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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应急广播发展背景



应急广播是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方式，通过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和其他信息网络，向公众或
特定区域、特定人群发布应急信息的传播系统，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公众提供应急信息的重要手段，
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急广播定义



政策和标准

l 《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GD/J 079-2018）

l 《应急广播资源分类及编码规范》 （GD/J 080-2018）

l 《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数字签名》 （GD/J 081-2018）

l 《应急广播消息格式规范》        （GD/J 082-2018）

l 《应急广播平台接口规范》       （GD/J 083-2018）

l 《模拟调频广播应急广播规范》 （GD/J 085-2018）

l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GD/J 086-2018）

l 《地面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GD/J 087-2018）

l 《县级应急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GD/J 088-2018）

l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 （GD/J 089-2018）

l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

l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l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

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作的通知》

l 《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

l 《关于实施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

l 《关于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在应急管理中作用的意见》



02 应急广播方案标准



纵向垂直管理

横向左右贯通

图片来源：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技术白皮书（2020版）

国标版本的介绍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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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应急广播体系标准架构



03 航天广电应急广播方案



应急广播系统构成



全媒体县级应急广播方案架构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县直部门前置平台



县级传输覆盖网



乡镇-行政村应急广播前端、终端设备



监播联动、视播一体



市级应急广播方案



04 产品功能与优势介绍



主要产品

话筒大屏展示
应急广播支持的前端输入设
备，7英寸全彩LCD屏，支
持图形化全区/分区广播、
寻呼喊话、扫码登录等功能。
支持有线IP/4G通讯网络。

应急广播平台的移动播控端，
支持广播喊话、文件点播、录
音广播、频道管理、设备安装、
设备查看、设备参数配置、设
备巡检与出库等功能。

数据分析展示端，支持GIS地图，设
备状态，动态展示，用户活跃统计，
业务统计，安全状态显示等功能。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支持广播播
控、组织调整、设备管理、资源管
理、系统管理、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等操作。

手机APP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

音柱收扩机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支持的播放终
端，功率50W；支持防水防尘防雷。
符合广电总局2018年10月发布的应
急广播技术规范，支持网络广播、
支持有线、4G/5G、调频，网络环
境自适应、支持远程升级、远程配
置、远程诊断、断电自恢复等功能。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支持的播放终
端。功率30W；支持防水防尘防
雷。符合广电总局2018年10月发
布的应急广播技术规范，支持网络
广播。支持有线/4G/5G，网络环
境自适应、支持远程升级、远程配
置、远程诊断、断电自恢复等功能。

应急广播平台
应急广播平台符合广电总局2018
年10月发布的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接收外部预警信息输入并按照标
准调度相应发布资源及时准确发
布下去。

功放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终端，
240W~300W功率输出。支
持定阻定压切换功能。

应急广播适配器
应急广播适配器，分为县级、乡
村级、台站级三类，符合广电总
局2018年10月发布的应急广播
技术规范，具备IP、4G、FM、
TS、LineIN、电话、短信等多种
音源适配转换功能。



应急广播平台界面



数据大屏展示



大喇叭系统主界面



手机APP

掌上应急：一机在手，功能全有



应急广播平台性能

p 并发能力：支持同时分区域应急广播，支持县至乡镇并发应急广播流不小于10路，支持乡镇至村并发

应急广播流不小于20路。

p 播发时效：可实现应急广播消息的全自动播发，系统播发时效应符合本级应急部门的应急信息发布有

关规定。

p 监管能力：具备对全县应急广播终端进行监管的能力。

p 查询响应：一般数据查询响应时间小于2秒，复杂海量数据查询响应时间小于4秒。

p 响应速度：最快应急广播消息处理播发时效小于10秒，播发效果数据小于5分钟。

p 系统运行：系统满足7*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需求。

p 数据备份：数据备份(平台系统数据库）时间间隔≤7天，数据备份(平台系统数据库）存储时长≥6个月。



大喇叭系统功能介绍

WEB GIS管理 平战结合

县

乡

村

分级管理 手机移动端

在线升级一键应急
多音源接入

分区播发

电话广播白名单

插播优先设置

1 2 4 5 6 8 9 103 7



监播一体，音视频联动

周界入侵 交通指挥 森林防火



对接摄像头介绍

品牌 名称 主要产品型号 备注 摄像机图片

华为

好望云服务器 监播联动云服务 云端部署

200万红外AI筒型摄像机 D2120-10-SIU 支持智能告警

海康

视频监控服务器 DS-VE22S-B 本地部署

400万全彩枪机 SD-IPC5090-IR-F 支持智能告警

大华

视频监控服务器 DH-DSS7016S2-D 本地部署

400万声光警戒网络摄像机 DH-IPC-HFW4443DM-PV-I2 支持智能告警



户外大屏播放盒

+

电视机顶盒发布

应急广播平台

IPTV后台

户外发布后台

大喇叭适配器
IP多模数字接收终端

应急广播
IP多模终端呈现

应急广播
电视端呈现

应急广播
户外大屏端呈现

应急广播图文发布功能

户外大屏发布



摘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 》 手机端音视图文呈现

音频+视频、大屏+小屏、室内+室外、公共+个人、局域加广域的融媒化呈现。 

应急广播新媒体发布



应急广播适配器

1、7寸真彩色电容触摸屏

2、IP/4G/FM/RDS/线路/话筒多种音源适配转换

3、内置嵌入式麦克风，支持语音采播

4、U盘播放

5、U盾加密

6、服务器级工控机模块（县级适配器选配）

7、安全模块接口

8、1000W受控电源输出

9、县级适配器可托管3000台广播终端

县级适配器/台站适配器 乡村级适配器



应急广播台站适配器

        应急广播平台利用有线IP传输网将应急广

播消息传送到调频台站。应急广播消息经台站

适配器处理后生成应急广播音频节目和切换控

制指令。可利用音频切换器切播至调频广播发

射机进行播发，也可通过RDS控制指令，实现终

端的自动唤醒和应急广播节目强制接收。

        应急广播平台利用有线IP传输网将应急广

播消息传送到地面/有线数字电视台站。应急广

播消息经台站适配器处理后生成地面/有线数字

电视应急广播索引表和应急广播内容表传送流

进行复用播发。



话筒

★ 显示屏：七寸触摸屏；

★ 操作系统：Linux系统，安全稳定；

★ 操作界面：全图形化操作界面，一目了然；

★ 机身材质：纯铝合金，美观大方；

★ 网络通讯：支持有线IP和4G全网通。

l 电源：DC 15V/3A，可内置2600mAh电池；

l 浪涌防护：共模 4KV,差模 2KV；

l 静电防护：空气 8KV，接触 6KV； 

l 音频码率：32kbps~320Kbps ；

l IP网络接口速率：10/100M网络自适应；

l 4G工作频段：电信/移动/联通全网通；

l 音频编码格式：MP3；

l USB接口：USB2.0，接U盘，用于U盘点播；

l U-Key接口：接U盾，用于用户鉴权；

l 工作温度：-10℃～+50℃；

l 尺寸： 240*150*56（mm）；

l 净重： 1.45kg。

p 7寸真彩色电容触摸屏

p 智能化操作系统

p APP扫码登录

p 图形化分区广播界面

p 线路音源输入

p 一键应急喊话

p U盘播放

4G卡插入口

4G天线

U盾接口

U盘接口

RJ45网口

耳机插孔

音频输入口

直流供电口

电源开关



音柱

l 电源输入：AC 165V~270V/50Hz；

l 电源/网口防浪涌：共模 4KV,差模 2KV；

l 音频码率：8kbps~320Kbps ；

l IP网络接口速率：100M；

l 4G 工作频段：电信、移动、联通全网通

l 音频输出功率：30W；

l 工作温度：-30℃～+70℃；

l 相对湿度：10%～90%；

l 机身材质：全铝合金；

l 尺寸： 169*147*426（mm）；

l 净重： 4.5kg。

电源品字插头

网线接口

4G天线

4G卡插槽

FM天线

TS流天线

保险座

USB升级接口

接地状态指示灯

p IP/TS/FM/4G全模

p 卡片/贴片式SIM卡

p 30W电源功放模块

p 直流电源模块（可接太阳能）

p 安全模块接口

p 蓝牙配置模块

p 高低音单元分频设计

p 铝合金材质外壳

应用场景：声音圆润，适合场馆、广场、景区人员密集场所播放高品质音频。



收扩机 l 电源输入：AC 165V~270V/50Hz；

l 电源/网口防浪涌：共模 4KV,差模 2KV；

l 音频码率：8kbps~320Kbps ；

l IP网络接口速率：100M；

l 4G工作频段：电信/移动/联通全网通；

l 音频输出功率：定阻50W(8Ω)/100W (4Ω)//200W 

(2Ω)/；

应用场景：声音高亢嘹亮，适合乡村、野外空旷场所远距离播放。

p IP/TS/FM/4G全模

p 卡片/贴片式SIM卡

p 直流电源模块（可接太阳能）

p 安全模块接口

p 蓝牙配置模块

FM天线

电源品字插头

4G卡插槽
保险管

接地

状态指示灯
4G天线

喇叭接线柱TS天线

网线接口

USB升级接口



特点 航天广电应急广播 传统广播

易上手 只需三步即可实现点对点广播，简单容易上手。
解码器、调制器、功放器、发射机……复杂的专业设备，一眼
看过去，全是旋钮、按钮，不知如何下手，一不小心还
要担心设备是否会被损坏。

易管控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村干部出差在外，无论身在何处，
随时随地打开APP即可给村里开会，实现稳定可靠的“千
里传音”，是村务管理的好工具、好帮手。

发起广播必须去广播室，遇上天黑路滑的夜晚，发生紧
急情况，广播通知非常不便，更有可能耽误事情。

广覆盖
IP/4G+FM有线+无线的互补，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
装广播、发广播，不再受限于线缆铺设、发射天线安装
位置限制。

自行架设FM小调频发射台或复用电台/电视台发射台站，
信号覆盖范围有限。广播位置选点容易受地形地貌限制。
小调频发射台还容易对民航造成干扰，遭受诟病。

好音质
工作原理与在线听歌、看视频一样，数字广播信号，传
输线路再远，音质也不受影响，远距离传输后广播内容
依然能够高保真播放。

模拟调制传输，传输线路上容易出现信号衰减及干扰，
到达终端后音质相对较差。

航天广电应急广播优势——广播使用



特点 航天广电应急广播 传统广播

交付
简单

施工简便 网线可以利旧复用，4G接收天线螺纹接口，手工旋拧，通电即
可接收广播内容，无需专业技术人员，轻松安装。

有线方案：需要铺设专用线缆。
无线方案：需要在发射端和接收端架设专用收发天线。

前端机房设备轻
量化

无需自建机房，运营商统一运维的云端平台，数字化节目内容
的编码处理通过软件实现，整体工程及设备复杂度低，成本较
低。

自建机房，空调、宽带、供电、服务器、日常运维需要投入大量专业化资源，
每一路节目要对应一个编码器、调制器，设备复杂度高、成本高。

运维
省心

并行节目不受限 纯数字化节目内容，并行节目数不受频率限制，数量多。 一个节目对应一个频点，可并行广播节目数少。

管控能力强 双向通信，可实时监控终端状态及播出内容。 单向通信，无法监控终端设备，要监控需增加GPRS专用回传模块，成本高。

插播灵活 插播节目不受频点限制，可以通过IP话筒、手机APP、小程序等
多种方式实现插播，面临紧急情况可以快速响应，扩展能力强。

每一路插播对应一个频点，扩展数量受频率限制，插播需要专用设备，插播
扩展能力差。

扩展能力强 依托航天广电开放式云平台，具有设备、组织、人员、内容、
播控等各方面丰富的接口。

企业级软件系统，无法承担大规模网络请求接入，难以具备大规模外部系统
对接扩展能力。

抗干扰
系统抗干扰能力 数字双向传输，可校验，有丢包重传机制，抗干扰能力强。 模拟调制，易受外界干扰；采用无线传输时更容易受到信道干扰。对地形、

天气等环境因素敏感，抗干扰能力差。

信号覆盖传播能
力

采用运营商4G/5G通讯信号，覆盖范围最广泛，信号稳定，受地
形地貌影响较小，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广播点位。

自行架设FM小调频发射台或复用电台/电视台发射台站，信号覆盖范围有限。
广播位置选点容易受地形地貌限制。小调频发射台还容易对民航造成干扰，
遭受诟病。

安全
稳定

系统稳定性
采用互联网或云计算技术，实现集群化部署，关键节点服务均
有备份，系统整体运行状况不受各分控设备影响，系统稳定性
高。

系统几乎靠专用硬件设备层层堆叠搭建实现，一旦某个前端设备出故障，其
对应分区将不能广播；关键节点设备损坏，甚至造成全套系统瘫痪。

系统安全性 数字化指令处理，关键指令均通过非对称加密的签名验签机制
进行安全加固，确保非法指令被识别屏蔽。

系统安全多数通过物联链路的封闭性来实现，一旦物理链路遭到恶意接入或
无线频点泄露后遭到恶意攻击，系统内容安全将难以保证。

航天广电应急广播优势——广播运维管理



传统广播 掌上应急

一机在手，功能全有



供电不间断、信号无死角

供电不间断

信号广覆盖

IP为主通道
FM备份通道
4G补点
信号覆盖无死角

IP/4G/5G+FM



云端机房，专业维护，设备稳定

系统缺乏专业维护

终端设备瘫痪不响

应急广播云平台

APP客户端
智能收扩机

智能话筒
从云端到终端
专业团队维护
设备稳定运行



特点优势：
★ 扫码、配置、定位、拍照标准化装维交付

★ 基础信息完整采集，实现后期远程监管运维

扫码 配置 定位 拍照 导航

标准化装维交付，完整信息采集



8大优势特点

无机房建设，小投入启动 海量并发，全省一网

一呼百应，秒级发布 异地灾备，数据安全

太阳能供电，布点不受限 轻量级施工，专业级运维

多场景适用，可增值运营 随需而播，持久响亮



05 典型应用场景及案例



应急广播系统与“雪亮工程”等视频监控平台进行互联，实现应急广播与视频监控的联动播出，

对重要关口进行图像监控的同时可通过广播进行远程调度指挥和声音震慑管控；在指挥中心监控画面

发现现场有突发情况，可直接在监控画面上一键启动应急广播喊话，或触发应急预案播放警示音频；

主要应用于：治安联防、交通指挥、森林防火、山体滑坡和江河库区预警及河长制广播的应用。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联动监控系统，识别到学生攀爬围墙、景区人

员攀爬、居民翻越围墙，进行实时告警。

1、治安联防应用场景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当视频监控系统违规占道停车、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时触

发广播系统告警，物业值班人员可通过广播系统进行喊话劝阻。

2、占道违停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联动监控系统，识别山区火点，违法人员点火操作，进行实时广播告警。

3、森林防火应用场景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联动监控系统，识别游客进入景区，可联动广播介绍景点概况。

4、景区导播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5、垃圾分类

规范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监控联动对居民投放垃圾进行友好提醒，

美化城市乡村美好环境。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6、河道安全监测

联动监控系统，识别到违规靠近水域、靠近河道的，进行实时广播告警。

可视应急广播应用场景介绍



06 关于航天广电



公司资质及客户认可荣誉

【资质与荣誉】
　　中国航天广电始终以市场为导向，精益求精，严格规范生产管理，拥有国内外先进的检测设
备和军工生产工艺流程体系。现已全面通过了国际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认证、
ISO28001认证和中国“3C认证”、欧盟“CB认证”，并拥有10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自主知识
产权认证。



主要客户及市场覆盖

【资质与荣誉】

      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品采购定点单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战略支援、火箭
军及武警 部队等单位列装的首选品牌及航天系统星、箭、弹、“神舟飞船”等项目的广播通讯，
卫星监控，地面接收的配套产品。荣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入网证以及“十大数字化著名企业”、
“航天广电驰名商标”连续多年的“灯光音响十大品牌”等荣誉称号。


