cmd_number;i++){   

configure_cmd_tag 8 uimsbf 

configure_cmd_length 

for (j=0;j< configure_cmd_length;i++){ 

    configure_cmd_char 

} 

16 

 

8 

uimsbf 

}   

signature_length 16 uimsbf 

for (l=0;l<q;l++){   

signature_data()   

}   

CRC_32 32 rpchof 

}   

 

表标识号  table_id 

8位字段，值为0xFB。 

段语法指示符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 

1位字段，值为“1”。 

段长度  section_length 

12位字段，指示紧跟在段长度字段后且包括CRC_32的字节数，其值不能超过4093（0x0FFD）。 

扩展表标识  table_id_extension 

16位字段，给出管理配置表的扩展表标识。 

管理配置表版本  version_number 

5位字段，给出管理配置表的当前版本，当管理配置表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该字段的值应递增1，并

对32取模。 

当前下一个指示符  current_next_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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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字段，置“1”时表示传送的管理配置表是当前适用的，置“0”时表示传送的管理配置表当前

还不适用。 

当前段序号  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管理配置表的当前段序号，第一个段序号（section_number）应为0x00，管理配置

表每增加一个段，该字段的值将递增1。 

最后段序号  last_section_number 

8位字段，给出整个管理配置表中最后一段（即有最高section_number）的段序号。 

配置指令个数  configure_cmd_number 

    8位字段，指明管理配置表中包含有多少个管理配置指令。 

配置指令标识  configure_cmd_tag 

8位字段，指明配置指令的类型，比如时钟校准指令，区域码设置指令、工作模式设置指令等。 

配置指令长度  configure_cmd_length 

16位字段，指明该配置指令所包含的字符串包含有多少个字节长度的数据。 

配置指令内容字符  configure_cmd_char 

ASCII字符，其具体内容见8.2。 

8.2 管理配置指令定义 

8.2.1 管理配置指令格式 

每条管理配置指令均依据表 8格式进行定义。 

表8 管理配置指令格式 

序号 名称 类型 
长度 

bit 
描述 

1 configure_cmd_tag uint8 8 指令标识符 

2 configure_cmd_length uint16 16 指令长度,单位为字节 

3 configure_cmd_char char[] size 具体指令内容 

8.2.2 时钟校准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1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7 

指令内容见表9。 

表9 时钟校准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wYear 16 uint16 年，如 2014 年：0x7de 

2 iMonth 8 uint8 月 

3 iDay 8 uint8 天 

4 iHour 8 uint8 时 

5 iMinute 8 uint8 分 

6 iSecond 8 uint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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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资源编码设置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2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13+n 

指令内容见表10。 

表10 资源编码设置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terminal_address_length 8 uint8 物理地址长度 

2 terminal_address n×8 uint8 物理地址 n=terminal_address_length 

3 reserved 4 bslbf 保留，取值均为“1”； 

4 resource_code 92 bslbf 

终端资源编码，采用 BCD 编码每 4 位表示 1 个数

字，共计 23 个数字，包含了终端设备的级别、区

域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型及顺序

号，其取值详见 GD/J 080—2018。 

8.2.4 锁定频率设置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3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10+n×12 

指令内容见表11。 

表11 锁定频率设置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freq 32 uint32 主频频率（kHz） 

2 symbolrate 32 uint32 符号率(kBPS)  

3 
constellation_ 

mapping 
8 uint8 

0x00：未定义； 

0X01：QAM16；  

0X02：QAM32; 

0X03：QAM64; 

0X04：QAM128; 

0X05：QAM256; 

0X060XFF：预留； 

4 terminal_number 8 uint8 需要设置锁定频率的终端资源编码个数 

5 reserved 4 bslbf 保留，取值均为“1” 

6 resource_address 92 bslbf 

终端资源编码，采用 BCD 编码每 4 位表示 1 个

数字，共计 23 个数字，包含了终端设备的级

别、区域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

型及顺序号，其取值详见 GD/J 080—2018 

8.2.5 设置回传方式/回传地址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4 



GD/J 086—2018 

18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根据回传方式和终端数量变化，单位为字节。 

指令内容见表12。 

表12 设置回传方式/回传地址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reback_type 8 uint8 

回传方式： 

1：短信，地址为 11 个数字电话号码； 

2：IP 地址和端口； 

3：域名和端口号； 

4～9：预留。 

2 reback_address_length 8 uint8 回传地址参数长度 

3 reback_address n×8 uint8 

reback_type=1 时，回传地址为 11 个数字电

话号码，每个数字使用一个 ASCII 字符表示； 

reback_type=2 时，回传地址为 4 字节 IP 地

址+2 字节端口号，十六进制格式； 

reback_type=3 时，回传地址为域名和端口

号，为 ASCII 字符串格式，域名与端口号用

“：”分开。 

示例： 

www.chinaeb-lab.org：8080 

4 terminal_number 8 uint8 需要配置的终端资源编码的个数 

5 reserved 4 bslbf 保留，取值均为“1” 

6 resource_code 92 bslbf 

终端资源编码，采用 BCD 编码每 4 位表示 1 个

数字，共计 23 个数字，包含了终端设备的级别、

区域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型及

顺序号，其取值详见 GD/J 080—2018 

8.2.6 设置回传周期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5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5+n×12 

指令内容见表13。 

 

 

表13 设置回传周期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reback_period 32 uint32 
回传周期统一换算为秒，1 天=86400 秒，则此

处为 86400 

2 terminal_number 8 uint8 需要配置的终端资源编码的个数 

3 reserved 4 bslbf 保留，取值均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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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续）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4 resource_code 92 bslbf 

终端资源编码，采用 BCD 编码每 4 位表示 1 个

数字，共计 23 个数字，包含了终端设备的级别、

区域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型及

顺序号，其取值详见 GD/J 080—2018 

8.2.7 设置默认音量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6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2+n×12 

指令内容见表14。 

表14 设置默认音量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volume 8 uint8 

音量按百分比形式标识，其中： 

0x00：静音 

0x01～0x64：对应音量 1%～100%  

其他取值无意义 

2 terminal_number 8 uint8 需要配置的终端资源编码的个数 

3 reserved 4 bslbf 保留，取值均为“1” 

4 resource_code 92 bslbf 

终端资源编码，采用 BCD 编码每 4 位表示 1 个

数字，共计 23 个数字，包含了终端设备的级别、

区域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型及

顺序号，其取值详见 GD/J 080—2018 

8.2.8 状态/参数查询指令 

指令标识符（configure_cmd_tag）：0x07 

指令长度（configure_cmd_length）：根据查询终端数量和查询参数数量变化，单位为字节 

指令内容见表15。 

表15 状态/参数查询指令内容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1 parameter_number 8 uint8 查询参数个数 

2 parameter_tag n×8 uint8 
参数标识，回传参数定义见 GD/J 089—2018

中表 D.8。 

3 terminal_number 8 uint8 需要配置的终端资源编码的个数 

4 reserved 4 bslbf 保留，取值均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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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续） 

序号 名称 
长度 

bit 
类型 说明 

5 resource_code 92 bslbf 

终端资源编码，采用 BCD 编码每 4 位表示 1 个

数字，共计 23 个数字，包含了终端设备的级别、

区域编码、资源类型、顺序号、资源子类型及

顺序号，其取值详见 GD/J 080—2018。 

9 有线数字电视前端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前端应部署应急广播适配器并进行相应改造，接收和解析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应急广

播消息，并对应急广播消息生命周期进行管理，接收处理示例参见附录C。 

9.1 应急广播消息接收处理 

应急广播适配器接收和解析应急广播平台发送的应急广播消息，并对该消息进行安全校验和时间有

效性检验，对合法的、处于有效发布时间内的应急广播消息按照优先级顺序进行封装处理，对于不合法

的或已超过有效发布时间的应急广播消息做丢弃处理，并将接收处理结果反馈至应急广播平台。 

9.2 应急广播消息封装处理 

应急广播适配器从队列里提取需要播发的应急广播消息，按照本技术文件第6章的要求进行封装处

理。产生一个新的应急广播索引表，在该索引表中加入需播发应急广播消息编号、事件级别等信息，同

时产生一个新的应急广播内容表，在该内容表中加入对应应急广播消息的文本内容、辅助数据等信息，

最后对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进行签名保护。 

当某条应急广播消息到达结束时间时，应急广播适配器从应急广播索引表中删除该条消息的应急广

播消息编号、事件级别等信息，形成一个新的应急广播索引表，对该应急广播索引表进行签名保护，同

时删除对应的应急广播内容表。 

9.3 应急广播消息播放处理 

应急广播适配器将封装好的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按照GB/T 17975.1—2010规定生成

传送流，通过有线数字电视复用系统进行复用播发，通知终端及时接收播放，应急广播索引表播发间隔

应小于500毫秒。 

9.4 有线数字电视复用播出系统 

有线数字电视复用播出系统能够复用和播出PID为0x21的传送流。 

10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终端要求 

10.1 应急广播消息接收和处理 

终端在开机状态下，应实时接收、处理和播放应急广播消息，并能在需要时按照指令跳转到指定频

道进行播放；当应急广播索引表版本号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获取应急广播索引表的内容进行处理。有线数

字电视应急广播终端对应急广播消息的接收处理示例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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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应急广播文本内容显示 

终端对收到的应急广播的文本内容，应按照应急广播消息设置播放对应的语种内容，并在本条应急

广播消息有效期内循环播放。终端至少应支持字符集编码符合GB/T 2312—1980标准的中文文本内容的

解析和展现。 

10.3 辅助数据播放 

终端应按照辅助数据的类型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播放，其中对于平台接口协议中类型为音视频流的辅

助数据，由平台将该音视频流转为音视频节目，并将节目的描述符放入指定频道描述中以节目的形式进

行播放，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终端不支持类型为音视频流的辅助数据播发。在播放含有音频的辅助数

据时，终端应自动记录当前音量的设置值后，将当前音量调整到应急广播默认音量。当对应消息停发后，

终端应自动将当前音量恢复到播放应急广播前记录的音量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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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时间和日期的转换约定 

图A.1给出了可能要求的转换类型。 

 

本地MJD+本地UTC

年
Y

月
M

日
D

每周天数
WD

周－年
WY

周号
WN

a) b) c) d) e)

MJD+UTC

本地偏移

（正或负）
 加 减

 

图 A.1  MJD和 UTC之间的转换图 

注：经度在格林威治以东的偏移量为正，经度在格林威治以西的偏移量为负。 

在MJD+UTC和“local”MJD+local time之间的转换是一种简单的加或减本地偏移的方法，这种 

方法势必会导致UTC的进位或借位，进而会影响到MJD。下面以公式给出另外五种转换的路线图。 

所使用的符号： 

MJD——修正的儒略日期； 

UTC——世界协调时； 

Y——从1900年开始（例如：对于2003年，Y=103）； 

M——从1月到12月； 

D——从1日到31日； 

WY——从1900年算起的星期数； 

WN——根据ISO 8601规定的星期数； 

WD——从星期一到星期日（7）； 

K，L， ，W， ——临时变量； 

×——乘法； 

int——取整，忽略了余数； 

Mod 7——模7，被7除之后的余数（0至6）。 

a）如何从MJD中计算Y、M、D，见式（A.1）～式（A.5）。 

Y = int[（MJD-15078.2）/365.25]     ....................... (A.1) 

M = int{[MJD-14956.1-int（Y365.25）]/30.6001     ............... (A.2) 

D = MJD-14956-int（Y365.25）-int（M30.6001）     .............. (A.3) 

式中： 

如果M == 14或M == 15，那么K = 1；否则K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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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Y+K     ..................................... (A.4) 

M = M-1-K12     ................................. (A.5) 

b）如何根据Y、M、D计算MJD，见式（A.6）。 

如果M == 1或者M == 2那么L = 1；否则L = 0； 

 MJD = 14956+D+int[（Y-L）365.25]+int[（M+1+L12）30.6001]     ......... (A.6) 

c）如何根据MJD计算WD，见式（A.7）。 

 WD = [（MJD+2）Mod 7]+1     ........................... (A.7) 

d）如何根据WY、WN和WD计算MJD，见式（A.8）。 

 MJD = 15012+WD+7{WN+int[（WY1461/28）+0.41]}     ............... (A.8) 

e）如何根据MJD计算WY和WN，见式（A.9）～(A.11）。 

 W = int[（MJD/7）-2144.64]     ......................... (A.9) 

WY = int[（W28/1461）-0.0079]     ...................... (A.10) 

 WN = W-int[（WY1461/28）+0.41]     ...................... (A.11) 

示例： 

MJD = 45 218            W = 4 315 

Y =（19）82             WY=（19）82 

M = 9（9月）            WN = 36 

D = 6                   WD = 1（1月） 

注：以上公式适用于1900年3月1日至210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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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CRC_32模型 

图 B.1指定了 32位的 CRC（循环冗余校验）解码器。 

 

接收到的数据与CRC_32校验码
（最高位在前）

+Z(0)

+Z(1)

+Z(3)Z(2)

Z(4)

Z(31)

+

...

...

 

图 B.1  32位的 CRC解码器模型 

32 位的解码器由 14 个加法器和 32 个延时单元 Z（i）组成，按比特操作。CRC 解码器的输入加在

延时单元 Z（31）的输出上，结果传送到延时单元 Z（0）及其他加法器的输入端。如图 A.1所示，当每

一个加法器的输出端连接到单元 Z（i+1）的输入端时，那么每一个加法器的输入就是单元 Z（i）的输

出，i=0,1,3,4,6,7,9,10,11,15,21,22,25。 

CRC计算的多项式见式（B.1）。 

 1245781011121622232632  xxxxxxxxxxxxxx  ......... (B.1) 

当 CRC解码器输入端接收到字节数据时，接收数据每次移入一位进入解码器，采用最高位优先的原

则。当接收数据为 0x01（起始码前缀的最后字节）时，首先是 7个 0进入解码器，然后才是 1。在 CRC

解码器处理数据前，每个延时单元 Z（i）的输出初始化为 1，在初始化完成后，此部分的每一个字节送

入 CRC解码器的输入端，包括四个 CRC_32字节。当 CRC_32字节的最后一位移入解码器后，即 Z（31）

的输出加入 Z（0）后，读出所有延时单元的输出，如果没有错误出现，每一个 Z（i）的输出端数据应

该为 0。 

CRC解码器的的初始值应为：0xffffffff，在CRC编码器的CRC_32字段使用同样的数据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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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有线数字电视前端系统和终端对应急广播消息处理示例 

图C.1给出了应急广播适配器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流程示例。 

 

是否已过期

存储该消息到有效
消息列表

是

覆盖区域是否
包含当前区域

否

丢弃

否

是

指令是否
为“停发”

应急广播消息接收

否

是

该消息ID
是否在有效消息列

表中存在

否

更新有效消息列表
中的该消息

是

丢弃

从有效消息列表中
删除该消息

有效消息列表优先级
排序（消息级别越
高，开始时间越近，

优先级越高）

封装和播发优先级最
高的消息

优先级最高的消息
是否到开始时间

是

否

 

图 C.1  应急广播适配器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流程示例 

图C.2给出了终端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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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播出应急广播消息并
返回应急广播前业务继续

播放

消息A是否与
在播消息ID相同

否

是

选取表中优先级
最高的应急广播

消息A

否应急广播表中
EMB_Number
是否大于0

是

更新当前消息的
播出内容和

参考业务（如果有）

监测PID为0x21且table_id
为0xFD的应急广播表

否

当前是否有应急广
播消息在播

是

应急广播索引表
版本是否变化

是

否

当前是否有应急
广播消息在播

是

继续
监测

继续
监测

播出消息A及其
指定频道（如果有）

停止播出当前消息
并播出消息A及其

指定频道（如果有）

继续
监测

继续
监测

继续
监测

继续
监测

否
继续
监测

 

图 C.2  终端对应急广播消息的处理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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